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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小偉，男，學生，網路重度使用者。 
媽媽，女，小偉媽媽。 
莉莉，女，學生，當紅的網路紅人。 
老師，女。 
阿諾，男，小偉的戰友，虛擬世界的數據。 
小隊長，男，小偉的直屬上司，虛擬世界的數據。 
兔子先生阿粉，男，網路平台「兔子派對」的領導者，虛擬世界的數據。 
士兵/廣告一號/員工一 
士兵/廣告二號/員工二 
新人/員工三 
 
場景： 
小偉家：客廳有沙發、電視、茶几、書桌，廚房可看到簡易的料理台。 
兔子派對本部：具有科技、未來感的社群平台公司，主要顏色為粉色及白色， 
設備包括大型螢幕，控制台，講臺，掛在牆上的數據進度條。 
 
故事大綱： 
 
  一天，小偉向往常一樣打開社群平台「兔子派對」，卻意外被傳送到虛擬的世
界，阿諾告訴他只有隱藏身份，臥底進入兔子派對總公司，才能夠找到回去的機
會，被網紅吸引的小偉，卻在過程中發現社群平台沒有自己想像的單純，為了拯
救被網路霸凌的網紅同學莉莉，小偉和阿諾合力，揭穿兔子派對的陰謀，並將真
相告知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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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小偉家 晚 
 
媽媽載小偉下課回家，小偉一到家馬上跑到書桌前拿手機， 
媽媽在廚房準備晚餐。 
 
媽媽：小偉，沒事的話先去洗澡，等下晚飯就好了。 
小偉：好。 
 
          小偉低頭滑手機，一則限時動態呈現在他眼前。 
          莉莉和老師出場，小偉看著她們。 
 
莉莉：（質問）老師！所以你是說我在網路上看到的，還有現在直播間幾百位觀
眾說的都是錯的嗎？ 
 
          莉莉從位子上站起，舉著手機對著自己向鏡頭打招呼， 
          之後將鏡頭對著正在上課的錯愕老師。 
 
莉莉：各位友友們，你們也覺得這個詩人是個渣男吧？他明顯就是在 PUA對方
啊？ 
老師：莉莉，老師覺得人性是複雜的，不應該用渣男這樣簡單的一個詞，忽略了
一個人背後的心理變化。 
老師：還有，你真的理解渣男和 PUA是什麼意思嗎？ 
莉莉：（惱羞成怒）我..我怎麼會不理解！現在能夠在網路上學到的知識，比你
教的有用多了！ 
  
           莉莉看了一眼手機，面露勝利的笑容。 
 



3  
  

莉莉：老師，你看！網友們都支持我說的呢！ 
老師：（嚴肅）把手機關掉，現在是上課時間。 
莉莉：老師你要小心，我現在正在直播喔，還有三百個人看著呢！ 
 
        媽媽抽走小偉的手機，燈暗，莉莉、老師退場，隨後燈亮。 
 
小偉：媽，你幹嘛？ 
媽媽；（生氣）小偉，不是跟你說先去洗澡嗎！都幾點了！ 
小偉：我就是看個影片，有這麼嚴重嗎？ 
媽媽：夠了，今天不准再用手機了！想要眼睛壞掉是不是？ 
 
        媽媽把小偉的手機放在櫥櫃上，一邊碎念一邊走到廚房。 
 
媽媽：明明是應該自己去認識、體會這個世界的年紀，卻整天掛在螢幕上，真不
知道該怎麼辦。 
 
          小偉沉默，媽媽退場後，小偉把椅子搬到櫥櫃邊， 
          試圖用手去勾櫥櫃最上層的手機，好不容易拿到手機， 
          卻因重心不穩跌下椅子。 
 
小偉：（驚呼）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燈暗。 
 
 
第二場：虛擬世界 時間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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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偉：啊啊啊啊救命！ 
 
小偉睜眼看向四周，發現自己身處在燈火通明的大城市中，到處掛滿了霓虹燈
和電子顯示牌。一個士兵發現小偉四處張望，一邊大喊一邊跑向他。 
 
士兵：喂！你是什麼人！在這裡做什麼！ 
          小偉往反方向奔跑 ，經過轉角被一股力量拉進角落。 
       
         一個穿得像士兵，戴著兔耳帽子的陌生人摀住小偉的嘴巴， 
         小偉害怕的看著對方。 
 
阿諾：喂，閉嘴！不然我們都要被抓了！ 
小偉：這裡是哪裡？我不是在家裡嗎？ 
阿諾：你先看看那邊。 
 
兩人蹲在角落，阿諾的手指向一旁，兩個士兵持槍圍著一個跪在地上的人。 
 
士兵一號：什麼人？竟敢隨意闖入？（用槍指著） 
新人：（哭喊）你們要相信我啊！我真的是今天要報到的新人！ 
士兵二號：你的身份證明和制服呢？如果拿不出來就跟我們走一趟吧！ 
新人：我也不知道，剛才被人撞了一下就找不到了。可是我真的不是入侵者！ 
士兵一號：那就跟我們走一趟吧！去跟數據中心解釋吧！ 
士兵二號：前提是你那個時候還沒被刪除哈哈哈！ 
新人：不要啊啊啊！我是冤枉的！ 
兩個士兵拖著新人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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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偉：要是被他們抓到會怎麼樣？ 
阿諾：會被帶到數據中心核對身分，不符合身份者會被刪除，消除你這個人的
存在。 
小偉：怎麼會…這裡到底是那裡？ 
阿諾：你先穿上這個，我們邊走邊說。對了，叫我阿諾就好。 
 
         阿諾把制服拿給小偉穿上，然後把 ID 卡和兔耳帽子往小偉頭上掛。 
         兩人朝著遠方最顯眼的粉色螢光招牌前進，招牌上是一個兔子側臉的          
         Logo。 
 
