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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莊來得　退休老人。

游俊彥　年老的商場老闆。

阿　香　游俊彥家的女傭，是一位外籍少婦。

游祥和　游俊彥的兒子，四十多歲。

詹碩興　莊來得退休前的年輕同事。

張小曼　二十多歲的少女，詹碩興的女友。

游雪美　四十歲，未婚。

一隊十人以內的群眾。

舞臺

新北市三峽區長福橋上，舞臺右上角是一座涼亭，叫

做賞魚亭，是座供人憩息的亭臺，內有四張長形石凳。

舞臺背景幕上的畫面上是橋下三峽溪淺淺的流水，後

面的遠方是山景，近處有樓房。橋面靠近欄杆處有花圃，

花圃四周圍有石階，除了保護花朵之外，還可供遊客坐下

歇息。

（啟幕時，清早，莊來得正在橋上打太極拳，

他將毛巾擺在花圃的石階上，旁邊還擺有他

的手提袋。）

（游俊彥由菲傭阿香陪伴著進入橋上，莊來得

慢慢收起架式，走到花圃旁，拿起毛巾擦拭

臉上的汗水，游俊彥和菲傭走了過來。）

游俊彥︰（向莊來得打招呼）早啊，莊老哥！

莊來得：你早，游老弟，還有阿香。

阿　香︰（連忙回禮）莊先生好！

莊來得：今天你們來得晚了點兒。

游俊彥： 昨晚腿痛，痛了整夜，今早原本不想來的，後來

是雪美一定要我出來走走，還讓阿香陪著我。

莊來得︰ （讚賞著）你有雪美這樣一位好女兒，是你的好

福氣。

游俊彥︰（聽到老莊讚賞雪美，竟然喟然太息）唉！

莊來得：怎麼嘆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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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來得：不過，棋中無語真君子，請少開尊口。

游俊彥：不行，我還有許多話要同你說。

莊來得：那就快說，說完了，我們再下棋。

游俊彥：好的，就這麼辦！（沉思了一下）我說什麼呢？

莊來得： 你還能說什麼？不又是雪美的婚事嗎？（再度勸

慰）多說無用！（停頓）其實我們每天所說的

話，大半都是些廢話，都是多餘的，說得嚴重一

點吧，有時候就連遺囑都是多餘的，你怎能知道

你的後代真能按照你所交代的方式去辦理你的後

事？

游俊彥：說得也有道理！（停頓）這全是因為我老了！

莊來得： 誰能不老？日子是一天一天地往前飛逝，拉也拉

扯不住，日月如梭，歲月蹉跎，一切都是無可奈

何的。

游俊彥：這道理我懂。

莊來得： 再說，人世間隨時隨地都有老年人，當我們年幼

的時候，我們祖父的那一代就是老年人，當我們

游俊彥：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你老哥不知道，我一直在為

雪美煩心。

莊來得：怎麼啦？

游俊彥：她已經年近四十，還是單身。

莊來得： 這我明白，這就是你一直掛在心內之事，除了為

兒女操心，還有痛風的毛病，這兩件事成了你晚

年的煩惱。

游俊彥： 是呀！我操勞了一輩子，到了晚年，還不得省

心⋯⋯。

（莊來得擦拭已畢，將毛巾放回手提袋。）

游俊彥︰ （繼續說下去）痛風的毛病是時好時壞，還不算

嚴重，所以最不讓我省心的還是雪美的婚姻。

莊來得︰ （勸慰）你就別煩啦！（從提袋中拿出棋盤）我

們到亭子上來一盤，專心下棋的時候，就什麼也

不想了，所以說棋弈可以解憂。

游俊彥：好吧，那就下一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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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大成人，我們的父執輩又成了老年人，如今，

