
 

 

 

 

 

 

 

 

 

 

 

 

 

 

 

 

 

 

 

 

 

 

 

 

 

《通往電話另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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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真實世界＞ 

爸爸，老婆過世後一直父代母職照顧小孩，在工作與家庭兩邊跑，疲於奔命。 

媽媽，因為意外而過是造成家裡重大的衝擊。 

肥寶，約莫６歲左右，媽媽過世後，把自己關在家不去上學，總是假想媽媽會透過電話

跟他聯絡。 

 

＜電話世界＞ 

 

依依，在音樂盒裡的芭蕾舞者。 

二妹，像是領航員的角色，可以控制時間。 

三胞胎（大哥、二哥、小弟），各自有代表色，個性活潑。 

小五，跟肥寶年紀相仿，總是帶著一頂黃帽子。 

溜溜，繪本裡的角色，有點像是肥寶的影射。 

 

 

場景 

 

故事發生在肥寶家，全一幕。舞台上呈現的是肥寶家的客廳，挑高的天花板吊下一盞

水晶燈。室內除了一般的家具：沙發、桌椅、壁櫥等，還有許多各式各樣散落一地的

電話。整體風格偏向西式，不算窮酸，但不到華美。在稍高的牆上掛著一幅畫像，畫

裡是肥寶的媽媽，可由導演詮釋，是否直接讓演員在畫框後扮演，直接表演想像的Ｏ

Ｓ台詞。 

 

 

故事大綱 

 

肥寶一個人在家裡守著媽媽最愛的電話，以前媽媽還在的時候，他們甚至會在家裡用

電話講秘密。但媽媽離開後，肥寶不想上學，不想做任何事，只希望有天能接到媽媽

的來電。 

 

某天在爸爸終於受不了的時候，神奇的事情發生了，肥寶意外踏進電話後的奇幻世界。

在那裏，肥寶遇見了許多過去遺忘的事物，也重新想起這些事物背後的涵義。在一陣

探索過後，終於明白一直以來的憂傷到底是為什麼，也重新發現原來媽媽的愛沒有消

失過。回到現實世界後，肥寶跟爸爸重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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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ＳＳＳ１１１１    連線連線連線連線    肥寶家肥寶家肥寶家肥寶家    

 

△燈光微亮，於觀眾進場時就能看見肥寶的家。家裡有散落一地的電話：玩具電話、

投幣式的電話、無線電話，大的小的，各式各樣的電話散落著。其中有一支玻

璃做的電話顯得特別耀眼，肥寶正在擦拭那支玻璃電話。 

△肥寶家裡有沙發、茶几等各種家具，牆上有一些小孩的塗鴉，還有一幅媽媽的畫

像掛在牆上，是半身照，媽媽頭髮到肩膀，直髮且閃閃發亮，她微微笑著並且

像是看顧著肥寶一般，沒有太多的裝飾品，但頭上別了朵茉莉花，像是一顆溫

暖的小太陽為她的臉上增添了一點光采。 

△有幾個人分別帶著故事書、音樂盒、玩具、畫紙跟畫筆，還有帽子跟一些衣服上

台，他們像是在玩耍，他們隨意地將手上的東西丟在客廳裡的各處，使得客廳

看上去有些凌亂。他們偶爾會逗弄一下肥寶，但肥寶始終擦拭著電話，有時會

有反應，但就只是像揮走蚊子一般，並沒有太大的反應。肥寶看不見他們。 

△場上音樂持續著，間或參雜了一些電話鈴聲，或長或短，除此之外還有媽媽跟肥寶

過去的一些呢喃：「媽媽，唱歌給我聽」、「哈哈……」、「早點回家唷」……。 

△觀眾進場完成，燈光轉換。 

△爸爸進。 

 

 

爸爸：肥寶？肥寶你在哪？ 

△爸爸看到肥寶，一陣無奈。 

爸爸：你又再擦那支電話了。 

 

△肥寶沒有回答，默默地擦著那支電話，似乎沒有聽到爸爸的話。 

 

爸爸：肥寶── 

肥寶：它髒了。 

 

△肥寶繼續擦著電話，力道變得比之前大一些。  

 

爸爸：你每天幫它洗澡，它一點也不髒。 

肥寶：你又沒有仔細看過。 

爸爸：那是因為我知道你一直都有幫他擦乾淨。 

 

（短沉默） 

 

肥寶：你已經很久沒有用這支電話了。 

爸爸：我有手機啊，而且我們家有這麼多支電話，用哪一支有差嗎？而且你是不是該

準備去學校了…… 

肥寶：有差！（忽然大聲地打斷） 

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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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沉默） 

 

肥寶：這支是媽媽最愛的電話……。 

△電話鈴聲忽然響起，響得特別大聲。 

△肥寶馬上把手中的玻璃電話接起來。 

 

肥寶：媽媽？ 

 

△電話鈴聲持續著，肥寶開始在家中焦急地找尋鈴聲來源。 

△肥寶接起其中一支。 

肥寶：媽，我跟你說喔！我今天…… 

△肥寶忽然沉默 

 

肥寶：你騙人！媽媽才沒有在學校等我！我不要去學校，我要找媽媽！ 

 

△肥寶掛掉電話。 

 

爸爸：肥寶你在做什麼？ 

△爸爸衝去把電話搶過來回撥。 

 

爸爸：喂！老師嗎？不好意思，肥寶他還是很想他媽媽，可不可以再讓他請一天假， 明

天他一定會去。謝謝，謝謝。 

 

△父親掛掉電話。 

△肥寶抱著玻璃電話往房間跑。 

 

 爸爸：肥寶！ 

 

△肥寶離開客廳，爸爸收拾剛剛被肥寶弄亂的客廳。 

△音樂聲漸漸響起，音樂聲中參雜了媽媽對爸爸的呢喃：「要加油喔！」、「交給你

了」、「對不起」…… 

△爸爸一邊看著媽媽的畫像漸漸把手上的收拾工作暫停。 

 

爸爸：（略生氣）如果你能跟他說話，他就不會這麼難過了。是你說一定會好起來，

會再唱歌給肥寶聽，你為什麼要騙人，你不是說會跟我一起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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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聲漸大，就像爸爸激動的情緒一樣。其間參雜著電話聲。電話聲越來越多，越

來越急，就像爸爸內心千頭萬緒一般。在爸爸一聲大喊把情緒宣洩出來之後，

忽然音樂聲收掉，空氣中只剩下一個電話聲。 

△爸爸回過神，整理一下情緒，接起電話。 

爸爸：喂？是，我剛剛家裡有點事，現在就要回公司了，對不起對不起。 

△爸爸看了一下房間的方向。 

爸爸：唉…… 

△拿著公事包，頹喪地走出門。 

（停頓） 

△肥寶在爸爸離開後，慢慢地從旁邊探出頭來。他帶著玻璃電話走到媽媽的畫前， 把

話筒拿起來，撥了號碼。 

 