阿諾：這裡是社群媒體的世界。你知道的吧？就是你看影片、刷貼文的地方。 
小偉：嗯！ 
阿諾：這裡還有各式各樣的直播主、網路紅人， 
          我們要去那間就是最大的平台，兔子派對。（指向粉色招牌） 
小偉：所以我可以在那裡看到名人嗎？（興奮） 
阿諾：可以，但是你不要太興奮了，小心暴露身份。 
小偉：喔…那我要怎麼回到現實世界？ 
阿諾：回去的辦法，也在那裡。 
 
          兩個拿著海報的人突然擋住他們的去路。 
 
廣告一號：想知道今天的運勢嗎？點擊後就能馬上查看喔！ 
廣告二號：即時新聞！本屆最可愛狗狗獎的得主竟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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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偉伸手想要去碰海報，阿諾拉著小偉的手繞過兩人。 
 
阿諾：喂！離他們遠一點，那些廣告點了之後只會跳出更多，沒完沒了。 
          有些甚至是違法的網站！ 
廣告一號：真的不看一下嗎？點擊後填完問卷就送小禮物喔！ 
廣告二號：還有網紅莉莉的獨家直播片段大公開！ 
         
          小偉回頭看了一眼，又被阿諾拉著快步走掉。 
          兩人走到粉紅招牌下的閘門。 
 
機械女聲：歡迎來到兔子派對，請出示您的 ID 卡。 
          兩人把 ID卡放到感應器上。 
  
機械女聲：身份核對成功，今天是您加入兔子派對的第一日，祝您有美好的一
天。 
 
燈暗。 
 
第三場：兔子派對本部 時間未知 
 
小偉和阿諾拿著員工守則坐在講臺下，小隊長帶著守則氣沖沖的走上臺。 
 
小隊長：菜鳥們！不要以為自己是新人就可以隨便！ 
              皮給我繃緊一點啊！（拍桌子） 
小隊長：今天是你們加入大本營的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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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不好的馬上會被踢出去知道了嗎？ 
眾人：知道了！ 
小隊長：你們的工作，就是追蹤個人紀錄、將使用者感興趣的資訊傳送給他
們，讓他們在平台上停留越久越好！還有，不要忘記放廣告！ 
小隊長：現在跟著我宣讀一下三大守則，第一，公司的利益永遠最優先！ 
眾人：公司的利益永遠最優先！ 
小隊長：第二，我們只負責提供資訊，結果由使用者自行處理。 
眾人：我們只負責提供資訊，結果由使用者自行處理。 
 
         小偉拍了拍旁邊的阿諾，小聲詢問他。 
 
小偉：這是什麼意思？ 
 
          阿諾做了一個「噓」的手勢。 
  
小隊長：（瞪著小偉）安靜！ 
小偉：是的，隊長！ 
小隊長：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禁止過度干涉用戶！ 
眾人：禁止過度干涉用戶！ 
小隊長：現在讓我們掌聲歡迎，大本營的領導者，兔子先生阿粉！ 
 
          眾人鼓掌音效 
          一個穿西裝，戴著粉色兔子面具的人走上臺，親切的揮手。 
 
阿粉：你們好啊！新進的小兔子們！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張開雙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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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粉一個彈指，燈光聚焦在他身後的進度累積表， 
          上面寫著派對計畫：50% 
 
阿粉：這是我們這個月的目標，讓派對計畫完成度達到 100%， 
          因此大家要努力讓使用者活躍起來喔！ 
眾人：好！！！ 
阿粉：哇，大家好熱情呢！只要成功達標，好處少不了你們的！ 
          要像抓兔子一樣，牢牢抓住使用者的心喔！（叉腰比剪刀手勢） 
 
          阿粉在眾人掌聲和歡呼中走下臺 
 
小偉：哇！阿粉好有魅力啊！對員工也很好！ 
阿諾：呵，是啊！只要能夠賺到錢，其他人怎麼樣都無所謂！ 
小偉：有這麼嚴重嗎？不就是大家讓交朋友、看影片的地方嗎？ 
阿諾：你之後就知道了。 
 
          小隊長將小偉和阿諾帶到一個控制台前，兩人坐下。 
 
小隊長：這裡就是你們工作的地方了，來，這是今天的推送素材！ 
              你們負責的使用者很重要，是一個有六百位粉絲的網紅。 
              好好工作，我隨時會來檢查！ 
小偉：是！ 
 
              阿諾面無表情的接過小隊長拿的資料，將其中幾張交給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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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偉：我看看到底是哪個網紅！竟然有六百粉！ 
 
              小偉按下控制台上的啟動按鈕，隔著一個大方框， 
              莉莉出現在對面，正在卸妝。 
 
小偉：竟然是…莉莉嗎？ 
阿諾：失望了啊？你認識她嗎？ 
小偉：是我們班上同學。特別喜歡在班上發表她的高見， 
          甚至還在上課時開直播。 
阿諾：不過我看她年紀還小，怎麼就在化妝？ 
小偉：我看是為了維持她炫耀的網紅事業吧？ 
莉莉：不知道昨天的影片熱度怎麼樣？應該得到了很多點擊吧！ 
   
          莉莉點擊螢幕，看向小偉和阿諾，小偉慌張。 
 
小偉：阿諾，她不會看到我們吧？ 
阿諾：你剛剛講那些就不怕她聽到了？ 
          不用擔心，我們現在在數據的世界，隔著螢幕，她看不到我們的。 
小偉：（鬆一口氣）那就好！ 
 
          一段聽起來像童謠的旋律從控制台傳出， 
          接著是阿粉的聲音說道：餵食時間到囉！ 
 
阿諾：準備好！她要打開手機了！推送消息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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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偉：（手忙腳亂）什麼？要傳送什麼內容給她？ 
阿諾：剛剛小隊長給的紙上有！先隨便丟一個！倒數三！二！一！ 
小偉：好啦！那…看看這個！ 
 
