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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有個家我想有個家我想有個家我想有個家 

 
劇情劇情劇情劇情大綱大綱大綱大綱 

 這是一個「家庭裡的每個人都在追尋家」的故事。原始的大家庭崩毀又重

建，經歷背棄、孤獨、轉折、希望，直到最後找到屬於自己的歸屬。 
 

人物介紹人物介紹人物介紹人物介紹 

曾孝勇（阿勇）： 曾家獨子。30歲。戴書生型眼鏡，常面無表情；看似
忠厚老實，其實喜怒不形於色。身高 170。之前接手家
裡雜貨店生意五年，最近結束營業，正準備重起爐灶開

早餐店。 

賈佑晴（佑晴）： 曾孝勇妻。28歲。短髮，個性直率，心直口快，講話
聲音大。身高 155。六年前結婚後就跟著阿勇一起做生
意。 

小李： 30歲。房屋仲介。身材中等。比曾孝勇矮瘦。 

曾正剛（曾父）： 曾家大家長。鰥夫。70歲。退伍老兵，身材矮小，沉
默寡言，表情變化不多。理軍人平頭，髮色灰白。五年

前將雜貨店交給獨子打理，呈退休狀態，最常在房間看

電視、抽菸。 

曾宇華： 曾家二姊，34歲。區公所職員。身材嬌小。聲音高
亢、講話速度快。心地善良但個性急躁。 

小寶： 曾家長孫。尚在襁褓中。 

曾宇玲： 曾家三姊，32歲。家庭主婦。婚姻不順，生活拮据。
優柔寡斷，沒有主見，存在感很低。 

曾明慧： 曾家小妹，20歲。大學三年級。常穿 T恤牛仔褲，打
扮還像高中生，跟兄姐年齡差一大截。個性敏感脆弱，

容易掉淚，但不會對家人說內心話。 

小如： 明慧的高中同學，20歲女生。活潑開朗。只在電話中
以聲音演出。 

室友： 明慧的大學室友，20歲女生。性情溫和，打扮跟明慧
相仿。 

老吳： 曾父的軍中同袍，籍貫浙江。70歲。個性爽朗，總是
面帶笑容，話多。妻子過世後續弦娶了杭州姑娘。 

治評： 明慧的男友。身高 178。大明慧五歲，是明慧的學校同
事。篤實、可靠、誠懇。 

小阿姨： 明慧的小阿姨，46歲。國台語夾雜。只在電話中出
現。 

看房的王氏夫妻： 一對年約 55的夫妻，殷實打扮。王先生刻意保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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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王太太看起來精明幹練。 
 

第一場第一場第一場第一場  時時時時：：：：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地地地地：：：：曾家客廳曾家客廳曾家客廳曾家客廳 

 （舞台左邊是客廳。有一組實木三人椅、兩人椅、單人椅，客廳茶

几上面散亂報紙傳單、小茶几上有一具家用電話。舞台後方有通往

二樓的樓梯，樓梯口有一張神明桌，上有一張曾母遺照，相貌年

輕，約四十歲。舞台右邊是暗的。房仲手捧一堆文件，跟阿勇、佑

晴三人站著說話。阿勇和佑晴穿著家居服，佑晴脖子上戴著跟家居

服不相襯，頗顯貴氣的項鍊，刻意放在上衣外。） 
房仲： 曾大哥、大嫂，您們的房子條件不錯。光是整棟有六間雅房，都附

雙人床跟實木衣櫃，這在市面上真的不多！小弟會努力，過年前一

定幫您們找到好買家。 
佑晴：  （刻意擺出老闆娘的架勢）小李，那就交給你了，重點是要快！價

格好說。 
房仲： 那當然那當然！大哥大嫂這麼佛心的賣家，一定能很快成交。 
 （房仲彎腰伸出雙手，阿勇慢條斯理伸出右手回握。佑晴抱胸在旁

微笑。房仲退出大門。佑晴送完小李，關上門反身就牽上阿勇的手

臂。） 
佑晴： 阿勇！昨天看的那個店面，我真的覺得不錯。要不要趕快決定？我

怕被別人買走了。 
孝勇： 是不錯……但是我還沒有跟爸…… 
佑晴： （翻白眼）你還沒有跟爸說？是要拖多久？還是讓我來說？ 
孝勇： 不用不用，我來說。（看了一眼佑晴，輕嘆口氣，走到舞台右邊，敲

兩下門。右邊舞台燈亮，是曾父的房間。有一張雙人床，素色的床

單。床邊有一組茶几、兩張藤椅。曾父坐其中一張，茶几上有一組

便宜的陶製茶具，一角的鐵製菸灰缸上放著抽了兩口的煙。曾父穿

著長袖睡衣、睡褲，正在看電視新聞。電視音量很大。） 
電視： 兩岸及外交情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國最大邦交國南非宣布將於

明年底，也就是 1997年十二月三十一號與我國斷交，外交部長章孝
嚴鄭重表示……（曾父看到阿勇進門，把電視關掉。開始準備泡

茶。） 
孝勇： 爸！我有件事想跟您商……想跟您說。三個姊姊都嫁人了，大姊在

美國，二姊已經有自己的房子了，三姊……也不可能回來住。爸？ 
曾父： 嗯。（眼睛沒有看阿勇，繼續泡茶） 
孝勇： 當初搬來這兒，大家都還沒結婚。您說她們以後嫁了，隨時回娘家

都有得住。現在她們很少回來，這麼多房間，根本用不到。佑晴一

個人，真的沒辦法打掃。爸！我……，我跟佑晴，想買一個店面做

生意。這裡，可能要賣掉了。就這樣，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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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勇低頭轉頭快步離開房間，佑晴等在房門口，無聲雀躍地拉阿

