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鱷魚麗麗找親親鱷魚麗麗找親親鱷魚麗麗找親親鱷魚麗麗找親親 
劇本 

 
序場 

「教室裡的霸凌」 

地點：教室 

 

進歌【大嘴巴】 

（獅子同學）快來看 快來看 

她的嘴巴又大又難看 

（河馬同學）嚇得我頭腦發昏 誰來幫我按按 

恐怖牙齒咬就斷 嘴大吃光我的飯 

（狐狸同學）唉唷 嚇得我兩腿直發顫 

 

（獅子、狐狸與河馬同學）怎麼辦 怎麼辦 

她就是鱷魚麗麗 偏跟我同班 

（鱷魚麗麗）怎麼辦 怎麼辦 

我就是鱷魚麗麗 偏在這一班 

（鱷魚麗麗、獅子與狐狸同學）我看他(她)就是一個天大的麻煩 

（鱷魚麗麗）我明明心地良善  

（獅子、狐狸與河馬同學）看起來就會搗蛋 

大家快跑 我們不要跟她一起玩 

 

歌曲結束，同學一哄而散，剩下鱷魚麗麗站在舞台中間哭泣。 

羚羊老師與鱷魚媽媽一起走出來，走到鱷魚麗麗身邊。 

羚羊老師：麗麗別哭！老師等下就去告誡獅子同學他們，他們不可以這樣說

妳。 

鱷魚媽媽：別理他們！我們家麗麗長得多好看～ 

鱷魚麗麗：媽媽，為什麼我的嘴巴長得這麼大？ 

鱷魚媽媽：鱷魚的嘴巴都這麼大，嘴大吃四方呀！ 

鱷魚麗麗：我不要這麼大的嘴巴啦！嗚～同學都一直笑我～ 

羚羊老師：是同學不好，老師會處罰他們！ 

鱷魚麗麗：我討厭我自己，我討厭同學，我討厭學校，我討厭全世界！ 

鱷魚麗麗氣憤地跑走，離開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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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 

