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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歌戰歌戰歌戰歌》》》》 

 
故事大綱故事大綱故事大綱故事大綱：：：： 

 

梅花國土地雖然小，但物產豐饒民風自由，不過誰也沒料到，在醫療與科技進

步的此刻，會因為疫情與戰亂的危機，讓大家感受到強烈的末世感。陳勳和李

莫是標準的梅花國人，勤奮工作不畏艱難，因與確診者密切接觸而必須住在防

疫旅館隔離，疫情的另類軟禁下，兩人透過歌唱的 app認識，儘管素未謀面，
卻發展出雲端上的特殊情感，然而疫情外的一觸即發戰爭，讓兩人因歌唱認識

的緣分，成為他們人生的離別終曲。 
 
 
 
人物介紹人物介紹人物介紹人物介紹：：：： 

陳勳：男，三十三歲，行政首長隨扈，富正義感且恪盡職守，埋首於工作而苦

無戀愛的機會，是個標準的母胎單身。因工作職責，對政策第一線消息嚴守保

密，卻也因高層的無良決策，開始懷疑那些常高喊與民同在且受他保護的領導

者，人生座標出現搖擺，但愛情卻慢慢開出一朵花。 
李莫：女，三十二歲，社福據點的社工人員，熱衷社運堅持當個永遠的反對

黨。同情弱勢，把賺來的錢幾乎都拿去救助社會邊緣人，與愛情總是擦肩。因

為住在隔離旅館下載唱歌 app而認識陳勳，進而發展出為自己勇敢一次的戀
情。 
 
 
 
場景場景場景場景：：：： 

舞台分兩半，區隔成 AB兩大區塊，以 AB兩大字燈顯示不同防疫旅館的房間。
A字燈表示李莫住的 A棟防疫旅館 801號房，沒有窗戶，牆上有倒數日期紙； 
B字燈表示陳勳住的 B棟防疫旅館 808號房，擺放部份健身器材和通訊物品。
舞台後方的背景是梅花國著名的梅花橋，正上方有個投螢幕，投影兩人透過唱

歌 app互動的訊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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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 
 
 (手電筒的燈一閃一滅一閃一滅，伴隨著女子清唱《寂寞寂寞就好》的副歌：
我寂寞寂寞就好，這時候誰都別來安慰擁抱，就讓我一個人去痛到受不了，想

到快瘋掉，死不了就還好。) 
 
 (A區燈亮，B區燈暗。) 
 (李莫拿著手電筒，照著牆上貼的紙張，無奈地劃下隔離第七天的記號) 
李莫：今天才第七天，還要被關一個禮拜(嘆氣)。我也算吃苦耐勞型，但是沒窗
戶的房間，實在太讓人鬱悶，(深吸一口氣)而且……這霉味(作噁)。 
 (A區燈暗，B區燈亮。) 
 (陳勳把牆上標示數字的紙張撕下 5，牆上的紙張數字停留在一個大大的「4」) 
陳勳：終於破 10天了，我也算隨遇而安型的，但這房間的潮濕感，實在是(搖
頭)……。 
 
 (叮咚聲，投影螢幕顯示：您有一個搶唱邀請。) 
 
陳勳：幸好有這個唱歌的 app，不然還真不知如何度過這漫長的隔離 14天。 
 (螢幕顯示搶唱歌曲：《如果還有明天》，音樂播放兩個小節後，螢幕上顯示倒
數數字 3→2→1→搶，陳勳搶贏，開始唱起副歌。) 
陳勳：(唱)如果還有明天，你想怎樣裝扮你的臉，如果沒有明天，要怎麼說再
見。 
 (螢幕顯示得分：89，李莫敲來訊息：這首歌太符合現在的狀況，笑臉圖。) 
 (兩人開始用語音輸入訊息對話，上方投影螢幕暗。) 
 
 (A區燈亮。) 
 