勇的手。曾父放下茶壺，拿起香菸，抽了一大口。燈暗。） 
 

第二場第二場第二場第二場  時時時時：：：：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地地地地：：：：曾父曾父曾父曾父房間房間房間房間  
 （曾父坐在一樣的位置。睡衣外面披了一件已經穿了很多年，褪色

的軍外套。電視沒有聲音，畫面是 1996年 TVBS李濤主持的《全民
開講》。宇華坐在另一張藤椅。） 

宇華： 爸！爸！弟怎麼可以這樣？這是您的房子！雖然把名字登記在他名
下，但還是您出錢買的房子！小妹還在念大學，她回來還要住在這

裡！把房子賣了，我們三個，是……是潑出去的水，就算了！但是

您要住哪裡？小妹要住哪裡？ 
曾父： 一起，一起。 
宇華： 爸！您知道他們要搬去哪裡嗎？他們有跟您說要一起嗎？爸！我們

都知道您疼兒子，這也是應該的。可是，這次真的太過頭了！喔天

哪！我到底怎麼說，您才會知道事情的嚴重性。大姊在美國也很

急，但是她回不來；阿玲，她……她婆家麻煩事多，她也走不開。

爸！您的積蓄都花得差不多，房子也給弟弟了，家裡的店面也被他

收起來了，您給他的現金……，股票輸光了。爸！這房子是最後的

保障，您一定不能讓他賣啊！（曾父只是吸菸、抖菸灰，不說一句

話。）爸！（宇華雙手蒙面，懊惱狀。） 
 
第三場第三場第三場第三場  時時時時：：：：除夕夜除夕夜除夕夜除夕夜 地地地地：：：：曾家客廳曾家客廳曾家客廳曾家客廳 

 （春、福、滿等春聯貼在牆壁上。客廳雜亂，沒有大掃除過的痕

跡。佑晴挽著阿勇，兩人穿喜氣新衣，小寶睡在嬰兒車上。曾父穿

著雖舊但整潔的白色襯衫、黑色西裝褲、皮鞋。三人即將出門。明

慧站在客廳茶几旁，目送三人離開。） 
佑晴： （來回推著嬰兒車）小姑，妳真的不去嗎？我爸很歡迎妳！ 
明慧： 大嫂，不了，你們去就好。 
佑晴： 我爸過年只有一個人，所以才希望我們一起過去大家熱鬧！我們兩

家認識那麼久了，我爸是看著阿勇跟妳長大的，不要害羞哦！ 
明慧： 我知道，是我想在家裡。大嫂，幫我謝謝賈叔哦！ 
佑晴： 好吧！那妳開心就好。我們走了哦！ 
明慧： 嗯。大嫂掰掰！爸！別喝太多。 
 （曾父微微點頭，阿勇接手推嬰兒車，曾父跟上，佑晴殿後，拉上

門。明慧看了一眼空蕩的房子，再往門口走，鎖門，想了想，再加

上一道內鎖。接著慢慢走到廚房，打開冰箱看了一會兒又關上。最

後拿出一碗泡麵，倒進熱水。電話鈴響，明慧捧著泡麵回到客廳接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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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 喂？ 
小如： 喂？請問明慧在嗎？（對方電話背景聲音吵雜，夾雜電視聲、搓麻

將聲、多人笑談聲。） 
明慧： 我就是。小如？（明慧的聲音變開朗。） 
小如： 對啊！明慧！新年快樂！ 
明慧： 新年快樂！ 
小如： 妳在幹嘛？ 
明慧： 沒幹嘛啊。（用筷子攪拌泡麵碗） 
小如： 我們好久沒見了，初三有沒有空？我們高中好姊妹，大家聚聚。 
明慧： 好啊！ 
小如： 明慧，妳旁邊好安靜哦！妳家沒人嗎？ 
明慧： 我……我大嫂他們回娘家團圓了。親家公約我爸爸一起去圍爐。 
小如： 不會吧！那妳呢？不要跟我說妳除夕一個人在家。 
明慧： ……我……，我沒差啦。我喜歡一個人。（攪拌泡麵的速度慢了下

來） 
小如： 要不是今天除夕夜，我就過去陪妳。 
明慧： 不用啦！我真的沒事。 
小如： 嗯，好，那我約好大家，再跟妳通知時間地點。等我電話哦！掰！ 
明慧： 嗯，好，掰掰！ 
 （明慧端起泡麵碗，走到神明桌，拉把椅子坐下，看著曾母遺照，

一口一口吃麵。幕下。） 
 
第四場第四場第四場第四場  時時時時：：：：白天白天白天白天  地地地地：：：：曾家客廳曾家客廳曾家客廳曾家客廳 

 （明慧揹著行囊，從曾父房間退出。對著房內的曾父喊。） 
明慧： 爸！我走了。春假再回來看您。（房內沒有回應，只有電視聲。明慧

轉身準備出門。） 
佑晴： 小姑！等一下。 
明慧： 大嫂。（明慧止步。） 
佑晴： 嗯。小姑，妳哥有沒有跟妳說？我們搬家的事？ 
明慧： 搬家？沒有。我們要搬家嗎？ 
佑晴： 對，「我們」要搬家了。我跟妳哥，還有小寶。我們在崇佑國小旁邊

看了一個店面，很適合我們開早餐店。最近就會搬過去。 
明慧： 喔，大嫂，恭喜你們。我之前真的沒聽說。 
佑晴： 那……小姑，那這房子我們已經賣了，妳知道嗎？ 
明慧： （愣住，退了一步。）賣了？ 
佑晴： 嗯。把這裡賣了，我們才有錢買店面啊！是說那邊店面樓上只有三

個房間，小寶一間，我跟妳哥一間，可能……沒有妳的位置耶，怎

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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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 （為了掩飾尷尬，講話變快）哦！這樣……。沒……沒關係，大
嫂。我可以住學校宿舍。現在修到教育學程了，畢業以後可以去實

