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親、抱抱、⾶⾼⾼！》 

角⾊： 
男/性別與伴侶關係不侷限。 
女/性別與伴侶關係不侷限。 
狗總統/活柴⽝⼀隻。倘若其他技術考量可以假狗替代。 
-------以下角⾊由同⼀位演員飾演------- 
郵差/⼗五至三⼗歲都可，男女裝扮不拘。 
區長/五⼗歲以上中年⼈，⾯容和善，卻笑裡藏⼑。 
市長/⼆⼗五歲左右的長腿、巨乳美女（可反串）。 
總統秘書/男女裝扮不拘，作為狗總統的翻譯傳話員。 
外送員/ ⼗五至三⼗歲都可，男女裝扮不拘。 

場景描述：　　　 
氣派豪華裝潢的獨棟別墅⼀樓客廳。上舞台的牆上掛著多張榮譽獎牌，其中有
⼀塊特別顯眼的純⾦獎牌。上舞台左側有⼀扇對外的⾨。左舞台有⼀座旋轉向
上的樓梯。右舞台有⼀⾛道通往房間與更衣室。 

女：寶⾙早安安～ 
男：我親愛的⼩啾寶早安。 
女：每天這種愜意的⽣活就是不⼀樣！ 
男：以前⼤概⼀輩⼦也想不到可以過這種⽣活。 
女：寶⾙，有發現我哪裡不⼀樣嗎︖ 
男：喔︖我看看。 
女：怎麼樣︖ 
男：今天頭髮特別好看！ 
女：不是頭髮！是衣服…衣服！ 
男：哈哈哈哈…我逗著你玩啦。 
女：寶⾙，我要那個…… 
男：⼩討厭，這麼早就想壞壞！ 
女：⼈家要嘛…… 
男：真拿你沒辦法…… 
女：嘻！ 

（男抱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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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準備好囉！ 
女：嗯！ 
男：（流暢動作）親親、抱抱、⾶⾼⾼！爽了嗎︖ 
女：唉唷…你討厭啦，放⼿啦…… 
男：你穿這樣很好看欸！ 
女：真的嗎︖ 
男：讓我有點想…… 
女：唉唷，不要啦！ 
男：你是不是想來誘惑我︖ 
女：等⼀下啦，你先幫我拍照。 

（女拿出⼿機。） 

男：來⼀下再拍…… 
女：先拍再來！ 

（女交給男⼿機。） 

男：⼩騷貨想怎麼拍︖ 
女：就這樣……你要有那種叫我⼀下，然後不經意按快⾨的那樣。 
男：⼩啾啾～ 
女：蛤︖ 
男：這樣嗎︖ 
女：不⾏不⾏，角度要⾼⼀點，這樣臉比較⼩，拿好不要動哦！ 
男：好了嗎︖ 
女：好了。 
男：⼩啾啾～ 
女：蛤︖ 
男：這樣呢︖ 
女：可以可以，寶⾙你真棒！ 
男：還有更棒的棒棒。 
女：討厭～ 
男：想跑去哪︖ 
女：來幹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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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騷貨，看我怎麼幹死你！ 

（男抓住女，扛在肩上。） 

女：（掙扎）啊！救命啊～好了啦，等⼀下，等⼀下嘛！ 
男：又怎麼︖ 
女：讓我修個圖呀！ 
男：吼…別啦，做完再修嘛…… 
女：不⾏，分數重要，先放我下來。 

（男放下女，女⾃顧⾃修圖。） 

男：是說我們的分數都這麼⾼了，其實沒必要⼀直追分數。 
女：怎麼可以！ 
男：夠多就好了。 
女：寶⾙不夠，怎樣都不夠，我還要更多！ 
男：有達到⽬標就好，我沒想這麼多。 
女：那是還好有這些⽩癡粉絲追蹤、留⾔，才能讓你爽在這裡！ 
男：⽩癡粉絲︖ 
女：不是⽩癡是什麼︖ 
男：這樣說好像有點…… 
女：他們可悲的⼈⽣，沒什麼幸福快樂的事，所以要靠我們來慰藉，不是⽩癡

是什麼︖我們需要他們的抖內，也要他們按讚、留⾔、關注之類的，⼤家
就是互相利⽤、各取所需⽽已嘛！幹嘛︖你那什麼臉︖你不覺得我說得很
有道理嗎︖ 

男：呵呵…… 
女：欸！你來看！ 
男：騷樣！ 
女：我說字，不正經！ 
男：（唸）「⼀早給我的⼤寶⾙滿滿性福能量。開⼼。愛⼼。＃不吃早餐只愛
吃我」。 

女：你覺得怎樣︖ 
男：好⾊哦。 
女：還是要這種尺度那群⽩癡才會喜歡！ 
男：你看！才剛PO⼀分鐘，⾺上五百多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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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讚只是參考，重點是流量。你開後台看⼀下。 
男：七百三⼗⼆P。 
女：太少了。 
男：才剛開⼀分鐘⽽已。 
女：你開⼀下評估。 
男：平均⼗秒⼀百⼆流，我就說剛開⽽已嘛！ 
女：上個⽉平均每篇都有⼗秒三千流！ 
男：那不⼀樣。 
女：粉絲⼈數是⼀樣的。 
男：不⽤太在意啦！ 
女：我覺得我們應該要補⼀些更猛的！ 
男：什麼︖ 
女：之前我們幾篇爆紅的流量不就是這樣嗎︖ 
男：誰知道，我們根本就沒想過會⽕起來。 
女：對啊，所以我們就更應該跟著觀眾的⼜味嘛！ 
男：什麼︖ 
女：就是這種不經意拍到的瞬間畫⾯啊！ 
男：可是我們好像也沒get到觀眾的點。 
女：所以要試啊！ 
男：喔。 
女：欸！你是怎樣︖到底有沒有想經營︖還是你想回去過以前的⽣活︖ 
男：我只是覺得做好我們本來想做的就好，⾃然就會有⼈喜歡。 
女：重點以前就是不⾼分啊！ 
男：你把這件事情看太重了。 
女：這是⽣活品質的問題！ 
男：你還不滿⾜嗎︖ 
女：誰不想更好︖你就是這樣……所以，以前做什麼才會都不成功…… 
男：欸欸欸…講就講，你不⽤…… 
女：我哪裡說錯︖你就是這樣啊。 
男：我怎樣︖你現在有的還不是靠我起來的。 
女：靠你︖現在幾乎都靠我！ 
男：我只是不想做，我要是做起來，連我⾃⼰都會怕！ 
女：看！那張嘴又來了。說得都比做得好聽…… 
男：好了我不想跟你吵。 
女：誰想跟你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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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拜託是你先開始的好嗎︖ 
女：什麼我先︖你怎麼不檢討你⾃⼰︖ 
男：你看，每次都這種態度。 

（沉默。） 

女：咦！我想到了！ 
男：怎樣︖ 
女：幹嘛，不想聽喔︖ 
男：你說啊！ 
女：我們可以繼續啊！ 
男：什麼繼續︖ 
女：做啊！ 
男：做什麼︖ 
女：愛啊！ 
男：沒⼼情…… 
女：不是啦！我們來拍⼀段性愛影⽚！ 
男：你在說什麼︖ 
女：做愛啊！ 
男：你想幹嘛︖ 
女：吼…流量啦！ 
男：你瘋了嗎︖ 
女：不是你想的那種…… 
男：不然呢︖ 
女：假的！ 
男：什麼假的︖ 
女：不⼩⼼拍到上傳的那種啊。就是假裝我們剛剛在拍⼀些床照，然後以為我
們是拍照，結果不⼩⼼按到錄影的那種。 

男：怎麼假裝︖ 
女：就把⼿機架在這邊拍啊！ 
男：不是啊，你當粉絲是⽩癡嗎︖ 
女：對啊！ 

（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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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不是啦，吼，你怎麼這麼笨啊。 
男：那還不如開直播！ 

（沉默。） 

女：你剛說什麼︖ 
男：對不起！ 
女：你再說⼀次…… 
男：我只是開玩笑…… 
女：你覺得這樣很有趣︖ 
男：不是啦…… 
女：靠！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聰明︖ 
男：你說什麼︖ 
女：直播啊！ 
男：蛤︖ 
女：直播才夠真實！ 
男：什麼︖認真︖ 
女：不然呢︖ 
男：幹！你真的是瘋了！ 
女：什麼瘋了，我覺得這個點⼦超好的！在直播的過程中，以為⾃⼰下播，然
後假裝關閉鏡頭，其實根本沒有。觀眾就會以為是真的不⼩⼼發⽣，然
後，我們就在鏡頭前⾯愛愛（淫叫，猥褻動作）你說這樣是不是很棒︖ 

男：還要不要做⼈︖ 
女：對啊！我們做⼈啊。 
男：不要鬧…… 
女：這有什麼好羞恥的︖ 
男：這種錢你都敢賺︖ 
女：有什麼不⾏︖反正只要我們的分數夠⾼，我們就會⼀直在社會的上流，誰
管你是怎麼待在上⾯︖ 

男：⼤家會怎麼看我們︖ 
女：誰怎麼看我們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社會怎麼看我們。我們都是在為了這