「神秘的刺蝟奶奶」 

地點：公園 

 
鱷魚麗麗一個人在公園裡，公園裡有一棵大樹，她坐在樹上垂掛的鞦韆上，非

常難過。 
鱷魚麗麗：為什麼大家都要笑我的大嘴巴？我的大嘴巴真的這麼可怕嗎？這麼

大的嘴巴，竟然一點用處都沒有！超沒用的！ 

刺蝟奶奶緩慢地走上舞台，一步一步的走到大樹邊。 

刺蝟奶奶：這麼美好的天氣，心情都變開朗了！ 

刺蝟奶奶摸摸樹幹，點點頭，轉身開始用背磨蹭樹幹。 

刺蝟奶奶：唉喔～我的背好癢呀～但是我都抓不到～背上的刺真是礙事～ 

刺蝟奶奶看到鱷魚麗麗。 

刺蝟奶奶：小妹妹，妳能不能幫我抓個背？我的背好癢呀！ 

鱷魚麗麗：可是～那些刺～ 

刺蝟奶奶：拜託妳了呀～ 

鱷魚麗麗：好吧！讓我想想～ 

鱷魚麗麗開始認真思考。 

背景出現思考中的特效，接著叮一聲。 

鱷魚麗麗：有了！我可以用樹枝～這樣就不會被刺傷了！ 

鱷魚麗麗撿起樹枝，開始幫刺蝟奶奶抓背。 

刺蝟奶奶：右邊～上面一點～左邊～再用點力～就這樣～舒服呀～小妹妹呀，

妳叫什麼名字？ 

鱷魚麗麗：奶奶好，我是鱷魚麗麗！ 

刺蝟奶奶：妳為什麼一個人坐在公園裡呢？我看妳好像不太開心的樣子！ 

鱷魚麗麗：因為我長了一個恐怖的大嘴巴，同學們都嘲笑我，看到我就跑得遠

遠的，我只好一個人躲在這裡。 

刺蝟奶奶：妳的嘴巴很好看呀，妳心地這麼好，奶奶都想親親妳跟妳道謝了！

跟妳朋友說，他們不了解妳，說話不可以這樣沒禮貌，要懂得尊重。 

鱷魚麗麗：我長得這樣，都沒有人要跟我做朋友，更沒有人會願意親親我的大

嘴巴了！ 

刺蝟奶奶：奶奶理解妳的心情，因為奶奶小的時候也很不喜歡自己身上的刺，

那時候我多希望大家可以抱抱我呀！來！這裡有一把神祕的鑰匙，可以開啟妳

心中的世界，讓妳更認識自己。 

鱷魚麗麗：真的嗎？要怎麼去？ 

刺蝟奶奶：妳有沒有看到這棵最茂盛的大樹？ 

此時，門從樹幹上浮現出來。鱷魚麗麗看得目瞪口呆。 

刺蝟奶奶：這扇門通往妳內心的世界，快拿著鑰匙去尋找妳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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鱷魚麗麗接過鑰匙，小心翼翼的走到門前，並開啟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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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狂風暴雨」 

地點：樹林 

 
漆黑中，燈光打在右舞台，台上出現四個課桌椅，獅子、河馬與狐狸同學圍著

鱷魚麗麗。 
獅子同學：嘿～嘿～等下睡午覺的時候，我們把鱷魚麗麗的嘴巴用繃帶綁起

來！ 
河馬與狐狸同學：哈哈～好呀～一定很好玩！ 
鱷魚麗麗趴在桌子上睡覺，獅子、河馬與狐狸同學開始用繃帶纏繞鱷魚麗麗的

嘴巴。 
鱷魚麗麗一醒來，就發現她嘴巴被纏住，不斷掙扎。 
獅子同學：哪裡來的木乃伊呀？ 
河馬同學：你看過嘴巴這麼大的木乃伊嗎？ 
狐狸同學：唉唷～木乃伊生氣囉～來咬我呀！哈哈！ 
鱷魚麗麗拼命地解開自己嘴巴上的繃帶，還沒有完全解開時，難過的趴下來大

哭。 
 
右舞台燈暗，左舞台燈亮，出現一片森林，背景卻傳來狂風暴雨的聲音。 
鱷魚麗麗從右舞台走到左舞台，跨過一道門，不停哭泣。 
森林裡有一隻小鳥飛飛正在躲雨。 
小鳥飛飛：Oh My God～是誰哭成這樣？我華麗的寶貝羽毛呀～你看看你們都

濕到變形了，這下子我的美麗可怎麼辦呢？ 

小鳥飛飛開始顫抖：風這麼強！我都快被吹走了，怎麼變得這麼冷？到底是誰

哭得這麼慘？ 

鱷魚麗麗走近小鳥飛飛。 

鱷魚麗麗：妳好，我是鱷魚麗麗，請問妳需不需要我的幫忙？ 

小鳥飛飛：妳真的幫得了我嗎？ 

鱷魚麗麗開始認真思考。 

背景出現思考中的特效，接著叮一聲。 

鱷魚麗麗：有了！妳可以到我的嘴巴裡來避雨。 

小鳥飛飛：什麼？妳的嘴巴～不不不～哈秋（打噴嚏）～ 

鱷魚麗麗：別擔心，我的嘴巴很大，一定可以幫妳擋風遮雨的！ 

小鳥飛飛繼續打噴嚏。 

小鳥飛飛：好吧！那就麻煩妳了！請妳千萬得小心別咬到我！ 

後方螢幕出現動畫，小鳥飛飛飛進了鱷魚麗麗的嘴巴。 

（動畫）小鳥飛飛：妳的嘴巴好香唷！妳一定很愛刷呀吧！ 

（動畫）鱷魚麗麗：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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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小鳥飛飛：我是小鳥飛飛，妳的嘴巴真好用，很高興能認識妳。 
（動畫）鱷魚麗麗：嗯嗯。 
（動畫）這時雨停了，天空出現陽光。 
（動畫）小鳥飛飛飛出鱷魚麗麗的嘴巴。 
鱷魚麗麗：太好了，雨過天晴，妳可以曬乾妳的羽毛了！ 
小鳥飛飛：謝謝妳幫我遮雨，請當我的好朋友！ 

此時出現一道彩虹，一把鑰匙從彩虹上滑下來，掉在地上。小鳥飛飛撿起鑰匙

交給鱷魚麗麗。 

小鳥飛飛：麗麗，請妳前往下一扇門。 

森林上方降下一扇門。鱷魚麗麗開啟並走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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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 