習，聽說每個月有八千。之後我可以找工作養活自己。你們……，

你們不用管我。爸爸年紀大了，只要你們把爸爸帶在身邊，照顧好

就好。 
佑晴： 嗯嗯，好。那，小姑妳什麼時候有空？搬家的紙箱已經準備好了，

妳要不要把房間的東西收一收？我幫妳寄到宿舍去。 
明慧： 這麼趕？ 
佑晴： 對啊！房子過年前已經賣掉了，我們是跟買家協調說等我們店面交

屋再搬。這段時間我們住這裡，等於是跟買家租的。 
明慧： 喔……，好。那我晚點再走，我先整理東西好了。爸那邊，你們跟

他說了嗎？ 
佑晴： （面露笑容。）有有有，妳哥今天就會跟他說。（明慧走回舞台後方

的樓梯，有點失神地走上樓。） 
 
第五場第五場第五場第五場  時時時時：：：：白天白天白天白天  地地地地：：：：明慧房間明慧房間明慧房間明慧房間 

 （有一張雙人床，粉色系床單。實木的整面大衣櫃，一張柚木書

桌、同系列的柚木書櫃，擺滿了小說、散文集、雜誌、字典。明慧

收拾書本放入紙箱，若有所思地停下手邊動作。拿起書桌上的電話

開始按鍵。） 
明慧： 喂？二姊，是我。嗯。本來今天要走。那個，姊，我可不可以拜託

妳一件事？大嫂說他們要搬家了，要幫我把東西寄到宿舍。可是我

的宿舍應該沒辦法放下這些東西。姊，妳家有地方可以借我放兩年

嗎？等我實習完，看看到時候在哪裡教書，找了房子我馬上來把東

西搬走。（宇華在電話那頭問了幾句，明慧傾聽。）大嫂說是下禮

拜。（明慧傾聽。）我可以自己住宿舍。（明慧傾聽。）真的啦！我

沒關係。（故作堅強的聲音）過年過節有什麼重要？沒事啦！宿舍每

天都可以住。（明慧傾聽。）姊，拜託了！我後天就要上課，現在實

在想不到什麼辦法。（明慧傾聽。）好，那就拜託姊了！我東西整理

好以後，紙箱就放在房間。不要的東西我會先丟掉，在紙箱的就是

要寄放的。（明慧傾聽。）嗯，好，好，我知道，好。謝謝姊！也幫

我謝謝姊夫！ 
 （明慧掛上電話，摸摸書架、書桌，舞台聚光燈打到門口，是七年

前的宇華，明顯比現在年輕。明慧陷入回憶。） 
宇華：  
 

哇～小妹！妳的房間採光最好！爸爸說妳最會讀書，要留給妳最亮

的房間。妳看，這個書桌，很漂亮耶！小妹，我看妳在這裡唸書，

一定可以考上第一志願的高中大學！以後我們就算結婚，也可以都

住在一起！房間夠大，床也都是雙人床，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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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華非常開心，陷入對未來的幻想。宇華身上的燈暗，明慧回到

現實。再摸摸書架、書桌，非常不捨。明慧拿起桌上和媽媽合照的

相片，看了一會兒。接著放下相框，趴在桌上無聲哭了起來。） 
 
第六場第六場第六場第六場  時時時時：：：：夜夜夜夜  地地地地：：：：曾父曾父曾父曾父房間房間房間房間 

 （電視無聲上演李濤的《全民開講》，曾父坐在老位置，穿著同一套

睡衣。） 

佑晴： 爸！阿勇有跟您說嗎？我們搬家的事？（曾父點頭。） 

佑晴： 爸！那阿勇應該有跟您說，房間不夠？我們那邊有三間房間，我跟

阿勇一間，小寶一間，還有一間我們想要留著，以後有再生二寶的

話，就可以讓他用了。 

曾父： （沉思了一會兒才抬頭看佑晴）明慧？ 

佑晴： 爸，小姑很獨立，她說她可以自己想辦法。 

 （曾父低頭又陷入沉思，過一會兒，沒有表情地看著地上點點

頭。） 

佑晴： 謝謝爸！  

 （佑晴退出房間，曾父拿起電視遙控器又放下。電視還是無聲。曾

父開始點菸。） 

 
第七第七第七第七場場場場  時時時時：：：：白天白天白天白天  地地地地：：：：曾家客廳曾家客廳曾家客廳曾家客廳 

 （曾家客廳堆滿紙箱，呈現搬家的亂象。阿勇、佑晴坐在三人座。

宇華雙手抱胸坐在單人座。） 

宇華： 阿勇，你會不會太過分？小妹被你們趕走了，她也不願意來和我跟

姊夫住。現在連爸，你都……（哽咽） 

佑晴： 二姊，我們沒有「趕」她。是明慧自己說可以住學校宿舍的。 

宇華： 每個人都有自尊心！難道她會說「拜託不要趕我走？」（宇華只看著

阿勇。）阿勇，你在想什麼？這個家是我們的家，是爸爸出錢買

的。雖然名字是登記在你名下，但是你怎麼可以說賣就賣，還把錢

全部拿走去買你自己的店面？ 

孝勇： （無辜樣）我要賣的時候，有跟爸說。他沒有說什麼。 

宇華： 

 

從小到大爸有跟我們說過什麼？不管做什麼他都沒意見！他只是不

斷的賺錢！賺錢！賺錢！爸爸是疼你，才把所有財產都給你，但

是，你不能連他辛苦一輩子買的房子，都要賣掉啊！爸爸一個人來

臺灣，靠著雜貨店把我們五個都養大，你知道他有多苦？（佑晴偷

偷翻了白眼。）真的，我的心好痛！你們到底是怎麼了！之前是雜

貨店，現在是房子…… 

佑晴： 

 

二姊，雜貨店怎麼能算在阿勇身上呢？妳知道統一超商有多可怕

嗎？我們這種傳統的小店，根本打不過他們。而且，我們買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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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為了努力工作賺錢啊！我們想自食其力。 