我們自己正成了子孫們眼中的老年人。

游俊彥： 我知道，這就是人生的過程，你用不著跟我說這

些，我明白，我只是覺得如今的年輕人跟我們過

去不一樣了，就拿我自己來說吧，我對子女們的

關愛和照顧，遠遠超過了當初我的父母所對待我

的，因為那時家裡貧窮。

莊來得：過去貧窮的家庭多，我成長的過程也是一樣。

游俊彥： 如今日子過得好了，我的子女們對我的態度，要

比過去我對長輩們的態度差多了，簡直是無法相

比。

莊來得︰（感嘆地）時代不同了！

游俊彥：對，只能說是時代不同了。

莊來得：你說說，怎麼個不同呢？

游俊彥： 我說不上來，我只能感覺到！（停頓）這句時代

不同的話，不正是你自己所說的嗎？

莊來得：是，是我所說的。

游俊彥：那你又何必向我提問題呢？

莊來得： 我不是提問題，我是讓你說一下自己的感想，發

表發表意見。

游俊彥：原來如此，好，我說。

莊來得：請。

游俊彥： 不同之處當然很多，其中我認為最強烈的一點，

就是年輕人不喜歡聽從老年人所講的話，總覺得

這些話囉唆，過於干涉他們的行事，我們的好言

相勸成了多管閒事，根本就不接受老年人的寶貴

意見。

莊來得：他們自以為高明，當然看不上我們的意見。

游俊彥： 記得我們當年並非如此，我們對長輩的教導是完

全接受的，絕對不會提出不理不睬的想法，就是

有時候，我們明知長輩的說法錯誤，我們也不敢

頂嘴爭辯，至少在表面上表示聽從。

莊來得：確實如此。

游俊彥：這是什麼原因呢？



024   025長福橋之晨

莊來得：你說說看。

游俊彥：我以為最大的原因，在於生活上的差距。

莊來得：是的，當年家境貧窮，日子不好過。

游俊彥： 記得那時候，我整日忙於工作，到了晚上，一家

人相處在一起，也就顯得特別親熱，長輩們總要

談起自己生活的經驗，我們也都虛心接受。

莊來得：都是貧窮惹的禍嗎？

游俊彥︰（反問）你說什麼？

莊來得： 我的意思是，過去與現代不同，其原因不全是由

於生活上的貧富吧！

游俊彥：是嗎？

莊來得： 我認為：觀念上的轉變才是主要的原因，以我們

現今的社會來說，整個價值觀念發生了多樣的變

化，不再是過去的是非善惡標準了。

游俊彥：我不懂你的意思。

莊來得︰ （詳加解釋）我們過去的社會有一定的是非善惡

的標準，如今已經不被重視，無論任何事，為了

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現在人常說的一句話

就是：為求勝利，又有什麼不可以呢？（停頓）

我就舉個例子來說明吧。

游俊彥：好的。

莊來得：譬如選舉。

游俊彥：選舉，為什麼要提選舉？

莊來得：不就是舉個例子嘛！

游俊彥： 我最惱怒選舉了，因為雪美就是一個選舉的狂熱

分子，我們父女之間的矛盾正是由選舉而起，你

竟然向我提起選舉！

莊來得： 我不是有意提及你們父女間的矛盾，我指的是一

般的狀況，用來說明目前社會上價值觀念的變

遷，這不過只是一個例子罷了。

游俊彥： 我不愛聽到任何有關選舉的事。

莊來得： 好吧，我就另外舉個例子，譬如做生意，以前講

的是信用二字，講的是童叟無欺，而現在，只要



026   027長福橋之晨

能賺到錢，做什麼都可以，所以詐騙集團橫行，

你不是經常接到詐騙集團打來的電話嗎？

游俊彥：是的。

莊來得： 有些個別的商人，無論是大公司還是小攤販，也

都是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如此行為，影響了一

般循規蹈矩的生意人，也造成了人性的貪婪。

游俊彥： 說得沒錯，就像我過去開糧米店，對待顧客真可

以說是童叟無欺，在同行們之間，彼此尊重，所

有交往全憑信義二字。

莊來得： 還有，現在的年輕人，也許是由於生活的條件好

了，忘記了勤勞和節儉的美德，有的甚至好吃懶

做，跟我們那時候比起來，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游俊彥： 對，我的子女們比起年輕時代的我，真是要懶惰

多了，記得我在糧米店當學徒的時候，晚睡早

起，整日忙碌，稍微不合老闆之意，就要挨打，

那種艱苦的生活，現在的孩子們，是完全無法承

受的。

莊來得： 我過去在郵局擔任郵務工作的時候，也有同樣的

感觸，總覺得有些個別年輕員工，在工作的表現

上，無法令人滿意，有的不只是懶惰，還要投機

取巧，見到輕鬆的工作拚命爭取，見到困難就推

掉，完全不能任勞任怨。

游俊彥： 你提到自己退休前的工作？

莊來得： 是的，在職務上我算是一個中間幹部，負有一部

分責任，下頭也有一些員工，多半都是年輕人。

這種情況，正如你剛才所說的，在你的家庭中，

過去如何對待老一輩，而如今又如何與年輕子女

相處一樣。

游俊彥： 在這種情況下，你能沒有感觸？

莊來得：當然有。

游俊彥：你說說看。

莊來得： 好吧！（頓了一頓）其實，都是老生常談，我剛

才說過了，這就是價值觀念的改變，現在個別的

年輕人好逸惡勞，投機取巧，為達目的而不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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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甚至以不正當的方式謀取個人私利，或依靠