「黑白世界」 

地點：花園 

 

燈暗，舞台中間燈亮。 

鱷魚麗麗走近狐狸同學：請問你可以借我橡皮擦嗎？ 

狐狸同學：唉唷～我的橡皮擦不見了！ 

鱷魚麗麗：你桌上不是有個橡皮擦嗎？ 

狐狸同學：唉唷～（把橡皮擦推到地上）我的橡皮擦現在不見了～不好意思唷

～（偷笑） 

鱷魚麗麗走向河馬同學：請問我可以加入你們這一組嗎？ 

河馬同學：我們這組已經滿囉！妳慢了一步！ 

鱷魚麗麗轉向獅子同學：請問我可以跟你們一起玩嗎？ 

獅子同學：我們在玩躲貓貓，妳嘴巴這麼大，躲不起來的啦！ 

鱷魚麗麗只好一個人走開。 

鱷魚麗麗：我的世界都沒有快樂的色彩，只有黑白色而已。 

 

中間燈暗，後方亮起，鱷魚麗麗跨過一道門，出現一個黑白色的花園。 

蝴蝶粉粉：這裡這麼都變成黑白的，是誰心情如此低落呢？ 

蝴蝶粉粉轉了一圈看看自己：糟糕！我身上的顏色也在消失，這樣我不就很

醜？怎麼辦？我不要去上學了！同學一定會笑我！ 

鱷魚麗麗聽到聲音，上前查看。 

鱷魚麗麗：妳好，我是鱷魚麗麗。我覺得妳長得好漂亮，一點都不醜。 

蝴蝶粉粉：怎麼可能？沒有繽紛顏色的蝴蝶哪還叫蝴蝶呀？我猜我一定會慢慢

變成一隻貓熊的！ 

鱷魚麗麗：別擔心！妳還是一隻美麗的蝴蝶，不信，妳問太陽公公！ 

蝴蝶粉粉：是嗎？怎麼問呢？ 

鱷魚麗麗開始認真思考。 

背景出現思考中的特效，接著叮一聲。 

鱷魚麗麗：有了！請妳飛進我的嘴巴，妳就會知道了！ 

蝴蝶粉粉：什麼～妳要我飛進妳的大嘴巴～NoNoNo～會有生命危險吧！ 

鱷魚麗麗：請妳相信我！我是真心地想要幫助妳！請到我的嘴巴裡旋轉跳舞

吧！ 

蝴蝶粉粉：好吧！看妳這麼誠懇！ 

後方螢幕出現動畫，蝴蝶粉粉進了鱷魚麗麗的嘴巴。 

（動畫）蝴蝶粉粉：妳的牙齒好光亮唷！妳一定有好好清理妳的口腔！ 

（動畫）鱷魚麗麗：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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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蝴蝶粉粉開始在鱷魚麗麗嘴裡旋轉，陽光打在牙齒上，蝴蝶粉粉從牙

齒上看到光彩奪目的自己，開心的笑了。 

（動畫）蝴蝶粉粉：我是蝴蝶粉粉，妳的嘴巴真美麗，很高興能認識妳。 
（動畫）鱷魚麗麗：嗯嗯。 
（動畫）這時粉粉身上的顏色漸漸出現，粉粉笑得合不攏嘴。 
（動畫）蝴蝶粉粉飛出鱷魚麗麗的嘴巴。 
鱷魚麗麗：粉粉，只要妳相信妳自己，妳就是最美麗的。 
蝴蝶粉粉：謝謝妳給我自信的力量，請當我的好朋友！ 

此時，花園裡慢慢出現色彩，花叢中蹦出一把鑰匙，蝴蝶粉粉撿起交給鱷魚麗

麗。 

蝴蝶粉粉：麗麗，請妳前往下一扇門。 

花園上方降下一扇門。鱷魚麗麗開啟並走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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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 

「火熱草原」 

地點：草原 

 

