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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綱故事大綱故事大綱故事大綱    

 

    十二歲的瓦歷斯因父母親在城市工作，所以一直在山上部落阿公的家裡由

阿公扶養，生活的大小事都跟著阿公做，包括狩獵、砍草、農作等等，因此瓦

歷斯非常喜歡山裡生活，和阿公的關係非常親密。可是住在城市的爸爸媽媽卻

準備等瓦歷斯上國中時候就帶到城市讀書。 

 

    這一天瓦歷斯爸爸媽媽來到部落，為了帶瓦歷斯去城市和瓦歷斯阿公起了爭

執。最後在阿公的堅持下瓦歷斯必須按照部落傳統，一個人在山上經過兩天一夜

的成年禮，才算長大，如此才能下山。 

 

    於是瓦歷斯一人帶著敬畏的心獨自面對神祕未知的山林，在黑暗神秘的森林

裡瓦歷斯救了一隻小鳥，展現他的愛心，這時候神鳥希利克突然出現，引領瓦歷

斯認識許多森林裡的動植物和精靈們。這時候突然傳來細微的哭聲，瓦歷斯發現

一個躲在樹洞裡的神祕男孩正哭泣著，瓦歷斯安慰著男孩。但是這時候邪靈賈布

以為人類又來山林破壞了，於是誘惑著男孩用神鳥希利克的神奇羽毛變出鹿肉讓

烏鴉群吃飽，然後準備攻擊人類部落。邪靈賈布引來更多烏鴉準備對人類展開一

場大戰。這時候神鳥希利克出現，在瓦歷斯和男孩的幫助下對賈布曉以大義，要

賈布放下仇恨。讓自然平衡，世界更美好。這時候祖靈出現了，原來祖靈一直在

旁邊看護著他們，最後在祖靈吟唱的古調中，娓娓訴說著部落的故事，提醒他們

飲水思源，與族人分享，更要與大自然分享共容的精神。 

 

    天亮了，瓦歷斯和男孩都勇敢通過山林的考驗了，在分手的時刻，瓦歷斯才

驚覺原來男孩就是當年的父親的小時候啊！看著日出，此刻瓦歷斯心中充滿了希

望。這時候爸爸眼中也漸漸泛起一股許久不見的熱情與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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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簡介人物簡介人物簡介人物簡介    

    

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12歲，瓦歷斯因父母親在城市工作，所以一直在山上部落阿公的家裡，

由阿公扶養，瓦歷斯有隻黑狗作伴，常常和小黑在山林裡與動物們玩耍追逐，盡

情徜徉在山林裡。 

阿公阿公阿公阿公：70歲，指導瓦歷斯生活上的大小事，教瓦歷斯狩獵、農作等部落文化，和

瓦歷斯兩人感情很好。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建成建成建成建成：40歲，小時候在部落長大，但大學後就一直待在城市工作，對部落的

情感漸漸淡薄，直到一場神奇的經歷重新尋回與部落的情感。 

媽媽媽媽媽媽媽媽雅惠雅惠雅惠雅惠：38歲，漢人，因兒子瓦歷斯準備上國中了，認為應該讓瓦歷斯到城市

讀書才好，所以跟著丈夫到山上部落準備帶回瓦歷斯。 

神鳥希克利神鳥希克利神鳥希克利神鳥希克利：泰雅族的神鳥，協助人們預知吉凶和引導方向。在傳統神話中，希

克利用小米和羽毛變出食物幫助泰雅族人。在劇中幫助瓦歷斯打敗邪靈賈布。 

邪靈賈布邪靈賈布邪靈賈布邪靈賈布：泰雅族傳說【賈布】是因怨恨而形成的邪靈，心中充滿報復之心，常

常化身為烏鴉形象，四處扇動散佈怨恨。 

神秘男孩神秘男孩神秘男孩神秘男孩：十二歲，一人躲在深夜的樹洞裡哭泣著，和瓦歷斯成為好朋友，但是

被邪靈賈布誘騙，變出許多鹿肉餵養烏鴉，差點引起一場大戰。其實他就是瓦歷

斯爸爸的小時候。 

小黑小黑小黑小黑：一隻善解人意的黑狗，是瓦歷斯的好朋友。劇中由真人扮演。 

山老鼠山老鼠山老鼠山老鼠：森林裡面偷偷砍伐樹木的人類。 

祖靈祖靈祖靈祖靈：一直守護著瓦歷斯身旁，最後在吟唱古調中，娓娓訴說著部落的故事，提

醒人們飲水思源，與族人分享，更要與大自然分享共容的精神。 

動物群動物群動物群動物群：公雞、鴨鴨、貓咪    

精靈群精靈群精靈群精靈群    

烏鴨群烏鴨群烏鴨群烏鴨群    

螢光生物螢光生物螢光生物螢光生物群群群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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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場場場場        美美美美好的一天好的一天好的一天好的一天    

 

（山林景。舞台中間是一幢鐵皮屋，一隻黑狗跑出來追著雞鴨鵝和貓咪，動物們

在庭院和樹林間追逐著。黑狗對著屋子吠著。））））    

（（（（燈亮燈亮燈亮燈亮，，，，原民傳統原民傳統原民傳統原民傳統歌曲歌曲歌曲歌曲進進進進〜〜〜〜Rimuy ra ryax Rimuy ra ryax Rimuy ra ryax Rimuy ra ryax 美好的一天美好的一天美好的一天美好的一天））））    

RimuyRimuyRimuyRimuy        rimuy  rimuy  so  ra  rimuy  yon  ra  rimuy  yonrimuy  rimuy  so  ra  rimuy  yon  ra  rimuy  yonrimuy  rimuy  so  ra  rimuy  yon  ra  rimuy  yonrimuy  rimuy  so  ra  rimuy  yon  ra  rimuy  yon    

今日是美好的一天今日是美好的一天今日是美好的一天今日是美好的一天    

Pqasaw  ryax  soni   pqasun  balay  ryax  soni Pqasaw  ryax  soni   pqasun  balay  ryax  soni Pqasaw  ryax  soni   pqasun  balay  ryax  soni Pqasaw  ryax  soni   pqasun  balay  ryax  soni ....    

我們一同在這一天歡樂我們一同在這一天歡樂我們一同在這一天歡樂我們一同在這一天歡樂。。。。    

（12歲的瓦歷斯揉著眼睛打著哈欠從屋子裡出來。） 

瓦歷斯：小黑，你好吵喔，人家是大公雞叫人起床，你這大黑狗湊甚麼熱鬧啊！ 

（黑狗轉頭繼續追著其他動物，動物們圍繞著瓦歷斯，瓦歷斯被動物們滑稽的樣

子逗笑了。） 

（（（（瓦歷斯高興唱著瓦歷斯高興唱著瓦歷斯高興唱著瓦歷斯高興唱著〜〜〜〜Rimuy ra ryax Rimuy ra ryax Rimuy ra ryax Rimuy ra ryax 美好的一天美好的一天美好的一天美好的一天））））    

Rimuy  rimuy  rimuy  so  ra  rimuy  yon  ra  rimuy  yonRimuy  rimuy  rimuy  so  ra  rimuy  yon  ra  rimuy  yonRimuy  rimuy  rimuy  so  ra  rimuy  yon  ra  rimuy  yonRimuy  rimuy  rimuy  so  ra  rimuy  yon  ra  rimuy  yon    

今日是美好的一天今日是美好的一天今日是美好的一天今日是美好的一天    

Pqasaw  ryax  soni    pqasun  balay  ryax  soni  .Pqasaw  ryax  soni    pqasun  balay  ryax  soni  .Pqasaw  ryax  soni    pqasun  balay  ryax  soni  .Pqasaw  ryax  soni    pqasun  balay  ryax  soni  .    

我們一同在這一天歡樂我們一同在這一天歡樂我們一同在這一天歡樂我們一同在這一天歡樂。。。。 

（（（（音樂音樂音樂音樂旋律稍改變旋律稍改變旋律稍改變旋律稍改變，，，，瓦歷斯唱瓦歷斯唱瓦歷斯唱瓦歷斯唱著著著著〜〜〜〜我我我我是是是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    

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早安小黑早安小黑早安小黑早安小黑！！！！    

黑狗黑狗黑狗黑狗：：：：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早安公雞早安公雞早安公雞早安公雞！！！！    

公雞公雞公雞公雞：：：：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    

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早安鴨鴨早安鴨鴨早安鴨鴨早安鴨鴨！！！！    

鴨鴨鴨鴨鴨鴨鴨鴨：：：：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早安小貓咪早安小貓咪早安小貓咪早安小貓咪    

貓咪貓咪貓咪貓咪：：：：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大家生活在這美好的一天大家生活在這美好的一天大家生活在這美好的一天大家生活在這美好的一天。。。。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活潑活潑活潑活潑的是黑狗的是黑狗的是黑狗的是黑狗，    

可愛溫馴的是貓咪可愛溫馴的是貓咪可愛溫馴的是貓咪可愛溫馴的是貓咪，    

聒聒吵架的是鴨子聒聒吵架的是鴨子聒聒吵架的是鴨子聒聒吵架的是鴨子，    

昂首神氣的是公雞昂首神氣的是公雞昂首神氣的是公雞昂首神氣的是公雞。    

但是但是但是但是，我是甚麼呢我是甚麼呢我是甚麼呢我是甚麼呢    

阿呀阿呀阿呀阿呀，我是我是我是我是誰誰誰誰呢呢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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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唉唉唉呀呀呀呀，，，，其實其實其實其實我是一個全班我是一個全班我是一個全班我是一個全班考考考考第第第第 14141414 名的小學生名的小學生名的小學生名的小學生， 

我是一個全班考第我是一個全班考第我是一個全班考第我是一個全班考第 14141414 名的小學名的小學名的小學名的小學。    

（瓦歷斯站在大樹跟上愉快跳著。） 

（動物們擠在一旁唱著討論著瓦歷斯。）    

黑狗：他是考全班第 14 名的小學生。汪汪汪。 

公雞：他考 14 名正在高興跳著舞，喔喔喔。 

鴨鴨：可是聽說他們班只有 15個學生，呱呱呱。 

貓咪：（驕傲）而且考試那天有個人生病沒有來，喵喵喵〜。 

（（（（所有動物大笑著所有動物大笑著所有動物大笑著所有動物大笑著，，，，唱著唱著唱著唱著〜〜〜〜我是瓦歷斯我是瓦歷斯我是瓦歷斯我是瓦歷斯。）。）。）。）    

黑狗黑狗黑狗黑狗：：：：瓦歷斯是瓦歷斯是瓦歷斯是瓦歷斯是全班考第全班考第全班考第全班考第 14141414 名的小學生名的小學生名的小學生名的小學生，    

公雞公雞公雞公雞：：：：瓦歷斯考瓦歷斯考瓦歷斯考瓦歷斯考 14141414 名正在高興跳著名正在高興跳著名正在高興跳著名正在高興跳著舞舞舞舞，    

鴨鴨鴨鴨鴨鴨鴨鴨：：：：可是瓦歷斯班上有可是瓦歷斯班上有可是瓦歷斯班上有可是瓦歷斯班上有 15151515 個學生個學生個學生個學生，    

貓咪貓咪貓咪貓咪：：：：而且考試那天有個人生病沒有來而且考試那天有個人生病沒有來而且考試那天有個人生病沒有來而且考試那天有個人生病沒有來。    

（（（（動物們圍繞著瓦歷斯跳著唱著動物們圍繞著瓦歷斯跳著唱著動物們圍繞著瓦歷斯跳著唱著動物們圍繞著瓦歷斯跳著唱著。））））    

合唱合唱合唱合唱：瓦歷斯是瓦歷斯是瓦歷斯是瓦歷斯是全班考第全班考第全班考第全班考第 14141414 名的小學生名的小學生名的小學生名的小學生，    

瓦歷斯考瓦歷斯考瓦歷斯考瓦歷斯考 14141414 名正在高興跳著舞名正在高興跳著舞名正在高興跳著舞名正在高興跳著舞，    

可是瓦歷斯班上有可是瓦歷斯班上有可是瓦歷斯班上有可是瓦歷斯班上有 15151515 個學生個學生個學生個學生，    

而且考試那天有個人生病沒有來而且考試那天有個人生病沒有來而且考試那天有個人生病沒有來而且考試那天有個人生病沒有來。    

（（（（瓦歷斯站在大樹瓦歷斯站在大樹瓦歷斯站在大樹瓦歷斯站在大樹根根根根上唱著上唱著上唱著上唱著。）。）。）。）    

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大家生活在這美好的一天大家生活在這美好的一天大家生活在這美好的一天大家生活在這美好的一天。。。。    

健康活潑的是黑狗健康活潑的是黑狗健康活潑的是黑狗健康活潑的是黑狗，，，，    

可愛溫馴的是貓咪可愛溫馴的是貓咪可愛溫馴的是貓咪可愛溫馴的是貓咪，，，，    

聒聒吵架的是鴨子聒聒吵架的是鴨子聒聒吵架的是鴨子聒聒吵架的是鴨子，，，，    

昂首神氣的是公雞昂首神氣的是公雞昂首神氣的是公雞昂首神氣的是公雞。。。。    

但是但是但是但是，，，，我是甚麼呢我是甚麼呢我是甚麼呢我是甚麼呢    

阿呀阿呀阿呀阿呀，，，，我是誰呢我是誰呢我是誰呢我是誰呢    

我是我是我是我是－－－－－－－－    

（阿公從屋子裡走出來大聲喊。） 

阿公：瓦歷斯！ 

瓦歷斯：阿公！ 

（阿公背著竹簍和鋤頭站在屋子前。） 

阿公：不要再跟動物們玩了，我們準備上山吧！ 

瓦歷斯：阿公，那麼早就要上山？昨天晚上去打獵打得好晚好晚，現在太陽都還

沒有張開眼睛又要工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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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公：打獵是打獵，工作是工作，要是晚點去了猴子把水果都吃光光了。 