個社會更好，對吧︖ 
男：你不如說是為了你⾃⼰！ 
女：你又要跟我吵架嗎︖ 
男：我不覺得這是⼀個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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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我不懂你現在到底是怎樣，當初說好就是⼀起經營頻道，我都是在為了我
們著想。 

男：我們⼀起經營是因為我們可以⼀起把⽣活的⼤⼩事分享給別⼈看，不是為
了追求分數。 

女：講得好聽，沒有我們後來爆紅，你以為誰要理我們啊︖鬼啊︖看看以前，
你真的要看看以前你那個死樣⼦…魯蛇⼀個，整天給⼈家part time，可以
賺多少錢︖你想想我那時候嫁給你有多難過︖出⾨還要管花了多少錢，⼀
家三⼜出去玩還只能住破民宿。帳單、貸款、學費哪⼀樣不是我東省西
省，才繳得出來，過⽣活的啊︖ 

男：我覺得我們以前那樣還比較開⼼…… 
女：你開⼼，我沒有！ 
男：你才真的應該回去看看以前我們的⽂章。多有愛，現在講這種話⼀點感情

也沒有。以前你跟我眼裡只有彼此，說什麼「我是你的太陽，給你溫暖。
⽽你是我的花朵，只為你綻放。」然後配上⼀張我們兩個的親親照，多甜
蜜。 

女：不要⼀直跟我提以前！ 
男：是你先提的！ 
女：你看，你又來了！ 
男：到底是誰︖ 

（沉默。） 

女：好嘛…不然我們要拍什麼︖ 
男：我覺得我們就先分享我們當初為什麼想要經營這個頻道。 
女：太BO了啦！誰會想看︖ 
男：試試看嘛！不然⼀開始就來勁爆做愛實境秀，誰受得了︖ 
女：這樣才衝得快啊，別忘了分數、分數！ 
男：我知道，你趕快去換衣服，我先開播等你。 

（女不動作，坐在另⼀邊的沙發。男架⼿機按下錄影。） 

男：（對⼿機）哈囉！⼤家好…哇，這個新功能超酷的！今天是想來跟⼤家分
享我們……喔…我的⼩寶⾙他先去換衣服了，等等就回來跟⼤家⾒⾯囉，
不⽤太擔⼼。（⽰意女）好囉，相信應該很多⼈都非常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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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聲。） 

女：（異⼜同聲）⾨鈴響了，你去開！ 
男：（異⼜同聲）⾨鈴響了，你去開！ 
女：我穿成這樣怎麼開︖ 
男：剛叫你換你不換！ 
女：到底要不要開︖ 
男：好好好…我去我去。（對攝影機）哈哈哈…⼤家等我⼀下喔… 

（開⾨⾒到郵差。） 

郵：掛號！ 
男：謝謝。 
郵：這邊簽收。 
男：好。 

（郵差環視房內，看向牆上的獎牌，視線彷如看著女。） 

郵：不錯喔…… 
男：什麼不錯︖ 
郵：那…… 

（男以為女被看光。） 

男：（⽰意女）欸！ 
女：啊︖ 
郵：哇嗚！真的不錯欸！ 
男：看什麼啊你︖ 
郵：怎樣︖看⼀下不⾏哦︖ 
男：當然不⾏啊。 
郵：這麼⼩氣啊︖ 
男：這不是⼩不⼩氣的問題吧︖ 
郵：借看⼀下又不會怎樣︖ 
女：噁⼼變態。 
郵：真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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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你夠了喔！再這樣我投訴你。 
郵：什麼啊︖有錢了不起啊！ 
男：哪有⼈⼀直盯著⼈家⽼婆看︖ 
郵：什麼⽼婆︖ 
男：我⽼婆啊！ 
郵：誰看你⽼婆啊！ 
男：不然呢︖ 
郵：我在看那個…… 
男：蛤︖ 
郵：哇…… 
女：欸…… 
男：你要幹嘛︖別碰！ 

（郵差⾛進房，想摸獎牌，但看起來想摸女。） 
（女瞬間閃躲，郵差站在獎牌牆前。） 

郵：幹嘛︖ 
男：沒……沒有。 
郵：哇……獎牌真多！這都哪來的啊︖ 
男：政府頒的！ 
郵：政府︖ 
男：沒看過吧︖信⽤分數到達⼀個階段，就有⼀個階級獎牌的證明囉！ 
郵：哦！那這塊…… 
男：⼀個⽉前剛頒下來的，是鑽⽯階級證明！ 
郵：哦！哈哈！我知道。 
男：知道還問…… 
郵：我只是想告訴你，我也有…… 
男：啊︖ 
郵：……看過很多個，哈哈哈！ 

（短沉默。） 

郵：真快…… 
男：什麼︖ 
郵：這區豪宅的⼈都換這麼快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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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什麼意思︖ 
郵：前幾個⽉這裡不是才住⼀對⽼夫妻嗎︖怎麼沒幾個⽉就換你們接⼿了︖ 
男：這我不清楚…… 
郵：唉呀，我想也是…反正這區的⼈來來去去。 
男：是嗎︖ 
郵：你有聽說嗎︖ 
男：什麼︖ 
郵：我偷偷跟你說啊，你不要跟別⼈說是我說的啊！ 
男：怎麼了︖ 
郵：算了。 
男：哪有話說⼀半的！ 
郵：又沒什麼好處，幹嘛要說給你聽︖ 
男：什麼啊︖要不要說︖ 
郵：兇哦，你這⼈怎麼這樣啊！ 
男：要說就說，不說的話我這邊簽好了，你可以⾛了。 
郵：哇哇哇…有錢⼈就是可以任性，我看你們不久也會跟他們⼀樣囉。 
男：到底在說什麼啦︖ 
郵：好啦，⾛啦。 
男：等⼀下！信⽤帳號多少︖ 
郵：想幹嘛︖ 
男：打⼀些分數給你。 
郵：才不要勒，那種東西，看得到又吃不到。 
男：好好好…哪！（掏出鈔票） 
郵：（收）好吧好吧，就跟你說吧。 
男：發⽣什麼事︖ 
郵：唉啊，政府在搞這個信⽤分數，都是在挖⼈民的錢啦。你看看區長他們

家，就是這樣被換掉。 
男：啊︖為什麼︖ 
郵：聽說是因為貪汙，信⽤分數掉下來…… 
男：怎麼會這樣︖ 
郵：哪⼀個政治⼈物不貪的啊︖你說是不是！ 
男：也是，可是被發現就沒辦法了！ 
郵：才沒有呢！本來他們沒事，掉幾分信⽤點也沒怎樣，⼤家都知道政府會灌
分數嘛！反正他們背景夠硬，聽說是什麼總統秘書的妹妹姊夫的乾女兒是
市長，然後又是市長⼩王隔壁鄰居的遠房表哥，反正就是靠關係啦！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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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頂得住，誰知道連鎖關係影響到總統的信⽤分數，就只好被切割啊。 
男：蛤︖太扯了吧！ 
郵：站在⾼位上，誰想被拉下來︖尤其是下⾯競爭者又這麼多，隨時都有可能
被拉下台。 

男：我怎麼都沒聽說過︖ 
郵：這種⼩道消息……你們整天關在籠⼦裡怎麼可能會知道︖像這種時代啊，

沒關係就只能靠⾃⼰啊。靠⾃⼰不給⼒，就只好滾出去。哈哈哈哈……哪
像我們這種，才不管什麼信⽤點數，那都是拿來騙⼈的啦。還是把錢握在
⼿上比較實在。 

男：是嗎…… 
郵：當局者迷。你還沒看懂這個遊戲。 
男：畢竟我們也是靠信⽤點數翻身的。 
郵：⽼話⼀句「⽔能載⾈，亦能覆⾈」。追逐名利，有⼀天終究會被名利給淹
死。我真的是⽼了欸！⽔能載⾈都講得出來，笑爛。 

男：…… 
郵：好啦，不說啦！你的掛號……市政府寄來的，沒有好事啦！⼩⼼啊。希望

下次掛號的時候還可以看到你，還有你⽼婆…⽔喔。掰啦！ 

（郵差離開。） 

女：他說的是真的假的︖ 
男：不知道。但蠻有可能的。區長會額外收管理點數，你看我們之前的區有這

種規定嗎︖ 
女：沒有。 
男：可能真的是私收…… 
女：每個⽉都要繳五%。 
男：如果那個郵差說的是真的，那我們應該早點跟區長切割關係！ 
女：啊……上個⽉我們剛搬來的時候，不是才去跟區長他們打招呼…… 
男：我想得也是這個！ 
女：完蛋。那時候還請區長幫我們分享轉發粉專…… 
男：不急……我們先確認⼀下那個郵差說的是真的還假的。 
女：查新聞！ 

（兩⼈焦急低頭查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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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前本台接獲民眾投訴，鑽⽯⼆階⼆⼗四區區長…… 
女：涉嫌針對區內清潔隊，收取每次⼗到⼆⼗不等的信⽤點數，以保他們在該