陳勳：哈!真的，又是疫情又是戰爭危機，感覺就要世界末日了。聊點開心的事
好了！我看妳也常常上來玩搶唱，歌聲也挺好的，是個名符其實的歌后！ 
 (李莫無奈的臉，因為陳勳的美言，漸漸泛起甜甜的笑容。) 
李莫：鬼后啦！什麼歌后，我現在住在隔離旅館，已經一個星期沒見到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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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快變成鬼了。 
陳勳：(興奮)太巧了，我也是住在隔離旅館，不然，以我平常工作忙碌的狀況，
根本沒有時間玩搶唱。 
李莫：真的嗎？你住在哪一間？ 
陳勳：陽光旅店，真的很諷刺(笑)，我的房間根本沒有窗戶，哪來的陽光。 
李莫：天呀(興奮)!太巧了，我也是住在陽光旅店，我住在 A棟 801，你呢？ 
陳勳：我住在 B棟 808，太奇妙的緣分(興奮)，不過再過 4天我就可以離開這。 
李莫：真令人羨慕，再 4天就自由，我還要被關一個星期，都不知道能不能撐
過這可怕的七天(嘆)。 
陳勳：保有信念，一定可以見到曙光。 
李莫：曙光是不知道能不能等到，但是確定有等到一位可以聊天的人，真開

心，而且說真的，這是我第一次跟不認識的人聊這麼多，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被

隔離的關係，關久了，寂寞了。 
陳勳：別想太多，就當作是結善緣，其實……(吞吐)這也是我第一次跟不認識的
人在網路上聊天，我們這樣算網友嗎 (笑)？ 
李莫：哈!不管是不是網友，你不要是詐騙集團就好了。 
陳勳：天地良心，我還可以報給你我的身分證字號 A1527…….。 
李莫：(笑著打斷陳勳)好了好了，我相信你啦!但是我比較想知道你的保險箱密
碼(笑)。 
陳勳：(笑)妳還挺幽默。 
李莫：不只幽默，本人還很可愛。對了，我叫李莫，你呢？ 
陳勳：我叫陳勳。嗯(吞吐)……，如果有機會的話，希望可以見上一面，我覺
得，我們好像認識很久。 
李莫：你是說有種相見恨晚的感覺嗎？ 
陳勳：或許吧! 
李莫：乾脆我們約好每天晚上九點搶唱，唱一個小時後就聊聊天。 
陳勳：我 in。 
李莫：太好了，我先處理手邊案子的事，明晚見。 
陳勳：明晚見。 
 
 (B區燈暗，A區的燈依舊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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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莫：我會不會太主動了？感覺自己好像是個缺愛的女人(李莫走來走去苦惱
著)，不管了，都不知道明天在哪裡，如果還有明天，管他認為我是倒貼他還是
花痴女，先活著走出這裡再說。 
 (李莫走向貼在牆上的紙張，用跆拳道式的踢腳用力一踢。燈暗。) 
 
第二場 
  
 (對講機的雜訊音不斷出現。) 
 (B區燈亮，A區燈暗。) 
陳勳：訊號終於對了，蒼鷹歸隊。 
對講機：蒼鷹好好呆在巢穴養精蓄銳，不要製造任何的麻煩或意外，近期上頭

可能會做出一些有違常理的事，我們就奉命行事，還有，禿鷹正在見縫插針找

你麻煩，自己留意一下。 
陳勳：我知道，我會小心行事。 
 (陳勳把對講機關掉，再走到牆邊把標示隔離日子的數字紙張撕下 4，牆上的紙
張數字停留在一個大大的「3」，他拿起地上的啞鈴做著二頭肌彎舉，懊惱著昨
晚的衝動。) 
陳勳：我昨晚怎麼會笨到說出自己的身分證字號，真的是關到變傻子了我，太

久沒上工，都忘記工作上絕不容許我有一丁點恍神、閃失，振作振作(拍打自己
的臉)。 
 
 (A區燈亮。) 
 
李莫：快九點了，不知道他會不會記得上線。 
 
 (叮咚聲，投影螢幕顯示：您有一個搶唱邀請。) 
 