宇華： 自食其力？阿勇拿爸爸的錢去買自己的店面，這叫自食其力？我們

現在的房子，當初爸爸就看好一樓可以做店面，你們有必要一定要

買新的嗎？ 

佑晴： 這裡的地段……（阿勇拉住佑晴，示意她不要再說。） 

宇華： 

 

這次你這樣處理房子，真的太過分了！我跟大姊三姊就算了！小妹

跟爸爸，他們要怎麼辦！你想過嗎？（宇華拍椅子的扶手）我，我

真的恨不得我是大富翁，可以馬上買一間房子讓他們兩個搬過來！

你知道嗎？剛剛我在爸房間，他流眼淚！我這輩子，第一次看爸流

眼淚！連媽走的時候，他都沒有哭！（宇華情緒激動，氣得發

抖。） 

孝勇： 我明明有跟爸說，爸就沒意見。現在講什麼都太晚了，反正房子再

過幾天就要交屋了。 

佑晴： （氣定神閒）二姊，我這麼說妳別生氣。我知道三個姊姊都很辛

苦，大姊跟著姊夫在美國當傳教士沒有什麼收入，三姊夫還在外面

欠債連累了三姊。但是，爸爸登記給阿勇的房子，就是阿勇的了。

當初妳們每個人也都有一百萬現金啊！ 

宇華： 你們的意思是我現在是為了錢？我……我……。一百萬，阿勇，你

拿到的現金加黃金，至少兩千萬！錢呢？股票賠掉了！明慧的一百

萬，還借給三姊夫去還債了。你們有沒有想過，明慧才二十歲。當

初答應媽媽要照顧這個小你十歲的妹妹，你忘記了嗎？阿勇！天

啊，這是什麼世界，我不想跟你們講了。明慧的箱子在哪裡？我要

搬走。 

佑晴： （面帶笑容，熱情的樣子）哦，我已經叫阿勇搬下來了，最靠近門

口的那兩箱就是了，上面有寫她的名字。二姊，明慧好像有點浪費

耶！她丟了好多東西。 

宇華： （頭也不回的開始搬紙箱，因為吃力顯得很重，朝門外大喊）老

公！老公！過來幫忙！我們走。 

 （宇華離開後，阿勇跟佑晴坐在客廳。阿勇兩眼無神呆滯，佑晴若

有所思，接著輕哼了一聲。） 

佑晴： 阿勇！我不懂。你名下的房子，你本來就有權處理啊！雖然是爸爸

買的，但是他登記給你，就是你的了。二姐到底在氣什麼？ 

孝勇： 她本來就很暴躁。 

佑晴： 你看，我跟明慧說，還有跟爸說，他們也都說好，根本沒有不高興

啊！你二姐到底在氣什麼，還那麼兇？再說了，明慧借三姊夫一百

萬，關你什麼事？是你逼她的嗎？不是嘛！冤有頭債有主，她不去

兇你三姊，跑來這裡兇我？莫名其妙。 

孝勇：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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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晴： （瞪阿勇）不知道！不知道！你每次都說不知道。壞人都讓我來

當。 

孝勇： 我……。 

佑晴： 你？你？你怎樣？你們父子真的很像耶！講話都不超過五個字的。

我真的快被你悶死。（阿勇低頭沉思不語。） 

佑晴： 又不講話了？噢！我真的快氣死了！我只是想要有一個真正屬於我

們兩個跟小寶的家，這樣，很過分嗎？ 

 （佑晴起身氣呼呼地離開。阿勇坐在原位，發呆的樣子神似曾父。

右邊燈亮，曾父房間。電視正播出沈春華《中視新聞全球報導》。曾

父戴老花眼鏡，把存摺湊到鼻頭，認真細看。放下存摺，開始撥打

電話。） 

曾父： 喂？阿玲啊？嗯。（幕下） 

 

第八第八第八第八場場場場        時時時時::::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地地地地：：：：曾父曾父曾父曾父房間房間房間房間    

    （曾父的電視有畫面但靜音，是台視連續劇《天眼》。曾父坐在老位

置，宇玲坐在另一張藤椅，從衣著看來經濟條件並不好，整個人也

憔悴。）    

宇玲：    爸！房子的事二姊有跟我說了。    

曾父：    老太婆，有再欺負妳嗎？    

宇玲：    沒有。我婆婆現在還好。    

曾父：    好，好。    

宇玲：    爸，您找我有事對嗎？    

曾父：    噯。妳那套房子，還欠多少錢？    

宇玲：    小公寓嗎？還……還有八十萬。    

曾父：    這樣，我幫妳還嘍！就讓我跟明慧住，怎麼樣？    

宇玲：    爸！我不能再跟您拿錢了。我也還欠明慧的。    

曾父：    （拿出存摺和印章，放在桌上）去！去！    

宇玲：    爸！我當初真的不應該結婚。（哭腔）我買那個小公寓，就是想阿勇

結婚以後，我要帶著明慧一起生活。我沒想到自己會突然遇到阿

祥，就沖昏頭了……。爸！對不起。我應該主動要您跟明慧搬過來

的，我……我……。    

曾父：    （反手揮）沒事！去！去！（宇玲用衣袖擦眼淚，幕下。）    

    

第九場第九場第九場第九場        時時時時：：：：白天白天白天白天        地地地地：：：：大學女生宿舍四人房大學女生宿舍四人房大學女生宿舍四人房大學女生宿舍四人房    

室友：    明慧，我走了哦！剩妳一個人，妳真的不回家哦？春假很多天耶！    

明慧：    嗯，不要。我想趕報告。妳放心，宿舍有我在，不怕遭小偷！（故

作輕鬆地眨眼）    

室友：    好吧！那我走了。星期天晚上會回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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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    嗯好，路上小心哦！掰掰。    