區的⼯作許可證…… 
男：慘…… 
女：現在怎麼辦︖ 
男：為什麼這麼⼤的事情都沒⼈說︖ 
女：誰敢說︖有關係的⼈誰敢去惹︖ 
男：那現在該怎麼辦︖ 
女：什麼怎麼辦︖ 
男：區長轉發的貼⽂啊！ 
女：啊！死定了！ 
男：如果被其他粉絲看到，絕對會影響到我們！ 
女：難怪最近發的⽂，流量都這麼少。你說我們該怎麼辦︖現在去找區長他們
應該也不是個好辦法，現在誰去找他們絕對都沒好事！欸…你也想想辦法
啊，不要⼀直在那邊滑！ 

男：慘了…你看…… 

（女愣住，沉默。） 

女：為什麼…… 
男：怎麼辦︖ 
女：我好不容易經營起來頻道…… 
男：好不容易建⽴起來的⼼⾎…… 
女：就跟你說過不⽤特地去拜訪他們！ 
男：禮盒還是你挑的，怎麼都怪在我身上︖ 
女：我哪有，錢是你付的！ 
男：我只是幫忙付錢，我根本就沒說要去拜訪！ 
女：所以你的意思都怪我囉︖跟你⼀點關係也沒有︖ 
男：我沒有想要計較這些！ 
女：我聽你的意思就是這樣不是嗎︖ 
男：你不要鬧了…… 
女：你到底是不是男⼈︖跟我在這邊爭這些！ 
男：可以不要開⼜閉⼜就怪別⼈嗎︖ 
女：呵…講得好像最會反省⾃⼰。 
男：好了，我不想跟你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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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你看，你就是這樣！每次要溝通，你就只會逃避。跟以前⼀樣，⼀點長進
都沒有！ 

男：我們是夫妻，講話有必要這樣嗎︖ 
女：你⽣意失敗賺不了錢，我不離不棄欸！有哪幾個女⼈可以跟我⼀樣︖ 
男：我⾃⼰可以爬起來。 
女：不需要我了是嗎︖ 
男：我沒有這樣說！ 
女：當初要是沒有我給你當後盾，你做得到嗎︖ 
男：好了，我不想再說了。 
女：我說錯了嗎︖ 
男：對！你沒說錯！但是我聽得很不爽！ 
女：對！你不爽！⽼娘他媽更不爽！ 

（⾨鈴聲。） 

女：（異⼜同聲）⾨鈴響了，你去開！ 
男：（異⼜同聲）⾨鈴響了，你去開！ 
女：你去！ 
男：你去！ 
女：我穿這樣怎麼開︖ 
男：可不可以把那件衣服換下來，我真的是受不了你！ 

（男開⾨，⾒到區長，⾺上關⾨。） 

女：誰啊︖ 
男：幹！幹幹幹！ 
女：是誰啊︖ 
男：區長來了。 
女：蛤︖ 
男：怎麼辦︖ 
女：他來要幹嘛︖ 
男：我哪知道！ 
區長：（敲⾨聲）（聲⾳）欸……那個……不好意思……我是上次你們有來拜

訪過的區長，還記得嗎︖我有點⼩事想要請你們幫忙…麻煩你們開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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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怎麼辦︖ 
男：怎麼辦︖ 
女：⾨不能開！ 
男：可是他⼀直在外⾯也不好吧︖ 
女：你不開⾨，他也不能怎樣！等他⾃⼰⾛吧。 
男：他這麼⼤聲，鄰居會聽到！ 
女：那也不能讓他進來啊！ 
男：他再繼續這樣喊，鄰居會以為我們跟這個貪汙賊有什麼關係。 
女：然後呢︖ 
男：然後如果被這些鄰居看到，我們就真的完蛋了！ 
區長：（敲⾨）麻煩開個⾨！不會耽誤你們太多時間！ 
男：你看…… 

（女⼿機響。） 

女：（⼿機）喂︖啊～是是是……什麼事嗎︖很好很好啊。什麼︖哦～沒有
啦。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區長在我們家⾨⼜，好像有什麼事要找我們的樣
⼦。是是是……區長發⽣什麼事嗎︖我不知道。什麼︖這麼嚴重︖好…我
知道了。唉呀，我會想辦法打發他⾛的……什麼︖沒有！沒有啦！怎麼會
跟區長有什麼關係。對啊對啊！好好好，謝謝你提醒，好的！先這樣啊！ 

男：是不是︖ 
女：讓他進來嗎︖ 
男：我們想辦法弄⾛他。 
女：唉…粉專被退⼗萬粉，還被逞罰三⼗%的信⽤點…現在又來⼀個區長，怎

麼辦︖ 
男：我們就順便請區長刪掉分享⽂⽌⾎，你覺得怎樣︖ 
女：對欸…我怎麼沒想到！ 
男：我是不是很厲害︖ 
女：還是我的⼤寶⾙最聰明！嗯嘛～ 
男：那是當然的啦！ 
女：寶⾙，我要那個…… 
男：又來！ 

（男抱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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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準備好囉！ 
女：嗯！ 
男：（流暢動作）親親、抱抱、⾶⾼⾼！ 
女：喜翻～（比愛⼼） 
男：啾咪～（比愛⼼） 

（短沈默。） 

區長：（敲⾨）欸…不好意思……我還在⾨外喔！ 
女：啊，對齁。我來開⾨。 
男：寶⾙…… 

（女迅速衝到⾨前，開⾨。） 

區長：你好！我是…… 

（區長與女睜⼤雙眼互看，女穿著情趣睡衣，兩⼈都呆愣的看著對⽅。） 

女：啊！！ 
區長：啊！！ 
男：啊！！ 

（女瞬間關⾨。） 

男：你在幹嘛︖ 
女：你怎麼不提醒我︖ 
男：我不是早跟你說了嗎︖ 
女：我去開⾨，你也不阻⽌我！ 
男：你動作那麼快，我哪來得及︖ 
女：怎麼辦︖ 
男：去換衣服！我來開⾨！ 
女：喔…… 

（男深吸⼀⼜氣，⾛向⾨前，開⾨。只⾒區長矇住⾃⼰的眼睛，定格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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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區長你好啊…什麼風把你吹來的啊︖ 
區長：（矇眼）喔…我剛剛什麼都沒有看到…不好意思，打擾你們兩⼈辦事。 
男：沒有沒有…沒打擾…區長是不是先進⾨來比較好︖ 
區長：（矇眼）喔…沒關係…我們在這說好了…… 
男：在外⾯啊…怕是被鄰居聽到⼀些不太⽅便的話。我想您還是先進來吧！ 
區長：（矇眼）沒關係…沒關係…我很快！我很快！ 
男：在⾨⼜說好像不是很⽅便…沒關係…區長，我們趕快進來吧！ 
區長：（矇眼）不不不…我們在這…… 
男：進來啦！ 

（男⼀把將區長拉進屋內。） 

男：區長…沒事！我⽼婆不在這裡，有什麼事您說！ 
區長：（環顧四周）啊……你們是那堆男女︖ 
男：這對夫妻！ 
區長：喔…抱歉抱歉。 
男：區長有什麼事嗎︖ 
區長：是這樣的，我有點困難…… 
男：啊…困難︖ 
區長：我真的是…我知道我不應該開這個⼜…可是我實在是沒辦法。 
男：區長…是有什麼困難嗎︖ 
區長：您沒聽說我這邊的事情嗎︖ 
男：痾…不知道區長指得是什麼事︖ 
區長：喔…沒什麼啦！反正就是被其他眼紅的⼈⾾到，政治嘛！唉……你也知

道我們這些政府第⼀線⼈民管理階層的⼈，總是有⼀堆⼈眼紅，就⼀定
要把我們⾾倒，他們才有機會。 

男：是什麼⼈跟區長您有過節嗎︖ 
區長：也不是什麼過節啦…怪我不⼩⼼把柄被⼩⼈抓到。但我其實做⼈很⽼

實，真的！那些什麼貪汙的事情完全都是不實的指控。 
男：喔…貪汙啊…… 
區長：不是你想得那樣，真的！我發誓！我跟你保證！ 
男：好的，區長…痾…您該不會只是來跟我講這些吧︖ 
區長：對對對！還好你提醒我，我有件事情想請你們那堆男女幫忙…… 
男：這對夫妻！ 
區長：對對對！這對夫妻幫忙⼀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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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喔！正好，我們夫妻倆也有些事情想請區長您幫忙…… 
區長：那好！有我能幫的地⽅，我絕對給你們赴湯蹈⽕！ 
男：沒有這麼嚴重啦！區長。 
區長：是這樣啦…我想跟你們借⼀點信⽤分數。 
男：啊！︖ 
區長：不多不多……對你們這些鑽⽯區的好朋友們來說，這只是⼀點邊邊角角

⽽已，放⼼！ 
男：那…區長您說…想要借多少︖ 
區長：我只要⼆⼗萬點就好！ 
男：⼆⼗萬點︖ 
區長：⼆⼗萬點。 
男：這…… 
區長：是不是！不困難吧︖鑽⽯區基本⾨檻隨隨便便都有兩百萬點，區區⼆⼗