肥寶：喂？呼叫媽媽呼叫媽媽？我看到你了喔！你被我抓到了。你躲在畫裡面。快點

出來陪我玩。 

 

△肥寶掛掉電話，走向另一支電話。他又撥了號碼。 

 

肥寶：喂？媽媽，你什麼時候回來啊？我好想你！ 

 

△肥寶掛掉電話，走向另一支電話。他又撥了號碼。 

肥寶：（唱）我有圓圓的臉，圓圓的手，圓圓的身體，我是圓圓的肥寶。 

△肥寶掛掉電話，走回媽媽的畫像前面。 

肥寶：你可不可以跟我說一下話……哇── 

△肥寶大聲地哭了起來，整間房子都聽得到他的聲音。他將玻璃話筒拿起來。 

肥寶：（哽咽）我哭了……喔，你還，還不跟我說話……哇……啊…… 

二妹ＯＳ：好了啦！你不要哭了啦！ 

肥寶：（仍在哭泣）你是誰啦？  

二妹ＯＳ：我是住在電話裡面的人。 

肥寶：電話……裡面哪有住……人…… 

 

△肥寶忽然停止哭泣，看了電話一下。 

 

肥寶：啊──有怪物，爸爸── 

 

△肥寶把玻璃話筒往旁邊一丟，跑到旁邊拿起另外一支電話，想撥號給爸爸。 

 

肥寶：喂？爸爸，我跟你說…… 

二妹ＯＳ：我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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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寶：啊──救命啊！ 

△肥寶又把這支電話丟到旁邊，想拿旁邊的電話起來打。  

二妹ＯＳ：哈囉！ 

△肥寶在屋子裡面亂跑，幾乎每支電話都被拿起來又掛掉。肥寶每次都被二妹的聲音嚇

到，最後把每支電話都試過以後他回到沙發旁，累得坐倒在地上。 

 

肥寶：媽媽──救我。 

二妹ＯＳ：你不要怕，你不是想要聽你媽媽的聲音。

肥寶：媽媽──電話還在講話，電話會自己講話。 

二妹ＯＳ：唉唷！我可以讓你跟你媽媽講話。 

肥寶：媽媽── 

 

△肥寶忽然停住了哭喊，緩緩地走向玻璃電話，對著話筒。 

 

肥寶：你說可以跟我媽媽講話？ 

二妹ＯＳ：嗯！ 

肥寶：要怎麼做？ 

二妹ＯＳ：有點困難喔。 

肥寶：沒關係，我不怕。 

二妹ＯＳ：那……你先把你們家的電話號碼反過來撥。 

 

△肥寶一個一個號碼慢慢地回想，然後慢慢地撥號。 

 

肥寶：好了。 

二妹ＯＳ：那你最喜歡的數字是什麼？ 

肥寶：6。 

二妹ＯＳ：嗯！那媽媽最喜歡的數字呢？ 

肥寶：５！ 

二妹：加上這兩個就可以了。 

 

△肥寶撥了號碼，拿著話筒小心翼翼地聽著。 

肥寶：喂？ 

△肥寶看了看話筒。 

 

肥寶：喂？沒有呀！你騙我。 

二妹ＯＳ：你要先把話筒掛掉。

肥寶：噢！ 

 

△肥寶掛掉電話。 

△客廳內的燈光開始閃爍，家裡的電話不約而同地響了起來。客廳裡的擺設也都自

動轉了方向，整個客廳像是魔術方塊重組，都還是一樣的家具及擺設，但都換

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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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寶嚇得到處亂跑，但他不管跑到哪邊，他的方向似乎都與客廳裡的物件相碰， 

最後沒有辦法他想往門跑去，想要衝出家裡，但他怎麼樣也打不開門，握著門

把不停地搖。 

 

    ＳＳＳＳ２２２２    希望希望希望希望    電話裡的世界電話裡的世界電話裡的世界電話裡的世界    

 

△緊接第一幕，不燈暗。 

△燈光轉換。 

肥寶：放我出去啊！放我出去啊！ 

△門忽然打開。 

 二妹：哈囉！ 

 

△門把像是從肥寶的手中抽離一般，肥寶往前跌了一下 

△肥寶拍拍身體爬了起來。 

肥寶：啊── 

△肥寶嚇得往屋內退了好幾步。 

 肥寶：你是誰啊？ 

△肥寶往客廳裡的家具後面躲。 

肥寶：為什麼你可以打開我們家的門？ 

△二妹沒有說話，對著肥寶笑了笑。 

 

肥寶：你笑什麼？你再不說你是誰我就要打電話跟爸爸講了喔。

二妹：你試試看呀！ 

 

△肥寶拿起電話撥號。 

△二妹拿起身上掛著的時鐘，把秒針往逆時鐘方向轉了一圈。 

△肥寶掛下電話，沿著剛剛走過、躲過的路徑，倒著走回去，來到了門前，站在二

妹前。 

肥寶：（大聲叫喊）啊！  

肥寶：你是妖怪，你是妖怪！ 

△二妹把身上掛著的時鐘，把秒針往順時鐘方向撥了兩格。 

△肥寶的身體像被控制一般往家具的方向走了幾步。 

 

肥寶：你到底想要怎麼樣？ 

二妹：你剛剛不是在那邊哭，說想要跟媽媽說話。 

肥寶：但不是跟你說話呀！ 

 二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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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妹作勢要轉身上的時鐘。 

 

肥寶：好啦好啦！我跟你說話嘛！要說什麼啦？ 

二妹：我叫二妹，你呢？ 

肥寶：肥寶。你在我家幹嘛？ 

二妹：我是在這個世界裡控制時間的。 

肥寶：這個世界？明明就在我家呀！ 

二妹：你仔細看看…… 

 

△肥寶看了看四周。 

 

肥寶：咦？好像…… 

二妹：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肥寶：嗯！ 

二妹：在這個世界裡，左右是相反的。時間是平行的，上下是不變的，許多的方向是

可以改變。 

肥寶：我聽不懂。 

二妹：總之，你來到了一個可以回到過去的世界。

肥寶：那你趕快讓我看到媽媽呀！ 

二妹：沒有那麼簡單，如果隨便就讓你轉這個時鐘的話，外面世界的時間會大亂。 

肥寶：但你剛剛…… 

二妹：一點點不會被發現的啦！ 

△一陣打鬧聲從沙發後傳出來。 

△兩人往沙發看去，慢慢靠近。 

△三兄弟從沙發後跳出。 

△三兄弟的衣服極其鮮豔，但各有各的特色，大哥是紅色系、二哥是綠色系、小弟是

藍色系。不過三人身高相同，動作習慣幾乎一致。 

 