瓦歷斯：可是爸爸說現在種水果已經是賠本生意了，還是不要種了，給猴子吃吧。 

阿公：上山不是工作賺錢，是運動，親近山林。這山林是祖靈的土地，他爸爸帶

我狩獵的森林，是我們的傳說與神話的樂園，我們要多親近山林。 

（阿公用族語又念一遍。） 

阿公：（族語）這山林是祖靈的土地，他爸爸帶我狩獵的森林，是我們的傳說與

神話的樂園，我們要多親近山林。 

（瓦歷斯用彆腳的族語跟著念一遍。） 

瓦歷斯：（族語）這山林是祖靈的土地，他爸爸帶我狩獵的森林，是我們的傳說

與神話的樂園，我們要多親近山林。 

（阿公大笑著，用族語又念一遍。） 

阿公：（族語）這山林是祖靈的土地，他爸爸帶我狩獵的森林，是我們的傳說與

神話的樂園，我們要多親近山林。 

（瓦歷斯努力跟著學著。） 

瓦歷斯：（族語）這山林是祖靈的土地，他爸爸帶我狩獵的森林，是我們的傳說

與神話的樂園，我們要多親近山林。 

（兩人一邊笑著哼唱一邊走進山林，黑狗跟在後面。） 

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阿公阿公阿公阿公：：：：Rimuy ra ryax Rimuy ra ryax Rimuy ra ryax Rimuy ra ryax 美好的一天美好的一天美好的一天美好的一天））））    

Rimuy  rimuy  rimuy  so  ra  rimuy  yon  ra  rimuy  yonRimuy  rimuy  rimuy  so  ra  rimuy  yon  ra  rimuy  yonRimuy  rimuy  rimuy  so  ra  rimuy  yon  ra  rimuy  yonRimuy  rimuy  rimuy  so  ra  rimuy  yon  ra  rimuy  yon    

今日是美好的一天今日是美好的一天今日是美好的一天今日是美好的一天    

Pqasaw  ryax  soni   pqasun  balay  ryax  soni .Pqasaw  ryax  soni   pqasun  balay  ryax  soni .Pqasaw  ryax  soni   pqasun  balay  ryax  soni .Pqasaw  ryax  soni   pqasun  balay  ryax  soni .    

我們一同在這一天歡樂我們一同在這一天歡樂我們一同在這一天歡樂我們一同在這一天歡樂。。。。 

（燈暗。） 

 

2222 場場場場        SevenSevenSevenSeven、、、、PandaPandaPandaPanda、、、、UberEatUberEatUberEatUberEat    

 

（燈亮，山路景，瓦歷斯的爸爸建成和媽媽雅惠開車來到山上看瓦歷斯，但是車

子壞了，爸爸打開引擎蓋看著，媽媽拿手機在一旁拍著。） 

媽媽：爸爸來，笑一個。 

（爸抬起頭，用手抹一下額頭，額頭黑了一片，故意笑一下，然後繼續在引擎蓋

裡東摸摸西摸摸。） 

（媽媽拍著四周的山景，讚嘆著。） 

媽媽：這裡風景真好，好舒服啊。 

爸爸：那是你現在來度假的心態，要是整年整月住在這裡看你還受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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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說真的，我已經受夠了在大城市上班的日子，每天朝九晚五。 

爸爸：又不是只有你，我也一樣啊，這次請兩天假上山來，經理就囉里巴唆的，

好像沒有我公司就會倒一樣，我都不曉得原來我有那麼重要。 

媽媽：那是你受重用，哪像我，在辦公室裡比釘書機還不如，喔不，是比迴紋針

還不如。 

爸爸：被看重有甚麼好？動不動就加班，還要看老闆的臉色，整天忙忙忙，忙到

連個早餐都沒辦法好好吃。 

媽媽：沒錯！ 

（音樂進，爸爸和媽媽開始演起戲來，媽媽假裝是店員，爸爸是顧客。媽媽鞠躬

微笑。） 

媽媽：早安！先生您好，請問要吃甚麼？ 

爸爸：我要黑糖珍珠奶茶，少冰全糖。 

媽媽：先生，你看你的肚子要減肥囉。還是美式咖啡不加糖。 

爸爸：不，我要全糖！我壓力太大，我需要全糖！ 

（（（（主旋律進主旋律進主旋律進主旋律進，，，，爸爸和媽媽唱著爸爸和媽媽唱著爸爸和媽媽唱著爸爸和媽媽唱著歌曲歌曲歌曲歌曲〜〜〜〜【【【【SSSSeveneveneveneven、、、、PPPPandaandaandaanda、、、、UberEatUberEatUberEatUberEat】】】】。）。）。）。）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早餐吃早餐吃早餐吃早餐吃 SSSSeveneveneveneven，，，，美式無糖咖啡美式無糖咖啡美式無糖咖啡美式無糖咖啡御御御御飯糰飯糰飯糰飯糰，，，，可心裡想著可心裡想著可心裡想著可心裡想著那那那那全糖珍珠全糖珍珠全糖珍珠全糖珍珠厚厚厚厚奶茶奶茶奶茶奶茶。    

媽媽媽媽媽媽媽媽：：：：午餐午餐午餐午餐吃吃吃吃 PPPPandaandaandaanda，，，，可愛熊貓熱情送餐可愛熊貓熱情送餐可愛熊貓熱情送餐可愛熊貓熱情送餐來來來來，，，，可手裡可手裡可手裡可手裡的工作卻是永遠做不完的工作卻是永遠做不完的工作卻是永遠做不完的工作卻是永遠做不完。。。。    

爸媽一起爸媽一起爸媽一起爸媽一起：：：：每天衝鋒陷陣每天衝鋒陷陣每天衝鋒陷陣每天衝鋒陷陣，，，，工作打頭陣工作打頭陣工作打頭陣工作打頭陣，，，，    

可是老闆總是說我態度不認真可是老闆總是說我態度不認真可是老闆總是說我態度不認真可是老闆總是說我態度不認真。。。。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老師說老師說老師說老師說，，，，就算一顆小小小小小小小小螺絲釘就算一顆小小小小小小小小螺絲釘就算一顆小小小小小小小小螺絲釘就算一顆小小小小小小小小螺絲釘，，，，    

可以撐起大大大大大大大大鋼鐵城可以撐起大大大大大大大大鋼鐵城可以撐起大大大大大大大大鋼鐵城可以撐起大大大大大大大大鋼鐵城。。。。    

媽媽媽媽媽媽媽媽：：：：可是我可是我可是我可是我，，，，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就是那麼那麼那麼那麼的衰小就是那麼那麼那麼那麼的衰小就是那麼那麼那麼那麼的衰小就是那麼那麼那麼那麼的衰小，，，，    

就是那顆小小小小小小小小螺絲釘就是那顆小小小小小小小小螺絲釘就是那顆小小小小小小小小螺絲釘就是那顆小小小小小小小小螺絲釘。。。。    

爸媽一起爸媽一起爸媽一起爸媽一起：：：：老天鵝啊老天鵝啊老天鵝啊老天鵝啊，，，，我的夢想難道那麼那麼那麼那麼的遙遠我的夢想難道那麼那麼那麼那麼的遙遠我的夢想難道那麼那麼那麼那麼的遙遠我的夢想難道那麼那麼那麼那麼的遙遠？？？？    

我的夢想難道那麼那麼那麼那麼的遙遠我的夢想難道那麼那麼那麼那麼的遙遠我的夢想難道那麼那麼那麼那麼的遙遠我的夢想難道那麼那麼那麼那麼的遙遠？？？？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早餐吃早餐吃早餐吃早餐吃 SevenSevenSevenSeven，，，，美式無糖咖啡御飯糰美式無糖咖啡御飯糰美式無糖咖啡御飯糰美式無糖咖啡御飯糰，，，，可心裡想著那全糖珍珠厚奶茶可心裡想著那全糖珍珠厚奶茶可心裡想著那全糖珍珠厚奶茶可心裡想著那全糖珍珠厚奶茶    

媽媽媽媽媽媽媽媽：：：：午餐吃午餐吃午餐吃午餐吃 PandaPandaPandaPanda，，，，可愛熊貓熱情送餐來可愛熊貓熱情送餐來可愛熊貓熱情送餐來可愛熊貓熱情送餐來，，，，可手裡還是有著做不完的工作可手裡還是有著做不完的工作可手裡還是有著做不完的工作可手裡還是有著做不完的工作。。。。    

爸媽一起爸媽一起爸媽一起爸媽一起：：：：每天衝鋒陷陣每天衝鋒陷陣每天衝鋒陷陣每天衝鋒陷陣，，，，工作打頭陣工作打頭陣工作打頭陣工作打頭陣，，，，    

可是老闆總是說我態度不認真可是老闆總是說我態度不認真可是老闆總是說我態度不認真可是老闆總是說我態度不認真。。。。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老師說老師說老師說老師說，，，，就算一顆小小小小小小小小螺絲釘就算一顆小小小小小小小小螺絲釘就算一顆小小小小小小小小螺絲釘就算一顆小小小小小小小小螺絲釘，，，，    

可以撐起大大大大大大大大鋼鐵城可以撐起大大大大大大大大鋼鐵城可以撐起大大大大大大大大鋼鐵城可以撐起大大大大大大大大鋼鐵城。。。。    

媽媽媽媽媽媽媽媽：：：：可是我可是我可是我可是我，，，，偏偏就是那麼那麼那麼那麼的衰小偏偏就是那麼那麼那麼那麼的衰小偏偏就是那麼那麼那麼那麼的衰小偏偏就是那麼那麼那麼那麼的衰小，，，，    

就是那顆小小小小小小小小螺絲釘就是那顆小小小小小小小小螺絲釘就是那顆小小小小小小小小螺絲釘就是那顆小小小小小小小小螺絲釘。。。。    

爸媽一起爸媽一起爸媽一起爸媽一起：：：：老天鵝啊老天鵝啊老天鵝啊老天鵝啊，，，，我的夢想難道那麼那麼那麼那麼的遙遠我的夢想難道那麼那麼那麼那麼的遙遠我的夢想難道那麼那麼那麼那麼的遙遠我的夢想難道那麼那麼那麼那麼的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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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夢想難道那麼那麼那麼那麼的遙遠我的夢想難道那麼那麼那麼那麼的遙遠我的夢想難道那麼那麼那麼那麼的遙遠我的夢想難道那麼那麼那麼那麼的遙遠？？？？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早餐吃早餐吃早餐吃早餐吃 SevenSevenSevenSeven，，，，美式無糖咖啡御飯糰美式無糖咖啡御飯糰美式無糖咖啡御飯糰美式無糖咖啡御飯糰，，，，可心裡想著那全糖珍珠厚奶茶可心裡想著那全糖珍珠厚奶茶可心裡想著那全糖珍珠厚奶茶可心裡想著那全糖珍珠厚奶茶    

媽媽媽媽媽媽媽媽：：：：午餐吃午餐吃午餐吃午餐吃 PandaPandaPandaPanda，，，，可愛熊貓熱情送餐來可愛熊貓熱情送餐來可愛熊貓熱情送餐來可愛熊貓熱情送餐來，，，，可手裡還是有著做不完的工作可手裡還是有著做不完的工作可手裡還是有著做不完的工作可手裡還是有著做不完的工作。。。。    

爸媽一起爸媽一起爸媽一起爸媽一起：：：：每天衝鋒陷陣每天衝鋒陷陣每天衝鋒陷陣每天衝鋒陷陣，，，，工作打頭陣工作打頭陣工作打頭陣工作打頭陣，，，，    

晚晚晚晚餐餐餐餐只只只只有有有有期待期待期待期待 UberEatUberEatUberEatUberEat！！！！    

每天衝鋒陷陣每天衝鋒陷陣每天衝鋒陷陣每天衝鋒陷陣，，，，工作打頭陣工作打頭陣工作打頭陣工作打頭陣，，，，    

晚晚晚晚餐餐餐餐只只只只有有有有期待期待期待期待 UberEatUberEatUberEatUberEat！！！！    

每天衝鋒陷陣每天衝鋒陷陣每天衝鋒陷陣每天衝鋒陷陣，，，，工作打頭陣工作打頭陣工作打頭陣工作打頭陣，，，，    

晚晚晚晚餐餐餐餐只只只只有有有有期待期待期待期待 UberEatUberEatUberEatUberEat！！！！    

難道我的生活就難道我的生活就難道我的生活就難道我的生活就只只只只有有有有 SevenSevenSevenSeven、、、、PandaPandaPandaPanda、、、、UberEatUberEatUberEatUberEat！ 

（爸媽唱完後有點小沮喪。） 

爸爸：唱完了，發洩完了。 

媽媽：然後呢？ 

爸爸：繼續修車。 

（爸爸繼續修車，媽媽看著山林用裡吸口氣。）    

媽媽：難道我的生活就只有 Seven、Panda、UberEat？（看看四周山林景致）對了！

乾脆我們來山裡開民宿。 

爸爸：民宿？偶而回來走走看看是覺得不錯，等每天住在這裡我看你就受不了了。 

媽媽：才不會。 

（爸爸伸伸懶腰，突然聞到一股熟悉的味道。） 

爸爸：啊，這味道，你聞到了嗎？ 

（媽媽用力聞著。） 

媽媽：空氣很好啊，你是說芬多精的味道嗎？ 

爸爸：不是，是那木頭燃燒的煙味。 

媽媽：煙味有甚麼好聞？ 

（爸爸露出微笑說著。） 

爸爸：只要聞到木頭燃燒的煙味就好溫暖，覺得家要近了。你知道嗎，部落的家

裡的火幾乎是不熄滅的，要是熄滅了，部落裡總有人有火的，就去借個火就好了，

這就是分享啊。 

（媽媽微笑看著爸爸。） 

媽媽：看吧，你剛剛雖然表現的不喜歡回來的樣子，可是當聞到熟悉的味道還是

會笑喔！ 

（爸爸尷尬強辯著。） 

爸爸：我哪有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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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有，你別否認了。你就承認你內心深處還是喜愛這裡的，因為這裡畢竟是