          莉莉直盯著螢幕，小偉拿起旁邊的板子，上面是一個大大的讚。 
          阿諾使用彩帶拉炮，小偉跳起慶祝的舞蹈。 
 
小偉：恭喜你！三百五十人喜歡你的影片！ 
莉莉：太好了！就知道這種內容大家會喜歡！ 
小偉：我們成功了嗎？（看向阿諾） 
阿諾：看起來是。 
莉莉：既然那麼多人喜歡我就放心了，先去看本書吧。 
阿諾：小偉！如果她下線今天的工作就失敗了！離目標使用時間還差一大截！ 
小偉：那要怎麼辦？ 
阿諾：再送新的通知給她，有辦法讓她感興趣繼續看的！ 
小偉：好…莉莉，看看這個！ 
阿諾：你的影片現在有兩百則留言，其中一個是… 
小偉：我覺得老師沒有錯啊？這個小孩也太自以為是了吧！ 
莉莉：（放下卸妝棉）什麼？是哪個傢伙說的！ 
小偉：使用者「網路正義」剛剛留言，目前已經有九十人按讚。 
莉莉：（錯愕）怎麼會？大家剛剛不是還按讚喜歡嗎... 
阿諾：小偉，趕快選下一個！ 
小偉：另一則留言提到， 
          我早就說這個網紅沒什麼知識水平啦，還不如看黑貓姐姐的影片！ 
莉莉：這些觀眾真的很難取悅欸！黑貓姐姐又是哪位啊！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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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諾：黑貓姐姐的影片將在十秒廣告後播放。  
          （對小偉）準備好了嗎？ 
小偉：嗯！ 
      
         阿諾拉起小偉的手，小偉害羞轉頭。 
 
阿諾：學妹，我有話想跟你說。 
小偉：學..學長，什麼事？ 
阿諾：你怎麼每天都那麼閃閃動人呢？ 
小偉：那是因為我用了… 
 
          兩人一同看向莉莉。 
 
小偉：兔子派對限時推出的聯名化妝品！ 
阿諾：甜甜的妝容讓你的學校生活多彩繽紛！ 
莉莉：看起來真的不錯欸！買一組來拍影片好了！ 
           觀眾應該會喜歡！ 
小偉：千萬不要錯過！整組購買限時優惠中！ 
莉莉：好，下單一份！ 
    
          小偉拿起一張白紙寫下訂單紀錄，跑到門邊交給路過的小隊長。 
 
小隊長：現在差不多到下班時間了！ 
              東西收一收到講臺集合，我要進行結算。（離開） 
 



12  
  

小偉：是的！ 
 
          小偉和阿諾收拾資料，關閉螢幕，莉莉退場。 
          兩人離開控制台，走到講臺前坐下。 
 
小隊長：大家注意！我來宣布一下今天的結果！ 
              第一名，廣告二人組，使用時間五小時，廣告推送四個， 
              賣出產品五組！大家要向他們看齊！ 
 
            廣告一號、廣告二號起身接受眾人掌聲，小隊長繼續讀名單。 
 
小偉：阿諾，那不是我們在路口遇到的人嗎？ 
          他們竟然這麼厲害！ 
阿諾：你這麼好奇的話，等一下自己去和他們搭話吧？ 
小隊長：另外，沒有達標的組別，小偉和阿諾， 
             使用時間一小時，廣告推送一個，賣出產品一組， 
             自己注意一點，要是下次成績還是這樣，就給我等著！ 
小偉：知道了，我們會更努力的。 
小隊長：散會！ 
 
              眾人起身，小偉跑到廣告二人組面前。 
 
廣告一號：喔！這不是之前那個避開我們的小子嗎？ 
廣告二號：你這麼一說，我想起來了！ 
廣告一號：你有什麼事嗎？（不耐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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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偉：不好意思！想問問你們是怎麼推出那麼多廣告、讓使用者留在平台上那
麼久的？ 
廣告二號：這個簡單啊！首先… 
廣告一號：（打斷）喂！真的要告訴他嗎？ 
廣告二號：反正大家都是為了達成那個目標不是嗎？ 
            
                 廣告二號指向顯示 60%的進度表。 
 
廣告一號：好吧，第一點，你必須足夠了解使用者， 
                 翻看紀錄，知道他對什麼感興趣，會在哪些內容花最多時間。 
                 創造出一個他專屬的兔子洞，讓他沉浸在那些內容中。 
 
小偉：兔子洞？是像阿粉說的那樣用來抓兔子的洞嗎？ 
廣告二號： 是啊！（攤開雙手）使用者們是兔子，而我們就是設陷阱的人。 
小偉：可是讓他們掛在網路的時間變長、看更多廣告，這麼做能得到什麼呢？ 
廣告一號：這你就不知道了吧？只要一有人點廣告、花時間看， 
                 我們公司就能收到大筆大筆的錢！（轉圈） 
廣告二號：得到使用者的關注，讓他們分出寶貴的人生時間， 
                 對阿粉、還有對我們來說就是利益啊！ 
小偉：所以阿粉的派對計畫就只是為了賺錢嗎？（失望） 
廣告一號：是啊！不過依我對他的了解，一定沒有那麼簡單！ 
廣告二號：小子，再給你一個建議，推送一些勁爆的內容吧？ 
                 誰不喜歡有趣又有料的事呢？哈哈哈哈哈！ 
 
                 廣告一號、廣告二號一邊大笑一邊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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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偉呆站在原地。 
                 阿諾拿著果汁和麵包找到小偉。 
 
阿諾：小偉，你怎麼一臉失落的樣子？這些給你。 
小偉：（回過神來）啊..謝謝你。 
 
          兩人坐在地上，小偉開始吃麵包喝果汁。 
 
小偉：總覺得這裡和我一直以來想像的不一樣。 
阿諾：那你想像中的社群平台是什麼的呢？ 
小偉：應該要是人們交朋友、獲得最新資訊，最重要的是 
          得到快樂的地方。 
阿諾：你怎麼知道他們在看影片、刷推送消息的時候不快樂呢？ 
小偉：但是…！我以為平台讓我看到的，會是我想看到的東西，而不是讓我沉
迷在裡面的東西啊？ 
阿諾：你沉迷在其中的時候難道不快樂嗎？ 
小偉：我…（欲言又止）你不是說回到現實世界的辦法在這裡嗎？ 
          現在可以說了吧？我要怎麼回去？ 
阿諾：現在還不到時候，你看看那個。 
 