李莫：(興奮)耶!他還記得。 
 (李莫開心地拿起香水，在房間裡噴灑，讓自己保持著極為開心的狀態。) 
 (螢幕顯示搶唱歌曲：《城裡的月光》，播放兩個小節音樂後，螢幕上顯示倒數 3
→2→1→搶，李莫搶贏，開始唱起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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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莫：(唱)城裡的月光把夢照亮，請守候它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讓幸福撒滿
整個夜晚。 
 (螢幕顯示得分：92，敲來訊息：就說妳是歌后，92分耶！恭喜！) 
 
 (兩人開始用語音輸入訊息對話，上方投影螢幕暗。) 
 
李莫：(唱)若有一天能重逢，讓幸福撒滿整個夜晚……。唉(嘆氣)！真想跟家人
相聚，但還有六天才能出關，而且連你過不久就要離開這個鬼地方了。 
陳勳：加油!撐下去，生活越艱難的時候，越要往向陽處走，來吧!我們聊點別
的。妳猜，我最喜歡這首歌的哪一段歌詞嗎？ 
李莫：一般人都喜歡副歌，你會這樣問，一定是某一段。 
陳勳：妳不只幽默，還很聰明，那妳猜猜看。 
李莫：可以暗示一下是 A段還是 B段嗎？ 
陳勳：(笑)我不大清楚 AB段怎麼分，但是那兩句是在副歌前面。 
李莫：那一定是(唱)「心若知道靈犀的方向，那怕不能夠朝夕相伴」。 
陳勳：(驚訝)妳怎麼知道？ 
李莫：感覺的出你是個工作狂，應該沒辦法一直陪在女朋友身邊的那種，所以

這一句應該是你的心聲(笑)。 
陳勳：妳竟然會聽聲音算命，太神準了。 
李莫：哈!過獎了，我是念輔導的，所以對人的敏感度比一般人高一點點。 
陳勳：我算是沉默寡言謹慎型的，但不知道為什麼，總覺得對妳很容易卸下心

防。 
李莫：這算是對我的恭維嗎？ 
陳勳：肯定是，如果我告訴妳一個很秘密的事情，妳可以答應我不要散布出去

嗎？ 
李莫：秘密是世界上最沉重的名詞，天底下沒有不透風的牆，所以秘密這件

事，本身就不是個秘密，它一定會有走漏消息的一天。 
陳勳：我知道，但是我希望妳在這個狗屁倒灶的生活中，可以(吞吐)……可以活
下來。 
李莫：你是指(懷疑)……真的會發生戰爭？ 
陳勳：不管會不會發生戰爭，我們肯定會遭受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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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莫：如果末日真的到了，你生前的最後願望會是什麼？ 
陳勳：我希望這件事情不要發生。 
李莫：所以我說「如果」，是個假設性的問題。 
陳勳：我不太喜歡去預設一些事情，如果是妳呢？如果世界末日真的來了，妳

的願望會是？ 
李莫：我的願望很普通，但對於生活已經被拋到底層的我來說，不僅僅是尋常

的願望，就連當一個普通人都是非常艱辛。 
陳勳：妳的話還真文青(笑)，所以，妳的普通願望是？ 
 (李莫拉開房間的椅子坐下來，仔細地想著願望。) 
李莫：當然就是談一場不轟烈又平淡的戀愛。 
 (陳勳也拉開房間的椅子坐下來，臉上掛著充滿興趣的笑容，仔細聽著李莫的
回答。) 
陳勳：(笑)這麼青春，(驚)該不會……妳還沒談過戀愛？ 
 (兩人有默契地同時將臉面向對方，實則看不到彼此。) 
李莫：(吞吐)……我……當然……，對!沒談過，先說，我長得沒有很醜，也挺
多人追，但就是沒談過戀愛。 
 (李莫拿起補妝鏡，仔細且滿意的看著鏡中的自己。) 
陳勳：我不是笑妳的意思，我也只談過模糊的一次戀愛，而且是高中時硬被班