小聰明而達成目標，並且自己還有一段說詞，完

全不以為不當。

游俊彥：對啦，我女兒男朋友彭先生的行為，正是如此。

莊來得：是嗎？你知道人跟人之間，最可怕的地方嗎？

游俊彥：是什麼？

莊來得：對立，彼此的對立。

游俊彥︰（不解地）對立？

莊來得：是的，就像你和你女兒之間的對立。

游俊彥：這一點，你倒要好好地對我說一說了。

莊來得：好的！（欲言又止）不過⋯⋯。

游俊彥：怎麼？

莊來得： 這件事要說起來，可就話長了！（指向菲傭）要

不要叫阿香先回去？

游俊彥：沒關係，她就是來陪我的，你就說吧。

莊來得： 好，我先來說說「對立」的分類，可以分成個人

之間的對立，以及團體之間的對立，進而推展到

了國家與國家之間，還有多國聯合起來，形成集

團與集團之間的對立，像冷戰時期的美、蘇兩大

集團，除了人類族群方面的對立之外，當然還有

其他方面的。

游俊彥：我知道，我可以舉一反三。

莊來得：請講。

游俊彥：像是貧和富的對立，強和弱的對立等等。

莊來得： 對，像「真善美」和「假惡醜」也是一種對立！

為什麼會有這些對立呢？多半是彼此之間思想觀

念的不同，各方有各方的意見，又不肯相讓，或

是族群之間在利益上有所競爭，於是便產生了對

立，像過去漳、泉之間的械鬥，就是一個最好的

例子。（停頓）還有，你所不喜歡提到的選舉，

也是造成對立的原因之一。

游俊彥：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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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來得： 這也就是選舉最可惡的後果，造成了一部分人對

抗另外一部分人，以及分成了黨派的對立。

游俊彥：確實，選舉造成的對立太可怕了。

莊來得： 還有，你剛才說過的，貧富和強弱之間也是產生

對立的原因，也就是說，有錢的壓迫沒錢的，有

權的壓迫沒權的，這一點也是可怕的。

游俊彥： 是的。這些道理我都明白，你又何必跟我說這些

呢？

莊來得：所以我說，我們每天不知說了多少廢話！

游俊彥：對。

莊來得： 這些話聽起來像是有道理，實際上起不了什麼作

用，一點作用都沒有，所以說了半天，全是廢

話，全成了沒用的廢話！

游俊彥：廢話嗎？

莊來得： 是的，廢話！（停頓）阿香該回去了，她又何必

聽我們說廢話呢？

游俊彥： 她不回去，她也沒有在聽，她只是站著發呆罷

了。

莊來得：還是讓她回去吧！

游俊彥：不！

莊來得：為什麼？

游俊彥： 她回去要工作，雪美要她做一些不合理的工作。

莊來得： 工作總比呆坐在這裡強吧。如果我是她，就到處

走走，不要像個傻瓜似的，呆站在那兒，動也不

動。

游俊彥：問題是，你不是她。

莊來得：我說如果。

游俊彥： 如果就是假設，不是真實。實際上你不是她，你

的假設，你的如果，都是無用的廢話。

莊來得：對，廢話。

游俊彥：跟你所說出來的一樣，都是廢話。

莊來得： 好了，不說這些了！（停頓）你剛才說雪美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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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些不合理的工作，指的是什麼？