你生長的地方，是你的根啊！ 

爸爸：我又沒有否認。 

（媽媽拍拍爸爸肩膀。） 

媽媽：記住，認識自己的根是很重要的。 

爸爸：沒錯，那你為什麼還要帶瓦歷斯回去？讓瓦歷斯在這裡長大不是很好嗎？ 

（媽媽一聽立刻改變口氣。） 

媽媽：這不一樣，心裡知道自己是誰，跟去補習班補習並不衝突，兩個一樣重要，

所以瓦歷斯要回去城市去補習。 

爸爸：可是爸一定會有意見 

媽媽：說服爸爸的工作就交給你囉！ 

（瓦歷斯愉快跑過來。阿公跟在後面進來。） 

瓦歷斯：媽！ 

（媽媽高興抱著瓦歷斯。） 

媽媽：哇，瓦歷斯，你變好黑喔。 

（阿公跟在後面過來，爸爸有些尷尬。） 

爸爸：爸。 

阿公：好久沒回來了你。 

爸爸：對啊，好久沒回來了我。 

阿公：回來就好。 

瓦歷斯：（高興）我們可以一起在這裡過暑假了。 

（媽媽示意要爸爸跟阿公說，爸爸有些猶豫，媽媽決定自己說。） 

媽媽：媽媽也想在這裡過暑假啊，可是爸爸這次來是要把你帶回去。 

（爸爸瞪著媽媽。） 

瓦歷斯：可是暑假才一半。 

爸爸：要上國中了，先去補習，才跟得上。 

阿公：以前你暑假還不是整天在山林裡也沒去補習啊！ 

爸爸：時代不一樣了。 

阿公：一樣，該學的都一樣。 

（媽媽看丈夫和阿公已經快吵起來了，連忙拉著瓦歷斯快走。） 

媽媽：瓦歷斯，我們來比賽，看誰先跑到。快！ 

（媽媽一溜煙跑走，瓦歷斯跟在後面跑。） 

瓦歷斯：等一下，你偷跑！ 

爸爸：爸，你不跟他們一起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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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公瞪了他一眼。） 

阿公：反正一句話，要帶瓦歷斯回去，可以。可是有個條件。 

爸爸：甚麼條件？ 

阿公：瓦歷斯十二歲了，要按照部落傳統，一個人在山上經過兩天一夜的成年禮，

才算長大，然後才能下山。 

爸爸：那種老規矩？ 

阿公：別忘了當初你也是經過這老規矩的，難道你真的認為這老規矩沒有幫助你

長大嗎？ 

（阿公說完後轉身慢慢離去。） 

（剩下爸爸一人嘆著氣。） 

（燈暗。） 

 

3333場場場場        神鳥希利克的神鳥希利克的神鳥希利克的神鳥希利克的啟示啟示啟示啟示    

 

（燈亮，阿公鐵皮屋外，蟲聲唧唧，爸爸一人在外面講著手機。） 

爸爸：好好，經理，我回去立刻處理－－現在？可是我今天和明天都請假了，小

張是我的代理人－－他可以的，我有交代過他了，你放心。－－可是我這兩天我

人在中部？－－坐高鐵也來不及，我在山裡。－－不，不是度假，是有事。 

（媽媽從屋子裡走出來，一邊聽著爸爸講手機，一邊慢慢走到旁邊。） 

爸爸：經理，你放心，我等一下就打給小張跟他說怎麼做－－經理他真的可以－

－。 

（媽媽一把搶過爸爸的手機。） 

媽媽：王經理，你好，好久不見。對對，我們在山裡，這裡很漂亮啊，有空你跟

美琴一起來啊！上次你不是要我轉告美琴說，跟我們健雄一起去台南出差，其實

你是去花蓮天祥，你還說對美琴有點愧咎，下次要帶她去山上走走啊。對了，上

次您是跟誰去花蓮啊？（故意轉頭對爸爸說話）健雄，你快跟經理說這裡很不錯，

下次帶美琴我們一起來。 

（媽媽把手機交還給爸爸，還做個鬼臉。爸爸生氣瞪著媽，無奈接過手機，繼續

陪笑講著。） 

爸爸：經理，這裡真的不錯啊，下次－－真的？我好好玩？－－好，我會交代小

張辦妥，好，謝謝經理。 

（爸爸放下手機，瞪著媽媽。） 

爸爸：你竟然敢威脅經理？ 

媽媽：我哪有，我是真心推薦這美麗的山上，要他下次帶著經理夫人一起來。 



11 
 

爸爸：你就不怕我回去被炒魷魚？ 

媽媽：他敢？就算真的被炒了，那剛好，我們一起來這裡弄民宿。 

（媽媽興奮地拉著爸爸。） 

媽媽：那看，在這裡可以見到溪谷，所以在這裡放張情人座。然後這裡，建個小

涼亭，然後四周種滿百合花。這樣一來，初夏季節就有百合花香了。 

（（（（音樂進音樂進音樂進音樂進，，，，媽媽唱著歌曲媽媽唱著歌曲媽媽唱著歌曲媽媽唱著歌曲〜〜〜〜〜〜〜〜夏夏夏夏日日日日微風微風微風微風。）。）。）。）    

媽媽媽媽媽媽媽媽：：：：夏夏夏夏日日日日微風微風微風微風陣陣陣陣陣陣陣陣吹吹吹吹送送送送，，，，溪水溪水溪水溪水波波波波紋紋紋紋粼粼閃耀粼粼閃耀粼粼閃耀粼粼閃耀    

百百百百合合合合花香悠悠花香悠悠花香悠悠花香悠悠傳送傳送傳送傳送，，，，我的心我的心我的心我的心兒跟兒跟兒跟兒跟著著著著輕輕飄盪輕輕飄盪輕輕飄盪輕輕飄盪    

喔喔喔喔〜〜〜〜夏夏夏夏日日日日微風微風微風微風陣陣陣陣陣陣陣陣吹吹吹吹，，，，百百百百合合合合花香輕輕飄花香輕輕飄花香輕輕飄花香輕輕飄    

喔喔喔喔〜〜〜〜夏夏夏夏日日日日微風微風微風微風陣陣陣陣陣陣陣陣吹吹吹吹，，，，百百百百合合合合花香輕輕飄花香輕輕飄花香輕輕飄花香輕輕飄    

夜晚涼風習習吹夜晚涼風習習吹夜晚涼風習習吹夜晚涼風習習吹送送送送，，，，點點星點點星點點星點點星光光光光瀅瀅閃耀瀅瀅閃耀瀅瀅閃耀瀅瀅閃耀    

百百百百合合合合花香悠悠花香悠悠花香悠悠花香悠悠傳送傳送傳送傳送，，，，讓讓讓讓我想起我想起我想起我想起最親最親最親最親愛的愛的愛的愛的你你你你啊啊啊啊    

喔喔喔喔〜〜〜〜夏夏夏夏日日日日微風微風微風微風陣陣陣陣陣陣陣陣吹吹吹吹，，，，百百百百合合合合花香輕輕飄花香輕輕飄花香輕輕飄花香輕輕飄    

喔喔喔喔〜〜〜〜夏夏夏夏日日日日微風微風微風微風陣陣陣陣陣陣陣陣吹吹吹吹，，，，百百百百合合合合花香輕輕飄花香輕輕飄花香輕輕飄花香輕輕飄    

我我我我最親最親最親最親愛的愛的愛的愛的你你你你啊啊啊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進來我的夢進來我的夢進來我的夢進來我的夢中中中中    

一起一起一起一起沉浸沉浸沉浸沉浸那那那那百百百百合合合合花香花香花香花香，，，，享受享受享受享受那那那那夏夏夏夏日日日日微風微風微風微風    

（媽媽一邊愉悅地唱著一邊逗弄著一臉無奈的爸爸，唱完後嚮往地看著星空。） 

媽媽：啊，真是好浪漫啊！ 

爸爸：啊，真是不切實際啊！ 

（媽媽有些生氣瞪著爸爸。） 

媽媽：你要實際一點是不是？那你趕快解決瓦歷斯的問題吧，爸現在裡面生悶氣

呢。 

爸爸：生甚麼悶氣？ 

媽媽：他堅持要瓦歷斯去山上住一晚的成年禮啊！ 

爸爸：這有甚麼好生氣的，我只是說那種老傳統有點－－ 

（爸爸有些心虛接不上話，媽媽接著說。） 

媽媽：你是說有點不切實際？是不是？ 

爸爸：那是你說的喔！ 

媽媽：少來，明明是你那樣想。其實我快要被爸說服了喔，我想瓦歷斯循古裡去

山裡歷練一下也好，不過，一定要帶手機。 

爸爸：山裡收訊那麼差，手機帶著也沒用的啦。 

媽媽：好啦，我要去散步了，這夜色這麼美，可不能浪費了。 

爸爸：山裡那麼黑你不怕。 

媽媽：有月光啊，還有小黑陪我。小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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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黑愉快跟在媽媽身後，媽媽走著拋下一句話。） 

媽媽：希望我回來以後你們父子問題就解決了。 

（看著媽媽的背影，爸爸嘆口氣。突然傳來一陣美妙的鳥叫聲。） 

爸爸：希利克？ 

（爸爸尋聲張望著。） 

爸爸：希利克！你是來傳達甚麼訊息嗎？希利克？ 

（瓦歷斯走過來。） 

瓦歷斯：爸，你在跟誰說話？ 

爸爸：在跟〜 

（爸爸想了一下，微笑說著。） 

爸爸：沒有啦！                                                                                                                                          

瓦歷斯：爸，你小時候有沒有去森林住過啊？ 

爸爸：有啊！ 

瓦歷斯：然後呢？ 

爸爸：甚麼然後？ 

瓦歷斯：有變得更勇敢嗎？ 

（爸爸愣了一下，想一想。） 

爸爸：忘了，那麼小怎麼記得。 

瓦歷斯：你真的不記得了？我記得很小的時候聽你說過，你說當時你很害怕。 

爸爸：真的？我說過？怎麼可能！ 

瓦歷斯：有啊！那時候你有哭嗎？ 

爸爸：沒有，絕對沒有。 

瓦歷斯：你很矛盾耶，剛剛你說不記得了，可是現在又說絕對沒哭。我猜你一定

有哭。 

爸爸：沒有，我只是一直發抖。 

瓦歷斯：然後就？ 

爸爸：然後就睡著了。 

瓦歷斯：好無聊喔，你都沒有遇到甚麼怪獸嗎？ 

爸爸：森林裡沒有怪獸，頂多就是黑熊。 

瓦歷斯：真的沒有怪獸嗎？ 

爸爸：不你以為會怎樣？你以為你在打電玩打手遊啊？ 

瓦歷斯：那你害怕的時候呢？ 

爸爸：就大聲唱歌啊！ 

瓦歷斯：唱甚麼？你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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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有些害羞） 

爸爸：不要啦，很久沒唱了，忘了。 

瓦歷斯：一唱就會記起來了 

爸爸：不要啦。 

瓦歷斯：唱一句就好，拜託。 

（爸爸苦笑著。） 

爸爸：好吧，就一句喔。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輕聲輕聲輕聲輕聲唱唱唱唱著著著著【【【【懷念之懷念之懷念之懷念之歌歌歌歌】。）】。）】。）】。）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YYYYutas yautas yautas yautas yakkkkiiii’’’’ yaba yaba yaba yaba’’’’  yaya  yaya  yaya  yaya’’’’ llun llun llun llunggggun  simu  balay  laun  simu  balay  laun  simu  balay  laun  simu  balay  la    

爺爺爺爺爺爺爺爺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媽媽媽媽媽媽媽媽    真的想真的想真的想真的想念你念你念你念你們們們們    

瓦歷斯：這首我也會唱耶，我記得以前很小的時候你教過我啊！ 

爸爸：真的？ 

瓦歷斯：真的，我們一起唱。    

（（（（瓦歷斯和爸爸一起唱著瓦歷斯和爸爸一起唱著瓦歷斯和爸爸一起唱著瓦歷斯和爸爸一起唱著。）。）。）。）    

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爸爸爸爸爸爸爸爸：：：：YYYYutas yautas yautas yautas yakkkkiiii’’’’    yabayabayabayaba’’’’        yayayayayayayaya’’’’    llunllunllunllunggggun  simu  balay  laun  simu  balay  laun  simu  balay  laun  simu  balay  la    

爺爺爺爺爺爺爺爺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媽媽媽媽媽媽媽媽    真的想真的想真的想真的想念你念你念你念你們們們們    

KKKKnwan  nwan  nwan  nwan  gggga  pa  pa  pa  pkkkkitaitaitaita’’’’ ta ta ta ta’’’’ nyux  sami  si   nyux  sami  si   nyux  sami  si   nyux  sami  si  kkkkinloinloinloinlokkkkaaaahhhh....    