上同學湊成堆的，也不知道算不算是戀愛。 
李莫：有親嘴的就算談過吧! 
陳勳：就是沒親過嘴呀(羞)! 
李莫：(笑)好啦!不鬧你了！(嘆氣)……我從沒想過，跟朋友吃一頓飯、到戶外走
走、談一場戀愛，這些稀鬆平常的事，會變成這麼奢侈和令人渴望。 
陳勳：我們這個世代，真的是處在最壞的時代，儘管如此，還是要當個善良的

人。 
李莫：我當然知道。唉!心情有點 down down的，仔細想想，我的人生有一大
半都在等老天爺發牌，所以今晚我決定當自己的荷官，就先聊到這裡吧！ 
陳勳：嗯！明晚見。 
李莫：明晚見。 
(燈漸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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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AB區同時燈亮) 
 (陳勳把牆上標示數字的紙張撕下 2，牆上的紙張數字停留在一個大大的「1」) 
 (李莫在牆上貼的紙張上，劃下隔離第四天的記號) 
 
陳勳：今天是隔離的最後一天，我竟然會有點捨不得。 
李莫：今晚是陳勳在這裡的最後一夜，看來，這個 K歌之戀也要斷線了，而
且，我們竟然連八字都還沒一撇。 
 
 (叮咚聲，投影螢幕顯示：您有一個搶唱邀請) 
 
李莫：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先唱再說。 
 (螢幕顯示搶唱歌曲：《愛情》，播放兩個小節音樂後，螢幕上顯示倒數 3→2→1
→搶，陳勳搶贏，開始唱起副歌) 
陳勳：(唱)愛是折磨人的東西，卻又捨不得這樣放棄，不停揣測你的心裡，可有
我姓名。 
 (螢幕顯示得分：65，敲來訊息：這麼好聽怎麼會給 65分低分，爛系統。) 
 
 (兩人開始用語音輸入訊息對話，上方投影螢幕暗。) 
 
陳勳：我沒有很在意分數，唱開心的，尤其是唱到喜歡的歌。 
李莫：這首我也蠻喜歡的，特別是莫文蔚的歌聲，很有個性，很迷人。(唱)愛是
我唯一的祕密，讓人心碎卻又著迷，無論是用什麼言語，只會只會思念你。 
陳勳：今天，是我在陽光旅店的最後一晚，我想……我想紀念一個只屬於你我

的秘密。 
李莫：什麼秘密？ 
陳勳：妳說妳在 A棟 801對吧! 
李莫：對，我記得你是 B棟 808。 
陳勳：A棟跟 B棟中間有個空橋，今晚剛好走廊和空橋上的監視系統要維修，
我可以過去找妳，秘密的，悄悄的，如果妳希望我過去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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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莫：希望，當然希望，我多久沒見到人類了(笑)，我……(害羞)會不會表現得
太過直接？！ 
陳勳：我很喜歡妳的坦誠，在我身邊的人，幾乎都是雙面人，所以，請繼續保

持妳的善良和純真。 
李莫：我沒有你說得那麼好，只是比較獨善其身，簡單來說，就是孤僻。 
陳勳：當一個善良的獨行俠，也沒有什麼不好，因為，當人類聚在一起時，常

常會創造出很可怕的怪獸。 

李莫：我懂你的意思，看來傳得沸沸揚揚的梅花國戰爭是躲不掉的。 
陳勳：細節見面再說，晚上 12點見。 
李莫：嗯！我會等你，12點見。 
 (燈暗。) 
 
 
第四場 
 
 (A區燈亮，背景音樂：張震嶽《秘密》前奏。) 
 (略為打扮後的李莫看起來相當吸引人，對著鏡子順著頭髮，希望能呈現自己
最美的一面給陳勳，隨著音樂走到舞台前，嘴裡哼唱著歌曲。) 
李莫：(唱)總在閉上雙眼之後，才能看見你，這是一個心中秘密，偷偷在愛你，
你卻不知道有人在想你。 
 (燈暗。) 
 (燈亮，陳勳出現。) 
陳勳：(唱)總在黎明來臨之前，我還是清醒，什麼時候我才可以，進入你的心，
好想對你説，我正在想你。 
陳勳：嗨！李莫。 
李莫：嗨！陳勳。 
 (兩人尷尬了一陣子，李莫突然想起什麼，驚問。) 
李莫：你確定沒有被人發現你進來 801？ 
陳勳：沒有，請放心，不要看我身形單薄，其實我身手了得(李小龍動作)。 
李莫：(笑)我猜你是特勤人員。 
陳勳：我隨便比劃比劃，妳也猜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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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莫：我很會猜別人的職業，而且因為你之前說，你的工作不容許自己有一點