二妹：三兄弟！ 

肥寶：你們認識？ 

二妹：他們是這個世界裡噪音的來源。

三兄弟：哪有！ 

三兄弟：我們沒有……你才是……最安靜……你們好吵……這樣人家會……你要負

責……（三人雜亂地爭著要發言） 

二妹：安靜！（大吼） 

（短停頓） 

 

三兄弟：你別生氣嘛……故意……那我們逗你玩……好啦……其實……（三人雜亂

地爭著要發言） 

 

△二妹按住身上的時鐘。 

△三兄弟聲音忽然靜止，同時間身體也被固定住了。 

△二妹再放開手。 

三兄弟：好啦……我們……知道錯……不敢……（三人雜亂地爭著要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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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妹又再按住身上的時鐘。 

肥寶：他們真的好吵喔！ 

二妹：嗯！你們再吵我就不讓你們講話，接下來，由我指定誰可以發言。 

 

△二妹鬆手。 

 

肥寶：他們怎麼會在這裡？  

二妹：大哥你說。 

大哥：因為你忘記了。 

 

△三兄弟看一下肥寶，肥寶感到困惑。 

 

二哥：唉唷！你這樣他聽不懂啦。 

二妹：（打斷）我有叫你講話嗎？ 

 

△二哥一隻手摀著嘴巴，一隻手舉起手爭取發言。 

△二妹伸出手在三個人之間游移，像是捉弄他們，最後停在小弟身上。 

 

二妹：你說。 

小弟：在原本的世界裡，有東西被忘記了，就會在這個世界裡收起來。

肥寶：那你們是……？ 

三兄弟：蠟筆！ 

肥寶：啊！我想起來了！是叔叔送我的生日禮物。 

三兄弟：沒錯！你才知道……我們……期待很久……遺忘……（三兄弟又開始搶話）

二妹：好了！ 

 

（沉默） 

肥寶：自從媽媽離開以後，就沒有人陪我畫畫了…… 

 

△肥寶忽然安靜地低下頭，大家看肥寶。 

 

二妹：肥寶，你怎麼了…… 

肥寶：媽媽都會帶著我畫圖。 

大哥：那你記得這個嗎？ 

 

△大哥伸長了手在空中畫了一對翅膀。 

△有投影在舞台上，讓觀眾可以看見大哥畫出的一對翅膀，畫完之後翅膀動了起來， 翩

然地飛走。 

△隨著翅膀飛走，音樂搭配著振翅的聲音，悠然地響起，空中開始有各種圖案交織著，

肥寶一一說出與媽媽的回憶。搭配著畫筆的線條，像是一場圖案的音樂會。 

 

肥寶：是翅膀，爸爸說媽媽長出翅膀飛走了。 

二哥：那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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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伸長了手在空中畫了愛心的圖案。 

 

肥寶：媽媽說我們要熱心助人。 

二妹：你有嗎？ 

肥寶：……我都在家裡，所以幫助不到別人。 

大哥：你們家都沒有別人囉？ 

二哥：還有一個爸爸。 

大哥小弟：你怎麼知道？ 

二哥：他有一次差點把我踩斷，是媽媽把我撿起來。 

大哥小弟：媽媽幫助了你！ 

小弟：肥寶！還有這個。 

 

△小弟伸長了手在空中畫了樹葉的圖案。 

 

肥寶：媽媽說我們要愛護大自然。 

 

△投影有水滴的圖案。 

 

肥寶：那個夏天爸爸教會我游泳。 

 

△投影有一個向上彎的弧線。 

 

肥寶：媽媽說……這是……開心的線條。 

△肥寶從原本開心地看著各種圖案在空中交織，嘴角忽然沉了下來。 

△音樂漸漸變小聲。 

 

肥寶：我想要見媽媽…… 

二妹：啊對了！對了！這就是我們來的目的。 

三兄弟：你們可以……去……回憶的電話……找到……（三兄弟忽然很激動地回答）

二妹：啊唷──我不准你們講話了。 

 

△三兄弟合力，分別在空中畫出了一棟房子，裡面有一個電話。 

 

二妹：肥寶你知道那是什麼嗎？ 

 

△肥寶搖搖頭。 

 

二妹：這是一支可以撥到過去的電話，用這支電話你就可以跟媽媽說話了。

肥寶：那我們快點去把它找出來啊！ 

二妹：沒那麼容易，它一定是常常被記得，所以才會這麼難找。 

肥寶：沒關係，我們試看看！那大家一起去。 

 

△肥寶看向大家，三兄弟突然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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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你。 

二哥：已經。 

小弟：想起來。 

三人：了。 

大哥：我們在另外一邊見。 

肥寶：……嗯！一定要再見。 

三兄弟：掰掰！（齊聲） 

△三兄弟一起在空中畫出了一個微笑的弧線。 

△三兄弟下場。 

肥寶：嗯！要開心。我會記得的。 

 

△音樂進，一種輕快的調性，音樂中也參雜了一些電話聲，同時間有了一點笑聲，

是媽媽與肥寶的笑聲。 

△肥寶與二妹開始在客廳裡面尋找，先把各式各樣的電話分類，一個一個試，一個

一個看，確認過的就放到旁邊，場上的投影也打出各個電話的圖像，搭配著音

樂，二妹與肥寶的互動開始變多，也開始在客廳裡玩了起來，兩人丟著抱枕， 

玩著捉迷藏，鬧得不亦樂乎，彷彿忘了要找電話。兩人的笑聲搭著音樂的笑聲

交相充滿了客廳。 

△音樂漸漸變小聲。客廳中只剩下兩人的笑聲。兩人玩累了，癱在沙發上。 

 

    ＳＳＳＳ３３３３    回憶回憶回憶回憶    電話裡的世界電話裡的世界電話裡的世界電話裡的世界    

 

△緊接第二幕，不燈暗。 

 

肥寶：呼！好久沒有玩得這麼開心了。

二妹：你很久沒有出去玩了？ 

肥寶：嗯！ 

 

（短停頓） 

 

肥寶：這支電話還真難找。 

二妹：肥寶，你趕快想想有什麼東西是你常碰的。 

肥寶：我常碰的……？ 

 