室友：    掰掰！     

    （室友拉著行李，跟明慧揮揮手。門關上後，明慧轉身回到桌前，

拿出日記本，按下錄放音機，是潘美辰的〈我想有個家〉。明慧開始

寫日記，接著擦拭眼淚。過一會兒，宿舍電話響了。）    

明慧：    喂？    

宇玲：    明慧？    

明慧：    三姊？妳怎麼會打來？ 

宇玲：    明慧，放春假了吧？    

明慧：    嗯，今天第一天。    

宇玲：    那妳有時間回家嗎？    

明慧：    回家？回哪個家？    

宇玲：    妳知道姊之前買的小公寓在哪裡吧？    

明慧：    我知道，在我們家……就是之前大家一起住的家，那附近的大樓。    

宇玲：    對！明慧，是六樓之二。妳回來吧！跟管理員說姊的名字，就可以

上來。    

明慧： 什麼意思？ 

宇玲： 爸從蘇州探親回來了。妳先回來再說。 

明慧： 爸爸回來了？好，我知道了。（幕下） 

 

第第第第十十十十場場場場        時時時時：：：：傍晚傍晚傍晚傍晚        地地地地：：：：宇宇宇宇玲的小公寓玲的小公寓玲的小公寓玲的小公寓    

    （客廳裡面有之前曾家客廳的實木桌椅。地上堆了幾個紙箱。明慧

背著背包出現在門口。）    

宇玲：    明慧！到啦！不用脫鞋，趕快進來。    

明慧：    姊！    

宇玲：    來，先進來。    

    （明慧進門，環顧四周。）    

明慧：    這怎麼回事？    

宇玲：    明慧，爸爸帶著妳搬出來了。以後這裡就是你們的家。    

明慧：    爸爸？他不是在哥的新家？    

宇玲： 唉？妳不知道嗎？（有人開門進來，是宇華。提著塑膠袋，裡面有

洗碗精、衛生紙等等。） 

宇華： 明慧到啦？（開始陳列買來的雜貨。） 

明慧： 爸爸怎麼沒有跟著哥搬家？ 

宇華： 妳不知道嗎？我以為一定有人跟妳說了。 

明慧： 所以，爸爸沒有一起搬過去？大嫂跟我說有三個房間啊！ 

宇華： 算了！現在不想說他們。阿玲！妳帶明慧看過房間沒？明慧，妳住

那間沒有窗戶的。爸住大間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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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 好。（廚房傳來炒菜聲）爸？ 

曾父： （端一盤菜出來）明慧，吃飯。 

明慧： 爸？你怎麼在做菜？ 

宇華： 妳忘啦？爸最會做菜了。 

明慧： 我當然記得。只是爸……已經很久沒進廚房了。 

 （宇華、宇玲一起進廚房，又端出三盤菜及碗筷，放在客廳茶

几。） 

宇華： 來！來！客廳還來不及整理，阿勇說他要買新家具，我們就把這一

套搬過來了。我們先來吃飯，來！ 

明慧： （眼睛發亮）青椒牛肉，蒜燒黃魚。 

宇玲： 都是最好吃的。來！ 

曾父： （看著明慧，用筷子比劃桌上的菜）吃！ 

明慧： 爸！可是，我在台北的時候，誰來陪您？ 

曾父： 沒事。我就在這裡，等妳回來。 

宇華： 還有我們在，妳放心。 

宇玲： 對，小妹。放心。 

明慧： （吃一口青椒牛肉）爸爸做的菜，最好吃。 

 （明慧用手背擦眼淚，潘美辰〈我想有個家〉音樂起，幕下。） 

    

第十一場第十一場第十一場第十一場        時時時時：：：：白天白天白天白天    地地地地：：：：小公寓小公寓小公寓小公寓客廳客廳客廳客廳        

    （客廳的電視開著，播放沈春華的《中視新聞全球報導》。老吳和曾

父坐在客廳，桌上一瓶五糧液、兩個小酒杯、兩盤下酒菜。）    

老吳：    正剛啊！乾！（兩人在空中作勢碰杯，接著小酌一口。）正剛啊！

下次啥時候回老家？  

曾父： 不回去嘍。（若有所思地放下酒杯） 

老吳： 唉？怎麼不回去啦？（語帶關心） 

曾父： 爹娘的祖墳修好嘍。哥哥也沒嘍。我還回去幹啥？回去，也不是

家。 

老吳： （突然感傷）唉～別說你，我啊，半斤八兩。老家回不去囉！不說

了不說了。來，喝，喝！（兩人對飲，但都是啜飲淺嚐。）正剛

啊，別人不知道你，我哪會不懂？你一輩子啊！做牛做馬～得到了

什麼？嫂子啊～走得太早囉～（老吳自顧自搖頭嘆息，曾父低頭看

著前方地板，沒什麼反應，自己又喝了一口酒。）你知道我家那口

子走了之後，我啊～啥滋味兒都沒有。養兒育女？不就這樣？前幾

年回老家，遇見現在這個老婆，人家不嫌棄我老頭兒一個，願意來

臺灣跟我。想想，真不錯！人生啊！到頭來求什麼？有口飯吃，有

張床睡，說話有個伴兒，得了！來！乾！（兩人重複空中敬酒小

酌、再放下杯子。）正剛啊！你就不愛說話。可我懂你啊！嫂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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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世多久啦？明慧還那麼點大的時候？（右手平伸，掌心向下，比