何時能相見何時能相見何時能相見何時能相見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為為為為生活而生活而生活而生活而努力努力努力努力打打打打拼拼拼拼    

KKKKinloinloinloinlokkkkaaaahhhh  na  mqyanux  ta  na  mqyanux  ta  na  mqyanux  ta  na  mqyanux  ta’’’’    

打打打打拼拼拼拼打打打打拼為拼為拼為拼為生活而生活而生活而生活而努力努力努力努力    

LLLLiiiikkkkuy  uy  uy  uy  TTTTayal  ayal  ayal  ayal  kkkkneril  neril  neril  neril  TTTTayal  loayal  loayal  loayal  lokkkkaaaahhhh  balay  mqyanux.  balay  mqyanux.  balay  mqyanux.  balay  mqyanux.    

泰泰泰泰雅雅雅雅        男子男子男子男子            女女女女子子子子                                    為為為為生活生活生活生活努力努力努力努力    

LLLLaxiy  axiy  axiy  axiy  hhhhmut  mqyanux  bleqiy  mlamut  mqyanux  bleqiy  mlamut  mqyanux  bleqiy  mlamut  mqyanux  bleqiy  mlahhhhanananangggg        ggggaaaaggggaaaa’k’k’k’ki.i.i.i.    

不不不不要隨便要隨便要隨便要隨便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守護守護守護守護著我們的著我們的著我們的著我們的 ggggaaaaggggaaaa    

hhhhoyaw  noyaw  noyaw  noyaw  nggggasal  asal  asal  asal  hhhhoyaw  qalanoyaw  qalanoyaw  qalanoyaw  qalangggg....    

為為為為家家家家庭庭庭庭    為部落為部落為部落為部落    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瓦歷斯跟著爸爸一起唱著，兩人越唱越盡興，越唱越大聲。） 

（這時阿公從屋子走出來，走過來跟著一起唱。三人一起高興唱著。） 

（黑狗跑過來高興繞著三人轉著。） 

（間奏時，爸爸拍拍瓦歷斯的肩膀。） 

爸爸：瓦歷斯，一個人到山林裡，千萬不要害怕，祖靈會庇佑你！ 

瓦歷斯：我知道！我會大聲唱歌這樣就不會害怕了。 

（三人繼續大聲高興唱著。） 

（歌聲中，燈漸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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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場場場場        山山山山林之林之林之林之子子子子－－－－－－－－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    

 

（山林景，阿公家鐵皮屋。動物還在休息著，瓦歷斯高興地從屋子裡衝出來，大

聲唱著歌，吵醒所有動物們。））））    

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早安小黑早安小黑早安小黑早安小黑！！！！    

黑狗黑狗黑狗黑狗：：：：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早安公雞早安公雞早安公雞早安公雞！！！！    

公雞公雞公雞公雞：：：：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    

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早安鴨鴨早安鴨鴨早安鴨鴨早安鴨鴨！！！！    

鴨鴨鴨鴨鴨鴨鴨鴨：：：：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早安小貓咪早安小貓咪早安小貓咪早安小貓咪    

貓咪貓咪貓咪貓咪：：：：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健康活潑的是黑狗健康活潑的是黑狗健康活潑的是黑狗健康活潑的是黑狗，，，，    

可愛溫馴的是貓咪可愛溫馴的是貓咪可愛溫馴的是貓咪可愛溫馴的是貓咪，，，，    

聒聒吵架的是鴨子聒聒吵架的是鴨子聒聒吵架的是鴨子聒聒吵架的是鴨子，，，，    

昂首神氣的是公雞昂首神氣的是公雞昂首神氣的是公雞昂首神氣的是公雞。。。。    

但是但是但是但是，，，，我是甚麼呢我是甚麼呢我是甚麼呢我是甚麼呢    

阿呀阿呀阿呀阿呀，，，，我是誰呢我是誰呢我是誰呢我是誰呢    

（（（（阿公阿公阿公阿公、、、、爸爸和媽媽爸爸和媽媽爸爸和媽媽爸爸和媽媽從屋從屋從屋從屋子裡子裡子裡子裡出出出出來來來來，，，，跟跟跟跟著唱著歌著唱著歌著唱著歌著唱著歌。）。）。）。）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你你你你是是是是快速奔跑快速奔跑快速奔跑快速奔跑的山的山的山的山羌羌羌羌。。。。    

媽媽媽媽媽媽媽媽：：：：你你你你是是是是自由翱翔自由翱翔自由翱翔自由翱翔的老的老的老的老鷹鷹鷹鷹    

阿公阿公阿公阿公：：：：你你你你是是是是悠遊悠遊悠遊悠遊跳跳跳跳躍躍躍躍的的的的鱒魚鱒魚鱒魚鱒魚    

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盡盡盡盡情情情情嘶吼嘶吼嘶吼嘶吼的黑熊的黑熊的黑熊的黑熊，，，，我是山我是山我是山我是山林之林之林之林之子子子子－－－－－－－－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    

看看看看我我我我快速奔跑快速奔跑快速奔跑快速奔跑在山在山在山在山林林林林，，，，    

看看看看我我我我自由飛翔自由飛翔自由飛翔自由飛翔在天在天在天在天空空空空，，，，    

看看看看我我我我悠遊悠遊悠遊悠遊跳跳跳跳躍躍躍躍在在在在水面水面水面水面，，，，    

看看看看我我我我盡盡盡盡情情情情嘶吼嘶吼嘶吼嘶吼在山在山在山在山間間間間。。。。    

我是山我是山我是山我是山林之林之林之林之子子子子－－－－－－－－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    

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快速奔跑快速奔跑快速奔跑快速奔跑的山的山的山的山羌羌羌羌。。。。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但是但是但是但是要注意地要注意地要注意地要注意地上的上的上的上的坑洞坑洞坑洞坑洞。。。。    

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自由翱翔自由翱翔自由翱翔自由翱翔的老的老的老的老鷹鷹鷹鷹。。。。    

媽媽媽媽媽媽媽媽：：：：但是但是但是但是要注意要注意要注意要注意天氣的變天氣的變天氣的變天氣的變化化化化。。。。    

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悠遊悠遊悠遊悠遊跳跳跳跳躍躍躍躍的的的的鱒魚鱒魚鱒魚鱒魚。。。。    



15 
 

阿公阿公阿公阿公：：：：但是但是但是但是要注意水中要注意水中要注意水中要注意水中的的的的急流急流急流急流。。。。    

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盡盡盡盡情情情情嘶吼嘶吼嘶吼嘶吼的是黑熊的是黑熊的是黑熊的是黑熊。。。。    

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但是但是但是但是千萬要注意千萬要注意千萬要注意千萬要注意－－－－－－－－    

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我我我我知知知知道道道道，，，，就就就就讓讓讓讓我我我我勇敢地當自己吧勇敢地當自己吧勇敢地當自己吧勇敢地當自己吧！！！！    

當當當當一個一個一個一個－－－－－－－－    

快速奔跑快速奔跑快速奔跑快速奔跑，，，，自由飛翔自由飛翔自由飛翔自由飛翔，，，，悠遊悠遊悠遊悠遊跳跳跳跳躍躍躍躍，，，，盡盡盡盡情情情情嘶吼嘶吼嘶吼嘶吼的瓦歷斯的瓦歷斯的瓦歷斯的瓦歷斯。。。。    

我是山我是山我是山我是山林之林之林之林之子子子子－－－－－－－－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    

（隨著歌唱和跳舞，場景變換著。阿公、媽媽和爸爸帶著瓦歷斯到入山口，瓦歷

斯興致勃勃準備開始他的山林成年禮。） 

（媽媽滿是擔心，媽媽塞了一堆零食給瓦歷斯。） 

媽媽：瓦歷斯，來，這個背包拿去。 

瓦歷斯：背包？ 

媽媽：裡面有你最愛吃的乖乖，零食，水果，麵包，飯糰，礦泉水，還有綜合維

他命，記得要吃一顆，還是你現在先吃一顆維他命，媽媽比較放心。 

爸爸：你哪弄來這麼多東西，你當他是去遠足喔？ 

媽媽：你以為我昨天晚上散步是去哪裡？ 

爸爸：去哪裡？ 

媽媽：山下的便利商店。 

爸爸：（吃驚）山下的便利商店？這來回要兩小時啊！ 

媽媽：誰叫你連車子都不會修。 

瓦歷斯：難怪昨天晚上小黑回來那麼累。 

爸爸：這就是媽媽的力量。可問題是，有必要買這麼多嗎？以前我上山也沒有帶

這麼多東西。 

瓦歷斯：對啊，其實山裡面有很多東西可以吃，阿公都有教我，口渴了可以挖腎

蕨地下球莖，芒草的根莖吃。 

媽媽：腎蕨？芒草？你還是礦泉水給我帶著。 

瓦歷斯：可是－－ 

媽媽：再囉嗦就不要去。 

（說著媽媽繼續翻找背包，阿公把瓦歷斯拉到一旁說悄悄話。） 

阿公：瓦歷斯，礦泉水帶著，你一樣可以挖腎蕨的地下球莖，然後用礦泉水洗一

洗。 

瓦歷斯：沒錯！ 

（媽媽拿出手機。） 

媽媽：還有最重要的手機，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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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歷斯：哇！難得媽媽還強迫我帶手機，不是說不要帶去山上？ 

媽媽：給我帶著！ 

瓦歷斯：Yes Sir！ 

（瓦歷斯背起背包，轉身笑著一邊揮手一邊大聲唱。） 

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盡盡盡盡情情情情嘶吼嘶吼嘶吼嘶吼的黑熊的黑熊的黑熊的黑熊，，，，我是山我是山我是山我是山林之林之林之林之子子子子－－－－－－－－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    

看看看看我我我我快速奔跑快速奔跑快速奔跑快速奔跑在山在山在山在山林林林林，，，，    

看看看看我我我我自由飛翔自由飛翔自由飛翔自由飛翔在天在天在天在天空空空空，，，，    

看看看看我我我我悠遊悠遊悠遊悠遊跳跳跳跳躍躍躍躍在在在在水面水面水面水面，，，，    

看看看看我我我我盡盡盡盡情情情情嘶吼嘶吼嘶吼嘶吼在山在山在山在山間間間間。。。。    

我是山我是山我是山我是山林之林之林之林之子子子子－－－－－－－－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    

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快速奔跑快速奔跑快速奔跑快速奔跑的山的山的山的山羌羌羌羌。。。。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但是但是但是但是要注意地要注意地要注意地要注意地上的上的上的上的坑洞坑洞坑洞坑洞。。。。    

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自由翱翔自由翱翔自由翱翔自由翱翔的老的老的老的老鷹鷹鷹鷹。。。。    

媽媽媽媽媽媽媽媽：：：：但是但是但是但是要注意要注意要注意要注意天氣的變天氣的變天氣的變天氣的變化化化化。。。。    

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悠遊悠遊悠遊悠遊跳跳跳跳躍躍躍躍的的的的鱒魚鱒魚鱒魚鱒魚。。。。    

阿公阿公阿公阿公：：：：但是但是但是但是要注意水中要注意水中要注意水中要注意水中的的的的急流急流急流急流。。。。    

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盡盡盡盡情情情情嘶吼嘶吼嘶吼嘶吼的是黑熊的是黑熊的是黑熊的是黑熊。。。。    

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但是但是但是但是千萬要注意千萬要注意千萬要注意千萬要注意－－－－－－－－    

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我我我我知知知知道道道道，，，，就就就就讓讓讓讓我我我我勇敢地當自己吧勇敢地當自己吧勇敢地當自己吧勇敢地當自己吧！！！！    

當當當當一個一個一個一個－－－－－－－－    

快速奔跑快速奔跑快速奔跑快速奔跑，，，，自由飛翔自由飛翔自由飛翔自由飛翔，，，，悠遊悠遊悠遊悠遊跳跳跳跳躍躍躍躍，，，，盡盡盡盡情情情情嘶吼嘶吼嘶吼嘶吼的瓦歷斯的瓦歷斯的瓦歷斯的瓦歷斯。。。。    

我是山我是山我是山我是山林之林之林之林之子子子子－－－－－－－－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 

（歌聲中，瓦歷斯一邊唱歌一邊勇敢走進山林。） 

爸爸：（哽咽）我好像看到我當年勇敢走進森林的背影，啊〜 

（爸爸掩面啜泣著，媽媽不可置信看著爸爸，安慰他。） 

媽媽：好啦，不就一個晚上，瓦歷斯就回來啦！別哭了。 

爸爸：（哽咽）我好像看到我當年勇敢走進森林的背影，好懷念啊！（阿公在一

旁不以為然吐槽。） 

阿公：勇敢？有嗎？我記得當初你要進去森林的時候還哭著抱著我的腳呢！後來

是我牽你的手唱著歌走進去，然後等你睡著了我在偷偷跑掉。 

爸爸：才沒有。 

阿公：有！ 

爸爸：沒有。 

（爸爸難過掩面，媽媽扶著爸爸走下場，阿公哼著歌跟在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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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公阿公阿公阿公：：：：Rimuy ra ryax Rimuy ra ryax Rimuy ra ryax Rimuy ra ryax 美好的一天美好的一天美好的一天美好的一天））））    

Rimuy  rimuy  rimuy  so  ra  rimuy  yon  ra  rimuy  yonRimuy  rimuy  rimuy  so  ra  rimuy  yon  ra  rimuy  yonRimuy  rimuy  rimuy  so  ra  rimuy  yon  ra  rimuy  yonRimuy  rimuy  rimuy  so  ra  rimuy  yon  ra  rimuy  yon    

今日是美好的一天今日是美好的一天今日是美好的一天今日是美好的一天    

Pqasaw  ryax  soni   pqasun  balay  ryax  soni .Pqasaw  ryax  soni   pqasun  balay  ryax  soni .Pqasaw  ryax  soni   pqasun  balay  ryax  soni .Pqasaw  ryax  soni   pqasun  balay  ryax  soni .    