閃失，現在又說你身手了得，所以，種種的跡象都指向你是特勤人員。 
陳勳：(讚嘆)厲害！(嘆)我一直以為我保護的是人民英雄，但是，這場疫情和迫
在眉睫的戰爭，讓我不禁懷疑，那些高喊與民同在的高官，怎麼可以在最重要

的時刻，拋棄人民(氣)。 
李莫：所以會發生戰爭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會真實的上演在你我生活的這片天

空下，這塊土地上？ 
陳勳：我也希望我聽到的是假的，所以，請妳務必要守住這個秘密，我依舊相

信，我恪盡職守的保護這些大人物，希望他們能用智慧和良心解決問題。 
李莫：別傻了，你可以相信路邊的任何一個陌生人，也不要相信政客。放心，

我不會說出去，因為我們梅花國是如此的小，即使我跟家人說了，以我家的能

力，哪裡也逃不出去。 
陳勳：暗礁才能激起美麗的浪花，不要放棄任何希望。而且，今天到 801是我
人生第一次這麼衝動且踰矩的做出違規事情，我現在心臟還噗通噗通的跳著，

比遇到暴力威脅更令我緊張，希望妳能明白(羞)。 
李莫：我當然明白，而且感動(羞)。 
 (陳勳手腕上的錶亮起紅色閃燈。) 
陳勳：我得走了，我們隊裡有一個一直想找我麻煩的人，我絕對不能被他抓到

小辮子。 
李莫：好，我懂! (不捨)可是天一亮，你就要離開了，我要怎麼跟你聯絡？ 
陳勳：妳是四天後出關吧？ 
李莫：對!終於可以見到陽光了(笑)。 
陳勳：四天後，也就是九月九日，那天晚上九點，我們梅花橋上見。 
李莫：你……會出現嗎？ 
陳勳：不見不散。 
李莫：好，不見不散。 
 (兩人依依不捨，卻又不敢踰矩的靠太近。)  
 (燈漸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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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 時：夜  景：梅花橋 
 
 (四五個人戴著口罩，手裡拿著簡單的行李，行色匆匆。) 
李莫：都已經快午夜 12點了，陳勳怎麼還沒出現(焦急)？ 
 (其中一位戴著帽子的男子撞到李莫，李莫一度以為對方是陳勳。)  
男子：對不起。 
李莫：沒關係，大半夜的，大家拿著行李是要去哪裡？ 
男子：(慘笑)武鑫國就要開打梅花國了，別說妳還不知道嗎？ 
李莫：這……不是只是傳言而已嗎？ 
男子：沒有人願意跟傳言拚，保命比什麼都重要。 
 (男子說完便急忙地離開。) 
李莫：(喃喃自語)換句話說，陳勳也逃走了，所以他才沒出現。 
 (燈暗。) 
 
第六場 時：夜  背景：偵訊室 
 
 (一盞燈打在陳勳臉上，他的嘴角滲血且臉上有部分瘀青，陳勳的眼睛被強光
照射到睜不開眼睛。) 
偵訊員：都已經第三天了，叫你隨便咬一個人出來，嘴巴緊得跟什麼一樣，我