舞台燈暗，左舞台燈亮。 

小兔同學抬著手，痛苦的呻吟。 

羚羊老師：小兔同學，妳的手流血了耶！發生了甚麼事？ 

狐狸同學：老師～一定是某人的大嘴巴咬的啦～唉唷～她的牙齒又長又尖，碰

一下就流血了！ 

鱷魚麗麗搖頭。 

小龜同學：老師，我的帽子破了好幾個洞，不知道是誰弄的？ 

河馬同學：老師～一定是某人的大嘴巴弄的啦～她的牙齒那麼多排，隨便就把

東西咬得破破爛爛的！ 

鱷魚麗麗氣得跺腳。 

豬豬同學：我的餅乾不見了！是誰拿走我的餅乾？那是我下午的點心，這下我

肚子餓可怎麼辦？ 

獅子同學：老師～一定是某人的大嘴巴偷吃的～她的嘴巴那麼大，如果不是她

那還有誰？ 

鱷魚麗麗氣到抓頭大聲怒吼：不～是～我！ 

 

左舞台燈暗，右舞台燈亮，鱷魚麗麗跨過一道門，出現一片草原，舞台背景是

熊熊火焰，有些草燒起來了。 

鱷魚麗麗正準備撥開草叢時，漫草卻突然燒了起來。 

這時她發現長毛狗球球，球球滿身都是長毛，氣喘吁吁的癱在地上。 

長毛狗球球：(喘氣聲）這裡怎麼變得這麼熱？發生了甚麼事？是誰這麼火大

啊？再這樣下去，我都要變成熱狗了！ 

鱷魚麗麗：你好，我是鱷魚麗麗，你看起來熱到快融化了！ 

長毛狗球球：你看我的毛這麼長，再這樣下去我要中暑送醫院了！ 

鱷魚麗麗：如果我可以幫你就好了！ 

鱷魚麗麗開始認真思考。 

背景出現思考中的特效，接著叮一聲。 

鱷魚麗麗：有了！請站在我前面不要動喔！等下我會張大嘴巴，請你千萬不要

害怕！ 

長毛狗球球：什麼？你要把嘴巴張那麼大做甚麼？該不會是肚子餓了吧？ 

鱷魚麗麗：放心！請相信我，我不會傷害你的。 

長毛狗球球點頭答應，站在鱷魚麗麗面前不敢亂動。 

鱷魚麗麗深吸一大口氣，再用力呼的一聲，往球球身上吹出超大的強風。 

球球身上的毛都飛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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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毛狗球球：哇～真是太涼爽了！而且妳的口氣好清新唷！妳一定很愛漱口

吧！ 

鱷魚麗麗：嗯嗯。 

長毛狗球球：太棒了！妳想的方法真的可以消暑耶！謝謝妳的幫助。 

就在這時候，背景的火焰消失了，草原恢復原本的樣貌。鱷魚麗麗停止吹氣。 

長毛狗球球：我是長毛狗球球，妳的嘴巴真厲害，妳願意當我的好朋友嗎？ 

鱷魚麗麗：好呀！ 

此時，球球突然覺得身體很癢，開始搔癢，從他的毛裡面中找到一把鑰匙，球

球交給鱷魚麗麗。 

長毛狗球球：麗麗，現在請妳前往下一扇門。 

草原上方降下一扇門。鱷魚麗麗開啟並走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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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場 

「冰凍雪岩」 

地點：冰岩區 

 

左舞台燈暗，舞台前方燈亮。 

羚羊老師：同學們，今天我們到自然科學博物館來校外教學，大家可以自由參

觀，但記得要跟其他同學一起走唷！千萬不要一個人行動！ 

鱷魚麗麗揹著小包包走過來，想接近小兔同學與小龜同學。 

小兔與小龜同學趕緊退後閃避。 

鱷魚麗麗改走向小豬同學，小豬同學慌張地往旁邊跑：啊！我要去買點吃的才

行！ 

鱷魚麗麗難過的一個人躲在角落。 

同學們慢慢地都離開了，只剩鱷魚麗麗一個人。 

羚羊老師氣沖沖地衝了過來：原來妳在這裡！我不是叫你們不要單獨行動嗎？ 

鱷魚麗麗：老師，其實我有～ 

羚羊老師：麗麗，妳要合群一點，校外教學就是團體行動嘛！ 

鱷魚麗麗：唉～算了～ 

 