△哭泣聲從幕裡傳出來。 

△兩人被哭聲打斷思緒，循著聲源走去。 

△小五出。 

△肥寶跟二妹趕緊安慰他。 

二妹：小五！你怎麼了？ 

小五：我的帽子不見了。

二妹：帽子？ 

肥寶：不見了再買就好啦。  

△小五大哭。 



11 

 

 

小五：啊──嗚── 

肥寶：好啦好啦！我們幫你找。 

二妹：帽子長怎樣呢？ 

小五：黃……色的。 

二妹：那你先別哭噢！我們幫你找。

肥寶：黃色的帽子…… 

 

△二妹轉身就開始在客廳裡翻箱倒櫃地找。 

△肥寶站在原地像是在思考什麼。 

 

肥寶：黃色的……帽子…… 

二妹：肥寶你怎麼了？ 

△肥寶沒有回答，二妹和小五覺得奇怪，看著他，肥寶感覺像是變成了雕像一動也不動。 

 肥寶：我知道了！ 

△肥寶忽然間動了起來，往樓梯旁的櫃子走去。 

△二妹和小五納悶地看著肥寶在矮櫃裡翻找著。 

△肥寶從中抽出一頂黃色的帽子。 

△小五飛快地往肥寶跑去，拿下帽子。 

小五：你怎麼知道在這裡？ 

肥寶：這個……是我之前的生日禮物。

小五：嗯……你想起來了？ 

肥寶：可是為什麼會在你這裡？ 

小五：我只是先幫你收起來而已，在這個世界裡…… 

二妹：被遺忘的都會先被收起來，等到哪天你想起來了，就會跑出來。 

肥寶：難怪我有好多東西想找的時候都找不到，但是過幾天就會看到了。 

小五：哈哈！那就是我們幫你放到你家的。 

二妹：那是你雞婆。 

 

△小五靦腆地笑，像做錯事一樣。 

△肥寶拿著小黃帽，看了看，把上面的灰塵撢掉。 

△肥寶慢慢地把小黃帽戴上，他戴得很深，幾乎要把臉都遮住了。 

二妹：肥寶，那你是怎麼想起來的帽子放哪……？ 

△肥寶沒有回答，有一點顫抖。 

二妹：你怎麼了？不舒服嗎？ 

小五：還是因為我把帽子收起來生氣了？ 

△肥寶依然沒有回答，卻開始發出了啜泣聲。 

△二妹及小五傻楞楞地看著彼此，再看看肥寶，試圖要安慰他，但不知如何是好。 

△當二妹把手放到肥寶的肩上時，他嚎啕大哭了起來。 

 

肥寶：媽……媽說……難過的……的……時後，就把帽子戴起來……就……就不會被



12 

 

 

人家看到醜醜的樣子了。 

 

△小五突然把帽子抽走。 

△其他兩人傻了一下。 

△小五跑到遠一點的角落。 

 

二妹：小五，你做什麼？（看了一下肥寶）肥寶…… 

肥寶：（哭）還給我啦！ 

小五：那你還記得其他的嗎？ 

 

△肥寶搖搖頭，上前想要把帽子拿回來。 

△小五跟肥寶追逐了起來。 

 

小五：你再想想。 

二妹：小五你還給他啦。 

小五：他要自己想起來，這頂帽子才能還給他。肥寶，帽子除了讓你不會被看到醜醜

的樣子，還可以做什麼？ 

肥寶：不知道。 

小五：（大聲）用力想。 

 

△肥寶抱著頭大叫。 

 

肥寶：我怎麼會記得，都是媽媽幫我戴的。 

小五：再想想。 

 

△肥寶，停下腳步，抱著頭站在原地，手順著頭的形狀摸，像是有人再摸頭一樣。 

 

肥寶：戴上帽子會變……戴上帽子會變……戴帽帽，變巧巧，肥寶有頂聰明帽。

（註：巧在閩南語裡有聰明的意思） 

小五：嗯！ 

二妹：巧巧（閩南語）是什麼意思呀？ 

肥寶：是閩南語聰明的意思。戴上它會變聰明。這是媽媽跟我講的，而且只有我們知

道，他在幫我戴帽子的時候，都會這樣。 

 

△小五慢慢走進肥寶，幫肥寶戴上帽子。 

△小五戴上帽子之後，摸了摸他的頭。 

 

小五：戴帽帽，變巧巧。 

 

（短停頓） 

 

二妹：肥寶，離媽媽越來越近囉！ 

小五：戴著帽子繼續加油吧！再見。 

肥寶：你要走了？ 

小五：我們還會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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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寶：你等一下啦。 

小五：怎麼了？ 

肥寶：（對著二妹）我要怎麼樣讓小五留下來？ 

二妹：嗯…… 

小五：沒關係啦，我們在電話另一邊見。 

二妹：那個……你，我…… 

 

△肥寶看著二妹。 

 

二妹：我問你，你戴起帽子後，媽媽會做什麼？ 

肥寶：我怎麼會記得。 

 

△二妹一副得意的樣子看著肥寶。 

 

肥寶：哈哈哈，對耶，我忘記了。 

小五：說我雞婆，你還不是一樣。 

二妹：嘻，他需要你，你就多陪他一下嘛。 

 

△電話鈴聲響起，迴盪在屋子裡。 

△三個人一起往電話堆看。 

△當三人想過去接聽時，電話聲停。 

 

老師ＯＳ：肥寶嗎？還是肥寶的爸爸？我們下個禮拜有戶外教學，因為肥寶最近沒有

來學校，所以有把通知單寄到家裡，如果下禮拜要跟大家一起去的話， 記

得要請肥寶帶來學校唷！ 

肥寶：是老師的聲音。她也在這個世界？ 

二妹：沒有接到的電話，就像是被忘記一樣，所以在這個世界才會聽到，這些沒有收

到的訊息，就會被記錄在專屬的電話裡。 

小五：所以有一些話，可能是你媽媽講給你聽，但你沒收到的，也會被記錄下來。 

肥寶：我只要找到那支電話，就可以聽到媽媽的聲音了！ 

二妹與小五：嗯！ 

△三個人又開始在客廳當中尋找那支可以接通媽媽的電話。 

△二妹從桌子底下拿出了一個音樂盒，她把音樂盒打開。 

二妹：咦？這是……？ 

 

△場上音樂響起，就像是從音樂盒流瀉出來一樣，清脆而動聽，音樂中夾帶著一點點

歌謠茉莉花的旋律，像是媽媽輕聲的歌唱著。 

△芭蕾舞者，依依進場。 

二妹：啊──是依依，好久不見了。 

 

△依依跳到二妹旁邊，擺出了一個芭蕾舞的姿勢。 

 