看你能忍多久(冷笑)。 
 (陳勳咬著牙，冷冷的且快速地回嘴。) 
陳勳：特勤人員守則，要效忠國家，愛護人民，克盡職責，並確保安全維護對

象之安全，且要超出個人、地域及黨派關係，依法保持政治中立。別告訴我，

你不知道(狠瞪偵訊員)。 
偵訊員：都什麼時間什麼狀況了，還拿憲法壓我。 
陳勳：我是拿良心壓你，喔！不，我說錯了，你根本沒良心。 
 (偵訊員站起來用腳大力踹陳勳，陳勳從椅子上跌落。) 
偵訊員：隨你怎麼說，反正今晚你要是不說出我們要的那個名字，上面指示就

去把梅花橋上的那個女生綁過來，讓你開口(奸笑)。 
陳勳：(苦笑)已經第三天了，她早就走了。 
偵訊員：(搖手指)nonono！據我所知，她這三天的晚上九點都去橋中央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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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強調)，風雨無阻，而且都是等到天亮才離開，不錯唷!是個癡情的傻女
孩。 
 (陳勳氣到身體微顫抖，強壓怒氣故作不在乎。) 
陳勳：我再說一次，我一點也不清楚你說的那件事情的背後操控者。 
 (偵訊員按下通話鈕。) 
偵訊員：今晚把橋上的那個女孩綁來，至少讓他赴黃泉有個伴。 
陳勳：你們不要太過分的牽連無辜(怒)。 
偵訊員：唉唷!好怕唷(假裝害怕)! 
 (一名黑衣人進來，在偵訊員耳邊說著悄悄話，偵訊員瞪大眼睛，驚訝且憤
怒。) 
偵訊員：(小聲)什麼？拷問了三天才跟我說抓錯人，搞什麼! 
黑衣人：(怯懦)他也違反隔離規定，所以不是完全無辜。 
偵訊員：媽的!你不知道上面盯這件事盯多緊嗎？搞這種烏龍。 
陳勳：(苦笑)抓錯人的話，就不要浪費你的寶貴時間，把我放了吧! 
 (偵訊員手一揮，指示黑衣人放了陳勳。) 
偵訊員：快從我的視線離開，你應該知道，只要我想弄你，要你背這個黑鍋也

行。 
 (陳勳擦了嘴角的血，快速離開，偵訊員把手上的資料揉成一團，憤怒一丟。) 
 (燈暗。) 
 
第七場 時：夜  景：梅花橋 
 
 (李莫戴著口罩拿著簡單的行囊，左顧右盼) 
 (五六個人沒戴口罩，逃難似的與李莫擦肩，其中一位婦人被撞倒，包包裡的
金條和物品掉出，李莫幫忙撿拾。) 
 
婦人：謝謝妳！ 
李莫：(遞口罩)這個口罩給妳，戴著保護自己。 
婦人：(苦笑)病毒已經不算什麼了，現在炸彈都打到家門口，我和我的家人就像
動物一樣的亂竄閃躲，我以為難民這個名詞永遠只套用在阿富汗、敘利亞那些

國家，沒想到，泰半輩子在梅花國安居樂業的我們，也會像個難民(嘆)。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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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妳也收拾好了，要不要跟我一起去防空洞躲一躲。 
李莫：謝謝!我還在等一個人。 
婦人：(苦笑)等待，是最無情的賭注，你看，我本來是在等疫情消失，沒想到，
卻等到戰爭，唉！人生，有太多不可控的變數了。 
李莫：我等到午夜 12點，就不等了。 
 (婦人拿著撿起來金條，無奈地跟李莫抱怨。) 
婦人：妳看起來是善良的人，祝福妳。這金條是進入防空洞的通行證，(怒)什麼
鬼政府，不照顧人民就算了，還放任下面的人發國難財，聽說我們這個鬼島的