舞台前方燈暗，主舞台燈亮，鱷魚麗麗跨過一道門。背景動畫出現一片陰暗寒

冷的岩石區，所有的岩石都被冰雪覆蓋，前方舞台出現巨大岩石，上面站著一

隻蜈蚣，穿著黑色燕尾服，他冷得一直發抖。 

蜈蚣忙忙：怎～怎～怎～麼～突～然～變～得～這～這～這～麼～冷～冷～

啊？哈秋！是誰～心寒成這樣？四周都結凍了！ 

鱷魚麗麗：我是鱷魚麗麗，您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音樂家蜈蚣忙忙吧！ 

蜈蚣忙忙：哈秋～是啊！我是蜈蚣忙忙！我本來想在岩石上編編曲，天氣卻突

然變得超級無敵冷，我連說話都很困難了，更別說作曲了！哈秋！ 

鱷魚麗麗：那麼請問您需不需要我的幫忙呢？ 

蜈蚣忙忙：我是很需要一個可以做音樂的環境，妳能怎麼幫我呢？ 

鱷魚麗麗開始認真思考。 

背景出現思考中的特效，接著叮一聲。 

鱷魚麗麗：有了！ 

鱷魚麗麗拔下兩根小冰柱，交給蜈蚣忙忙。蜈蚣忙忙一臉疑惑。 

鱷魚麗麗：請走進我的嘴巴裡彈奏音樂吧！ 

蜈蚣忙忙：這樣好嗎？你覺得這樣有比較安全嗎？ 

鱷魚麗麗：請您相信我，我一定不會傷害您的！ 

（動畫）蜈蚣忙忙小心翼翼的走進麗麗的嘴巴，他發現麗麗的牙齒有大有小，

有長有短，每一顆都很健康。他忍不住拿起冰柱敲打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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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蜈蚣忙忙：妳牙齒的聲音真是清脆響亮，妳一定有好好保養自己的牙

齒吧！ 

（動畫）鱷魚麗麗：嗯嗯。 

（動畫）蜈蚣忙忙開始敲打麗麗的牙齒，從她的嘴巴裡傳出音樂聲。漸漸地，

聲音變成一連串悠揚的樂章，忙忙盡情的演奏，鱷魚麗麗陶醉在其中。 

（動畫）演奏完畢，蜈蚣忙忙走出鱷魚麗麗的嘴巴。 

蜈蚣忙忙：妳的嘴巴真優雅，能不能請妳當我的嘉賓，來參加我的演奏會？ 

鱷魚麗麗：當然好呀！這是我的榮幸！ 

（動畫）背景冰岩開始融化，天氣不再寒冷，岩石上冒出小花小草，恢復盎然

生氣。 

一把鑰匙從岩石中蹦出來，蜈蚣忙忙撿起鑰匙交給麗麗。 

蜈蚣忙忙：麗麗，現在請妳前往下一扇門。 

大岩石上方降下一扇門。鱷魚麗麗開啟並走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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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場 

「天崩地裂」 

地點：農場 

 

舞台燈暗，右舞台燈亮。 

教室裡，羚羊老師帶著所有同學一起上作文課。 

羚羊老師：上星期我們寫得題目是「我最愛的家人」，麗麗同學寫得非常好，

我們請她唸給大家聽。 

鱷魚麗麗站起來，拿起作文稿子：我是鱷魚麗麗，我最愛的家人就是我的爸爸

媽媽，因為他們～ 

獅子同學：因為他們嘴巴很大！ 

其他同學笑。 

羚羊老師：安靜！麗麗請繼續！ 

鱷魚麗麗：因為他們總是很辛苦工作，每天回到家還要教導我～ 

狐狸同學：回到家還要教導我怎麼偷吃別人的午餐！ 

其他同學笑。 

羚羊老師：不要胡鬧！麗麗請繼續！ 

鱷魚麗麗：教導我每天的課業，他們給我的愛，是無人能比的！我一定會好好

～ 

河馬同學：鍛鍊我的大嘴巴，讓它比爸爸媽媽還要大！ 

其他同學笑。 

羚羊老師：你們三個過來！其他人自己訂正！ 

鱷魚麗麗拿著作文，生氣得把作文稿子揉在一起。 

 

右舞台燈暗，後方動畫出現天搖地動的大地震。舞台上是農場的道具，一隻倉

鼠害怕的四處濫亂竄。鱷魚麗麗跨過一道門。 
倉鼠該該：啊！怎麼突然有地震？一定有人生氣得不得了！救命啊！ 
鱷魚麗麗：我是鱷魚麗麗，這個地震好大唷！四處都有東西掉下來，真是危