萬，應該沒什麼問題的吧︖ 
男：是說…區長您，借這麼「⼤」筆的點數，是有何貴⽤啊︖ 
區長：本來我是不想開這個⼜，可是真的沒辦法，我現在點數週轉有問題。 
男：區長啊！是什麼問題啊︖ 
區長：唉呀！好啦，⽼實跟你說好了。我只是想保住我現在的位置。 
男：喔…這樣啊，可是區長您不是聽說要被換掉嗎︖ 
區長：你怎麼知道的︖ 
男：喔…那個…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早上去散步的時候，不⼩⼼聽到的！對，

不⼩⼼聽到的…… 
區長：喔，是啊。很不幸，這次的政治⾾爭，我失去後盾，現在唯⼀的機會只

剩下⼀個辦法。 
男：什麼辦法︖ 
區長：我這邊主動捐出⼆⼗萬信⽤點數，給那些告發我的清潔隊員，當作補償

來⽌⾎！ 
男：可是區長您不是說您沒貪汙嗎︖ 
區長：民粹嘛！現在這個社會就是這樣，你還以為是我們這些⼈作主啊︖現在

就是誰掌握風向，誰就有可能滾蛋。就算這件事我根本沒做，可是底下
⼈就是要挖我們的坑，我又能怎麼辦︖ 

男：是是是……可是區長啊…… 
區長：不要可是了！事態緊急，你們那堆男女齁，要是願意幫區長我這個忙…

讓我渡過這關，我就算是⽋你們⼀份⼈情啊！ 
男：這對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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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長：啊…抱歉抱歉，年紀⼤了，記性不好…… 
男：啊…真的很不好意思…這部份…我們……可能…真的…… 

（女穿好正常的衣服，從房間⾛出。） 

女：真的可以幫區長您這個⼤忙！ 
區長：真的嗎︖ 
女：真的啊！ 
男：你在說什麼︖ 
女：噓！我來。 
男：可是我們現在…… 
女：你安靜！（向區長）當然啦，我們這對夫妻很願意幫區長您這個⼤忙！ 
區長：那真是太好了，我沒想到居然在這個世界，還有像你們兩位這麼慷慨的

好朋友。 
女：不會不會！⼈有困難，互相幫忙，再好不過，區長您說是吧︖ 
區長：當然！ 
女：那…區長您可別忘記您今天說過的話啊！ 
區長：沒問題沒問題！哈哈哈哈…… 
女：哈哈哈哈…… 
區長：我說過什麼︖ 
女：區長您說會讓我們⽋⼀份⼈情，希望到時候有任何困難，也請區長您多多
幫忙。 

區長：啊！這還⽤說嗎︖我絕對給你們赴湯蹈⽕，上⼑山，下油鍋，都給你們
辦好。 

女：好好好！那真是太好了。 
區長：這是我的信⽤帳⼾，掃⼀下！ 
女：好的好的（向男）⼿機給我！ 
男：可是…… 
女：給我！（搶）呵呵…… 

（掃碼完成。交易成功的提⽰⾳。） 

區長：哈哈哈哈…謝謝，謝謝！你們那堆男女的恩情，我會⽤⼒記住的！ 
男：是這對夫妻…… 
女：是說…區長啊…我們還有⼀件事情想麻煩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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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長：好！不管什麼事情，我都幫！ 
女：就是…您還記得當初我們剛到這區的時候，有去拜訪過您嗎︖ 
區長：哈哈哈哈……當然啦！啊……哪⼀次︖ 
女：就是…我們那對夫妻嘛，有⼀個頻道，很多⼈…… 
區長：喔喔喔…有有有！我記得我記得…… 
女：對…就是…您也知道現在時間點比較尷尬，我們知道區長您是被陷害…… 
區長：是啊！ 
女：所以我們是希望，您能否先把那篇分享⽂章撤下來…避免⼀些不必要的誤
會。但是您放⼼！我們絕對相信您的為⼈，絕對沒有問題！ 

區長：喔…這樣啊！好好好…這⼩事，交給我處理。 
女：那再麻煩區長您。 
區長：不會，那我就先離開。 
女：好的！區長您慢⾛啊！ 
區長：謝謝你們的幫忙啊！ 
男：區長慢⾛！ 

（男與女送區長離開，關⾨。） 

男：你什麼意思︖ 
女：假如區長過了這關，之後我們就多認識⼀個有關係的⼈，不是很好嗎︖ 
男：好︖你不怕到時候我們也被拖下⽔嗎︖ 
女：不會啦…… 
男：你確定他會記得我們幫過他嗎︖ 
女：這⼀點⼩⼩的投資沒有問題！ 
男：我們現在⾃身都難保…… 
女：你相信我！ 
男：你別忘記我們因為這件事，還有三⼗%的信⽤懲罰…… 
女：懲罰七天後才會執⾏，我們可以趁這段時間再拉回來。 
男：原本我們有三百萬的信⽤分數，假如七天後沒辦法週轉，我們就要被趕出
鑽⽯區！ 

女：怎麼你現在就在意起點數了︖ 
男：怎麼不在意，這關係我們現在的⽣活狀態。 
女：剛剛不是才叫我要知⾜嗎︖ 
男：唉呀！算了算了，反正事情都做了。 
女：你不要怕嘛，區長撤⽂後，我們⽬前跟他就沒關係，基本⽌⾎，現在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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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危機。 
男：剛剛那封信呢︖ 
女：什麼信︖ 
男：政府寄來的那⼀封啊！ 
女：你不是才拿著嗎︖ 
男：剛剛亂成這樣，我也不知道放到哪去了︖ 

（女拿起掉落在地上的信封。） 

女：不就在這。 
男：看看是什麼通知吧！ 
女：說不定是通知我們升等了呢。 

（女拆開信來看。震驚，沉默。） 

男：是什麼好消息嗎︖ 
女：今天… 
男：什麼今天︖ 
女：今天… 
男：我看看！ 
女：今天… 
男：懲罰今天晚上⼗⼆點執⾏！！ 
女：怎麼辦︖ 
男：為什麼︖ 
女：怎麼會這樣︖ 
男：之前不是聽⼈家說是七天後才會執⾏嗎︖怎麼會是今天︖ 
女：如果沒有待在這區，我們多年的努⼒全都⽩費了。 
男：現在不是擔⼼這些事情的時候。 
女：每個⽉政府配給的房⼦、費⽤、特權證…全部都會被收回。 
男：沒有這麼嚴重！我們還有⼀百八⼗萬的點數，再多賺兩波流量就回來了。 
女：我沒有辦法回去過⽩⾦區的⽣活！ 
男：說真的，⽩⾦也不差。 
女：你有沒有志氣啊︖ 
男：我說得是事實啊。 
女：我不想…我不想！我要……我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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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也只是⼀般資產階級待的地⽅了啊！還是可以再賺回來…… 
女：我不知道你為什麼這樣想。我只知道，沒有品質的⽣活，根本就是廢物在

過的⽣活！ 
男：不⽤說得這麼難聽吧︖ 
女：我有說錯嗎︖還是你喜歡過這種垃圾⼈⽣︖ 
男：我們都是從下⾯爬上來的。以前我們在鐵銀區⽣活的時候不是更差︖那時
候，我們不也覺得⽩⾦區的⽣活有多棒嗎︖ 

女：以前是以前，現在是現在。 
男：所以你想怎樣︖ 
女：我不想怎樣，我只想保住鑽⽯區的⽣活。 
男：就這樣︖ 
女：當然不只啊！我想繼續爬上去，做最頂的⼈。好不容易上到鑽區，怎麼可

以掉下去︖ 
男：好…那也要想辦法維持啊！ 
女：你知道有多少雙眼睛在看著我們嗎︖如果我們掉下去的話，⼀切就結束
了！ 

男：好嘛！我知道。不是在想辦法了嗎︖ 
女：不⾏！不能再等了。我先來看區長撤⽂了沒有！ 

（女焦慮的來回⾛動滑⼿機。） 

女：（驚）我的天！ 
男：怎麼了︖ 
女：⽂章還在！ 
男：區長沒有撤⽂嗎︖ 
女：沒有！他還沒刪！ 
男：不是跟他說好了嗎︖ 
女：他會不會忘記︖ 
男：對！他絕對是忘了！他連我們的頻道名稱都記錯！ 
女：他離開前我還在說的。 
男：現在說這些也沒有⽤。 
女：我們該怎麼辦︖ 
男：我現在就去找區長。 
女：現在這個時候︖ 
男：不然你有更好的辦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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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區長他會不會是還沒忙完，可能等他忙完他就會幫我們撤⽂。 
男：你還要等到什麼時候︖現在持續掉粉中，已經影響到我們的信⽤分數！ 
女：如果現在去找他，說不定會讓他更反感！ 
男：沒有其他選擇了。 
女：可是如果被⼈看到呢︖ 
男：誰︖ 
女：鄰居啊！剛剛鄰居才看區長來我們家，現在我們又去找他們。假如被看