           小偉轉頭，看到顯示 60%的進度條。 
 
阿諾：要是不阻止那個，就算回到現實，你的世界也會變得一團糟的。 
          （自言自語）同樣的事不能再發生第二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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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偉：什麼！所以派對計畫真的像廣告二人組說的，沒那麼簡單嗎？ 
阿諾：沒錯，但是沒人知道那隻兔子在想什麼，我們現在只能先靜觀其變了。 
小偉：好吧，話說阿諾你不用吃東西嗎？ 
 
          小偉撕了一半的麵包遞給阿諾。 
 
阿諾：傻孩子，你忘了這裡是虛擬的世界了啊？ 
           我也是數據，怎麼需要吃東西呢？ 
小偉：原來如此，不管怎麼樣，我們一起努力，揭穿阿粉的陰謀吧！ 
阿諾：你真是善良，不像那些第一名的數據們，只在乎點擊率和收益。 
小偉：（開心）是嗎哈哈哈。我好像很少被誇善良呢！ 
阿諾：不過還是收斂一點吧。雖然是假裝，我們要成為只是傳送訊息、沒有感
情的數據才行啊！ 
小偉：（刻意板著臉）知道了！現在馬上收拾垃圾！ 
 
        小偉刻意機械化的撿起鋁箔包和包裝紙，在原地站定。 
 
阿諾：你在幹嘛啦哈哈哈！ 
小偉：怎麼樣，像數據吧？ 
阿諾：好了，時間差不多了，先回去休息吧。 
小偉：啊！你先回去吧！我去控制台拿一下東西！等下見！ 
 
          阿諾退場，小偉朝控制台走去。 
 
小偉：（喃喃自語）這麼說的話，阿諾好像也不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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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什麼會一到這個世界就遇見他呢？ 
          還有那些事先準備好的衣物和 ID 卡… 
 
          一段人聲打斷小偉的思緒，小偉沿著聲音的來源看向控制台。 
 
莉莉：啊啊啊啊真是煩死了！什麼黑貓姐姐教你做影片！ 
          不就是穿得少了點，說話快了點嗎！ 
小偉：莉莉？這個時間她怎麼還在平台上，都已經是現實世界的十二點了。 
莉莉：雖然這樣，可是她的觀看人數還是比我高！ 
          而且都不會有奇怪的人跑來留言。 
莉莉：（大哭）嗚嗚嗚…怎麼會這麼難！我只是想被大家喜歡而已！ 
 
          小偉不忍心看莉莉哭，按下控制台按鈕，啟動裝置和莉莉說話。 
 
小偉：莉莉啊，怎麼這個時候還沒睡？小心皮膚變差喔！ 
莉莉：你說什麼啦！誰在那裡？ 
小偉：嗯..你把我當成兔子精靈好了！ 
莉莉：兔子精靈？該不會…是我早上在占卜網站測出的那個吧！ 
小偉：沒錯！就是我！話說你怎麼在哭啊？遇到了什麼傷心事嗎？ 
莉莉：那你陪我聊聊天吧，最近真的壓力好大。 
小偉：是因為當網紅的關係嗎？ 
莉莉：是啊，一開始做影片的時候還很快樂，雖然看的人很少， 
          卻能夠拍自己喜歡的內容，隨著粉絲越來越多， 
          他們開始對我提各種要求。 
小偉：是什麼樣的要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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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莉：什麼樣都有啊！他們說我戴眼鏡不好看，叫我換隱形眼鏡， 
          還有化妝之後比素顏更有精神。 
小偉：可是你為什麼要聽他們的呢？ 
莉莉：因為照著他們說的做之後，觀看影片的人真的變多了！ 
          我也希望有更多人看我的影片。 
小偉：那你為什麼不開心呢？ 
莉莉：最近他們的要求越來越過份了！ 
          上次還有人叫我穿女僕裝！我不答應， 
          留言區就會出現說我太自以為是、要取消關注的評論。 
          到底要怎樣他們才滿意！ 
小偉：那你自己滿意嗎？真的要為了討好多數人違背自己嗎？ 
莉莉：不然我該怎麼辦…（哭泣） 
小偉：我覺得，既然你做得再好都不可能滿足所有人， 
          那不如先做自己、滿足自己怎麼樣？ 
莉莉：這樣真的沒問題嗎？我不會被更多人討厭嗎？ 
小偉：但是那些真正喜歡你的人會留下來啊。 
莉莉：（小聲）那你呢？你會留下來嗎？ 
小偉：（沒聽到）嗯？什麼？ 
莉莉：沒事沒事！謝謝你啊，兔子精靈！ 
          我好像可以放下煩惱去睡覺了。 
小偉：那晚安囉！做個好夢！ 
莉莉：嗯，晚安！ 
 
          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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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兔子派對本部 時間未知 
 
阿粉：又是新的一天！大家早安！ 
          多虧全體員工的努力，派對計畫的完成度已經達到 70%了！ 
 
          眾人歡呼，只有小偉和阿諾保持沉默。 
 
阿粉：那麼，我來介紹一下派對計畫第二階段！ 
 
         阿粉一個彈指，廣告一號和廣告二號分別拿著兩個板子上臺。 
         阿粉摘下原有的笑臉兔子面具， 
         露出另一個看起來笑得邪惡又瘋狂的兔子面具。 
 
阿粉：第二階段的計畫叫做「貓兔派對大戰」，從今天開始， 
          你們要讓使用者選擇支持貓派或是兔派。 
廣告一號：（搖晃手中的板子）帶上我是貓派… 
廣告二號：（搖晃板子）或是我是兔派的標籤。 
阿粉：並且大量推送相關內容，       
          在最終投票回合獲勝的一方，將獲得一個月的免費零食補給！ 
          相信在這樣精彩刺激的競爭下，能夠讓我們的進度條直達一百！ 
小偉：（轉向阿諾）真的會有人為了零食在網路上吵起來嗎？ 
 