我們一同在這一天歡樂我們一同在這一天歡樂我們一同在這一天歡樂我們一同在這一天歡樂。。。。    

（燈稍暗。黑狗慢慢走出來，動物們感傷地送黑狗。） 

公雞：小黑，你這一次去黑森林一定要保重啊！ 

黑狗：我會的。 

鴨鴨：小黑，你這一次去黑森林要好好保護小主人啊！ 

黑狗：我會的。 

貓咪：小黑，你這一次去黑森林要好好注意自己的安全喔！ 

黑狗：我會的。 

（黑狗轉身走了幾步又被叫住。） 

公雞：小黑！ 

（黑狗有些不耐煩。） 

黑狗：好好好，我知道，要保重要保護小主人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對不對？ 

公雞：不對，我是說，森林裡的蚯蚓比較肥美，回來的時候記得幫我帶幾條給我。 

鴨鴨：我要森林裡美味的蘑菇，越多越好。 

貓咪：我要森林裡的蘭花草，裝飾我的頭髮最好了。 

動物們一起：回來時記得帶啊！ 

黑狗：（大聲）知道啦！我一定會帶著蚯蚓蘑菇和蘭花草安全回來的！再見！ 

（黑狗轉身走了幾步又被叫住。） 

公雞：小黑！ 

黑狗：又怎麼了？ 

（所有動物看著公雞，公雞欲言又止。） 

公雞：喔，嗯－－沒事啦，再見！ 

（黑狗揮揮手轉身離開，貓咪問公雞。） 

貓咪：喂，我說公雞，剛剛你好像有口難言的樣子，你到底要說麼？ 

公雞：我是要小黑注意森林裡的怪物。 

鴨鴨：我知道，是黑熊。 

公雞：不，牠比黑熊更厲害。 

貓咪：是毒蛇。 

公雞：不，牠比毒蛇更可怕。 

鴨鴨貓咪一起：到底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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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雞：是－－邪靈賈布！ 

鴨鴨貓咪：（大聲）邪靈賈布？ 

公雞：嘘－－ 

（動物們緊張地看看四周。） 

公雞：小心一點，萬一喚醒邪靈賈布就不妙了。 

鴨鴨：完了，瓦歷斯神經那麼大條，一定會觸怒邪靈賈布。 

貓咪：那怎麼辦？我們要趕快去幫忙啊！ 

（貓咪焦急喊著，可是大家都沒動。） 

貓咪：你們怎麼都不動？ 

鴨鴨：你不怕，那你自己去啊！ 

貓咪：其實－－我也很害怕。那要怎麼辦啊！ 

公雞：別急，別忘了，我們還有個有力幫手。 

鴨鴨貓咪：有力幫手？誰？ 

公雞：希利克。 

（（（（旁邊投影幕出現旁邊投影幕出現旁邊投影幕出現旁邊投影幕出現動動動動畫畫畫畫，，，，介介介介紹紹紹紹神鳥神鳥神鳥神鳥【【【【希利克希利克希利克希利克】】】】和邪靈和邪靈和邪靈和邪靈【【【【賈布賈布賈布賈布】】】】的的的的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公雞：在很久很久以前，在靈界，那天神的國度裡有對神鳥姊妹，姊姊叫賈布，

妹妹叫希利克。她們的父親在死前想要把有神力的蜂蜜分給她們喝，但貪心的賈

布不僅喝了自己的，還把希利克的份也騙來喝掉，但那種蜂蜜喝多了反而會起反

效果造成神力的消失。不知情的兩姊妹在知道泰雅族正在討論要找誰當他們的守

護鳥時，賈布主動跟族人提議說，要跟妹妹比賽搬運一顆大石頭，贏的一方就可

以當族人的守護鳥，族人答應了。自以為勝券在握的賈布首先嘗試，卻怎麼樣也

推不動巨石，輪到希利克時，她卻輕鬆抬著石頭越過一條河才放下，就這樣贏得

了比賽。因此，泰雅人就將希利克尊奉為守護神鳥，協助人們預知吉凶。而賈布

因為心懷怨恨，變成外形像烏鴉的邪靈，常常詛咒人類，破壞祥和。這就是神鳥

【希利克】和邪靈【賈布】的由來。 

鴨鴨：我相信神鳥希利克這有力幫手一定會幫助瓦歷斯。 

貓咪：沒錯，神鳥希利克這有力幫手一定可以壓制邪靈賈布。 

公雞：希望如此。至於神鳥希利克和邪靈賈布的對抗結果怎樣，就讓我們繼續看

下去。 

（燈暗，大幕落，上半場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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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下半下半下半場場場場    

 

5555 場場場場        邪靈賈布邪靈賈布邪靈賈布邪靈賈布    

 

（幕起，神秘的音樂進，森林的夜晚，螢光點點。） 

（邪靈賈布這一場，一開始用黑光效果演出，幾個黑衣人操作著一些小型的螢火

蟲，樹枝上掛著螢光蜘蛛，地上有黑衣人操作的螢光蕈菇。） 

（幢幢森林，點點螢光，森林四處有螢光蕈菇。） 

（【（【（【（【森林之夜森林之夜森林之夜森林之夜】】】】歌曲歌曲歌曲歌曲，，，，以以以以熟悉熟悉熟悉熟悉的的的的傳統傳統傳統傳統兒兒兒兒歌歌歌歌組組組組曲曲曲曲為為為為主主主主。）。）。）。）    

合唱合唱合唱合唱：：：：一一一一閃閃閃閃一一一一閃閃閃閃亮亮亮亮晶晶晶晶晶晶晶晶，，，，    

滿滿滿滿天天天天都都都都是小是小是小是小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掛掛掛掛在天上在天上在天上在天上放放放放光光光光明明明明，，，，    

好好好好像許多像許多像許多像許多小小小小眼睛眼睛眼睛眼睛，，，，    

一一一一閃閃閃閃一一一一閃閃閃閃亮亮亮亮晶晶晶晶晶晶晶晶，，，，    

滿滿滿滿天天天天都都都都是小是小是小是小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一一一一些些些些螢螢螢螢火蟲飛出火蟲飛出火蟲飛出火蟲飛出來唱著歌來唱著歌來唱著歌來唱著歌。）。）。）。）    

螢螢螢螢火蟲火蟲火蟲火蟲：：：：一一一一閃閃閃閃一一一一閃閃閃閃亮亮亮亮晶晶晶晶晶晶晶晶，，，，    

我們不是小我們不是小我們不是小我們不是小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穿梭森林放穿梭森林放穿梭森林放穿梭森林放光光光光明明明明，，，，    

好好好好像許多像許多像許多像許多小精靈小精靈小精靈小精靈，，，，    

一一一一閃閃閃閃一一一一閃閃閃閃亮亮亮亮晶晶晶晶晶晶晶晶，，，，    

我們不是小我們不是小我們不是小我們不是小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饒舌唸詞饒舌唸詞饒舌唸詞饒舌唸詞））））    

螢螢螢螢火蟲火蟲火蟲火蟲：：：：誰說誰說誰說誰說晶晶晶晶晶晶晶晶亮的就是小亮的就是小亮的就是小亮的就是小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我們一我們一我們一我們一閃閃閃閃一一一一閃閃閃閃一一一一樣吸睛樣吸睛樣吸睛樣吸睛。。。。    

人家說人家說人家說人家說太陽底下太陽底下太陽底下太陽底下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新鮮新鮮新鮮新鮮事事事事，，，，我我我我跟你跟你跟你跟你說說說說太陽滅了才太陽滅了才太陽滅了才太陽滅了才是好事是好事是好事是好事。。。。    

其實這其實這其實這其實這夜夜夜夜的的的的世界更世界更世界更世界更是精是精是精是精彩彩彩彩，，，，左閃右閃讓你左閃右閃讓你左閃右閃讓你左閃右閃讓你無無無無法猜法猜法猜法猜。。。。    

當你閉當你閉當你閉當你閉上上上上眼睛別眼睛別眼睛別眼睛別以以以以為為為為甚麼甚麼甚麼甚麼都看都看都看都看不不不不見見見見，，，，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好事好事好事好事你你你你可不可不可不可不要視要視要視要視而不而不而不而不見見見見。。。。    

放開胸懷放開胸懷放開胸懷放開胸懷，，，，腳步邁開腳步邁開腳步邁開腳步邁開，，，，快快跟快快跟快快跟快快跟我來我來我來我來，，，，這這這這夜夜夜夜的的的的森林森林森林森林正是精正是精正是精正是精彩彩彩彩，，，，這這這這夜夜夜夜的的的的森林森林森林森林正是精正是精正是精正是精彩彩彩彩！！！！

耶耶耶耶！    

（（（（饒舌結束饒舌結束饒舌結束饒舌結束，，，，螢螢螢螢火蟲火蟲火蟲火蟲們們們們繼續繼續繼續繼續高興唱著高興唱著高興唱著高興唱著搖滾版搖滾版搖滾版搖滾版的的的的【【【【我不是小我不是小我不是小我不是小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螢螢螢螢火蟲火蟲火蟲火蟲：：：：一一一一閃閃閃閃一一一一閃閃閃閃亮亮亮亮晶晶晶晶晶晶晶晶，，，，    

我們不是小我們不是小我們不是小我們不是小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穿梭森林放穿梭森林放穿梭森林放穿梭森林放光光光光明明明明，，，，    

好好好好像許多像許多像許多像許多小精靈小精靈小精靈小精靈，，，，    



20 
 

一一一一閃閃閃閃一一一一閃閃閃閃亮亮亮亮晶晶晶晶晶晶晶晶，，，，    

我們不是小我們不是小我們不是小我們不是小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角落角落角落角落的螢光的螢光的螢光的螢光蕈菇搖晃蕈菇搖晃蕈菇搖晃蕈菇搖晃著著著著身身身身子子子子呼喊呼喊呼喊呼喊著著著著。）。）。）。）    

螢光螢光螢光螢光蕈菇蕈菇蕈菇蕈菇：：：：螢螢螢螢火蟲火蟲火蟲火蟲啊啊啊啊，，，，可愛的螢可愛的螢可愛的螢可愛的螢火蟲火蟲火蟲火蟲，，，，快過快過快過快過來來來來跟跟跟跟我們一起我們一起我們一起我們一起玩吧玩吧玩吧玩吧！！！！    

螢螢螢螢火蟲火蟲火蟲火蟲：：：：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螢螢螢螢火蟲火蟲火蟲火蟲們圍繞著們圍繞著們圍繞著們圍繞著蕈菇飛蕈菇飛蕈菇飛蕈菇飛舞著舞著舞著舞著，，，，唱著歌唱著歌唱著歌唱著歌〜〜〜〜【【【【採蘑菇採蘑菇採蘑菇採蘑菇的小的小的小的小姑娘姑娘姑娘姑娘】】】】。）。）。）。）    

螢螢螢螢火蟲火蟲火蟲火蟲：：：：采蘑菇采蘑菇采蘑菇采蘑菇的小的小的小的小姑娘姑娘姑娘姑娘，，，，    

背背背背著一個大著一個大著一個大著一個大竹筐竹筐竹筐竹筐，，，，    

清清清清早光著小早光著小早光著小早光著小腳丫腳丫腳丫腳丫    

走遍森林走遍森林走遍森林走遍森林和山和山和山和山崗崗崗崗，，，，    

她采她采她采她采的的的的蘑菇最多蘑菇最多蘑菇最多蘑菇最多，，，，    

多多多多的的的的像像像像那那那那星星數星星數星星數星星數不不不不清清清清    

她采她采她采她采的的的的蘑菇最蘑菇最蘑菇最蘑菇最大大大大，，，，    

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像像像像那小那小那小那小傘裝滿筐傘裝滿筐傘裝滿筐傘裝滿筐，，，，    

塞哩塞哩塞塞塞哩塞塞哩塞哩塞塞塞哩塞塞哩塞哩塞塞塞哩塞塞哩塞哩塞塞塞哩塞。。。。    

螢光螢光螢光螢光蕈菇蕈菇蕈菇蕈菇：：：：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你你你你們不是小們不是小們不是小們不是小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我們我們我們我們也也也也不是大不是大不是大不是大蘑菇蘑菇蘑菇蘑菇啊啊啊啊，，，，我們是美我們是美我們是美我們是美麗又麗又麗又麗又神秘神秘神秘神秘

的的的的〜〜〜〜螢光螢光螢光螢光蕈菇蕈菇蕈菇蕈菇。。。。    

螢螢螢螢火蟲火蟲火蟲火蟲：：：：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那我們那我們那我們那我們再再再再來唱一來唱一來唱一來唱一遍遍遍遍。。。。    