依依：是呀！最近好嗎？ 

二妹：嗯！還是一樣，哪，這是肥寶，從電話那邊來的。小五你認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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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依跳到肥寶的旁邊，又再擺了一個芭蕾舞的姿勢。 

 

依依：要不是你這次來到這裡，我不知道還要被關多久。

小五：你被關起來？ 

依依：嗯嗯！舞蹈，是跟著音樂一起的，沒有音樂我怎麼跳舞，我被關了好久，自己

一個人在黑盒子裡面，只能自己哼音樂，每天每天期待這個音樂盒有被想

起來的一天。 

二妹：所以…… 

△二妹看向肥寶。 

△肥寶快速轉身。 

△二妹、小五覺得奇怪往肥寶靠去，這次依依則是只在原地換一個芭蕾舞姿勢，沒有

跳過去。 

 

肥寶：我討厭這個音樂盒！我才不要想起來。

二妹：為什麼？ 

小五：對呀！你這樣的話害依依都沒辦法跳舞了。

肥寶：我才不管勒！ 

 

△肥寶越來越生氣。 

△依依跳到肥寶的旁邊，又再擺了一個芭蕾舞的姿勢。 

 

依依：你願意跟我們說為什麼你討厭這個音樂盒嗎？ 

肥寶：（大吼）你不要過來。 

 

△場上大家都被肥寶的舉動嚇到了，安靜得只剩下音樂在輕輕地響著。 

△肥寶把音樂盒用力闔上往旁邊放。 

△依依緩緩地走到音樂盒旁邊，擺出跟音樂盒裡的小芭蕾者一樣的姿勢。 

△大家轉過頭去看著依依，肥寶依然無動於衷。 

△依依自己哼了一段音樂，優雅地跳起舞來，這個舞不難，其實只是幾個簡單的前進、

後退，動作中夾雜了擁抱自己，敞開胸懷，轉圈等動作。 

 

二妹：好美的舞。 

小五：嗯！跳得真好。 

肥寶：我媽媽跳得更好…… 

△肥寶抬起頭來看著依依。 

△依依像微風一般滑到了肥寶的旁邊，拉起他的手，轉起圈來。 

△一邊哼著歌，一邊帶著肥寶轉圓圈，肥寶的臉上也漸漸放鬆了下來。甚至開始有

了一些微笑。 

△二妹到一旁偷偷把音樂盒打開，兩人跟著音樂的段落，肥寶跟著依依跳出了同樣

的動作。 

 

肥寶：（肥寶一邊跳舞一邊擁抱自己）愛護自己。 

肥寶：（肥寶一邊跳舞一邊打開雙手）與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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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寶：自由自在的跳舞。 

 

△肥寶隨意轉起圈來，場上的大家也跟著一起轉起圈來。 

△隨著音樂的悠揚，越來越大聲，越來越輕快，依照著原先的曲調變奏了起來。 

△大家跟著一起跳了起來。 

眾人：愛護自己……與人分享……自由自在……愛護自己…… 

△大家開心地笑著、跳著，然後慢慢停了下來。 

△依依跳到肥寶旁，擺了一個芭蕾舞姿勢。 

依依：想起來了嗎？ 

肥寶：嗯！自從媽媽離開之後，我就不想打開這個音樂盒。 

依依：可是你也把我關起來了，我都不能出來跳舞，這真讓人不開心。 

肥寶：我也不開心。 

二妹：因為你都關在家裡啊。 

 

（短停頓） 

 

肥寶：我不想出門。 

小五：為什麼？ 

肥寶：門口很可怕。 

依依：為什麼呢？ 

肥寶：（大聲）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眾人走過去抱抱肥寶。 

（短停頓） 

△肥寶突然抬起頭，像看到認識的人一樣。 

 

肥寶：溜溜！ 

 

△肥寶對著角落的溜溜大喊。 

二妹：你記得他？ 

肥寶：嗯！以前媽媽都會念溜溜的故事給我聽。只是我好久沒有聽過了。

小五：是什麼樣的故事呢？ 

 

△依依跳了幾個動作。 

 

依依：跟跳舞有關嗎？ 

 

△大家看了依依一下，一起搖頭。 

 

肥寶：沒有。 

二妹：那溜溜你跟我們大家說說你的故事嘛！ 

溜溜：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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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溜拿出故事書。 

△大家一個個找個位子坐下，準備開始說故事了。 

△溜溜一邊扮演故事中的角色，一邊說故事。 

 

溜溜：從前有個小男孩叫作溜溜，他遇到了一個壞心的巫婆，溜溜嘲笑巫婆的聲音很

難聽，巫婆很生氣，準備把溜溜變成一隻羊，讓他不能說話只能咩咩叫， 溜溜

的媽媽為了保護他，就代替溜溜變成了一隻羊。有一天溜溜帶著媽媽去森林

散步，到了森林溜溜開心地到處亂跑，一下跑到這一下跑到那，他開心地玩著，

忽然間，他發現媽媽不見了。他焦急地找，跑到跌倒，受傷了，撞到了，最

後他停下來，眼淚也開始流了出來，就在這個時候，他聽到遠方傳來咩──

咩──的聲音，他跳起來開心地往聲音的方向去。 

 

△溜溜切換角色成巫婆、羊、還有溜溜的媽。 

 

肥寶：到了那邊他沒有看到媽媽，只有一個天使在那邊咩──咩──地叫著。溜溜問

天使，你為什麼在這邊學我媽媽的叫聲？ 

 

△肥寶接下去說，溜溜微笑。 

 

溜溜：天使說，因為我媽媽一直在原來的地方叫著，只是我沒有聽到，為了不要讓我

找不到路，媽媽不敢停下來，最後累倒了。我媽媽到了天堂，拜託天使讓我找

到回來的路。所以天使才不斷地叫著咩──咩── 

肥寶：媽媽只是到了天堂去等溜溜而已，她沒有忘記溜溜…… 

△肥寶縮在沙發裡，抱著膝蓋，把頭壓得低低的。 

△大家沒有說話，彷彿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一樣。 

△場上音樂響起，是一首童謠。 

 

歌： 

森林的小山羊

可愛的小山羊 

每天跑來跑去就會撞到石頭

撞到了大石頭 

腳痛得不得了 

所以就咩ㄟ的哭起來

咩──咩── 

 

△音樂持續。 

△場上投影，畫面是肥寶和媽媽過去玩耍開心的照片。 

照片一：兩個人一起開心地跳著舞。 

照片二：媽媽拉著肥寶的小手開心上學。 

照片三：媽媽握著肥寶的手畫畫。 

照片四：一家人開心慶生的樣子。 

照片五：肥寶戴著帽子媽媽拿糖在逗肥寶開心。 

照片六：肥寶躺在媽媽懷裡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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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七：肥寶打開門站在門邊的樣子。 