到，我們也會被⾾到了…… 
男：靠…現在到底該怎麼辦︖ 
女：我覺得我們現在更應該要冷靜，雖然剛剛最不冷靜的就是我了。但是，我
們現在必須冷靜…… 

男：（看⼿機）粉絲退追達⼆⼗萬，系統⾃動判定降信⽤分數！ 
女：我…我…… 

（女昏倒，男快速反應接住。） 

女：（崩潰哭）怎麼辦︖寶⾙…我們是不是完了︖ 
男：⼩啾寶你要撐住！時間還沒到，我們還有半天的時間可以扳回來！ 
女：可是這麼多點數沒有了，我們要怎麼繼續⽣活︖ 
男：冷靜！ 
女：我很冷靜啊……我⼀直都很冷靜啊……我不冷靜嗎︖蛤︖蛤︖ 
男：好！是我不冷靜…現在我們能做的就是在晚上⼗⼆點前把分數賺回來，這

樣倒扣分數才不會被趕出去。 
女：我們到底該怎麼做嘛…… 
男：⼀步⼀步來，⾸先打電話給區長…… 
女：這樣就不會被看到︖ 
男：對！ 
女：寶⾙！ 
男：⼩親親！ 
女：你怎麼這麼聰明～ 
男：我也這麼覺得！ 
女：我想要…… 
男：又來︖ 
女：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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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抱女。） 

男：（流暢動作）親親、抱抱、⾶⾼⾼！ 
女：愛死你了。 
男：⼿機！ 

（男撥打電話，⼿機響了許久才接通。） 

男：喂︖區長啊…你好你好！不不不…我不是媒體，還記得我嗎︖剛剛您來拜
訪過的夫妻…不是欸…蛤︖不是啊，區長，我們剛剛才⾒過…這對夫妻
啊！是是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知道區長您要事很多，但因為…
…蛤︖不不不……您等我⼀下！您還記得您答應過我們說會幫我們撤⽂
嗎︖對啊，離開之前。我們知道您可能在忙，但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說也是
很重要！不……我們絕對沒有要質疑你的公信⼒，我們相信您……什麼︖
可是…這個……那……好吧，我知道了…謝謝區長。（掛） 

女：他怎麼說︖ 
男：他⾺上刪⽂。 
女：太好了！我來看看……真的！區長效率真好，我們有救了！ 
男：嗯…… 
女：你幹嘛︖怎麼看起來不開⼼，區長不是幫我們了嗎︖ 
男：是…可是…… 
女：哪有什麼可是︖我們現在要趕快想其他救分數的辦法。 
男：可是區長要吞掉我們借他的⼆⼗萬點！ 
女：為什麼︖ 
男：我想他不⽌跟我們借這筆費⽤。 
女：什麼意思︖ 
男：他想趁這個機會順便賺⼀波！ 
女：怎麼可能，誰會相信他們︖ 
男：⼤家可能跟我們⼀樣，都想再往上爬，想攀他這層關係…⽽且不知道有多
少⼈像我們⼀樣，曾經都有去拜訪過區長，也擔⼼他垮台被⼀起拖下⽔。
這個⽼狐狸，看起來很和善，事實上都在想著利益！ 

女：他利⽤我們弱點，來勒索我們︖ 
男：對！ 
女：啊！！這個死⽼頭！他怎麼可以這麼賤︖ 
男：我剛就阻⽌你，可是你就是不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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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我也是為我們未來著想…… 
男：⼆⼗萬說⼤不⼤，說⼩也不⼩，但就是現在這個尷尬的時間點…… 
女：我知道，可是事情做都做了，還能怎麼樣︖ 
男：煩死了！ 

（⾨鈴聲。） 

女：（異⼜同聲）⾨鈴響了，你去開！ 
男：（異⼜同聲）⾨鈴響了，你去開！ 
女：你去！ 
男：你去！ 
女：我現在穿…… 
男：穿什麼︖你現在穿得很正常。 
女：我說我穿得這麼好看，我來開⾨！ 

（女開⾨⼀⼩縫隙，發現是市長，隨即又關上。） 

男：怎麼了︖是誰啊︖ 
女：市…市…市…市…… 
男：是誰啊︖你說清楚⼀點！ 
女：市長！ 
男：市長就市長，有什麼好⼤驚⼩怪︖（頓）啊！市長！那你還把⾨關起來！ 
女：他分數這麼⾼的⼈，怎麼會來我們這些⼩網紅的家︖ 
男：不管了，反正應該是有什麼事…… 
女：突然好像⾒偶像⼀樣，好緊張…… 
男：希望他跟網上看到的⼀樣…… 
女：我穿這樣可不可以︖ 
男：可以可以…我呢我呢︖ 
女：頭髮…頭髮…… 
男：好好好…OK嗎︖ 
女：OKOK…開⾨囉︖ 
男：好…… 

（女開⾨。⼀位穿著性感的女⼈⾛進來，非常有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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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市長您好…怎麼有空蒞臨我們這窮酸⼩屋呢︖ 
女：市長好…這邊請…… 

（市長⾛回⾨⼜，指揮⾨外的隨扈看好⾨⼜。） 

市長：看好⾨⼜，我不希望被任何⼈打擾。 

（⾨外隨扈異⼜同聲回答：是！） 

男：是是是……市長這邊請…… 

（女替市長關⾨，市長坐進沙發正中間。） 

男：茶…… 
女：什麼︖ 
男：茶啊…… 
女：什麼茶︖ 
市長：你們兩位在說什麼悄悄話，不能讓我聽到的嗎︖ 
男：茶…… 
市長：查︖ 
男：市長要茶點…還是什麼的嗎︖ 
市長：當然是來「查點」什麼的啊！ 
男：喔！（向女）去準備！ 
市長：（指女）你留下！（指男）你去拿！ 
女：我︖ 
男：好好好…我去拿……我去拿……（向女）你先頂著…看市長來有什麼事。 
女：喔…… 

（男下去拿茶點。） 

市長：坐！ 
女：是……不知道市長來有什麼事情嗎︖ 
市長：就你們這些⼩網紅，⼀天可以有多少流量啊︖ 
女：痾……如果跟市長您比的話，⼤概也就邊邊角角⽽已…… 
市長：我想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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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那…市長找我們有什麼…… 
市長：鑽⽯區的⽣活也真是夠寒酸的呢，這個地⽅也太⼩了吧︖ 
女：是啊是啊…… 
市長：你說你們怎麼能夠待在這種地⽅呢︖ 
女：是啊是啊…… 
市長：要是給你⼀個機會，就能夠有更好的未來，你想要什麼︖ 
女：當然是像市長您這樣，這麼有影響⼒、⾼知名度、信⽤點爆⾼的美女。 
市長：那就對了！ 
女：所以…… 
市長：我今天來，就是給你⼀個能夠更接近我⼀點點的機會。這說不定可以幫

助你們未來的路⾛得更順⼀些，你懂我的意思嗎︖ 
女：懂懂懂…市長您想我怎麼做︖ 

（男緊張地拿著茶點出來。） 

男：來…市長您請慢⽤！ 
市長：喔…這是︖ 
男：茶點。 
市長：呵呵…… 
男：哈哈…… 
市長：呵呵呵…… 
男：哈哈哈…… 
市長：呵呵呵呵……給臉不要臉啊，跟我玩這招︖沒關係，我記下了啊 

（市長起身⾛向⾨⼜。） 

男：什麼意思︖這…… 
女：等⼀下！市長，我跟我先⽣討論⼀下！ 
市長：我只等你們⼀分鐘，我的時間寶貴。 

（女拉男兩⼈私語。） 

男：怎麼︖我剛說錯什麼嗎︖市長怎麼就⽣氣了呢︖ 
女：寶⾙！我跟你說，待會不管提到什麼事情，我問你什麼的時候，你不要講

話，只要點頭就好，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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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不是啊…到底是怎麼了︖ 
女：這是我們最後可以翻轉的機會！ 
男：什麼意思︖ 
女：市長願意幫我們！ 
男：什麼︖ 
女：你聽我的就對了！ 
男：可是剛剛來區長，現在又來⼀位市長，我怕…… 
女：市長這麼有名氣的⼈，⽽且你看他穿得這麼好看，怎麼可能會騙我們︖ 
男：可是…… 
女：不要可是了！ 
市長：時間到！我還忙著呢，先⾛了。 
男：（幾乎同時）市長，等⼀下！ 
女：（幾乎同時）市長，等⼀下！ 
市長：喔︖想清楚了︖ 
女：市長您請坐！ 
市長：我希望這次不要再浪費我的時間。 
女：不會不會…… 

（男與女同坐⼀張⼩沙發椅，市長回坐到長沙發椅的正中間。） 

市長：所以，可以拿我要的「茶點」了嗎︖ 
女：可以可以。（向男）⼿機！ 
男：可是…… 
女：噓…… 
男：（點頭）嗯嗯嗯……（給⼿機） 
女：市長，不好意思。痾…想請問您這個機會能幫助我們到什麼程度呢︖ 
市長：呵呵呵……不錯嘛，懂買賣！ 
女：呵呵呵……這是⼀定要的！ 
市長：我這麼跟你說好了。你們跟區長的往來，我也不是不知道，我想現在對