險！ 
倉鼠該該：妳那麼大隻，有什麼好怕的？我這麼小隻，一個不小心就被壓死

了！趕緊逃命呀！ 
鱷魚麗麗：對呀！我這麼大隻，我一定可以幫到你的！ 
倉鼠該該：那請妳趕緊想個法子吧！ 
鱷魚麗麗開始認真思考。 

背景出現思考中的特效，接著叮一聲。 

鱷魚麗麗：有了！快！到我的嘴裡來！ 

倉鼠該該：我不好吃啦！只能給妳塞牙縫，不要吃我啦！ 

鱷魚麗麗：我不會吃你的啦！我的嘴巴可以保護你，我來帶你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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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鱷魚麗麗把倉鼠該該放入嘴裡，趕忙逃到空曠的地方。 

（動畫）倉鼠該該：謝謝妳保護我，妳的嘴巴真堅固，能認識妳真是我最大的

幸運，妳是我的救命恩人。 

（動畫）此時大地震停止了，倉鼠該該跳出鱷魚麗麗的嘴巴！ 

鱷魚麗麗：太好了！我們都沒有受傷！ 

倉鼠該該：請當我的好朋友，妳是我遇過最好心也最堅強的人了！ 

此時，從農舍的窗戶飛來一把鑰匙，倉鼠該該撿起來交給麗麗。 
倉鼠該該：麗麗，現在請妳前往下一扇門。 

空地上方降下一扇門。鱷魚麗麗開啟並走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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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場 

「媽媽的親親」 

地點：麗麗的家 

鱷魚麗麗打開門，回到自己的家。 

舞台上出現麗麗家客廳。 

鱷魚媽媽正在焦急的打電話，聽到麗麗開門，連忙走過來。 

鱷魚媽媽：麗麗，媽媽好擔心妳唷！大家都說沒看到妳，媽媽只能留在家裡等

妳回來，妳平回來就好了！ 

鱷魚麗麗：媽媽～媽媽～我跟妳說唷～今天真是太奇妙了！ 

鱷魚媽媽：奇妙？發生了什麼事嗎？媽媽好想知道唷！快說給媽媽聽聽！ 

鱷魚麗麗：我今天離開學校，在公園遇到一位刺蝟奶奶，她看我不開心，給了

我一把鑰匙，她說可以到我的內心世界去認識自己。結果，樹上真的出現一道

門耶～ 

鱷魚媽媽：刺蝟奶奶難道是妳的魔法教母嗎？童話故事都這樣寫的～ 

鱷魚麗麗：人家還沒說完啦！然後呀～門裡面下著大雨～ 

舞台燈暗，布景翻轉，出現麗麗睡房的背景。 

 

燈光亮，麗麗躺在床上，媽媽在她床邊。 

鱷魚麗麗：媽媽，我今天好開心唷！原來大嘴巴有這麼多意想不到的功能，讓

我交到這麼多好朋友！ 

鱷魚媽媽：那是因為麗麗好善良，知道用智慧幫助別人。 

鱷魚麗麗：幫助別人原來這麼快樂！而且別人也變得好快樂唷！ 

鱷魚媽媽：是呀！妳的嘴巴是最美好的東西了！妳想想喔～妳不是一直希望大

家可以親親妳嗎？ 

鱷魚麗麗：是呀！今天是有很多好朋友走進我的嘴巴裡啦！ 

鱷魚媽媽：還有還有！今天雨滴親吻了妳，陽光親吻了妳，微風親吻了妳，音

樂親吻了妳，大地也親吻了妳，不是嗎？ 

鱷魚麗麗：真的耶！我好喜歡我的大嘴巴唷！媽媽，我好喜歡我自己唷！ 

鱷魚媽媽溫柔的在麗麗額頭親吻了一下。 

鱷魚媽媽：我的寶貝麗麗，晚安！ 

鱷魚麗麗：晚安～ 

燈暗，緩緩的輕輕地出現麗麗睡著後的夢話聲。 

鱷魚麗麗：呵呵呵～刺蝟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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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場 

「抱抱刺蝟奶奶」 

地點：公園 

 