出約一百公分的高度。） 

曾父：    十二年嘍。    

老吳：    唉！十二年啦！就沒看過嫂子那麼好的人。就嫂子福薄啊！怎麼會

想到，她小你二十歲，還能走得比你早！癌症這東西，太可怕囉！

（誇張地搖頭嘆氣）    

曾父：    （抬頭看時鐘）嗯。    

老吳：    正剛啊！想開點兒，要不，孩子都大啦！你也找個伴？我叫我那口

子，幫你問問她家鄉的姊妹淘兒？    

曾父：    不不。（手拿筷子，搖搖手）    

老吳：    孩子還反對嗎？那是他們還小，不懂事～    

曾父： 現在不反對嘍。沒意思。不想嘍。（開門聲，明慧揹著行囊進來。） 

明慧： 吳叔！您來啦！爸！我回來了。 

老吳： 唉！好好好！明慧長這麼大啦！學校放假啦？ 

明慧： 嗯，放暑假了。吳叔您聊，我先進房間了。 

 （明慧鞠個躬，進房間。老吳跟曾父對視，又乾一杯。） 

老吳： 正剛啊！你這個丫頭，也挺可憐的。這麼小就沒媽囉！ 

曾父： 噯。 

老吳： 話說回來，正剛啊！你的命還是不錯的。五十歲才生了這個老么，

小丫頭沒讓你操過心，還那麼會念書。唉正剛啊！我剛說的，你考

慮考慮，啊？ 

 （曾父把電視新聞聲量轉大，兩人開始小酌、看新聞。幕下。） 

    

第十二場第十二場第十二場第十二場        時時時時：：：：白天白天白天白天        地地地地：：：：小公寓客廳小公寓客廳小公寓客廳小公寓客廳    

    （明慧揹著行囊，從房間走出來。曾父背更駝了，頭髮又白了些，

在客廳抽菸看電視《早安您好台視新聞》。桌上有稀飯、小菜。）    

明慧：    爸！我要走囉！    

曾父：     嗯。（抽菸）    

明慧：    爸！少抽一點，要保重健康。    

曾父：    嗯。    

明慧：    爸！學期結束我就會趕快回來。大概四個月。    

曾父：    （抬頭看明慧）剛習慣妳回來，馬上又要走嘍。    

明慧：    （眼眶紅）爸！您要照顧自己，凡事要小心。我一放假就會回來。

有什麼急事，記得找二姊。    

曾父： 噯。去！去！ 

 （明慧轉頭出門，關上門的瞬間屋內的新聞變得很大聲。明慧捨不

得老父獨居，掩嘴哭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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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場場場場        時時時時：：：：白天白天白天白天        地地地地：：：：小公寓客廳小公寓客廳小公寓客廳小公寓客廳    

 （老吳跟曾父坐著喝酒，兩人的容貌裝扮都比上一場蒼老了幾

歲。） 

老吳： 正剛啊！乾！（兩人習慣的喝酒動作）啊！（吞酒後的辣嘴聲）正

剛啊！你苦盡甘來啦！明慧現在是老師了，你可以安心啦！咦，我

這腦袋，上次見到明慧是什麼時候……（用右手輕拍腦門）對啦！

兩年前，她還在念大學，放假回來那天。 

曾父： 噯。兩年嘍。（曾父自己喝一口） 

老吳： 正剛啊！可以啦！孩子都大啦，你也該找個伴啦！明慧遲早要嫁

人，是不是？（開門聲，明慧走進來。明慧變成熟了，一身上班族

的打扮。） 

明慧： 吳叔！您來啦！ 

老吳： 噯！明慧，吳叔來陪妳爸聊天。明慧啊！當老師囉！真不錯！ 

明慧： 噯，謝謝吳叔。 

老吳： 啥時候談個對象啊？ 

明慧： 我……我不急。我想多陪陪爸爸。 

老吳： 噯，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有好對象就帶回來給你爸看看。（轉頭對

曾父）正剛啊！你看，明慧為了陪你都不敢嫁了。你啊，趕緊找個

伴兒。 

曾父： 咳。（喝酒） 

明慧： 吳叔，那您跟我爸慢慢聊，我進去了。 

老吳： 噯，去去。 

 

第十四第十四第十四第十四場場場場        時時時時：：：：夜夜夜夜        地地地地：：：：小公寓客廳小公寓客廳小公寓客廳小公寓客廳    

    （曾父跟明慧一起吃飯，電視新聞正在播九二一地震後續報導。）    

明慧：    地震好可怕哦！（往曾父碗裡佈菜）    

曾父：    嗯。（吃一口菜）    

明慧：    爸，以後我來煮飯好不好？    

曾父：    不用！我來。    

明慧：    可是爸，您年紀大了，太累了。    

曾父：    我來，妳上班累。    

明慧：    ……上班有什麼累。    

曾父：    明慧啊！    

明慧：    嗯？    

曾父：    妳有對象啦？    

明慧：    沒……沒有。    

曾父：    沒關係，帶回來看看。    

明慧：    嗯。我，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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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第十五第十五第十五場場場場        時時時時：：：：夜夜夜夜        地地地地：：：：小公寓客廳小公寓客廳小公寓客廳小公寓客廳    

    （客廳窗明几淨，有春聯及一盆插花。曾父跟治評互相敬酒，明慧

在電視機前操作錄影帶，隨後出現電視劇《還珠格格》。電視聲音是

片頭曲，動力火車的〈當〉。明慧坐下一起吃飯。）    

曾父：    治評，來！    

治評：    曾爸，祝您新春如意。我先乾為敬。我乾杯，您隨意。（治評仰頭喝

乾小酒杯裡的竹葉青，喝完有點強作鎮定。曾父不動聲色觀察治

評。）    

曾父：    慢慢喝，辣。（曾父看著治評，感覺心情特別好。）    

治評：    曾爸也慢慢喝。（明慧收拾部份碗筷，走進後方廚房，開始洗碗。曾

父和治評看了一會兒電視。）    

曾父：    治評啊！    

治評：    是，曾爸。    

曾父：    治評啊！我這個寶貝女兒，從小沒有媽……    

治評：    曾爸，我知道。明慧都告訴我了。    

曾父：    治評啊！好好照顧明慧。    

治評：    （開心露齒，舒了一口氣，挺直胸膛。）曾爸，我會的。您放心。    

曾父：    好！好！乾！（兩人大口地喝酒，治評有點不勝酒力，仍勉強撐

住。明慧從廚房出來。）    

明慧：    爸！好了，您喝多了。    

曾父：    爸爸開心。（治評看著明慧傻笑，明慧也靦腆地笑。）    

明慧： 爸！好了，讓治評改天再來。 

曾父： 好，好，改天！改天！ 

治評： 曾爸，那您早點休息。我改天再來陪您。 

曾父： 好好，去！去！ 

 