你們最麻煩的就是那百分之三⼗的懲罰，對不對︖ 
女：（點頭）嗯嗯嗯…… 
男：（點頭）嗯嗯嗯…… 
市長：那就對了！我可以⽤我市長的特別權限開給你們⼀條⽅便的路。 
女：（點頭）嗯嗯嗯…… 
男：（點頭）嗯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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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這樣你們懂嗎︖ 
女：（點頭）嗯嗯嗯…… 
男：（點頭）嗯嗯嗯…… 
女：不知道市長說的⽅便…能有多⽅便︖ 
市長：有些話說⽩就沒意思了。總之，這條⽅便路多⼤多⼩，就看你們的誠意

囉。 
女：誠意︖ 
市長：誠意！（秀⼿機） 
女：懂懂懂…懂了。 
市長：那我就要五⼗萬！ 
女：五⼗萬︖ 
男：（點頭）嗯嗯嗯…… 
女：你安靜！（向市長）懲罰點是六⼗萬…市長要拿五⼗萬…… 
市長：你們也不虧了，否則你們點數越多，就被扣得越多不是嗎︖ 
女：可是，扣的這些點數，不也就是扣給你們政府嗎︖ 
市長：是這麼說沒錯。但這不是進到政府帳⼾裡啊！這樣你懂我意思嗎︖ 
女：這…… 
市長：太多啊︖（起身）浪費時間…… 
女：剛剛…剛剛好啊…市長！ 
市長：哦︖（坐下） 
女：我先⽣他也是同意的…（向男）對不對︖ 
男：（點頭）嗯嗯嗯…… 
市長：那就好！當然…我也是不會讓你們吃虧的。 
女：市長的意思是…… 
市長：這是我的簽名照（拿出）你們也知道，在現在的政府政策下，點數越多

的⼈，當然就擁有越多的話語權。我很能理解你們這些底層⼩民的想
法。誰都不想被坑吧︖我們作為信⽤點擁有的⾦字塔頂端的⾼等⼈種，
偶爾的施捨，對你們來說就像⼩狗的獎勵，對吧︖好了好了！拿去吧！
你們可以拿去宣傳，還是做你們想做的都⾏，總之啊！這就是我們之間
最好的利益交換。 

女：市長…這未免也太…… 
市長：不滿意嗎︖希望你們真的有好好想過你們現在的處境。對我來說…五⼗

萬信⽤點，只是零頭⽽已。假如，你們因為這點⼩零頭得罪我，再⾼的
懲罰我都有能⼒做得到。不排除歸零！ 

女：歸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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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歸零︖ 
市長：回到那些像螞蟻般的⽣活，⽣⼀打⼀打的⼩孩，然後把期望放在⼩孩身

上的魯蛇。⾟苦的⼯作，只賺⼀點點的⼩錢，苟活在世界上的那種⽣
活。你們都經歷過吧︖ 

男：（點頭）嗯嗯嗯…… 
女：（打男頭）這個不⽤點頭！ 
市長：所以，我現在給你們這個機會，是想辦法幫你們翻身。我把你們當⾃⼰

⼈、⾃⼰的好朋友，才願意伸這個⼿幫你們的。還是……其實你們不願
領我這個情︖也沒關係！我們也不必再浪費時間。 

女：好！成交。 
市長：喔︖真的︖ 
女：真的！ 
市長：聰明⼈，知道什麼才是現在對你來說最好的決定。我欣賞你！ 
女：掃碼！ 

（女與市長交易，完成提⽰⾳。） 

市長：好了。 
女：市長！ 
市長：嗯︖ 
女：麻煩您現在先兌現的承諾。 
市長：喔！對對對…差點忘記了。（拿簽名照給女）哪！ 
女：（接過簽名照）謝謝！還有您說的權限！ 
市長：現在知道謹慎啊︖ 
女：什麼︖ 
市長：好好好…現在幫你們調整。 

（市長操作⼿機，完成指⽰提⽰⾳。） 

市長：好了，你們看⼀下。 
女：（看⼿機）有了！謝謝市長！ 
市長：不客氣，這是我們當市長的，應該為市民做的基本服務。先⾛囉。 

（女替市長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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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市長慢⾛。 
市長：哈哈哈哈…… 

（市長離開，女關⾨。） 

男：這到底是什麼世界︖ 
女：怎麼了寶⾙︖ 
男：你看到他那個樣⼦嗎︖你看他那張嘴臉，他根本就是⽤他的權勢在壓我

們！ 
女：市長是在幫我們。 
男：他到底憑什麼當市長︖ 
女：⼈氣、流量，重要的是他的信⽤點數夠⾼！ 
男：我看是他的奶吧。 
女：你從剛剛都只注意到他的奶嗎︖ 
男：那不是重點…… 
女：難怪你剛剛這麼安靜。 
男：不是啊，你剛剛說…… 
女：像隻狗⼀樣⼀直點頭！男⼈都⼀樣！ 
男：是你叫我不要講話，點頭就好的欸！ 
女：（賞巴掌）變態！ 

（女坐至市長坐的沙發位置上。） 

男：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女：有什麼奇怪︖ 
男：市長為什麼會知道我們的事情︖ 
女：他是市長，有什麼事情會不知道︖ 
男：那他為什麼要來幫我們！ 
女：怎麼了嗎︖ 
男：怎麼了嗎︖你不覺得哪裡奇怪嗎︖ 
女：不會啊！我還蠻羨慕市長的。 
男：這⼀切都太順利了吧︖ 
女：你會不會想太多︖ 
男：如果他真的覺得我們的五⼗萬點只是零頭，那他為什麼要來︖ 
女：我想市長是真的想要幫我們這些市民吧︖避免我們這些社會上流⼈⼠被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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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你看他說得多有道理「⾟苦⼯作只為賺⼀點點⼩錢…」他說起來多
霸氣！他那種獨⽴新女性，就是我崇拜的對象。 

男：我們現在還有五⼗萬點的缺⼜！ 
女：不要緊張嘛，現在危機也都解除了不是嗎︖⽽且我們還有⼀張市長簽名照

王牌！多少⼈可以拿到市長的簽名照︖我們只要拿簽名照拍個照或拍⼀⽀
開箱影⽚，不就都賺回來了嗎︖我告訴你，這⽀絕對衝爆流量。 

男：是嗎︖ 
女：⼗⼆點前結算點數，再拍幾隻也都不是問題！還是你覺得我們是先來拍張

照⽚吸引⼀波關注，然後直接拍開箱︖ 
男：我覺得…… 
女：拍開箱好了，五⼗萬點的缺⼜應該可以補回來。 
男：可是…… 
女：然後我們拍完以後，把這張簽名照拿去拍賣，看誰出價最⾼…我跟你說，

絕對搶爆…⼀張說不定可以喊超過五⼗萬！這樣我們不虧…還賺呢！ 
男：希望這次真的沒問題…… 
女：不要怕啦，現在我們已經回來了。（隨意哼唱）We are back…We are 

back…The future is in our hands…We are back…We are back…The future is 
in our hands…… 

男：（跟唱）The future is in our hands…… 

（⾨鈴聲。） 

女：（異⼜同聲）⾨鈴響了，你去開！ 
男：（異⼜同聲）⾨鈴響了，你去開！ 
女：我去開吧！ 

（還沒等女開⾨，就被⼈破⾨⽽入。男與女嚇傻看著⾨⼜⽅向。開⾨瞬間⼀個
⼈牽著⼀隻柴⽝從濃霧中緩緩⾛入屋內。） 

男：⼤⽩天哪來那麼濃的霧︖ 
女：你是誰啊…怎麼這麼沒有禮貌，隨便進⼈家⾨︖ 

（房間內各個角落滾進好幾位⿊衣墨鏡⼈，有的還垂降下來。全部聚集在狗總
統與秘書身旁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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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守好四周，有任何可疑的⼈物，直接帶⾛！ 
⿊衣⼈群：是！（四散離開） 
男：這是怎樣︖我們家什麼時候跑進來這麼多⼈︖ 
女：噓！我哪知道。看……他⾛過來了。 
秘書：兩位好。我是位寵物溝通師，現在是總統秘書。 
男：（異⼜同聲）總統秘書︖ 
女：（異⼜同聲）總統秘書︖ 
男：你說什麼︖ 
女：總統來了︖ 
秘書：是的！ 
男：不知道總統來到我們這麼個⼩地⽅來有什麼事情呢︖ 
女：是啊！有什麼事嗎︖ 
秘書：哦！沒什麼，只是些例⾏性的檢查。 
女：那…總統⼤⼈現在⼈在哪裡︖ 
男：是啊！我們好去準備⼀些招待的茶點……啊！不要查點！不要再查點了！

是茶⽔點⼼…… 
秘書：麻煩準備⼀些威嘉祿A5和⽜頂級的菲⼒罐頭。 
女：啊︖可是我們家不養狗…… 
男：是…牠要吃的嗎︖ 
秘書：狗︖牠︖你們敢這樣稱呼︖（接收狗訊息）喔…看來你們麻煩⼤了。 
女：怎麼了嗎︖ 
男：這隻狗是總統養的啊︖ 
女：看起來真可愛！（靠近摸狗）好乖哦～寶⾙，你來摸摸！ 
男：（靠近摸狗）好可愛哦！ 
秘書：你們在做什麼！ 