阿諾：他們真正想達成的，不是零食也不是進度表， 
          而是讓人們互相對立、互相傷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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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偉：什麼？（驚呼出聲） 
阿粉：那邊的新人，有什麼問題嗎？（直盯著小偉） 
小偉：（害怕）不，我只是想說，實在是太期待了！ 
          大家一定會支持兔派的對嗎？ 
 
          眾人歡呼，小隊長盯著小偉和阿諾。 
 
阿粉：就是這樣！那就期待大家的表現囉！散會！ 
 
          小隊長一臉嚴肅的走向小偉，將一疊資料遞給他。 
 
小隊長：這是今天的推送素材！好好做！ 
小偉：好的！ 
    
          當小偉伸手拿資料時，小隊長突然施力讓小偉拿不走。 
 
小隊長：我警告你們，不要耍小動作，我都看在眼裡。 
 
         小隊長快步走掉，小偉和阿諾走向控制台，啟動裝置。 
         莉莉入場，坐在螢幕對面。 
         童謠的旋律傳出，接著是阿粉的聲音說道：餵食時間到囉！ 
 
莉莉：大家好！歡迎來到週五直播間！我是莉莉，今天來跟大家聊聊天。 
小偉：（頓了一下）阿諾，那今天要推什麼訊息才好？ 
阿諾：還是一樣先放留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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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偉：好。 
        （拿起紙對莉莉說）嗨！莉莉，你今天妝比較淡，看起來特別清秀喔！ 
莉莉：謝謝你的稱讚！我想說可以懷舊一下之前的風格。 
阿諾：喔！難怪我覺得今天看起來怪怪的！不過還是大膽的妝比較適合莉莉。 
莉莉：也謝謝這位友友的意見！ 
小偉：莉莉你知道大家最近在說的貓派和兔派嗎？ 
莉莉：我第一次聽說，那是什麼啊？ 
 
         警報聲響起。 
 
機械女聲：目前有大量觀眾湧入莉莉直播間，請做好準備！ 
 
小偉：怎麼這麼突然？ 
阿諾：看來貓派和兔派的計畫起作用了。 
 
         一個工作人員匆忙跑進來，將一大疊紙丟給小偉。 
 
小偉：（急忙拿起紙讀留言）莉莉必須是我們貓派的吧！貓派加一加一！ 
阿諾：臭貓別來亂好不好？沒看到莉莉穿著兔子圖案的衣服嗎？ 
莉莉：大家怎麼突然這麼火爆？先冷靜一下吧， 
          我想和你們聊聊這週發生的事。 
小偉：那個等下再說啦？你到底是貓派還是兔派？ 
莉莉：想問大家這兩派分別代表什麼呢？我還是不太懂。 
阿諾：選兔派就是比較清純啊？哪像隔壁那個黑貓姐姐，穿成什麼樣子跳貓派
慶祝舞蹈？我們莉莉這麼可愛，一定是兔派的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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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偉：（用肩膀撞阿諾）喂！ 
阿諾：這是上面寫的啊？ 
小偉：我們讓她看到這些訊息真的沒有問題嗎？ 
莉莉：先跟大家說明，我沒有想加入哪一派啦！不要為難我了！ 
 
阿諾：可是我們就是來聽你的立場的啊？ 
          不然這樣好了，如果你是兔派就戴兔子耳朵，是貓派的話就…跳舞？ 
小偉：（對著阿諾）這些網友瘋了吧？沒有人管一下直播間嗎？ 
阿諾：不然我們先把直播關掉？ 
小偉：好，我試試看！ 
          
         小偉尋找控制台的電源，小隊長突然衝進來。 
 
小隊長：喂！你們要做什麼！這可是現在最多人觀看的直播！ 
             不准關掉！給我繼續送留言！ 
小偉：不要！這些留言已經失控了！就沒有人來保護直播主嗎？ 
小隊長：使用者要怎麼留言是他們的自由！我們不干涉！ 
               
           阿諾抓住小隊長，小偉著急的尋找電源。 
 
阿諾：只要能夠達到流量，不擇手段也沒關係嗎？真是無恥！ 
小隊長：作為直播主，難道不應該自己承擔觀眾的回覆嗎？ 
              這麼做才能得到成長啊！你們真是太天真了！ 
              （對著門外）喂！都給我進來！讓直播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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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員工拿著紙堆進入，開始大聲的朗讀內容。 
 
員工一：莉莉你還是趕快決定吧？看看留言區都鬧成什麼樣了？ 
              不怕他們找去你家問你嗎？ 
莉莉：大家冷靜一點，我真的沒有想加入哪一派！ 
員工二：其實我都想看欸！還是你要邊戴兔耳邊跳舞？ 
小偉：（用力推開員工二）閉嘴！怎麼可以對未成年說這種話！ 
 
莉莉：大家如果再說這種話，我要關閉直播間了。 
小隊長：你以為自己是誰啊？不想開可以不要開啊？ 
              想要別人看直播，還不能發表意見是嗎？ 
阿諾：你們真的是欺人太甚！ 
員工三：隊長，現在留言區充滿了大量違禁言論，該怎麼辦？ 
小隊長：全部放出來。 
小偉：不要！（大吼） 
小隊長：不要是吧？那就照另一種方式處理！ 
 
          員工三人將手上的紙揉成紙團，不斷丟向莉莉。 
          小偉和阿諾在螢幕前試著接下紙團， 
          但是數量實在太多，只好用身體阻擋。 
 
小偉：你們到底在做什麼？ 
          真的喪心病狂到沒有一點同理心了嗎？ 
小隊長：是你不讓我放出留言的，我只好用這種方式了。 
              而且，我們可是數據啊？怎麼會有同理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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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隊長也開始向莉莉丟紙團，即使小偉和阿諾奮力阻擋， 
           還是有幾個紙團砸到莉莉。 
           莉莉發現直播間關閉不了，情緒衝擊過大讓她忍不住流淚。 
 