舞台上出現公園場景，大樹在舞台中間，刺蝟奶奶站在大樹前面，拿著一根小

樹枝，愉快的在背上撓癢癢。 

鱷魚麗麗揹著側背包雀躍的接近刺蝟奶奶。 

鱷魚麗麗：刺蝟奶奶，好高興見到您唷！ 

刺蝟奶奶：是麗麗呀！奶奶一直在等妳呢！ 

鱷魚麗麗拿起奶奶手上的樹枝。 

鱷魚麗麗：奶奶，我來幫妳撓撓！ 

刺蝟奶奶：還是麗麗最貼心了！妳打開每一扇門了嗎？ 

鱷魚麗麗：有啊！我遇到了小鳥飛飛、蝴蝶粉粉、長毛狗球球、蜈蚣忙忙，還

有小倉鼠該該。最後一扇門，回到我自己的家！ 

刺蝟奶奶：那妳有沒有好好的認識自己啊？ 

鱷魚麗麗：嗯嗯～我好好的認識了自己的大嘴巴，我發現可以做好多事唷！原

來我這麼喜歡我自己！ 

刺蝟奶奶：太好了！妳終於看到自己發亮發光的那一面了！ 

鱷魚麗麗從背包裡拿出一件毛衣。 

鱷魚麗麗：奶奶，我想送您一件禮物！ 

刺蝟奶奶：這麼好！奶奶還有禮物啊？是什麼呢？ 

鱷魚麗麗：是我自己織的毛衣外套，來，奶奶，快點試一下嘛！ 

刺蝟奶奶：好～好～ 

鱷魚麗麗幫刺蝟奶奶披上毛衣外套。 

鱷魚麗麗：奶奶，您小的時候不是很希望其他人能抱抱您嗎？這樣就不用怕尖

尖的刺了！ 

鱷魚麗麗抱著刺蝟奶奶，刺蝟奶奶開心的笑了！ 

 

進歌【喜歡自己最重要】 

（刺蝟奶奶） 

小時候別人討厭我 

說我滿身刺  

碰到就好痛好痛 

於是我只能站遠遠 

不讓人靠近 

一點也不合群 

 

（鱷魚麗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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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天都不想出門 

因為我的大嘴巴 

人見人畏懼 

於是我把心關緊緊 

厭惡我自己 

一點也沒自信 

 

（刺蝟奶奶與鱷魚麗麗） 

我們都不一樣 

有很多優點 也有很多缺點 

只要能認識自己 

就會發現喜歡自己 

沒有那麼不容易 

我們都不一樣 

有很多長處 也有很多弱點 

只要能認識自己 

就會發現喜歡自己 

是最重要一件事 

 

幕降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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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 

「和好」 

地點：校園一角 

 

在幕的前面，獅子、河馬與狐狸同學圍坐著，中間是實驗室的酒精燈和架子，

上面加上網架，烤著肉。 

狐狸同學：我們偷拿實驗室的東西來烤肉，不會被發現吧！ 

獅子同學：不用怕啦！大不了就說我們在做實驗嘛！ 

河馬同學：快一點啦！我快受不了了！實在太香了！熟了沒呀？ 

狐狸同學：等一下啦！ 

河馬同學：你動作很慢耶！我來啦！ 

狐狸同學：我來啦！ 

兩人一陣拉扯，突然肉都著火了！ 

三人開始慌張，原地跳腳，不知道怎麼辦！ 

鱷魚麗麗走出來，思考了一下，突然叮一聲。 

麗麗急忙走過來，用力把口中的水吐在火上，火瞬間熄滅。 

獅子同學：妳的嘴巴也太厲害了！一下子就把火撲滅了！ 

鱷魚麗麗：其實只要運用智慧，加點想像力，很多事物都可以變得非常有用。 

河馬同學：我們之前那樣笑妳，妳還不計前嫌，願意救我們！  

鱷魚麗麗：大家都是同學嘛！我也不希望有人受傷呀！  

狐狸同學：妳心地這麼好，妳願意當我們的朋友嗎？ 

鱷魚麗麗：當然願意！ 

獅子同學：班上要選「潔牙大使」，我們推選麗麗，大家覺得如何？ 

河馬同學、狐狸同學：好呀！好呀！ 

狐狸同學：麗麗連口水都香香的！ 

大家開心的在一起笑鬧。 

幕漸漸升起，大家都回到舞台，準備謝幕。 

 

（劇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