（⿊衣⼈又再次進來。全部聚集在狗總統與秘書身旁警戒。） 

秘書：沒事！你們退下。 
⿊衣⼈群：是！（四散離開） 
男：我…我…我…我們做錯什麼嗎︖ 
女：對…對啊。 
秘書：你們太沒禮貌！（接收狗訊息）是！（向男女）還好我們總統⼤⼈，狗

好不跟你們計較，不然你們就完蛋了！ 
男：（幾乎同時）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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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幾乎同時）總統！！！ 
男：你說…你說…牠是總統…… 
秘書：沒錯！ 
女：寶⾙…怎麼都沒聽說啊︖ 
男：我不知道…… 
女：總統是⼀隻狗也太鬧。 
男：我什麼都不知道…… 
秘書：牠是最近剛上任的總統，近期流量爆炸的網帥⼩柴。 
男：（幾乎同時）什麼！ 
女：（幾乎同時）什麼！ 
男：（跪下）對不起，我們剛剛不是故意的，我們真的不知道。 
女：（跪下）對不起！我們剛剛無意冒犯您。 
秘書：（接收狗訊息）總統⼤⼈說沒事，牠沒怪你們。 
男：（幾乎同時）謝謝…… 
女：（幾乎同時）謝謝…… 
男：（向秘書）請問您來找我們有什麼事嗎︖ 
秘書：幹嘛對我︖總統在這！ 
男：（向秘書）對不起…對不起！（向狗總統）請問總統前來拜訪我們這簡陋

的⼩房，有什麼事情嗎︖ 
秘書：（接收狗訊息）總統這次是來幫助你們兩夫妻的！ 
女：（幾乎同時）幫我們︖ 
男：（幾乎同時）幫我們︖ 
女：是想來幫我們什麼事︖ 
秘書：總統說知道你們⾟苦的在網路累積知名度，現在好不容易⼩有成就，所

以想破格幫助你們解除三⼗%的懲罰性分數。 
女：啊︖ 
男：啊︖ 
秘書：不過…這中間的協助，要跟你們收取八⼗萬的信⽤點數！ 
女：八⼗萬︖ 
男：八⼗萬︖ 
秘書：（接收狗訊息）總統說知道你們經營不易，八⼗萬已經算是不錯的回

饋。不然後續連鎖效應，讓你們打回原形，也不是不可能…… 
女：可是…… 
秘書：可是什麼︖ 
女：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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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向狗總統）總統⼤⼈，看來他們是不願意給這筆費⽤。（接收狗訊
息）是！我知道了。（向男女）如果有困難的話，總統這邊可以讓你們
分期償還，但利息加原本分數，總額繳清要⼀百萬信⽤點喔！你們⾃⼰
考慮清楚，什麼對你們來說才是最好的！ 

男：對不起！總統⼤⼈、總統秘書，那個…剛剛市長來過了，他已經有幫我們
解除懲罰的部份…是不是哪裡有什麼誤會︖ 

秘書：啊︖被搶先⼀步︖（接收狗訊息）抱歉！抱歉！總統⼤⼈我先了解⼀下
狀況，再跟您回報！ 

（秘書拿出⼀台平板，認真查找資料。男與女⼀臉茫然看著秘書。） 

秘書：（向狗總統）報告！找到了！市長三分鐘前有來⼀封訊息，說這⼾抄過
了……是…抱歉！（摀住嘴） 

男：抄過︖ 
女：抄過什麼︖ 
秘書：喔…總統的意思是……你們這⼾……「超過了」法定權限可以動⽤的範

圍，所以…市長違法了。 
男：違法︖ 
女：這樣我們還有懲罰嗎︖ 
秘書：（接收狗訊息）懲罰解除不可逆轉，所以這部份你們不⽤擔⼼！ 
男：那就好…那就好…… 
女：太好了…太好了…… 
秘書：但是！！你們因為跟市長有勾結關係，被鎖定為共犯！ 
男：（異⼜同聲）共犯！ 
女：（異⼜同聲）共犯！ 
秘書：所以你們將要被扣掉剩餘的信⽤點數！ 
男：（異⼜同聲）什麼！！ 
女：（異⼜同聲）什麼！！ 

（總統秘書拿過女⼿中的市長簽名照。） 

秘書：（向狗總統）總統⼤⼈，這就是證據！ 
男：剩餘的…… 
女：信⽤點數…… 
男：可是我們也是無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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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我們也不知道市長騙我們！ 
男：拜託！ 
女：拜託！ 
男：希望總統⼤⼈給我們⼀個機會！ 
女：我們真的不是故意的！ 
男：如果我們知道…… 
女：我們也不敢這樣做…… 
秘書：好了好了！不要再說了，總統⼤⼈這樣的處理已經幫你們很多。不然根

據貪汙罪的條例，是要被關的，⽽且還可能永遠被註記政治犯的標籤，
⼀輩⼦翻不了身呢！ 

男：可是…… 
女：我們是無辜的…… 
秘書：不要再說了！注意你們的⾔⾏，⼩⼼惹總統⼤⼈不開⼼啊！（頓）⼿機

拿出來吧，扣⼀扣之後還有機會重新來過！ 

（女拿出⼿機，讓祕書扣點數。交易成功的提⽰⾳。） 

秘書：就這樣…下次要多注意啊！ 

（秘書替狗總統開⾨，⾛到⾨⼜。） 

秘書：啊！對了。你們這張市長簽名，市⾯上到處都是，不值錢啦！ 

（將市長簽名照丟向空中，秘書與狗總統離開。沈默⼀陣。） 

女：啊！！！為什麼︖為什麼︖我們存好幾年的點數，全部就這樣沒了！我怎
麼辦︖我不想……我不想……我沒辦法回去過窮⼈⽣活！ 

男：…… 
女：都是你！你什麼都不做，什麼事情就只會靠我，你有什麼⽤︖你告訴我，

你到底有什麼卵⽤︖你說話啊！ 
男：其實沒有這麼糟，對吧︖ 
女：你在說什麼︖ 
男：我們沒有失去什麼，這些本來就不是我們的東西。 
女：這是我們的，我努⼒賺來的！ 
男：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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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就是！我的⽣活，就是我的！ 
男：點數歸零，我反⽽覺得鬆⼜氣。 
女：你到底在說什麼︖ 
男：你有沒有想過︖每⼀天，我們都為了這些分數⽣活，怎樣可以更⾼︖怎樣

可以更多⼈看︖怎樣做能爬到最上⾯。可是…這些本來就不是我們的東
西。對…不是我們的東西。我想通了，這些分數只是設計來奴役我們的！
我們因為這些分數，整個迷失⾃⼰。就像那個郵差，他不要分數，為什
麼︖現在我終於懂了。分數只是表⾯的階級、虛名⽽已，他⽣活只要當
下，我們本來也可以，可是我們選擇⾛這條前進上流的路。我們追這麼
久，得到什麼︖我們怎麼樣也玩不過他們，規則是他們訂的，他們想做什
麼，就做什麼…這些⼈才是這個社會最上⾯的⼈！我們在他們的眼裡，就
只是隻⽼鼠。這幾年你過得開⼼嗎︖真的開⼼嗎︖真的…他媽的……好累
……⼀點都不開⼼。哼…他們演這⼀場戲，就為了騙我們。我們呢︖每⼀
篇貼⽂、影⽚，那些⽀持我們的粉絲，⼀個⼀個也都被我們的網路⼈設騙
了。我終於懂這遊戲的終點是什麼！不…沒有終點！這遊戲沒有終點！他
會⼀直玩下去，直到最有資源的⼈最富有，最沒能⼒的⼈最窮，然後在中
間掙扎的⼈，只能在這中間…在中間……然後他們繼續製作糖果紙，包裝
⼀顆顆的資本毒藥！得到他們想要的之後就離開，然後我們傻傻地抱著希
望，繼續過下去…不停地…不停地…重複……等到有天你懂了，才能⾃
由…⾃由！也許我們從來就不懂什麼是⾃由，⼀輩⼦只能困在⾃由經濟的
⽣活中。⽼婆…我們該醒了。 

女：寶⾙！我想要…… 
男：不…… 
女：親親！ 
男：不…… 
女：抱抱！ 
男：不要…… 
女：⾶⾼⾼！ 
男：不要！夠了！ 
女：寶⾙不夠我還要！我還要更多…更⾼…我們還沒有成功！就快了！就快

了！你知道嗎︖現在停下來，就代表我們輸了。不⾏！不可以！！ 

（沉默。女盯著男看。） 

男：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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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男：你幹嘛⼀直看著我︖ 
女：好吧。 
男：好什麼︖ 
女：現在也只能這樣…… 
男：你想怎樣︖ 