照片八：肥寶自己一個人在路上跑跳的樣子。 

照片九：媽媽在馬路上抱著肥寶緊閉眼睛的樣子，而後方有一台車。 

△影像漸收。 

△音樂漸收。 

 

肥寶：要不是亂跑出去，媽媽就不會被車子撞到……要不是我在路上亂跑，媽媽就不

會都不回來…… 

 

△肥寶不停地重複著。 

二妹：肥寶……媽媽不會回來了。 

△肥寶停下聲音。 

肥寶：你們都走開，你們都走開！你騙我！ 

△所有人嚇得站起來，紛紛往旁邊走了幾步。 

二妹：你還有我們，我們陪在你旁邊呀！ 

肥寶：我才不要你們勒！我要媽媽，我要媽媽！是你跟我說你可以帶我找媽媽的！ 現

在又說她不會回來了。你走開你走開！你為什麼要讓我想起來。 

 

△大家被肥寶吼得紛紛往各處下場。 

△二妹還留在場上離肥寶較遠的位置。 

肥寶：你走開！ 

二妹：我是控制時間的，我不能走開。帶你來是希望你能夠想起媽媽留給你的事情，

她一直都在你身邊，而我們也一直在你身邊，只是你沒有看見而已。 

肥寶：那我希望我再也不要看見你們，我可以自己去找媽媽。 

 

△二妹沒有回應，只是看著肥寶。 

 

肥寶：幹嘛不說話！ 

二妹：你找到媽媽就會開心了嗎？ 

肥寶：對！ 

二妹：那你要記得，不管怎麼樣，我們都在…… 

肥寶：噢…… 

 

△二妹拿起身上的時鐘。 

△角落的大家探出頭。 

 

大家：（小聲）你確定？ 

二妹：（點頭）嗯。 

 

△二妹慢慢地把時鐘轉了一圈又一圈，速度越來越快，越轉越多圈，越轉越快。 

△場上出現了很多聲音，有水聲、車聲、有媽媽的聲音、有肥寶的聲音、有老師、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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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爸爸的聲音、救護車的聲音、電話鈴聲…… 

△剛剛的三兄弟、小五、依依、溜溜都上來，倒著走路，把屋內的東西移過來又移過

去，整個屋子像翻轉過來了一樣。 

△聲音越來越大，忽然只剩下迴盪在整個客廳裡的電話鈴聲，非常響亮地響著。 

△大家結束行走站到二妹的旁邊。 

 

肥寶：大家……？ 

二妹：要記得……我們都在你身邊。 

 

    ＳＳＳＳ４４４４    重逢重逢重逢重逢    電話裡的世界電話裡的世界電話裡的世界電話裡的世界    

 

△緊接第三幕，不燈暗。 

△所有人紛紛下場。 

△剩下二妹及肥寶，他們看著彼此，二妹微微笑了一下往旁邊站了一步。 

△二妹身後是玻璃電話。 

△肥寶衝過去把電話接起來，小心翼翼地把話筒靠近耳朵旁。 

媽媽ＯＳ：肥寶？ 

△肥寶沉默。 

 

媽媽ＯＳ：肥寶？ 

肥寶：媽……媽。 

 

△肥寶有點不敢置信地回應，把電話拿開，驚訝地看著二妹。 

媽媽ＯＳ：肥寶有乖乖聽爸爸的話嗎？ 

△二妹在旁用手指著話筒，要肥寶回過神來說話。 

 

肥寶：有……沒有。

媽媽ＯＳ：為什麼？ 

 

△媽媽的聲音非常溫柔、親切。因為肥寶地語無倫次笑了一下。 

△肥寶沒有回答。 

媽媽ＯＳ：肥寶怎麼了？ 

肥寶：我沒有去上課，也不聽爸爸說話。

媽媽ＯＳ：為什麼？ 

肥寶：以前都有媽媽陪我把衣服穿好，然後帶我去上學，聽我說話，爸爸才不會， 我

討厭上課，討厭聽爸爸說話。 

媽媽ＯＳ：但是媽媽不在了呀！ 

△肥寶沒有等媽媽說完話，就直接接著說下去。 

 

肥寶：我還討厭故事書，沒有人讀故事給我聽，所以我把故事書亂丟；我還討厭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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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戴起來以後沒有人幫我擦眼淚；我討厭音樂盒討厭畫畫，我在牆壁上一

直亂畫；討厭同學打給我，他們會害我接不到你的電話；我不想要出門，我不

想要吃東西，我不想要寫作業，我不想要游泳，我不想要做好多好多事…… 

 

△二妹企圖想要插話讓肥寶冷靜，但講不到兩三個字，就被肥寶的情緒給切斷。 

△肥寶越講越快，越講越大聲，而情緒也越來越激動，最後甚至哭了起來。 

 

二妹：肥寶…… 

 

（短停頓） 

 

肥寶：我不想要媽媽不見…… 

媽媽ＯＳ：肥寶，媽媽一直都在。 

肥寶：是不是肥寶乖一點，不要亂跑，害你被車子撞到，你就不會不見了？ 

媽媽ＯＳ：肥寶很乖呀。 

肥寶：肥寶一點都不乖，肥寶是壞小孩，所以媽媽才不要我…… 

△肥寶的眼淚像是沒辦法控制一般地流下來。 

 

媽媽ＯＳ：肥寶，還記得媽媽最喜歡的數字是幾嗎？ 

肥寶：是５。 

媽媽ＯＳ：那我都說誰最勇敢？ 

肥寶：我。 

媽媽ＯＳ：那再告訴媽媽一次，我最喜歡的數字是幾？ 

肥寶：５。 

媽媽ＯＳ：那誰最聰明？ 

肥寶：我。 

媽媽ＯＳ：那媽媽最喜歡誰？ 

肥寶：我。 

媽媽ＯＳ：所以你代表的數字是？ 

肥寶：５。 

 

△肥寶的情緒較為舒緩。 

△二妹走到肥寶旁。 

二妹：你想要見到媽媽嗎？ 

△肥寶想了一下。 

肥寶：要…… 

二妹：那你拿起電話，把最開始的號碼播兩次。還記得嗎？ 

肥寶：嗯！把家裡的電話號碼倒過來，加上我跟媽媽最喜歡的數字。

肥寶：３……３……５……６……１……１……６……５……５ 

 