游俊彥：去替彭先生助選。

莊來得：助選？她一個外勞，也能助選？

游俊彥： 說助選比較好聽，其實是去擔任勞力的工作，就

是去清潔造勢活動的會場，就是去做打掃的工

作。

莊來得： 打掃工作跟助選是有一段距離的，你說話還是實

際一點的好。

游俊彥：我這人不是一向有謙虛的毛病嗎？

莊來得：那不叫謙虛，那叫虛偽。

游俊彥：不都是一樣嗎？

莊來得：不一樣，差得遠啦！

游俊彥：一樣。

莊來得：不一樣。

游俊彥：一樣，不一樣，全是廢話！

莊來得： 對，全是廢話！（停頓）阿香去做清潔工作，怎

麼是不合理呢？

游俊彥︰ （反問）阿香是我家的女傭，跟選舉有什麼關

係？

莊來得：對，跟選舉沒有任何關係。

游俊彥：只不過那位姓彭的候選人是雪美的朋友。

莊來得：男朋友，雪美的對象？

游俊彥：雖然兩人交往密切，卻不能算是婚姻的對象。

莊來得：為什麼？

游俊彥：因為彭先生有老婆。

莊來得：怪不得令你煩惱呢？

游俊彥：煩惱的不只有這件事。

莊來得：還有什麼？

游俊彥： 選舉的花費，都是雪美拿出來的，花的都是我的

錢！雖然我一向並不把錢當成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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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來得： 這我知道，你把錢不當成一回事，不過卻當成了

命！

游俊彥： 讓你見笑，這是因為我節省習慣了！（停頓）你

明白了吧？

莊來得： 我明白了！我們不說這些廢話了，我們還是下棋

吧！

游俊彥：好的。

（莊來得提起他的手提袋，向舞臺右上角的涼

亭走去，游俊彥跟隨在他的身後，兩人來到

涼亭坐下，將棋盤擺好，開始對弈。）

（阿香呆坐在石階上。舞臺停頓片刻，游祥和

走進橋上，由於他長期在外，他家所僱用的

外傭阿香並不認識他。）

（他在另一個石階上坐下，由於從南部回來，

坐了一夜的車，顯得十分勞累，竟然沒多久

就坐在石階上打起瞌睡來了。接著，詹碩興

和張小曼兩人雙雙走進橋上，他們邊走邊

聊。）

張小曼︰ （問身旁的詹碩興）幹什麼一早到長福橋上來

呢？

詹碩興： 我聽退休的莊經理說，他每天早上都到這裡來打

太極拳和下棋，所以今早我過來看看，這裡是不

是一個優良的運動場所。

張小曼：早晨運動對身體有好處。

詹碩興：對。

張小曼：不過得持之有恆。

詹碩興：我知道。

（他們走了過來，張小曼指了指打瞌睡的游祥

和，由於他離家多年，跟游家住在同一棟大

樓的小曼，也不認識他。）

張小曼：這個人怎麼在這裡睡著了？

詹碩興：我不知道。

（在另一石階上坐著的阿香，見到張小曼，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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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站起，前來招呼。）

阿　香：張小姐好！

張小曼︰ （連忙回禮）阿香，妳好呀！（向詹碩興介紹阿

香）他是我們大樓主委家的菲傭。

阿　香：我不是菲傭。

張小曼：怎麼，我說錯了嗎？

阿　香： 你確實說錯了。我不是菲律賓人，怎能叫做菲

傭？我是印度尼西亞人，應該叫做印尼傭才對。

詹碩興： 菲傭、印尼傭都是一樣的，又叫做外籍勞工，沒

什麼不同，妳又何必斤斤計較呢？

張小曼： 對，不要斤斤計較！（轉問阿香）妳是陪阿公出

來的嗎？

阿　香：是。

張小曼：他人呢？

阿　香︰（指向舞臺右上角）在涼亭裡下棋。

詹碩興︰ （也指向賞魚亭）對了，莊經理和妳阿公正在下

棋。

張小曼： 不是我的阿公，你別亂講。他是我們大樓管委會

主任委員游雪美的爸爸，游老先生，住在大樓裡

的孩子們都叫他阿公。

詹碩興： 原來他就是游先生，我聽莊經理說過，他的身體

病弱，行動不方便。

阿　香：痛風。

張小曼︰ （解釋阿香的話）游老先生患有痛風的毛病。

詹碩興：我明白了。

（這時，有一對六、七人的群眾，排成一列

出場，站在橋上，他們穿著同樣的背心，戴

著同樣的帽子，從上面所印著的文字，可以

看出是一支候選人的宣傳隊，有一人領頭高

喊：各位父老鄉親，早安，大家好，拜託，

拜託！）

（停頓片刻之後，他又高喊了一聲：彭信祝。

其他的人接著喊：凍蒜，凍蒜。如此連續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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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三次。）