（女⾛進房間裡換衣服，男跟到房⾨⼜。） 

男：你要幹嘛︖喂…… 
女：現在只有這個辦法可以救我們了。 
男：哪個︖ 
女：那個！ 
男：什麼哪個︖ 
女：就是剛剛跟你說的那個！ 
男：你在說什麼︖ 
女：我要換衣服，在外⾯等我！ 
男：你到底要幹嘛︖ 
女：不要問！ 
男：蛤︖ 
女：等等你就知道了！ 
男：什麼跟什麼︖ 
女：剛剛就跟你說了！ 
男：你是說…… 
女：對！懷疑嗎︖ 
男：不要開玩笑好嗎︖ 
女：現在只有這個辦法！ 
男：不⾏……我不要！ 

（女換上⼀套SM犀利⽪衣著，⼿拿⼀⼩⽪鞭，戴紗質⾯罩⾛出來。） 

男：幹！ 
女：幹嘛︖ 
男：你在幹嘛︖ 
女：做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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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你為什麼有這種衣服，我都不知道︖ 
女：你不知道的事情還多著呢！ 
男：蛤︖你到底在說什麼︖ 
女：脫！（抽⽪鞭） 
男：你幹嘛啊︖ 
女：我再說⼀次！給我脫！（鞭男） 
男：啊……喂！會痛欸！ 
女：脫不脫︖ 
男：不脫！ 
女：不脫︖（鞭男） 
男：啊啊……真的是受夠你了喔！ 
女：還不脫︖ 
男：你什麼時候有這個癖好我…… 
女：閉嘴（鞭男） 
男：啊啊啊啊……你到底在幹嘛︖瘋了嗎︖ 
女：已經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 
男：你冷靜⼀點！ 
女：你只要配合就好！ 
男：你不知道⾃⼰在做什麼！ 
女：我知道！我很清楚我們的狀況，如果你要堅持那些沒⽤的尊嚴，那我們現
在就離婚！ 

男：什麼︖ 
女：你沒聽錯。 
男：你把婚姻當什麼︖ 
女：如果沒有好⽣活，活得有尊嚴有什麼⽤︖那還不如死了算了！ 
男：你冷靜⼀點好嗎︖ 
女：不好！現在給你選，要離還是要拍︖ 
男：我第⼀次看到有⽼公被⽼婆強拍性愛影⽚…這太荒謬了…… 
女：三…… 
男：你等等…… 
女：⼆…… 
男：先等⼀下…… 
女：⼀…… 
男：好！拍！ 
女：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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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但是，這真的是你要的嗎︖ 
女：我只知道我不想回去！ 
男：我們可以重新來過。 
女：當我們決定要⾛進，就不要想能好好離開。我們就是要不停地不停地往上
爬，爬到最⾼的那個位置，我們才能得到別⼈尊重，還有掌聲。要是我們
跌下去，就什麼都不是了。 

男：我剛剛說這麼多，你都不懂嗎︖ 
女：我不要重頭來過！多久…我們好不容易爬到這個位置上！ 
男：清醒⼀點！ 
女：不清醒的⼈是你！要不要拍︖ 
男：我不⾏！我不要！ 
女：那我⾃⼰來！ 
男：（上前阻⽌）你要幹嘛︖喂！喂！ 

（男試圖制伏女掙扎，糾纏在⼀起。） 

女：放開我！放開我！ 
男：不要鬧了！冷靜⼀點！拜託你冷靜⼀點！ 

（男制伏女，女掙脫不了。） 

女：（情緒激動）我做這些事還不是為這個家！你怎麼就不懂…… 
男：我懂！我都懂！ 
女：你不懂！你只想到你⾃⼰⽽已。 

（女掙脫，瘋狂賞男巴掌。） 

男：夠了！夠了！夠了！！ 

（⾨鈴聲。） 

女：（異⼜同聲）⾨鈴響了，你去開！ 
男：（異⼜同聲）⾨鈴響了，你去開！ 
女：你去！ 
男：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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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我穿這樣要怎麼開⾨︖ 
男：今天到底有多少⼈要找我們︖ 

（開⾨。外送員盯著⼿機螢幕，隨後又抬頭看著男與屋內的女，反覆確認。） 

外送員：你…… 
男：我…… 
外送員：你是…… 
男：我是︖ 
外送員：這對夫妻！ 
男：是啊…… 
外送員：（激動）哇靠！太狂了吧︖ 
男：請問有什麼事嗎︖ 
外送員：沒想到我可以遇到你們本⼈！太屌了！ 
男：不好意思，請問…… 
外送員：你們上發燒了！ 
男：什麼燒︖ 
外送員：上發燒！ 
男：我們︖ 
外送員：你們的直播，現在上發燒，有兩百萬⼈正在觀看，你們都不知道嗎︖ 
男：（幾乎同時）蛤︖ 
女：（幾乎同時）蛤︖ 
外送員：拜託！拜託！幫我簽個名！ 
男：啊︖ 
外送員：幫我簽在這！（指安全帽上） 
男：喔……（簽） 
外送員：（指女）還有你，拜託也幫我簽⼀下。（⾛靠近女） 
女：喔……（簽） 
外送員：哇靠！你們這次的直播真的太猛了啦。 
男：什麼︖ 
外送員：你們踢爆上流圈的噁⼼⽣態，然後又真情演出⼀段不得不做的無奈，

真的太狂了！ 
男：是嗎︖ 
外送員：我本來聽說你們跟貪污的區長有勾結，退追你們。看到你們被懲罰，

還爽得不要不要der，結果你們的演出直接讓我改觀！唉呀，原來你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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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樣，都是為了⽣活⽽不得不做的嘛！真的是太感動！ 
男：呵呵呵…是是是啊。 
外送員：好啦！⾒到你們很開⼼…欸！我能跟鏡頭Say個Hi嗎︖ 

（外送員徑直⾛向拍攝的⼿機，外送員拿起後⾃拍。） 
（場上顯⽰出即時畫⾯，可以看到愛⼼、留⾔、贊助滿天⾶的效果。） 

外送員：欸～Hi！哇靠，我真的上鏡頭了欸，太狂了太狂了啦。欸欸欸…觀看
直播的觀眾，這全部都是真的喔，沒有做假，我敢保證！我真的是來
送外送不⼩⼼撞⾒的，沒有set好喔！好啦好啦，可以了！我差不多要
⾛了…對對對…這是你們的外送！ 

男：我們沒有叫。 
外送員：咦︖這裡不是鑽三區⼆⼗九號嗎︖ 
男：這裡是鑽⼆…… 
外送員：唉呀！沒關係啦，就當請你們好了！ 
男：可是…… 
外送員：沒事，別怕啦！反正我們外送員很懂得⾃⾏處理食物的喲。當作請你

們吃好了。 
男：喔。謝謝……（接過食物） 
外送員：欸…⼿機還你！忘記了齁！哈哈哈…不⽤客氣，那我先⾛了…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關⾨。沉默好⼀陣⼦。⼿機那頭不斷傳來分數上升的提⽰⾳，兩⼈同時看向
⼿機。男將⼿機架回原來的位置，接著像⾏屍⾛⾁般，⼀邊賞對⽅巴掌，⼀邊
無情緒對話。每打⼀下，分數就向上增加。） 

男：都是你…… 
女：是你…… 
男：犯賤…… 
女：犯賤…… 
男：沒有羞恥⼼…… 
女：沒有羞恥⼼…… 
男：為什麼︖ 
女：是你逼我的！ 
男：才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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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還能有誰︖ 
男：是這個社會！ 
女：這個噁⼼的社會！ 
男：扭曲的價值觀！ 
女：什麼是現實︖ 
男：沒有現實！ 

（越來越激烈，兩⼈互相掐住對⽅的脖⼦。） 

女：為什麼這種事情你也做得出來︖ 
男：這句話應該問你⾃⼰才對！ 
女：放⼿…… 
男：你也給我放⼿…… 
女：要死⼤家⼀起死…… 
男：來啊！ 
女：來啊！ 
男：來啊！ 
女：啊啊啊啊啊！！ 
男：啊啊啊啊啊！！ 

（女順⼿拿出外送袋裡的食物、飲料砸向男。男抓著女起身，拿起掛在牆壁上
的⼀塊⾦獎牌。） 

女：寶⾙……你要幹嘛︖ 

（直播的分數到達頂點發出驚⼈的警⽰⾳，⼿機煙⽕特效跳出。屏幕狂刷出網
友留⾔：「砸死他！砸死他！」。） 

女：寶⾙……是我！你不認得我了嗎︖你冷靜⼀點！放下獎牌，我們好好說好
嗎︖我求你！我求你！拜託！不要！ 

男：（⾼舉獎牌）啊！！！ 

（女衝向男試圖阻⽌，男重重地將獎牌砸在女的腦袋。） 
（男看著屏幕，喘著氣，感覺非常疲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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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對⼿機）我現在舉起的⼿，不再是我的⼿，它是⼈民的⼿、⼈民的意
志、⼈民的法槌。從現在起，我們應該打破這種奴役⼈民的制度。⽽他就
是⼈民槌倒的第⼀⾯⾼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男狂笑後放下⼿，⽽後關閉錄影。踢⼀下女，確認牠是否還活著。） 
（男沉默好⼀陣⼦，看著女的屍體，男突然拿起獎牌。） 

男：啊！！！ 

（燈暗中，撞擊聲。靜場。）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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