（（（（螢螢螢螢火蟲火蟲火蟲火蟲圍繞著螢光圍繞著螢光圍繞著螢光圍繞著螢光蕈菇蕈菇蕈菇蕈菇唱著歌唱著歌唱著歌唱著歌。）。）。）。）    

螢螢螢螢火蟲火蟲火蟲火蟲：：：：會發會發會發會發光的小光的小光的小光的小蕈菇蕈菇蕈菇蕈菇，，，，    

背背背背著一個大著一個大著一個大著一個大白傘白傘白傘白傘，，，，    

清清清清早早早早躲躲躲躲在在在在落葉下落葉下落葉下落葉下，，，，    

安安安安安安安安靜靜睡靜靜睡靜靜睡靜靜睡著著著著覺覺覺覺，，，，    

跟跟跟跟著著著著月月月月亮亮亮亮伸懶腰伸懶腰伸懶腰伸懶腰，，，，    

數數數數著天上著天上著天上著天上星星數星星數星星數星星數不不不不清清清清    

美美美美麗麗麗麗神神神神祕祕祕祕小小小小蕈菇蕈菇蕈菇蕈菇，，，，    

點點點點亮亮亮亮森林森林森林森林啊亮啊亮啊亮啊亮晶晶晶晶晶晶晶晶，，，，    

塞哩塞哩塞塞塞哩塞塞哩塞哩塞塞塞哩塞塞哩塞哩塞塞塞哩塞塞哩塞哩塞塞塞哩塞。。。。    

（螢火蟲愉快唱著歌，突然停下來。） 

螢火蟲 1：你們聽，有奇怪的聲音。 

（森林中隱約傳來叩叩聲。） 

螢火蟲 2：是啄木鳥在啄木頭啦！ 

螢火蟲 1：不是，啄木鳥牙齒痛去看牙醫了。 

螢火蟲 3：：是不是貓頭鷹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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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火蟲 1：如果是的話，聽起來好像感冒了。 

螢火蟲 3：那我們過去看看。 

（螢火蟲們朝森林深處飛去，森林樹木慢慢往旁邊分開，竟出現三個山老鼠正在

偷砍樹木。） 

（螢火蟲 2嚇得大叫。） 

螢火蟲 2：山老鼠，救命啊，是山老鼠。正在砍樹破壞我們的森林啊，救命啊。 

螢火蟲 3：（緊張）你快閉嘴，要是被那些可惡的人類聽到我們就完了。 

螢火蟲 1：你嘛幫幫忙，人類聽得到我們螢火蟲說話嗎？ 

螢火蟲 3：聽不對。 

螢火蟲 1：那就對啦，人類根本聽不到我們螢火蟲說話。 

螢火蟲 2：聽不到？那我還怕甚麼。 

（螢火蟲 2飛到山老鼠旁邊大聲罵著。） 

螢火蟲 2：喂！你們這些可惡的山老鼠，竟然跑來森林裡亂砍樹木，真是太過分

了，沒良心的人類，哼！你們真的是－－ 

（話沒說完，山老鼠 1伸手把螢火蟲打死了。） 

（螢火蟲 23嚇得尖叫。） 

螢火蟲 23：啊，救命啊！ 

（螢火蟲 23嚇得飛走了。） 

（山老鼠 2停下手上的斧頭。） 

山老鼠 2：喂，你嘛幫幫忙，怎麼可以隨隨便便就打死螢火蟲，真是太殘忍了，

一點都不尊重大自然。 

山老鼠 1：（不屑）尊重大自然？你看看你自己，正拿著斧頭在砍樹， 

還敢跟我說尊重大自然？ 

（山老鼠 3比較膽小，有點害怕地說。） 

山老鼠 3：對啊，我看我們還是去海邊撿漂流木，這樣就不用砍樹木了。 

山老鼠 1：海邊的漂流木值幾個錢？這些木頭可就值錢了。 

山老鼠 3：可是這是破壞生態啊，聽說要是樹木被砍了，大雨沖刷土地就會引起

土石流啊！ 

山老鼠 1：我們才砍幾棵樹木，不會啦！ 

山老鼠 2：沒錯，你看那些把整片山頭剷掉違法蓋別墅的，不是更嚴重。 

山老鼠 1：還有把整片山坡樹剷掉違法改種高山蔬菜的，那水土流失更嚴重啊，

我們只是砍幾棵樹，沒那麼嚴重啦！ 

山老鼠 3：可是…… 

山老鼠 1：好啦，為了讓你安心，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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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老鼠 1 拿出一棵小樹苗。） 

山老鼠 1：我們每砍一棵樹都會在旁邊再種一棵樹，這樣樹木就不會少啦，這就

叫做（想一想），永續甚麼啊？ 

山老鼠 2：（想著）好像是甚麼發展來著？ 

山老鼠 1：是永續甚麼。 

山老鼠 2：是甚麼發展。 

山老鼠 3：是不是永續發展？ 

（山老鼠 1 拍手笑著。） 

山老鼠 1：對對，永續發展。你看，我們砍一棵樹再種一棵樹這樣不是都沒少了。 

山老鼠 2：沒錯沒錯。 

山老鼠 12一起：永續發展！ 

山老鼠 1：來，我們繼續永續發展，砍！ 

（山老鼠繼續砍樹。） 

（樹木發出陣陣的哀號聲，哀號聲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隱藏在樹林的邪靈賈布慢慢張開黑色大翅膀，生氣地怒吼著。） 

賈布：是誰？是誰敢打擾我的休息？ 

（賈布身邊的烏鴉信使 1卑躬屈膝報告著。） 

烏鴉 1：報告賈布大人，是山老鼠正在大肆砍伐樹木啊。 

賈布：可惡的人類又再破壞山林，不可饒恕。 

烏鴉 2：可是並不是所有人類都是壞的啊，有些人類也會巡視山林保護森林啊！ 

賈布：如果沒有人破壞那就不需要巡視了，既然人類自己無法管好自己，那我就

來好好管管他們吧！ 

（賈布揮動著翅膀，樹林搖晃著。） 

山老鼠 2：怎麼莫名其妙颳起風了？ 

（賈布用力跺著地，大地震動著發出轟轟的聲音。） 

山老鼠 3：山神生氣了，山神生氣了。 

山老鼠 1：（不以為然）甚麼山神生氣，只是地震。小小的地震，沒甚麼。 

山老鼠 2：沒錯，正常的地殼能量釋放，別擔心。 

（賈布生氣地雙翅一揮，一顆大石頭朝山老鼠滾過去。） 

山老鼠 2：啊，有落石，快逃。 

（山老鼠四處逃竄，可是那顆石頭像有感知能力一樣，變換方向追著山老鼠跑，

把山老鼠 2的腿壓傷了。） 

山老鼠 2：啊，我的腳！ 

山老鼠 1：快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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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老鼠扶著受傷的同伴慌張逃跑了。） 

烏鴉 1：賈布大人真是太厲害了，那些人類就是該得到一些教訓，竟然敢在我們

賈布大人頭上動土。 

賈布：沒錯，凡是敢破壞山林的人類就該給他們教訓。哈哈哈！ 

（賈布大笑著，突然停止笑聲，仔細地在空中嗅著味道。） 

烏鴉 1：賈布大人，您怎麼了？ 

賈布：我聞到〜有小孩子的味道。 

烏鴉 2：（笑著）報告大人，當然會有小孩子的味道啊，你看看現場有好多可愛

的小孩子啊。 

賈布：（大聲）我當然知道現場有很多小朋友！ 

烏鴉 2：大人，您這樣大聲會嚇到小朋友，這樣您就沒有人喜歡你了，到時候演

完了就沒有人要跟您合照了。 

（賈布按耐住脾氣。） 

賈布：（對觀眾微笑）當然，我是個嚴肅的大好人，說話難免大聲一點，但是我

都是為了這個森林好啊。對不對？像我剛剛就懲罰了那些可惡的山老鼠。現在，

我聞到了這森林裡有小孩子的氣味，你們想想大半夜的森林裡怎麼會有小孩子出

現呢？一定有問題，所以我一定要去弄清楚。 

烏鴉 1：沒錯，一定要去弄清楚。 

（這時候烏鴉信使飛過來，氣喘喘地報告。） 

烏鴉信使：報告賈布大人，在森林有小屁孩正在森林裡面，鬼鬼祟祟的。 

賈布：鬼鬼祟祟的？果然被我說中了，有人類小孩正在森林裡。走！ 

（一陣聲光效果，賈布消失不見。只留下兩隻烏鴉。） 

烏鴉 2：賈布大人？不見了！那我們怎麼辦？ 

烏鴉信使：賈布大人是有法力的，這樣轟一聲，跳一下就不見了。 

烏鴉 2：跳一下就不見了？那我也來跳一下。 

（烏鴉 2上下跳著。） 

烏鴉信使：算了吧！你又沒法力，就算跳一百下也沒用的，我們就乖乖地飛的吧！ 

烏鴉 2：好吧，多多運動也不錯。 

（三隻烏鴉振動翅膀。） 

烏鴉 1：想到還要飛過去就覺得好累。 

烏鴉信使：還喊累？現在我又要飛回去了，我才累咧！賈布大人，等等我們啊！ 

（三隻烏鴉慢慢飛走。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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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場場場場        精靈精靈精靈精靈之夜之夜之夜之夜    

 

（夜晚的山林景，瓦歷斯小聲害怕地唱著，小心翼翼走進森林。黑狗卻是興奮地

到處嗅著。） 

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害怕害怕害怕害怕小小小小聲聲聲聲））））快速奔跑快速奔跑快速奔跑快速奔跑的是山的是山的是山的是山羌羌羌羌，    

自由翱翔自由翱翔自由翱翔自由翱翔的是老的是老的是老的是老鷹鷹鷹鷹，    

水面水面水面水面跳跳跳跳躍躍躍躍的是的是的是的是鱒魚鱒魚鱒魚鱒魚，    

盡盡盡盡情情情情嘶吼嘶吼嘶吼嘶吼的是黑熊的是黑熊的是黑熊的是黑熊，    

我我我我〜〜〜〜是是是是盡盡盡盡情情情情嘶吼嘶吼嘶吼嘶吼的黑熊的黑熊的黑熊的黑熊，    

我我我我〜〜〜〜是是是是盡盡盡盡情情情情嘶吼嘶吼嘶吼嘶吼的黑熊的黑熊的黑熊的黑熊。    

（黑狗興奮地四處嗅著，不小心撞到瓦歷斯，瓦歷斯驚叫一聲。） 

瓦歷斯：啊！ 

（瓦歷斯嚇得躲進一個樹洞裡。） 

（黑狗跟著鑽進樹洞，被瓦歷斯推出來。瓦歷斯躲在樹洞裡害怕地說。） 

瓦歷斯：小黑你快出去，你要在外面保護我。 

（黑狗無聊地趴在地上打著哈欠。） 

（突然一隻黑衣人用手彩繪的畫眉鳥飛過來，黑狗興奮地追著小鳥，追著追著，

追進森林裡。） 

（舞台上寂靜無聲，瓦歷斯輕聲喊著。） 

瓦歷斯：小黑？小黑？ 

（瓦歷斯從樹洞探出頭來。） 

瓦歷斯：小黑？可惡的小黑，自己跑去玩了，都不知道要保護我。 

（瓦歷斯氣呼呼地鑽出樹洞。） 

瓦歷斯：算了，我一個人也可以，才不需要一隻大笨狗來保護我。 

（瓦歷斯打開背包開始吃起麵包和飯糰。） 

瓦歷斯：自己跑去玩都不理我，好啊，那我也把東西吃光光，不留給你。 

（黑狗吠叫著跑過來。） 

瓦歷斯：聞到食物就跑回來了喔？我跟你說，你自己跑去玩我很生氣，這些食物

我也不要分給你。 

（黑狗咬著瓦歷斯的衣服往旁邊拉。） 

瓦歷斯：你幹嘛咬我衣服，不要拉我！ 

（黑狗對著瓦歷斯狂吠，示意要瓦歷斯跟他走。） 

瓦歷斯：等等我！ 

（黑狗引領著瓦歷斯在樹木間穿梭，同時樹木開始移動換景。跑著跑著，樹木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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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一張網子，網子上有一隻畫眉鳥，正在發出啾啾聲掙扎著。） 

瓦歷斯：是畫眉鳥，被網子抓住了！ 

（瓦歷斯要衝過救鳥，被黑狗制止。瓦歷斯仔細一看，地上有一些陷阱和捕獸夾。） 

瓦歷斯：哇，原來地上有陷阱啊。 

（瓦歷斯拿一根棍子往地上攪一攪，卡一聲！棍子被捕獸夾夾到。） 

瓦歷斯：哇，好險喔，要是被夾到腳就要斷了。 

（瓦歷斯又丟一塊木棍到前面，木棍被捕獸繩套住，甩到空中。） 

瓦歷斯：哇，差一點就變空中飛人。 

（瓦歷斯小心走向前，仔細解開小鳥。） 

瓦歷斯：可愛的小鳥，現在你自由了，下次出來玩要小心一點喔！ 

（黑衣人彩繪手扮演的畫眉鳥啾啾愉快飛走了。） 

瓦歷斯：再見！（對小黑狗）小黑，看在你救了小鳥一命的份上，就讓你吃飯糰

吧！走，我們回去吃飯。 

（瓦歷斯和小黑狗在樹林間穿梭，樹木開始移動。走著走著，出現細微的哭泣聲。） 

瓦歷斯：你聽，有人在哭。 

（小黑狗開始吠著。） 

瓦歷斯：哭聲好像從這裏傳來的。 

（瓦歷斯和黑狗在樹林間穿梭尋找。突然舞台中間出現一個大樹幹，中間有個樹

洞。） 

瓦歷斯：哭聲是從樹洞裡傳出來的。 

（黑狗汪汪叫著，樹洞傳出男孩聲音。） 

男孩：快走！ 

瓦歷斯：喂，你好，有人嗎？ 

男孩：你是誰？ 

瓦歷斯：我是瓦歷斯。 

（男孩從樹洞探出頭來。） 

男孩：瓦歷斯，你好。 

瓦歷斯：你怎麼半夜不回家啊？ 

男孩：我被放鴿子了。 

瓦歷斯：放鴿子？ 

男孩：我爸說要帶我來山上露營，可是他把我留在這裡自己跑了。那你怎麼也一

個人在這裡，你也被放鴿子了？ 

瓦歷斯：才不是，我是一個人來經歷這森林成年禮。 

男孩：其實我也是，只是我有一點點害怕。你不害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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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歷斯：當然不怕。 