防空洞位子還有名額限制，到時候，有金條可能還不給進。 
 (「轟」的一聲，背景後方閃出大紅光。) 
婦人：看來北邊已經被轟炸了，我得趕緊走了。 
 (又「轟」的一聲，背景後方的紅光，比剛剛得更大，婦人快速離去。) 
李莫：原來，不見不散是沒能見上一面就散了，再見，陳勳(難過)。 
 (李莫喃喃自語完後，準備要離開梅花橋，卻被一個人抓住手。) 
 (接二連三的「轟轟轟」聲，背景後方的紅光，一次比一次大。) 
 (燈光忽明忽暗，突然間，燈全暗。) 
李莫：誰？你是誰？為什麼抓住我？快放開我。 
 (燈亮。) 
 (李莫被一個身穿戰鬥軍服的男人抓住手，男人抬起頭來，李莫認出是陳勳。) 
李莫：陳勳，你終於出現了。 
陳勳：對，是我，對不起，讓妳久等了。 
李莫：(眼眶含淚)我以為你忘了和我的約定。 
陳勳：我怎麼可能忘，只是……我之前被抓住了，沒辦法脫身。 
李莫：被抓？ 
陳勳：一言難盡，改天再跟妳說。 
 (「轟」的一聲後，響起了刺耳的空襲警報聲。) 
陳勳：這個衛星電話妳拿著，萬一危急的時候聯絡我，告訴我妳的情況，我會

排除萬難來救妳。 
李莫：我以為，你是來帶我一起走的。 
陳勳：我……(頓)，我很想把妳帶在我身邊，但是我從小生活到大的那一區，有
很多人等著我去救，我沒辦法撇下他們自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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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莫：我跟你去。 
陳勳：那裡很危險，分秒必爭，一個時間的耽誤或救援失敗，可能就失去了幾

條生命，如果妳跟我去的話，我一定沒有辦法顧著妳，我……(頓)，我最不想失
去的人就是妳。 
 (空襲警報聲再次響起。) 
李莫：你……(頓)，一定要活下來。 
陳勳：會的，不見不散。 
李莫：不見不散。 
(陳勳把一個音符造型的信物交給李莫。) 
陳勳：你拿著這個東西到 C3防空洞，我隊上的好友認得這個信物，他會讓妳躲
進去，也會幫妳。拜託妳，一定要活下來！ 
李莫：我會，為了再次見到你，我會努力活著。 
 (空襲警報聲不斷響起，後方紅光閃個不停。) 
 (燈暗。) 
 
第八場 時：日  景：被炸毀的梅花橋 
 
 (燈暗、燈亮，燈光忽明忽滅。) 
 (李莫拿著衛星電話在被炸毀的梅花橋附近，到每個角落試著撥打給陳勳。) 
衛星電話：您的電話將轉接到語音信箱，your call has been forwarded to a 
voicemail box。 
李莫：陳勳，你到底在哪裡(難過)？ 
 (陳勳好友出現，安慰著李莫。) 
勳友：陳勳守護的那一區，被炸得滿目瘡痍，陳勳……陳勳應該……(嘆氣)。 
李莫：不可能，他一定在某一個地方，我會持續打電話，不放棄任何希望。 
 (李莫手上的衛星電話突然響起。) 
李莫：(激動)喂!陳勳，是你嗎？ 
電話：您有一個搶唱邀約。 
 (螢幕顯示搶唱歌曲：《末日之戀》，音樂播放兩個小節後，螢幕上顯示倒數數
字 3→2→1→搶，螢幕顯示陳勳搶贏，開始唱起副歌) 
陳勳：(人未出現，僅有歌聲)剩下沒多少時間，讓我再唱一首歌給妳，一過了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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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世界就毀滅。 
 (螢幕顯示得分：滿分。) 
 (李莫站到舞台中央接唱。) 
李莫：(唱)我想我還有一天，可以學會如何來愛你，在來不及以前，渴望來得
及。 
(陳勳及演員接續出場齊唱。) 
全體：(唱)閉上眼睛，忍住淚別哭泣，末日前夕請留在我懷裡。 
陳勳：(獨唱)看，太陽暗去，月光失明，我只想牽妳的指尖，繞地球最後一圈。 
全體：(唱)黑夜降臨，別害怕我愛妳，末日前夕請留在我懷裡。 
陳勳及李莫：(合唱)我，在這世界最眷戀的事情，就是曾擁抱你。 
(背景後方閃著象徵戰火的紅光。) 
(轟的一聲巨響，燈暗。) 

劇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