小隊長：好了！已經達到流量目標了！收隊！ 
              把他們兩個也帶走！ 
 
           員工三人將小偉和阿諾從控制台拉走。 
 
小偉：（看向螢幕）莉莉，對不起。 
 
           燈暗。 
          燈亮，小偉站在舞台中間，左右兩手各被一條繩子拉著。 
          繩子的一邊由小隊長拿著，另一邊則是阿粉。 
 
小隊長：（對著小偉）喂！餵食時間要開始了！快起來！ 
阿粉：小隊長，今天也來比賽誰猜的比較準吧？ 
          既然我已經贏了那麼多次，就讓你先開始吧？ 
小隊長：哼！你不要太自信了！ 
             那麼首先…坎國和舒國戰爭不斷，民生物資將開始漲價！              
 
小隊長拉了手中的繩子，小偉向傀儡般緩慢地轉向左邊的小隊長。 
 
小隊長：成功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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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粉：拜託！都那麼久了，你還不了解他啊！ 
          他對國際新聞沒興趣啦！ 
  
           小偉以小幅度轉回中間。 
 
阿粉：你關注的遊戲實況主發了新影片！馬上點擊收看！ 
 
          阿粉輕輕拉繩子，小偉迅速轉向左邊的阿粉。 
 
小隊長：哇，他竟然完全不移動了。 
阿粉：所以，就像我跟你說過的， 
          一個出色的數據，要找出使用者最大機率感興趣的內容， 
          然後快速的推送出去， 
          為他量身打造完美的兔子洞！ 
小隊長：我明白了！學長！ 
阿粉：啊！像這個就不錯！ 
          點擊機率 85%，你試試看。 
小隊長：好的！你的特別關注，女神阿芒發布了新貼文，她說今天也太糟糕了
嗚嗚嗚，詳情請見全文。 
 
              小隊長還沒念完，小偉便迅速轉向右邊。 
 
小隊長：學長，這次我也成功了！（興奮） 
阿粉：是啊，你會越來越上手的，不過過程也會越來越無聊， 
          你會發現使用者感興趣的就是那些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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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一推送，基本上一定會被點開。 
小隊長：也就是當達到一定成功率時，就能啟用自動模式了對嗎？ 
阿粉：是啊，那也就沒什麼樂趣了。 
 
          在兩人說話時，小偉抬起雙手，看著手上的繩子露出不理解的表情。 
          小偉轉向左後方，發現莉莉站在那裡，雙手也分別被兩條繩子綁住。 
 
阿諾：（聲音）這不就是以前的你嗎？ 
莉莉：（怨恨的盯著小偉）都是你的錯…。 
           
          小偉瞬間恢復神智，用力甩動抓著繩子的兩人，卻被兩人拖著， 
          離莉莉越來越遠。 
          燈暗。 
 
第五場  兔子派對本部不明地點 
 
          阿諾被綁在椅子上，小偉站在一段距離外。 
          燈亮。 
 
小偉：放開呃呃呃啊啊啊啊啊啊啊！ 
阿諾：你作惡夢了？ 
小偉：莉莉..莉莉在哪裡？（慌張） 
阿諾：小偉，先冷靜下來，莉莉沒事。 
小偉：（鬆一口氣）真的嗎？那就好。 
阿諾：怎麼看都是我們的處境更令人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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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偉：剛才發生了什麼？ 
阿諾：你先看看進度表吧？ 
 
阿諾轉頭，示意進度表的方向。 
 
小偉：90%！那不是快要來不及了嗎？ 
阿諾：是啊，他們打算在今天宣布貓兔派對大戰的結果，一次達標。 
小偉：那我們趕快走吧！ 
 
          廣告一號、廣告二號出場， 
          廣告一號拿著一把造型特殊的槍走到阿諾旁邊。 
 
廣告一號：你們以為這裡是哪裡？ 
廣告二號：可以想來就來、想走就走嗎？ 
廣告一號：（對著小偉舉起槍）這把槍你是認得的吧？ 
小偉：能夠將一個數據完全刪除的槍。 
廣告一號：聰明哈哈哈！真可惜對你這個人類沒用， 
                 不能直接給你一個痛快！ 
廣告二號：不過你的這位朋友就沒這麼好運了。（轉向阿諾） 
阿諾：小偉，快點走，你還有機會保護自己的世界！ 
          阻止派對計畫！ 
小偉：阿諾，我不會一個人走的！ 
廣告二號：要是事情有那麼順利就好了！ 
廣告一號：你以為自己逃得掉嗎，小偉？ 
                 看看四周吧！這裡可是你專屬的兔子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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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偉：我的兔子洞？ 
                    
         廣告一號放下槍，和廣告二號一起撿起堆在兩邊的推送素材板。 
 
廣告二號：（朝著小偉）多虧了你之前的使用記錄， 
                 我們可是對你喜歡看的、一定會點擊的素材一清二楚！ 
廣告一號：反正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就在這裡，被自己喜歡的東西包圍， 
                 度過時光最後的快樂時光怎麼樣？ 
小偉：原來，那不只是一場夢。 
阿諾：（大喊）小偉！專心點！ 
 
                廣告一號將手中的板子像丟飛盤丟向小偉。 
 
廣告一號：聽好了！你的特別關注女神阿芒，留言了你的貼文，點擊回覆！ 
 
               小偉接下板子，迅速將板子向後丟掉，向阿諾的方向前進。 
 
小偉：這些東西對我已經不管用了！ 
 
               廣告二號將板子向小偉的右側丟去。 
 
廣告二號：莉莉的現況大公開！ 
                傳聞她身心俱疲，即將從網紅圈引退！ 
小偉：什麼？莉莉她！（接下板子，遲疑） 
廣告二號：是不是想知道更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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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偉：不，現在還不是時候！還有機會改變！（丟掉板子，向前走） 
廣告一號：那這個如何！ 
 