（黑狗在一旁偷偷笑著，語音不清地說。） 

黑狗：才怪！ 

瓦歷斯：小黑，你閉嘴。 

男孩：真羨慕你都不害怕。 

瓦歷斯：其實我也會害怕啊，我爸說只要害怕就唱歌啊，然後我就不會那麼怕了。

不然我們來唱歌吧，這樣你就不會怕了。 

（（（（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輕聲輕聲輕聲輕聲唱著唱著唱著唱著【【【【懷念之懷念之懷念之懷念之歌歌歌歌】。）】。）】。）】。）    

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YYYYutas yautas yautas yautas yakkkkiiii’’’’    yabayabayabayaba’’’’        yayayayayayayaya’’’’    llunllunllunllunggggun  simu  balay  laun  simu  balay  laun  simu  balay  laun  simu  balay  la    

爺爺爺爺爺爺爺爺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媽媽媽媽媽媽媽媽    真的想真的想真的想真的想念你念你念你念你們們們們    

男孩男孩男孩男孩：：：：這首我這首我這首我這首我也會也會也會也會唱唱唱唱耶耶耶耶，，，，我我我我記得記得記得記得以以以以前很前很前很前很小的小的小的小的時候時候時候時候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教過教過教過教過我啊我啊我啊我啊！！！！    

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那我們一起唱那我們一起唱那我們一起唱那我們一起唱。。。。    

（（（（瓦歷斯和男孩一起唱著瓦歷斯和男孩一起唱著瓦歷斯和男孩一起唱著瓦歷斯和男孩一起唱著。）。）。）。）    

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男孩男孩男孩男孩：：：：YYYYutas yautas yautas yautas yakkkkiiii’’’’    yabayabayabayaba’’’’        yayayayayayayaya’’’’    llunllunllunllunggggun  simu  balayun  simu  balayun  simu  balayun  simu  balay        lalalala    

爺爺爺爺爺爺爺爺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媽媽媽媽媽媽媽媽    真的想真的想真的想真的想念你念你念你念你們們們們    

KKKKnwan  nwan  nwan  nwan  gggga  pa  pa  pa  pkkkkitaitaitaita’’’’    tatatata’’’’    nyux  sami  si  nyux  sami  si  nyux  sami  si  nyux  sami  si  kkkkinloinloinloinlokkkkaaaahhhh....    

何時能相見何時能相見何時能相見何時能相見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為為為為生活而生活而生活而生活而努力努力努力努力打打打打拼拼拼拼    

KKKKinloinloinloinlokkkkaaaahhhh  na  mqyanux  ta  na  mqyanux  ta  na  mqyanux  ta  na  mqyanux  ta’’’’    

打打打打拼拼拼拼打打打打拼為拼為拼為拼為生活而生活而生活而生活而努力努力努力努力    

LLLLiiiikkkkuy  uy  uy  uy  TTTTayal  ayal  ayal  ayal  kkkkneril  neril  neril  neril  TTTTayal  loayal  loayal  loayal  lokkkkaaaahhhh  balay  mqyanux.  balay  mqyanux.  balay  mqyanux.  balay  mqyanux.    

泰泰泰泰雅雅雅雅        男子男子男子男子            女女女女子子子子                                    為為為為生活生活生活生活努力努力努力努力    

LLLLaxiy  axiy  axiy  axiy  hhhhmut  mqyanux  bleqiy  mlamut  mqyanux  bleqiy  mlamut  mqyanux  bleqiy  mlamut  mqyanux  bleqiy  mlahhhhanananangggg        ggggaaaaggggaaaa’’’’kkkki.i.i.i.    

不不不不要隨便要隨便要隨便要隨便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守護守護守護守護著我們的著我們的著我們的著我們的 ggggaaaaggggaaaa    

hhhhoyaw  noyaw  noyaw  noyaw  nggggasal  asal  asal  asal  hhhhoyaw  qalanoyaw  qalanoyaw  qalanoyaw  qalangggg....    

為為為為家家家家庭庭庭庭    為部落為部落為部落為部落    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瓦歷斯和男孩一起唱著，兩人越唱越盡興，越唱越大聲。） 

男孩：好像真的不怕了！ 

（這時候男孩和瓦歷斯肚子發出咕嚕聲。） 

男孩：唱到肚子餓了。 

瓦歷斯：我也是，啊！我的背包呢，還有食物！都不見了。 

男孩：要是這附近有便利商店就好了。 

瓦歷斯：沒關係，我阿公常常說，其實大自然就是最好的廚房啊。 

（（（（瓦歷斯唱著瓦歷斯唱著瓦歷斯唱著瓦歷斯唱著饒舌饒舌饒舌饒舌歌曲歌曲歌曲歌曲【【【【瓦歷斯的瓦歷斯的瓦歷斯的瓦歷斯的廚房廚房廚房廚房】。）】。）】。）】。）    

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1212121233334545454567676767，，，，767676765454545433332121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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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開喉嚨跟放開喉嚨跟放開喉嚨跟放開喉嚨跟我我我我喊喊喊喊呀呀呀呀，，，，請你跟請你跟請你跟請你跟我大我大我大我大聲聲聲聲說說說說。。。。    

山山山山蘇蘇蘇蘇〜〜〜〜，，，，好吃的好吃的好吃的好吃的，    

腎蕨腎蕨腎蕨腎蕨〜〜〜〜，，，，好好好好脆脆脆脆的的的的，    

蝸牛蝸牛蝸牛蝸牛〜〜〜〜，，，，好好好好 QQQQ的的的的，    

蜜蜂蛹蜜蜂蛹蜜蜂蛹蜜蜂蛹〜〜〜〜好好好好香香香香的的的的！！！！    

天上天上天上天上飛飛飛飛的的的的，，，，地地地地上上上上長長長長的的的的，，，，水水水水裡裡裡裡游游游游的的的的，，，，土土土土裡裡裡裡鑽鑽鑽鑽的的的的隨隨隨隨手可手可手可手可得得得得啊真啊真啊真啊真方方方方便便便便。    

天生天生天生天生自自自自然然然然，，，，有有有有機機機機栽種栽種栽種栽種，無無無無毒毒毒毒料理料理料理料理，，，，吃吃吃吃得得得得養養養養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用用用用花花花花錢錢錢錢啊真健康啊真健康啊真健康啊真健康！    

瓦歷斯的瓦歷斯的瓦歷斯的瓦歷斯的廚房廚房廚房廚房，最自最自最自最自然然然然。    

瓦歷斯的瓦歷斯的瓦歷斯的瓦歷斯的廚房廚房廚房廚房，最最最最有有有有機機機機。    

瓦歷斯的瓦歷斯的瓦歷斯的瓦歷斯的廚房廚房廚房廚房，最最最最養養養養生生生生。    

瓦歷斯的瓦歷斯的瓦歷斯的瓦歷斯的廚房廚房廚房廚房，最最最最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嘿嘿嘿嘿！！！！1212121233334545454567676767，，，，7676767654545454333321212121。。。。    

放開喉嚨跟放開喉嚨跟放開喉嚨跟放開喉嚨跟我我我我喊喊喊喊呀呀呀呀，，，，請你跟請你跟請你跟請你跟我大我大我大我大聲聲聲聲說說說說。。。。    

芭蕉芭蕉芭蕉芭蕉〜，〜，〜，〜，好吃的好吃的好吃的好吃的，    

過過過過貓貓貓貓〜，〜，〜，〜，好好好好脆脆脆脆的的的的，    

香魚香魚香魚香魚〜，〜，〜，〜，好好好好 QQQQ的的的的，    

檳榔檳榔檳榔檳榔心心心心〜〜〜〜好好好好嚼嚼嚼嚼的的的的！！！！    

天上天上天上天上飛飛飛飛的的的的，，，，地地地地上上上上長長長長的的的的，，，，水水水水裡裡裡裡游游游游的的的的，，，，土土土土裡裡裡裡鑽鑽鑽鑽的的的的隨隨隨隨手可手可手可手可得得得得啊真啊真啊真啊真方方方方便便便便。    

天生天生天生天生自自自自然然然然，，，，有有有有機栽種機栽種機栽種機栽種，無無無無毒料理毒料理毒料理毒料理，，，，吃吃吃吃得得得得養養養養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用用用用花花花花錢錢錢錢啊真健康啊真健康啊真健康啊真健康！    

瓦歷斯的瓦歷斯的瓦歷斯的瓦歷斯的廚房廚房廚房廚房，最自最自最自最自然然然然。    

瓦歷斯的瓦歷斯的瓦歷斯的瓦歷斯的廚房廚房廚房廚房，最最最最有有有有機機機機。    

瓦歷斯的瓦歷斯的瓦歷斯的瓦歷斯的廚房廚房廚房廚房，最最最最養養養養生生生生。    

瓦歷斯的瓦歷斯的瓦歷斯的瓦歷斯的廚房廚房廚房廚房，最最最最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在唱歌同時，瓦歷斯和黑狗把一堆料理都準備好，鋪在香蕉謝上。） 

瓦歷斯：耶！材料都準備好了。 

男孩：可是，你會煮嗎？ 

（瓦歷斯愣住了。） 

瓦歷斯：煮？就丟進鍋子裡就好啦。 

男孩：鍋子呢？ 

瓦歷斯：誰知道要帶鍋子來啊！ 

（瓦歷斯和男孩嘆口氣坐下來，肚子的咕魯聲更大聲了。這時候傳來小鳥清脆叫

聲，一隻人裝扮的美麗畫眉鳥希利克飛來，輕巧地跳著。瓦歷斯和男孩張大眼睛

看著。） 

希利克：你好，我是剛剛被你從網子裡解救的神鳥希利克，現在讓我用神力幫助



28 
 

你吧！ 

（（（（一群精靈一群精靈一群精靈一群精靈們們們們從森林中出現從森林中出現從森林中出現從森林中出現，，，，他他他他們一們一們一們一邊邊邊邊唱歌一唱歌一唱歌一唱歌一邊邊邊邊準備食準備食準備食準備食物物物物。）。）。）。）    

（（（（歌曲歌曲歌曲歌曲〜【〜【〜【〜【神神神神奇奇奇奇的希利克的希利克的希利克的希利克】）】）】）】）    

合唱合唱合唱合唱：：：：很很很很久久久久很很很很久久久久的的的的時候時候時候時候，，，，有群有群有群有群勤奮勤奮勤奮勤奮又又又又善良善良善良善良的人們的人們的人們的人們，，，，    

他他他他們名們名們名們名字叫字叫字叫字叫泰泰泰泰雅雅雅雅，，，，愉愉愉愉快地過快地過快地過快地過著每一天著每一天著每一天著每一天。。。。    

神鳥希利克神鳥希利克神鳥希利克神鳥希利克飛過飛過飛過飛過來來來來，保保保保護護護護著美著美著美著美麗麗麗麗的的的的泰泰泰泰雅雅雅雅。。。。    

希利克希利克希利克希利克用用用用一一一一根根根根米米米米穗穗穗穗變變變變出滿出滿出滿出滿鍋鍋鍋鍋小小小小米米米米粥粥粥粥，，，，    

然後然後然後然後再再再再用用用用一根一根一根一根羽毛羽毛羽毛羽毛變變變變出出出出美美美美味味味味的的的的鹿肉鹿肉鹿肉鹿肉，，，，    

泰泰泰泰雅人們歡雅人們歡雅人們歡雅人們歡喜分喜分喜分喜分享享享享，，，，歡歡歡歡喜分喜分喜分喜分享享享享，，，，    

愉愉愉愉快地過快地過快地過快地過著每一天著每一天著每一天著每一天。。。。    

（歌聲中，精靈撿木柴、摘水果，以及找野菜，大家愉快地唱著忙著。同時希利

克給瓦歷斯一根小米穗，瓦歷斯一揮就變出許多米飯。希利克給男孩一支羽毛，

男孩一揮就變出一堆鹿肉。精靈們愉快地圍繞著跳舞。） 

男孩：哇，真是太神奇了，希利克用一支米穗和一根羽毛就變出許多米飯和鹿肉

啊。 

瓦歷斯：是啊，那我們現在去找更多食物，跟所有人一起分享。 

男孩：好！ 

（說完後兩人分開尋找食物，精靈們繼續唱著歌。） 

（（（（歌曲歌曲歌曲歌曲〜【〜【〜【〜【神神神神奇奇奇奇的希利克的希利克的希利克的希利克】）】）】）】）    

合唱合唱合唱合唱：：：：很很很很久久久久很很很很久久久久的的的的時候時候時候時候，，，，有群有群有群有群勤奮勤奮勤奮勤奮又又又又善良善良善良善良的人們的人們的人們的人們，，，，    

他他他他們名們名們名們名字叫字叫字叫字叫泰泰泰泰雅雅雅雅，，，，愉愉愉愉快地過快地過快地過快地過著每一天著每一天著每一天著每一天。。。。    

神鳥希利克神鳥希利克神鳥希利克神鳥希利克飛過飛過飛過飛過來來來來，保保保保護護護護著美著美著美著美麗麗麗麗的的的的泰泰泰泰雅雅雅雅。。。。    

希利克希利克希利克希利克用用用用一根一根一根一根米穗米穗米穗米穗變變變變出滿出滿出滿出滿鍋鍋鍋鍋小小小小米粥米粥米粥米粥，，，，    

然後然後然後然後再再再再用用用用一根一根一根一根羽毛羽毛羽毛羽毛變變變變出出出出美美美美味味味味的的的的鹿肉鹿肉鹿肉鹿肉，，，，    

泰泰泰泰雅人們歡雅人們歡雅人們歡雅人們歡喜分喜分喜分喜分享享享享，，，，歡歡歡歡喜分喜分喜分喜分享享享享，，，，    

愉愉愉愉快地過快地過快地過快地過著每一天著每一天著每一天著每一天。。。。    

 