△肥寶一邊按數字，電話就響著每個號碼代表的音階，音樂一個音一個音跟著肥寶的

動作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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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寶：加上６……５ 

 

△最後兩個音響著。 

 

二妹：再按一次。 

肥寶：３３５……６１１６……５５……６５ 

 

△肥寶這次按得比較順暢一點，而原本呆板的電話音也因為肥寶按鍵時的節奏，似

乎有了某種旋律。 

 

二妹：想起什麼了嗎？ 

 

△音樂仍是想著單音，只是變成了鋼琴的聲音，旋律慢慢的飄揚出來，像是隨著肥

寶的記憶，一點一滴的從過去的回憶中找回被遺忘的音符。 

 

肥寶：是……媽媽，是媽媽最喜歡的歌！ 

 

△音樂開始轉調成了正確板的茉莉花歌謠，從原本的單音，到旋律逐漸浮現，到配

樂逐漸豐富。 

△肥寶隨著音樂開心地跳了起來，肥寶一邊跳，場上同時間有媽媽跳舞的投影，而

肥寶的動作，跟媽媽的投影相對照，就像是媽媽在旁邊陪著肥寶跳一樣。 

肥寶：愛護自己……與人…… 

媽媽ＯＳ：（疊進來）與人分享……自由自在…… 

兩人一起：愛護自己……與人分享……自由自在…… 

 

△三人一邊跳著一邊說著口訣。 

△場上的音樂悠揚，但總覺得怪怪的，似乎少了一句。 

△忽然音樂停了下來。 

△媽媽的影像消失。 

△肥寶跟二妹都嚇了一跳，並停了下來。 

 

肥寶：怎麼會這樣？媽媽呢？ 

二妹：嗯……我也不清楚耶…… 

肥寶：是不是少了什麼？ 

二妹：是這樣沒錯呀！ 

肥寶：不管啦！你趕快把媽媽還給我…… 

△肥寶用一種耍賴的方式賴著二妹。 

二妹：我之前都沒有遇過這情形，唉唷！傷腦筋耶。 

△肥寶衝過去拿起電話開始亂按。 

二妹：你不要亂按！等一下你回不去！ 

△就在肥寶亂按的時候，忽然一個單音迴盪在空中。 

△兩人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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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妹：你按到了什麼？ 

肥寶：剛剛……剛剛……好像是……２。

二妹：二？ 

 

△場上又從單音恢復到原本歌謠的音樂，但更動聽，更完整。 

△媽媽的影像又在場上開始翩翩起舞。 

△肥寶開心得跳起舞來。 

 

媽媽ＯＳ：一個媽媽，加一個肥寶，等於兩個世界上最開心的人。開心的時候要比

「ＹＡ！」 

 

△忽然間，三兄弟、小五等等，大家跳出，像是要拍照一樣。 

△肥寶嚇了一跳，停止了一下腳步，但音樂仍小聲地持續。 

 

肥寶：大家都在？ 

小五：別忘了，我們…… 

大家：（緊接上句）一直都在你身邊。

肥寶：怎麼會？ 

溜溜：想想你剛剛按的數字。

肥寶：３……３…… 

三兄弟：還想不起來呀？ 

肥寶：是你們！５是小五，６是溜溜，一就是依依。

依依：依依。（疊在肥寶的話尾）。 

 

△依依跳了個姿勢到肥寶旁邊。 

 

肥寶：所以二妹就是２！ 

二妹：沒錯！ 

媽媽ＯＳ：有好多的人陪在肥寶身邊囉！ 

△音樂又大聲響起。 

△大家隨之翩然起舞。 

大家：愛護自己……與人分享……自由自在…… 

△大家跳著跳著，漸漸將肥寶圍起來。 

△音樂漸漸小聲但沒有消失。 

 

媽媽ＯＳ：肥寶，想再聽媽媽說故事嗎？ 

 

△大家停下了動作，看著媽媽的影像。 

△肥寶頓了一下之後，轉身快速爬上沙發躺平，並且緊閉眼睛，更用雙手蓋住眼睛， 彷彿

像是過去的習慣一樣。 

  △大家看著肥寶可愛的樣子不約而同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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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寶：我準備好了，肥寶乖，閉眼睛，媽媽說個故事給肥寶聽。 

媽媽ＯＳ：你都記得。肥寶乖，閉眼睛，媽媽說個故事給肥寶聽。 

 

△大家到沙發旁各自找個位子坐下。 

 

媽媽ＯＳ：從前有個小男孩叫作肥寶，有一天他闖進了一個奇幻世界裡，在裡面他遇

見好多好多被遺忘的朋友，也想起了好多好多忘記的事情，在那裡，他想

起了要開心的畫圖，戴起帽子哭哭，自由自在地跳舞，好多好多事情，

他也想起了媽媽最喜歡的歌，想起媽媽留下了好多愛給他。想起了大家

都一直陪在他身邊，沒有離開過，想起了，他，是世界上媽媽最喜歡的

人。一直都是…… 

 

△音樂從原本的歌謠茉莉花的變奏，越來越慢，越來越慢，逐漸變成了搖籃曲，有

一種安寧及平和氛圍。 

△媽媽一邊講故事，大家慢慢地走到各個家具旁邊，恢復成原本家裡的樣子，把左

右相反的都擺回來，把整理過的，都再放回原位。場上又恢復了原本肥寶家裡

的樣子。 

△肥寶在大家收拾、媽媽說故事的時候睡著了。 

 

    ＳＳＳＳ５５５５    前進前進前進前進    肥寶家肥寶家肥寶家肥寶家    

 

△緊接第四幕，不燈暗。 

△場上從原本的搖籃曲再轉換成另外一種音樂，緩慢而抒情的，很小聲的電話鈴聲

襯在音樂裡面，除此之外，還有媽媽過去的呢喃：肥寶乖乖睡覺，肥寶快快長

大，肥寶好棒唷……這些也是襯在音樂裡。 

△大家聚集在一起。 

△二妹坐在肥寶旁邊摸摸他的臉。 

 

小五：二妹？ 

二妹：我知道。他都想起來了，我們要走了。 

△媽媽講故事的聲音慢慢變小，然後看著他們每個人拿東西過去給肥寶。 

△大家拿自己各自代表的東西，走到肥寶身邊，輕輕地放下。 

△三兄弟走到肥寶旁邊放下蠟筆盒。 

三兄弟：肥寶……記得開心……我們……（三人爭話） 

△大家一起瞪三兄弟。 

 

大哥：記得要開心唷！（輕聲） 

二哥：記得要快樂唷！（輕聲） 

小弟：記得要……要……你們都講完了。

大哥、二哥：高興啦！ 

大家：噓！ 

小弟：記得要高興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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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走到肥寶旁邊放下帽子。 