                廣告一號和廣告二號同時向小偉的腳邊丟板子。 
 
廣告一號：最近接獲報案，學生小偉無故失蹤， 
                 聽聽看他的家屬怎麼說！ 
媽媽：（聲音）小偉，如果聽到這個留言一定要快點聯絡媽媽， 
          是我對你太嚴格了，媽媽好擔心你！快點回家吧！ 
小偉：媽媽！（表情痛苦） 
          對不起，我還有一定要完成的事！ 
 
         小偉高高跳起，兩個板子滑過地面，落在小偉身後， 
         小偉已經來到廣告二人組和阿諾面前。 
 
廣告二號：可惡！竟然連這個也失敗了！ 
廣告一號：哼！那他呢？（指著阿諾） 
                 你就不想知道他瞞著你什麼嗎？ 
廣告二號：你被捲入這些事件真的只是巧合嗎？ 
小偉：（堅定看著阿諾）這些話，我想自己聽他說， 
          我也願意等他自己跟我說。 
阿諾：小偉… 
 
          阿諾將廣告一號放下的槍踢到小偉腳邊， 
          小偉撿起，指著廣告二人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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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偉：是你們讓我知道，我有能力、也有權利選擇自己要看的。 
          你們呈現給我的並不是整個世界， 
          只是讓我以為是「我的世界」的全部而已！ 
 
廣告一號：我們錯了！拜託放過我們吧！ 
廣告二號：我們只是想要關注而已，從來沒想過要刻意傷害人啊！ 
小偉：現在滾吧！不要再出現在網路平台上！ 
          要是再看到你們，就準備被刪除吧！ 
廣告一號/二號：我們知道錯了！馬上就離開！ 
 
          廣告一號、廣告二號跑著退場，小偉幫阿諾鬆綁。 
 
阿諾：做得好，你已經不再是那個盲目被資訊影響的自己了。 
          我果然沒看錯人！ 
          （停頓）還有，他們兩個剛剛說的… 
小偉：阿諾，等我們阻止了派對計畫，你再跟我說吧！ 
          此時此刻，我願意相信你。 
阿諾：好，那你打算怎麼阻止？ 
小偉：直接拿著這個（舉起槍）衝進會場怎麼樣？ 
阿諾：不，就算把那些數據、甚至是阿粉都刪除了， 
          他們一定還有備份資料，恐怕會換一個新平台重操舊業。 
小偉：那應該怎麼辦？ 
阿諾：（沉默後開口）我覺得這件事情有必要讓人們知道。 
         他們有權利知道背後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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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偉：沒錯，但是我們有證據嗎？ 
阿諾：證據的部分交給我，你先去找莉莉吧！ 
          我們需要將更多人凝聚起來。 
小偉：好，交給我吧！ 
 
          小偉跑過許多門，終於找到一開始的控制台。 
          室內空無一人，只有屏幕對面失神的莉莉。 
 
小偉：終於…找到你了！（氣喘吁吁） 
莉莉：你是？ 
小偉：我是你的同班同學小偉， 
          你也可以叫我兔子精靈！ 
莉莉：原來就是你！ 
          可是你怎麼有辦法透過螢幕跟我說話呢？ 
小偉：其實我現在正臥底在兔子派對這個平台， 
          真的很對不起，推送了那麼多傷害你的訊息， 
          我從來不知道一個符號、一句留言能有那麼大的影響， 
          以及我們是多麼容易沉迷於虛擬世界中，難以自拔。 
莉莉：沒事的，我已經不打算再做直播了。 
           
          莉莉露出一個勉強的微笑，然後低下頭。 
 
小偉：你聽，今天的新聞寫貓兔兩派衝突加劇，甚至在街頭引發暴力事件。 
莉莉：現在那些都與我無關了。（低落） 
小偉：還有這則，學生因為派別分歧，導致多起霸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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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組織遊行抗議向校方抗議。 
小偉：如果是我之前認識的莉莉， 
          應該會跳起來反駁這些人到底在做什麼呢！       
          你記得嗎？兔子精靈曾經跟你說過， 
          你做得再好都不可能讓所有人都滿意的。 
莉莉：嗯，但是當我嘗試做自己，得到的結果卻更淒慘。 
小偉：那件事不是你的錯！在那些惡棍闖進直播間前不是還好好的嗎？ 
莉莉：（微微抬起頭）好像是那樣。 
小偉：這件事錯在平台管理，還有為了衝流量的自私決策， 
          不是你的問題！你真的要因為這樣，放棄自己喜歡做的事， 
          放棄那些直到現在還是支持、相信著你的人們嗎？ 
莉莉：雖然這樣說，但是事到如今已經不會有人留下來了吧？ 
小偉：我會的，我答應你！所以別害怕沒有符合每個人的期待， 
          去成為自己理想中的網紅吧！ 
莉莉：（感動）謝謝你，這些話對現在的我來說，非常有意義。 
         我也想再試試看！ 
         所以你是想阻止貓兔兩派爭鬥，揭發平台的陰謀對吧？ 
         有什麼我能做到的嗎？ 
小偉：確實有件事只能拜託你幫忙！靠過來一些，我向你解釋。 
莉莉：嗯…我想我做得到！ 
小偉：這件事就交給你了！ 
           燈暗。 
           燈亮。阿粉站在講臺前，隔著一個長方形的框，面向螢幕後的觀眾。 
           一段歡樂的旋律響起。 
 



32  
  

阿粉：大家好！歡迎來到今天的貓兔派對大戰最終回合！ 
          我是你們最喜歡的兔子先生阿粉！  
          今天將會揭曉獲得一個月的免費零食補給的究竟是貓派？還是兔派呢？ 
          讓我們掌聲歡迎貓派及兔派代表進行開票！ 
 
          講臺兩方同時出現分別戴著貓咪面具和兔子面具的兩個人， 
          兩個各拿著一個箱子走到中間後，突然脫下面具， 
          原來是小偉和阿諾假扮的。 
 
阿粉：你們兩個！ 
         （看了一眼螢幕）把貓派和兔派代表藏到哪裡去了呢？ 
小偉：如果你是說廣告二人組的話，他們已經逃跑了喔。 
阿諾：不過我們確實帶來了投票結果。 
 