（然後，這些人魚貫地向前走著，見到詹碩興

等三人，領頭的那位，忙將手中的宣傳單交

到他們三人的手中，還不停地喊著：拜託、

拜託，其他的宣傳隊員也跟著喊：拜託、拜

託。）

（領頭的那位站在游祥和的面前，用手推了推

打瞌睡的他，游祥和不予理會，領頭的只好

將宣傳單放在他的身旁。）

（他們要往涼亭走去，詹碩興連忙制止。）

詹碩興： 不要吵他們兩位。

領頭的：怎麼啦？

詹碩興： 棋中無語真君子，莊經理下棋的時候，不喜歡別

人吵他。

領頭的：我們不是吵他，我們是為臺灣的民主事業服務。

詹碩興： 我知道，我請求你把宣傳單交給我吧，我會替你

轉達的。

領頭的：不行！

詹碩興：請你也給我一次為臺灣民主事業服務的機會吧！

領頭的：不行，我一定要事必躬親，才能顯出我的誠意。

詹碩興： 更多人參與，不是更加推廣臺灣的民主事業嗎？

莊經理他們不喜歡外人打攪，如果你必須強行橫

蠻，要得到反效果的，選票就沒了。

領頭的： 好吧，那就麻煩你了。因為我最怕聽到「選票沒

了」這句話。

詹碩興： 謝謝先生給了我一次為臺灣的民主事業服務的機

會。

（領頭的人將一疊宣傳品交給詹碩興。）

領頭的︰（低頭哈腰）拜託、拜託。

（接著，領頭的人帶隊，這些人排成整齊的隊

伍，踏著整齊的步伐，邊走邊喊著：凍蒜，

凍蒜的口號，離開了橋上，離開了舞臺。）

阿　香︰ （看著宣傳單）我認識這個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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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碩興將手中所有的宣傳品丟入橋上的垃圾

桶。然後牽著張小曼的手，在橋上漫步，他

們邊走邊談。）

詹碩興：妳知道嗎？我們此地的選舉，有一種特色。

張小曼：什麼特色？ 

詹碩興：我先來問妳一個問題。

張小曼：什麼問題？

詹碩興： 就是「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這句話是什麼

意思？

張小曼： 這是說只要各盡所能，通力合作，就是三個普通

的工匠，就是三個修理皮鞋的人，他們的智能也

可以勝過諸葛亮先生。

詹碩興：是的。

張小曼： 諸葛亮先生是多麼厲害的人呀，但由於他只是孤

單一人，就無法比得上三個人聯合起來的智慧。

詹碩興：妳這只是一般的解釋，依我來看，並不是這樣。

張小曼：那依你所見，是怎麼樣的呢？

詹碩興：說明之前，我得先表明立場！

張小曼：什麼立場？

詹碩興：選舉的立場！

張小曼：就是「選賢與能」？

詹碩興： 不，不是選賢與能，而是選出多數人支持者，因

為我們的選舉與賢能沒有絕對的關係，主要是多

數人支持。

張小曼：什麼叫「多數人支持者」？

詹碩興： 妳聽我慢慢說來吧！我們如今的選舉，是一人一

張票，三個臭皮匠共有三張票，而孔明先生只有

一票，好，三比一，臭皮匠當選，孔明先生落

選，這不就是選出「多數人支持者」嗎！

張小曼： 我明白了，原來選舉是比人頭的，不是比賢能

的，只要你掌握的人頭多，臭皮匠當然勝過諸葛

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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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碩興：對了！