第十六場第十六場第十六場第十六場    時時時時：：：：夜夜夜夜    地地地地：：：：小公寓樓下小公寓樓下小公寓樓下小公寓樓下馬路邊馬路邊馬路邊馬路邊    

 （明慧送治評到樓下，準備叫計程車。） 

治評： 小慧，上去吧！我在這裡等。 

明慧： 沒關係，我看著你上計程車。 

治評：    小慧，我今天表現得還好吧？妳覺得曾爸會同意嗎？ 

明慧：    （害羞）我哪知道。你不是跟我爸喝得很愉快？ 

治評：    曾爸叫我好好照顧妳耶！這什麼意思，妳知道吧！（手搭明慧的

肩） 

明慧：    （躲掉）幹嘛啦！你真的醉了哦？ 

治評：    （站直身子，變得嚴肅，雙手拉起明慧的手）沒有。小慧，妳聽我

說。我知道妳放不下妳爸爸。妳放心，結婚以後，我會讓曾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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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他不是少了一個女兒，而是多一個兒子。以後，我不會讓妳一

個人難過。妳不會再是一個人了，妳還有我。我們一起建立妳想要

的幸福的家。 

明慧：    （明慧感動得說不出話，只是點頭。）嗯。 

治評： 愛哭鬼，不要再流眼淚囉！我到家再打給妳。 

明慧： 嗯。（點點頭，把頭埋到治評的胸膛，治評拍著明慧的背，像哄孩子

一樣。幕下。） 

    

第十七第十七第十七第十七場場場場    時時時時：：：：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早餐店內早餐店內早餐店內早餐店內    

    （明慧踏進早餐店。阿勇穿早餐店制服及圍裙，站在煎台前，忙著

煎蛋餅。佑晴也穿一樣的制服，正在準備客人的餐點。治評在店外

約五公尺的地方等，沒有過來打招呼。）    

明慧：    大嫂！我來了。    

佑晴：    歐！小姑啊！妳怎麼會來？我們正在忙。妳來吃早餐的嗎？外帶五

十六號！（佑晴一邊大聲說一邊把客人的早餐裝進塑膠提袋。）    

明慧：    歐，我有跟哥說，我要來跟媽上個香。    

佑晴：    外帶五十六號！火腿蛋吐司加鮮奶茶！五十六號！    

孝勇：    （回過頭對明慧說）妳自己進去，在後面。（又轉頭處理蛋餅）    

明慧：    歐，好。（明慧往店的後面走，沿路不小心踢到一些茶桶。走道堆滿

雜物，並沒有好好整理。明慧小心地踮著腳走，然後像觸電一樣僵

住。她看見小小的神桌被隨便擺放在牆角，上面結了蜘蛛網。曾母

的遺照擺放在那裏。）    

明慧：    （哭腔，低聲，怕被聽到）媽！媽！（明慧從隨身包包拿出面紙，

把神明桌擦乾淨，蜘蛛網扯掉。然後找了一下，取出一根線香，但

是遍尋不著打火機，於是放下線香，雙手合掌。）媽，我來了。（閉

目默禱一陣）媽，我遇到一個很好的人，我在想我是不是可以跟他

結婚？媽，他叫治評，現在就站在門口，您要不要出去看看？    

    （明慧從神明桌上拿起神筊，開始擲筊。重複了三次，明慧開始哭

喪著臉。就在這時手機響了。明慧從包包拿出 NOKIA 3210手機，

按了鍵接電話。）    

明慧：     小阿姨。（吸鼻子）    

阿姨：    明慧，我上次跟妳說，要跟妳媽稟報一下。結果怎樣？    

明慧：    阿姨，我正好在我媽這裡……。    

阿姨：    真的哦？啊妳媽怎麼說？    

明慧：    阿姨，我媽好像不同意……。我丟了三次筊，都是同一面。    

阿姨： 哪一面？（台語）無筊？還是笑筊？ 

明慧： 平面朝上，掉在地上還會搖。 

阿姨： （台語）戇囝兒，這是笑筊！（國語）妳媽媽一定是很滿意，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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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不攏嘴。不信，妳現在電話不要掛，跟妳媽說，如果是很中意這

個女婿，給妳一個穩穩的聖筊。 

 （明慧把電話先放旁邊桌面上，雙手合掌，閉目默念，然後擲筊，

凝視。接著慢慢拿起電話。） 

阿姨： （台語）安怎？安怎？ 

明慧： 阿姨，是，是聖筊。 

阿姨： （台語）我就說齁！這樣著沒問題啊！ 

明慧： （撒嬌）阿姨～謝謝妳。阿姨那我先掛電話哦，我要先離開我哥這

邊。嗯，好。阿姨掰掰。 

 （明慧掛了電話，雙手合掌，看著媽媽遺照，鞠躬，再鞠躬。幕

下。） 

    

第十八第十八第十八第十八場場場場        時時時時：：：：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早餐店門口早餐店門口早餐店門口早餐店門口    