7777場場場場        正邪大正邪大正邪大正邪大戰戰戰戰    

 

（男孩在林間找著其他食物。這時候賈布化身為一個可憐的登山客，慢慢走過來，

假裝昏倒。男孩跑過來。） 

男孩：你是誰？你還好吧？ 

賈布：我是登山客，我迷路了，又餓又渴，請問你有沒有食物？ 

男孩：我這裡有剛剛摘的水果，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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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布：我不要水果，我要高蛋白質的鹿肉，對！只要一些鹿肉就可以讓我立刻恢

復精神。可是，我想你應該沒有鹿肉吧！ 

男孩：我有。 

賈布：真的？在哪裡？ 

男孩：我身上沒有，可是這支羽毛可以變出很多鹿肉。 

賈布：騙人，小孩子不可以說謊，一支羽毛怎麼變得出鹿肉嘛。 

男孩：是真的。 

賈布：那你變給我看。 

男孩：好！ 

（男孩用羽毛一揮，變出一些鹿肉。） 

賈布：真是太神奇了，太好了，有了這些鹿肉我很快就會恢復精神的。對了，我

還有其他的朋友也很需要鹿肉，你可以變更多嗎？ 

男孩：可以啊！ 

（男孩用羽毛一揮，變出更多鹿肉。） 

賈布：太好了，我的烏鴉子民們，趕快來享用大餐吧！ 

（突然間燈光變化，一陣黑壓壓的，從林子裡竄飛出許多烏鴉。烏鴉們聒噪地吃

著鹿肉。） 

賈布：快點，變出更多鹿肉給我的烏鴉子民吃啊！ 

（男孩看著越來越多的烏鴉，心生畏懼，只好再揮羽毛，變出更多鹿肉。這時出

現更多的烏鴉。） 

賈布：哈哈哈！快吃！我的烏鴉子民，吃了之後有力氣，我們一起去進攻部落，

找人類算帳！哈哈哈！ 

男孩：進攻部落？攻擊人類？你到底是誰？ 

賈布：我就是被你們人類背叛的神靈賈布！ 

（賈布話一說完，轟隆變出真實模樣－－有著大黑翅膀和鳥嘴的邪靈賈布。） 

賈布：因為你的祖先背叛了我，所以我要報復。 

（說著賈布要朝男孩撲過去，這時候一顆木瓜飛出來打到賈布的頭。） 

賈布：誰！竟然敢用木瓜丟我！ 

（瓦歷斯跑出來。） 

瓦歷斯：是我！ 

賈布：哼！又是一個小屁孩。 

瓦歷斯：我不是小屁孩，我是瓦歷斯。 

賈布：管你是瓦斯還是汽油！反正惹到我邪靈賈布就完蛋。來人啊！ 

（所有烏鴉嘎嘎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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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布：把這兩個屁孩一起抓起來。 

瓦歷斯：等一下。 

賈布：又怎麼了？ 

瓦歷斯：你剛剛說你是邪靈賈布？ 

賈布：沒錯。 

瓦歷斯：就是那個傳說中具有神奇魔力的邪靈賈布？ 

賈布：沒錯，雖然說我被希利克的蜂蜜給害了，失去了我七成的功力，但是要處

理你們這些可惡的人類可是綽綽有餘。 

瓦歷斯：我不信！ 

賈布：為什麼不信？ 

瓦歷斯：因為你看起來只是一隻大烏鴉，看不出來有甚麼魔力，（對男孩）對不

對？ 

男孩：沒錯！ 

瓦歷斯：除非你展現你的魔力，我們才相信你的話。 

男孩：我們才相信你的話。 

賈布：好，你說，我要怎麼證明你才相信我有魔力呢？ 

（瓦歷斯拿出一個寶特瓶水，把水倒掉。） 

瓦歷斯：賈布，你那麼大，瓶子這麼小，如果你能夠變進這個寶特瓶裡，就證明

你有魔力，我們就相信你，而且就臣服於你。 

（賈布思考著。） 

賈布：只要我變進去瓶子裡，你就會臣服於我？ 

瓦歷斯：怎樣，你敢不敢！ 

（男孩高興地拍拍瓦歷斯說。） 

男孩：哇，瓦歷斯，你好聰明喔，你一定是要把賈布騙進瓶子裡，然後把瓶子關

起來就把牠抓到了，對不對？其實我也想到了喔！ 

瓦歷斯：你乖乖閉嘴行不行。 

賈布：哈哈哈！沒錯，就像那屁孩說的，你是要騙我進去瓶子再把我關起來，哼！

我不會上當的。你們這些可惡的人類，看我怎麼收拾你們！ 

（說著賈布撲向他們，瓦歷斯拉著男孩左閃右躲，烏鴉群也在一旁伺機而動，衝

向瓦歷斯。畢竟寡不敵眾，眼看賈布就要抓到瓦歷斯，神鳥希利克帶著精靈們衝

過來。） 

希利克：慢著！ 

賈布：又是你，希利克，你不在人類部落唱歌跳舞，娛樂人類，跑到我這黑森林

裡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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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利克：來看你啊，姐姐，你過的可好。 

賈布：好的不得了啊，我親愛的妹妹，難得你想到我啊！ 

希利克：其實我一直記得姊姊啊，是姐姐一直把當初比賽輸給我而記恨在心。 

賈布：當初要不是你，現在我就是族人尊崇的神鳥了，而不是像現在一樣，遭受

人唾棄。 

希利克：不，沒有人唾棄你啊！是你自己放不下。 

瓦歷斯：對啊，比賽是一時的，輸了下次再努力贏回來啊，像我考試考第 14 名，

可是我相信只要我努力下次就可以考第 13 名。 

黑狗：如果班上有兩個人請病假你就第 13 名了。 

瓦歷斯：夠了喔！ 

（希利克安慰賈布。） 

希利克：是啊，瓦歷斯說的沒錯，一時的挫敗不要自暴自棄，更不要怨恨他人。 

賈布：說這些都太晚了，現在我已經是部落人人討厭的邪靈醜鳥，沒有人喜歡我。 

希利克：不，你錯了。其實族人是敬畏你，不是討厭你。 

瓦歷斯：是啊，阿公都叫我不要對烏鴉丟石頭吐口水，會帶來厄運。也因為你們

的存在，讓我們對自然有更多的敬畏之心，反而讓我們得到更多的警惕。 

賈布：真的？ 

男孩：是的，大自然裡，每個事物都有它存在的意義，如果少了任何一個，這世

界就不平衡了。 

（瓦歷斯用力拍手。） 

瓦歷斯：哇，你說的真好，給你拍拍手。 

（希利克伸出手，握著賈布。） 

希利克：來！讓我們一起讓自然更平衡，世界更美好。 

（（（（這這這這時候時候時候時候穿穿穿穿著著著著泰泰泰泰雅雅雅雅族服族服族服族服的的的的祖靈祖靈祖靈祖靈出現了出現了出現了出現了，，，，原來祖靈一原來祖靈一原來祖靈一原來祖靈一直直直直在在在在旁邊看護旁邊看護旁邊看護旁邊看護著著著著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瓦歷斯他他他他們們們們。。。。

祖靈祖靈祖靈祖靈們們們們吟吟吟吟唱唱唱唱著著著著古調古調古調古調〜【〜【〜【〜【KKKKininininhhhholan na olan na olan na olan na TTTTayalayalayalayal泰泰泰泰雅雅雅雅遷徙遷徙遷徙遷徙歌歌歌歌】。）】。）】。）】。）    

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    

KKKKininininhhhholan  na  tayal  isu  qu  piyanolan  na  tayal  isu  qu  piyanolan  na  tayal  isu  qu  piyanolan  na  tayal  isu  qu  piyangggg  sbqi  sbqi  sbqi  sbqi    

泰泰泰泰雅的祖雅的祖雅的祖雅的祖居居居居地地地地是我們是我們是我們是我們最最最最重重重重要要要要的根的根的根的根源源源源    

    

Utux  Utux  Utux  Utux  kkkkayal  yaba  ta  qyanux  mlalanayal  yaba  ta  qyanux  mlalanayal  yaba  ta  qyanux  mlalanayal  yaba  ta  qyanux  mlalangggg  ita    ita    ita    ita  kkkkiiii    

神靈神靈神靈神靈庇庇庇庇護護護護我們生活在我們生活在我們生活在我們生活在世世世世上的上的上的上的泰泰泰泰雅雅雅雅族族族族人人人人    

    

PinsbPinsbPinsbPinsbkkkkan  na  tayal  isu  qu  inrinan  na  tayal  isu  qu  inrinan  na  tayal  isu  qu  inrinan  na  tayal  isu  qu  inringgggan  nyaan  nyaan  nyaan  nya    

PinsbPinsbPinsbPinsbkkkkanananan 是我們是我們是我們是我們泰泰泰泰雅雅雅雅族族族族的的的的源源源源頭頭頭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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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KKotas  ru  otas  ru  otas  ru  otas  ru  k’k’k’k’a a a a kkkki  biqi  sami  qoyat  loi  biqi  sami  qoyat  loi  biqi  sami  qoyat  loi  biqi  sami  qoyat  lozzzziiii    

我們的祖我們的祖我們的祖我們的祖先先先先啊啊啊啊!!!!請請請請賜福給予賜福給予賜福給予賜福給予我們我們我們我們!!!!    

 

8888場場場場        日日日日出出出出 

 

（歌聲中。神靈和精靈們漸漸消失在樹林裡。） 

（天色漸亮。） 

男孩：天亮了。 

瓦歷斯：看來我們的成年之旅結束了。 

男孩：成年？應該還早吧！我只是希望我們變的更有勇氣。 

瓦歷斯：一定會的！ 

男孩：謝謝你。 

瓦歷斯：謝謝你。 

（此時傳來阿公的聲音。） 

OS阿公：喂：你在哪裡？ 

男孩：啊。是我爸來了！（喊著）爸！ 

（瓦歷斯一臉疑惑。） 

瓦歷斯：你爸？ 

（男孩跑過去。回頭對瓦歷斯揮揮手。然後跑進樹林裡。） 

OS阿公：你在哪裡啊？ 

（黑狗汪汪叫著。跑進林子裡。） 

瓦歷斯：我在這裡！ 

（一會兒黑狗和阿公從樹林出來。） 

阿公：瓦歷斯！ 

瓦歷斯：阿公！ 

（瓦歷斯跑過去抱緊阿公。） 

（爸媽也跑過來抱在一起。） 

媽媽：還好。你沒事。真是嚇死我了。 

爸爸：我們在路上看見你的背包。還有散落在地上的食物。擔心你怎麼了。昨晚

到底發生甚麼事？ 

瓦歷斯：發生很奇妙的經歷。你們絕對猜不到。 

（阿公微笑拍拍瓦歷斯的頭。） 

阿公：很好。希望這些奇妙的經歷可以讓你更多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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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歷斯：那是絕對的！ 

媽媽：（看著日出）啊！太陽出來了。 

（媽媽站起來對著朝陽大喊。） 

媽媽：（大喊）我要努力存錢開間自己的民宿！ 

瓦歷斯：（大喊）我要努力考第 13 名！ 

（媽媽看著爸爸。） 

媽媽：那你的願望是甚麼？ 

瓦歷斯：我知道爸爸的願望是甚麼？ 

媽媽：是甚麼？ 

瓦歷斯：希望我們變的更有勇氣！ 

爸爸：沒錯！（大喊）希望我們變的更有勇氣！ 

（瓦歷斯和爸爸相識一笑。） 

（【（【（【（【相相相相聚聚聚聚歌歌歌歌】】】】歌歌歌歌聲中陽聲中陽聲中陽聲中陽光光光光逐漸燦爛逐漸燦爛逐漸燦爛逐漸燦爛。）。）。）。）    

alala,huway balay riyax sawni.alala,huway balay riyax sawni.alala,huway balay riyax sawni.alala,huway balay riyax sawni.感謝感謝感謝感謝現現現現在的在的在的在的時時時時光光光光    

nyux ta lahuy riyax sawni.nyux ta lahuy riyax sawni.nyux ta lahuy riyax sawni.nyux ta lahuy riyax sawni.我們大家我們大家我們大家我們大家相相相相聚聚聚聚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mugalay ta riyax sawni.mugalay ta riyax sawni.mugalay ta riyax sawni.mugalay ta riyax sawni.我們我們我們我們聚聚聚聚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lahuy su lahuy Tayan.lahuy su lahuy Tayan.lahuy su lahuy Tayan.lahuy su lahuy Tayan.我們我們我們我們相相相相聚聚聚聚 TayanTayanTayanTayan相相相相聚聚聚聚    

alala,ana ta musa ana inu?alala,ana ta musa ana inu?alala,ana ta musa ana inu?alala,ana ta musa ana inu?不不不不管管管管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到哪到哪到哪到哪裡裡裡裡    

laxi lungi ini rasi.laxi lungi ini rasi.laxi lungi ini rasi.laxi lungi ini rasi.不不不不要要要要忘忘忘忘記現記現記現記現在在在在    

lahuy ta ungat Tayan.lahuy ta ungat Tayan.lahuy ta ungat Tayan.lahuy ta ungat Tayan.我們我們我們我們相相相相聚聚聚聚在在在在泰泰泰泰雅雅雅雅    

lahuy su lahuy Tayan.lahuy su lahuy Tayan.lahuy su lahuy Tayan.lahuy su lahuy Tayan.泰泰泰泰雅雅雅雅族延綿族延綿族延綿族延綿不不不不斷斷斷斷    

（歌聲中幕漸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