          小偉和阿諾同時打開箱子，滿滿的票灑落在地面， 
          兩個箱子倒出的票都是粉紅色。 
 
小偉：因為根本就不存在什麼投票，從一開始結果就決定好了！ 
 
          人們的吵雜聲出現，夾雜「這是怎麼回事？」 
          和「不會吧！平台把我們當成傻瓜嗎？」等抱怨。 
 
阿粉：大家冷靜！不要聽這兩個小孩亂說！ 
          他們才是一直阻撓貓派兔派活動的元兇！ 
          甚至讓網紅莉莉的直播無法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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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就讓警衛把他們帶離，重新公布投票結果。 
網友（男聲）：原來莉莉的事情是他們害的！還敢來這裡鬧場！ 
網友（女聲）：怎麼會有這麼無恥的人啊！是讀哪間學校的？ 
 
         兩位士兵從兩側出現，分別抓住小偉和阿諾。 
 
阿粉：現在就讓大家仔細看看他們的樣子吧？ 
          歡迎認識的網友們補充資訊，這種人大家一定要提防啊！ 
 
莉莉：夠了！不要再說謊了！ 
機械女聲：白金用戶網紅莉莉已經加入直播間！ 
 
         莉莉跑到小偉和阿諾的前方。    
 
莉莉：各位網友們，作為這個兔子派對這個平台的忠實使用者， 
          我只能說自己真的非常失望！ 
          當我受到網友惡意攻擊，他們不但什麼都沒做， 
          還要求我繼續直播！ 
          為了炒作流量，竟然完全不把創作者的安全與心理健康放在眼裡！ 
          
          莉莉抓起一大把地上的粉色選票，用力丟向阿粉。 
 
莉莉：甚至發起這樣選邊站，讓大家互相仇視的活動！ 
          他們究竟是在凝聚我們，還是在分裂我們呢？ 
網友（女聲）：網紅本人都出來說話了！兔子應該要解釋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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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男聲）：原來把我們當成傻子的根本就是平台！ 
阿粉：這其中一定有什麼誤會！這些指控都是沒有證據的！ 
           
          阿諾甩開士兵，拉起小偉。 
          廣告一號、廣告二號各拿著一張照片走到講臺前。 
         
阿粉：你們要背叛我嗎？為了這兩個小鬼！ 
阿諾：看來由利益支撐的關係沒辦法長久呢！ 
廣告一號：抱歉！老大，但是他們已經知道的太多！ 
廣告二號：已經沒辦法再隱瞞下去了。 
小偉：麻煩兩位說一下手中拿的是什麼吧？ 
廣告一號：這是公司監視每個使用者的瀏覽記錄、使用時間， 
                 製作出來的偏好分析。 
廣告二號：有了這些資訊，我們就能準確預測使用者會對什麼資訊產生反應， 
                 並且精確的傳送，把使用者關在自己的世界， 
                 沉迷在喜歡的內容中不可自拔。 
廣告一號：（看向阿粉）就是老大所說的，兔子洞計畫。 
 
                 廣告一號和廣告二號低下頭。阿粉因為憤怒渾身顫抖， 
                 臉上的粉色笑臉面具掉下地面，臉上留下邪惡的面具。 
 
阿粉：（失控）你們真的是！竟然敢背叛我！ 
阿諾：你想做什麼？（撿起粉色面具）這麼多網友還看著呢？ 
 
                 小偉接過阿諾手中的粉色面具，走到講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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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偉：我原本和大多數的網友們一樣， 
          以為這樣的平台是單純帶來快樂的地方， 
          直到進入了數據的世界，才知道數據雖然沒有惡意， 
          卻被設計成希望用戶花越多時間越好， 
          我花費了許多時間在虛擬、而不是在真實的人生上。 
          每天看到的資訊越來越相似，我的世界也越來越小， 
          這樣的我，真的是快樂的嗎？ 
 
          眾人沉默。小偉舉起粉色面具。 
小偉：在網路上見到的不一定就是真實， 
          希望大家保持思考和判斷，不要在虛擬的世界迷失了自己！ 
          不要成為被抓入兔子洞的兔子！ 
           
          小偉用力將面具折成兩半。 
 
阿粉：不可以！！！！！（大喊伸手去抓面具） 
 
          燈暗。 
 
第六場：控制台 時間未知   
           
          燈亮。阿諾在控制台前操作按鈕，小偉站在旁邊。 
 
阿諾：再調整一下，就能送你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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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偉：阿諾你真的很厲害，竟然真的把莉莉從現實送來這裡。 
阿諾：那只是短期的傳送，不算太複雜。 
          要把你傳送過來才是真的困難。 
小偉：所以你要跟我說了嗎？為什麼選擇了我？ 
阿諾：因為，你就像之前的我，生活的重心在網路而不是現實世界。 
小偉：阿諾你以前也是那樣的嗎？ 
阿諾：是啊，我覺得只有最身在其中的人，才能有察覺的機會， 
          從沉迷的世界醒過來。不像我，小偉，你還有機會。 
小偉：不像你是什麼意思？  
阿諾：我的世界已經被數據統治了，每個人毫不懷疑網路餵食的訊息， 
          人與人互相仇恨，只相信自己眼前的現實。 
小偉：怎麼會這樣… 
阿諾：那已經成為我的現實了，但是小偉，你還有選擇的機會。 
小偉：這些話我會放在心裡的。 
 
          控制台發出藍色的光，小偉和阿諾同時看向螢幕。 
 
阿諾：現在到該說再見的時候了。 
小偉：是啊，能夠遇見你、一起經歷這場冒險我很開心！ 
阿諾：我也是！ 
          等等！你現在也算是名人了，回去之後該不會成為網紅， 
          然後我又要把你傳送回來吧？ 
小偉：哈哈哈！不會啦！ 
 
小偉往螢幕的方向走，回頭看向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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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偉：我還想去充實自己的生活， 
          多看看這個世界呢！ 
 
阿諾：那就做一隻自由的兔子吧！再見了！ 
 
 
劇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