    （房仲小李手拿一堆資料，帶著王氏夫妻繞到早餐店的鐵門外。

鐵門上貼著房屋仲介公司的出售廣告。）    

小李：    王先生、王太太，您們的眼光真好。這裡旁邊就是崇佑國小，附

近還有崇佑國中，優質學區，學生多。在這裡開補習班，穩賺不

賠，呵呵呵。    

王太太：    （面露睥睨）哪有穩賺不賠的事？如果這麼好，那屋主為什麼要

賣？    

小李：    唉，不瞞倆位。這屋主夫妻是我的老客戶，他們前一次賣一棟透

天厝，也是委託我。後來他們自己來這裡買預售的時候，好像沒

有殺價，結果不小心買在高點。    

王太太：    有人買房子不殺價？小李啊，你講話不要太誇張。（癟嘴，別過

頭）    

小李：    王太太，是真的。其實我做這行久了，真的形形色色的客人都

有。這裡的學區好，治安好，照理說房價是只漲不跌的。誰知道

會有九二一？好慘！真的很多地區的房價都跌。尤其是大樓，大

家怕啊！    

王先生：    我們還好。（王太太扯了一下王先生的衣角，王先生就此打

住。）    

小李：    （臉部表情豐富，面露阿諛）所以我說王先生王太太，您們真的

很有投資眼光。危機入市嘛！對不對？剛好遇到我這組客人，他

們房貸的成數高了一點，加上貸款繳得不是很順利，現在是被銀

行逼得要拍賣房子了，才可能賣這個價錢。對他們來說真的是賠

錢賣啊！但是對買家來說，就是撿到寶了。    

王太太：    我就覺得奇怪。這個建案前幾年剛開始賣的時候，我們也來看

過。照當時的成交價，賣早餐是要多少營業額才夠付房貸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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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以為是哪個有錢人，買來當包租公，租給早餐店的呢！    

小李：    不是不是，他們不是投資客，是自住的。其實這幾年他們家又多

生了兩個孩子，一家五口住三個房間，真是有點勉強了。如果在

他們之前的舊家……，唉我不多說了。王先生王太太，相逢就是

有緣，您們今天來，真的是來得早不如來得巧，要不要下個斡

旋，小弟來努力看看？（微微彎腰身體前傾）    

王先生：    嗯。這價錢，我還要再考慮。    

王太太：    （假裝不耐煩）還考慮什麼？都 921大地震了，大樓沒人要你知

不知道？不要了不要了。（王太太抓著王先生的手作勢要走。）    

小李：    （雙手下意識地前伸）欸……王先生王太太，留步留步。是這樣

的，其實啊，賣方真的有點急了。要不要，您們就大膽出個價，

讓小弟幫你們去努力看看。出個價再說，好不好？ 
（王氏夫婦一搭一唱，推推拉拉，百般不情願地轉身回來，開始

打量早餐店的門面。王先生用手遮嘴在王太太耳邊說悄悄話，王

太太假裝嫌棄地搖頭。小李在旁哈腰，像蒼蠅一樣搓著雙手。幕

下。）    

 
第十九第十九第十九第十九場場場場  時時時時：：：：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小公寓客廳小公寓客廳小公寓客廳小公寓客廳 

    （客廳貼了囍字窗花。曾父穿著跟第三場同一套的白襯衫、黑色西

裝褲，坐在三人座的椅子中間。二姊、三姊身穿洋裝站在一旁。三

姊的洋裝明顯是舊的，較寒傖。明慧穿著略帶喜氣的新洋裝站著，

比平常更精心打扮。治評穿著新的襯衫、西裝，帶著一束新娘捧花

進門。）    

治評：    曾爸！我來了。    

宇華：    還曾爸啊？    

治評：    哦……爸！我來了。二姊！三姊！    

宇華：    妹夫你好啊～（治評笑笑，把捧花交給明慧，明慧害羞地接過。二

姊三姊在旁看著覺得有趣，噗哧笑出聲。）    

曾父：    好！好！來，治評，坐！坐！（治評在曾父右手邊坐下，明慧坐曾

父左手邊。兩位姊姊也各自找位置坐。）治評啊，爸爸老囉！沒辦

法給明慧辦婚禮。    

治評：    爸！我跟明慧都不喜歡麻煩，公證結婚最好。我母親也很支持。

爸！謝謝您不嫌棄我辦得簡單！    

曾父：    不嫌！不嫌！治評啊～爸爸謝謝你嘍！明慧，有你，我很放心。（曾

父伸出乾癟的手，治評也伸出雙手，握住曾父的手。）    

治評：    爸，謝謝您辛苦一個人把明慧扶養長大。您真的很了不起。您放心

把明慧交給我。我會好好照顧、愛惜明慧。我會給她一個溫暖的

家，不會再讓她孤單一個人。（一旁的明慧淚流不止，兩個姊姊也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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淚。）    

曾父：    （手發抖）好！好！女婿，我相信你。我這個小女兒，從小沒有媽

媽，我忙著賺錢，也沒有好好照顧她。我，對不住明慧。從今以

後，就拜託你啦！爸爸祝你們，白頭偕老，幸福、美滿，永浴愛

河。    

明慧：    （從位置上起身，半跪在曾父膝前）爸！我捨不得您。    

曾父：    （摸明慧的頭）傻丫頭，爸爸不是說了？吳叔要幫爸爸找個伴，妳

別掛心我。到了人家家，記得放下小姐脾氣，啊？    

明慧：    爸～（明慧靠在曾父膝上哭，依依不捨。爸爸雖然沒有流眼淚，但

看得出情緒激動。兩個姊姊擦拭眼淚，治評則是兩手撐著膝蓋，挺

直胸膛，低著頭。）    

宇華：    （手抹眼淚）好了好了！以後回家開車二十分鐘而已！又不是嫁到

美國！哭什麼！再哭就變醜了。治評，該出發了。    

    （明慧站起來，跟二姊、三姊一一擁抱。〈我想有個家〉副歌音樂

起。曾父顫顫巍巍地扶著椅背撐著拐杖站起來。治評連忙伸手攙

扶。明慧過去抱曾父，曾父一手撐拐杖，一手抱著明慧，表情欣慰

又不捨。最後，治評和明慧手挽著手，明慧另一手拿著捧花，在曾

父和兩位姊姊的目送下一起開門出去。窗外是溫暖的陽光。幕

下。）    

                                

劇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