小五：戴帽帽，變巧巧（台語），肥寶有頂聰明帽。 

△依依跳到肥寶旁放下音樂盒。 

依依：要自由自在的唷！ 

△溜溜走到肥寶旁邊放下故事書。 

溜溜：想到我們，我們就會在你旁邊唷！ 

 

   △二妹走到肥寶旁邊把時鐘拿起來看了看，又掛了回去。 

 

  小五：二妹？ 

二妹：他如果記得我，我就會在他旁邊，他如果忘記了，沒關係，我也會躲在他身 

邊一直到他想起來為止。 

△二妹轉身帶頭離開。 

△大家漸次轉身。 

大家：肥寶掰掰……肥寶再見……要記得唷……（此起彼落） 

 

△當大家都下場之後，二妹又再走回來，跟媽媽的影像點個頭示意。 

 

媽媽ＯＳ：謝謝你，二妹。 

二妹：不客氣。 

△媽媽微笑著，影像漸漸模糊變淡。 

△二妹在影像全部都消失後走到玻璃電話旁，把話筒掛上。 

△二妹轉身面對著肥寶。 

二妹：肥寶，只要記得，就不會消失。要記住唷！我們一直都在你身邊。 

△二妹下場。 

△場上音樂輕柔地飄著，媽媽的呢喃越來越小聲：只要記得，媽媽都在；要記得肥寶

不是一個人喔，我們都在旁邊陪著你……。 

△有幾根羽毛從空中緩緩地飄落，像是天使飛過遺留下來一般。 

△場上投影媽媽和大家開心跳舞的樣子，感覺有點模糊，像是回憶中的樣子，慢慢 

地樣子越來越淡，一個一個消失，有一些星星畫過空中，像是大家化成了繁星

一般，在肥寶的身邊閃耀著，最後是媽媽，化成了一個溫暖光亮的光圈，像是

太陽。場上充滿著極光一般炫麗的顏色。 

△投影中媽媽抱著肥寶，緊閉著雙眼，後面的車變成了有著翅膀的飛馬，拉著馬車飛

到了媽媽旁邊，媽媽長出了翅膀，飛上了馬車，跟著馬車飛往空中。 

△投影裡馬路逐漸消失，原本在馬路上的肥寶在媽媽消失後，像是飄在空中一般，他

緊縮的身體維持原狀，但感覺不那麼害怕了，肥寶正慢慢地降落，然後沙發從肥

寶底下浮了上來，肥寶就睡在沙發上了，而且還蓋了件被子。 

  △電話鈴聲響起。 

△肥寶從沙發上驚醒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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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寶：媽媽！ 

 

△肥寶跑過去接電話。 

 

肥寶：媽媽？ 

二妹ＯＳ：肥寶？ 

肥寶：二妹！（驚呼） 

二妹ＯＳ：噓……小聲一點。 

爸爸：肥寶啊！ 

 

△爸爸從房間走出。 

 

爸爸：有沒有看到我的帽子？ 

肥寶：在哪裡？ 

 

△肥寶對著話筒說。 

二妹ＯＳ：沙發旁邊的抽屜裡。 

△肥寶跑過去拿。拿到帽子以後高舉給爸爸看。 

 

肥寶：在這裡！ 

爸爸：肥寶真棒！ 

 

△肥寶站上沙發。 

 

肥寶：爸爸，我幫你戴。 

△爸爸蹲下來一點。 

△肥寶把帽子戴到爸爸的頭上。 

 

肥寶：戴帽帽，變巧巧（台語），爸爸有頂聰明帽。 

 

△爸爸起身。 

 

爸爸：嗯？（想了一下）哈哈哈哈哈哈，跟你媽媽一樣。 

肥寶：那是媽媽教我的。 

爸爸：教你把帽子戴反嗎？ 

肥寶：呵呵，那剛剛一定是媽媽戴的。 

 

△爸爸笑了笑，摸摸肥寶的頭。 

肥寶：爸爸，你這樣摸我好像媽媽摸我一樣喔。 

△爸爸又再摸了一次肥寶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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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不管是誰戴的，你跟媽媽都是我最愛的人。 

兩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肥寶：爸爸，我肚子餓了。

爸爸：那你想吃什麼呢？ 

肥寶：我們出去外面吃？ 

爸爸：可是你……不會怕出去外面，會看到……？ 

肥寶：看到媽媽？ 

爸爸：有點像是這個意思。 

肥寶：才不會，媽媽長翅膀飛太快了，我看不到。 

爸爸：那我們去媽媽最愛的餐廳吃飯！ 

肥寶：好耶！ 

爸爸：那我去拿件外套我們就準備出門囉！ 

肥寶：嗯！ 

 

△爸爸轉身去房間拿外套。 

△肥寶看爸爸走進房間，旋即跑到電話旁，拿起話筒。 

肥寶：二妹？二妹？你還在嗎？不見了嗎？ 

（短沉默） 

 

二妹ＯＳ：別忘記，我們一直都在…… 

兩人一起：你身邊。 

二妹ＯＳ：只要記得就不會不見。 

△爸爸從房間走出。 

 爸爸：肥寶？走囉！ 

 

  △爸爸看到肥寶再跟電話講話。 

 

爸爸：肥寶？你又再跟電話說話了。 

肥寶：（掩飾尷尬）我……我……我是在跟媽媽講電話。 

爸爸：是嗎？那我來聽聽。 

 

△爸爸走過去接起話筒）。 

 

爸爸：喂？ 

 

△爸爸看了看肥寶，肥寶也看了看爸爸。 

爸爸：媽媽呀！我們要去你最喜歡的餐廳吃飯了喔！回來再跟你報告。想你喔！ 

△肥寶在旁邊偷笑。 

△爸爸講完把電話掛上。 

 

爸爸：好啦！也跟媽媽報告過了，我們可以出發了吧！ 

肥寶：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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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開心地走出門口。 

△場上燈光漸暗。 

△音樂茉莉花輕緩地響起。 

媽媽ＯＳ：我也想你們。 

△燈暗 

△音樂漸收 

 

 

    ────────    ＥＮＤ── 

 

 

 

 

補充說明： 

 

茉莉花歌謠中由簡譜記號１、２、３、５、６、ｉ（Ｄｏ、ｒｅ、ｍｅ、ｓｏｌ、

ｌａ、ｄｏ）這幾個音階組成，故角色命名以此作為依據。首句：好一朵美麗的茉

莉花，曲譜即為肥寶撥往電話世界裡的通關密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