張小曼： 不過人家歐美國家，講求民主政治，講求選舉，

不也很好嗎？

詹碩興： 並非全部都很好，也發生過許多爭端和糾紛，這

得看選民的水準，也就是全體老百姓的政治素

養。

張小曼：是，是！

詹碩興：這就是臺灣選舉的特色。

張小曼：你仔細跟我說說吧！

詹碩興： 可以，先聽我說來！這民主選舉，並不是不好，

是要看怎麼舉辦？我國在漢代，便有舉孝廉及賢

良方正。近世採行代議制度的國家，由人民投票

選出代表，參議政治，就是現代所謂的選舉。還

有，一些公司團體推舉董事、監察人等，有時也

實行選舉的方式。

張小曼： 臺灣的選舉不也一樣嗎？

詹碩興： 形式上當然一樣，但問題在選舉人和被選舉人，

選舉人就是全體的選民，年滿二十歲的老百姓。

不過選舉的種類就多了，在地方上有村長里長、

鄉長鎮長、然後縣長市長，一直到國家領導人，

這些屬於行政人員，還有一類是民意代表！

張小曼：有哪些民意代表？

詹碩興： 這民意代表有鄉民代表、鎮民代表、市民代表，

還有縣議員、市議員、立法委員等等，這些選舉

都是在比人頭，你若希望當選，就必須迎合這種

特色的選舉，要得到多數人的支持，如此而已。

張小曼：這就是特色。

詹碩興： 對，這也是我喜愛選舉的地方，我正在練習如何

煽動多數人，將來投入選舉，設法取得多數人的

支持！

（他們停住，不再走動。）

張小曼︰ （指向阿香坐的地方）阿香一個人坐在那兒許久

了，我們過去陪陪她吧！

詹碩興：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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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走到阿香的面前，阿香站起。）

張小曼： 阿香，妳怎麼不回去？一個人坐在這兒，多無聊

呀！

阿　香：阿公還在下棋，我必須等他一起回去。

（他們看向「賞魚臺」，莊來得和游俊彥依然

還在下棋。）

張小曼：妳真傻，他下完了棋，自己會回去的。

阿　香：不行，他痛風，腿腳不方便。

詹碩興：阿香真是忠心耿耿、任勞任怨呀！

張小曼：只是她的勤勞得不到應有的回報。

詹碩興：怎麼說？

張小曼： 游家對待阿香太過苛刻，她住的地方，是游家占

用的一間法院查封拍賣的房子，每餐輪到阿香吃

飯的時候，都已經沒菜了，可以說是經常吃不

飽。

詹碩興：這太可惡了。

張小曼： 阿香是以照顧老人的名義申請的，卻要擔任家中

所有的勞務工作，輕活重活都得幹，如今還要到

彭先生的競選總部去打掃清潔。

詹碩興：選舉懂得對勞力的運用，選舉太偉大了！

阿　香： 張小姐，別說這些了，若讓游家大小姐聽到了，

會罵人的。

張小曼： 我才不怕她，我還要向有關當局反映她的惡行

呢！

詹碩興：什麼惡行？

張小曼： 中秋節，她拿了住戶所繳的大樓管理費辦活動，

邀請的都是些為彭先生助選的工作人員，用大樓

的公家費用，做她私自的人情，還把主辦單位寫

成臺灣人文鄉土協會。既然有主辦單位，又何必

使用大樓的經費呢？

詹碩興：這再次說明了選舉的偉大！

張小曼：游家那麼富有，連這點小便宜也要占。

詹碩興：這就叫做大小通吃，這正是選舉的偉大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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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香：好了，張小姐，不要再說了！

張小曼：妳怕她嗎？

阿　香：我當然怕她。

詹碩興：阿香好像繼續活在戒嚴時代。

張小曼： 阿香，妳一個人呆坐在這兒多無聊呀，我看妳還

是回去吧，待會兒如果游老伯需要人扶持，有我

們呢！

阿　香：好吧，那就麻煩你們了。

張小曼：不客氣。

（阿香走出，離開了舞臺。）

張小曼︰ （喟嘆地）阿香離開了家鄉，到臺灣來當女傭，

還要受雇主的氣。

詹碩興：是呀！

（這時，一對群眾又上了舞臺，還是由剛才

的那些人飾演，都換過服裝，沒有統一的背

心，穿著各有不同，也不是一律都戴帽子。

他們在橋上排成了一列喊口號，還是由一人

領頭，喊的時候都舉起手臂，左手右手都

行，排成的行列也不整齊，倒是每個人都舉

著牌子。）

（領頭的舉右手喊道：反對！抗議！下臺！其

他的人應和著：反對！抗議！下臺！如此連

續三遍，聲音越來越大。）

張小曼：這些也是選舉的宣傳隊嗎？

詹碩興：不是！

張小曼：何以見得？

詹碩興：由他們手舉的牌子就可以看出來了。

張小曼：牌子過於晃動，我看不清楚，都寫了什麼？

詹碩興： 牌子看不清楚，也可以從他們喊的口號中聽出

來，妳聽！

（領頭的又舉右手喊道：反對官員與財團勾

結！其他的人應和著：反對官員與財團勾

結！打倒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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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碩興︰ （接著說）是為了反對財團霸占地下商場。

（領頭的又舉右手喊道：抗議財團進駐地下商

場，官方與民爭利，讓合法商人血本無歸！

其他的人應和著：抗議重新簽約！）

詹碩興︰ （接著說）地下商場換了新的承包商，原店家的

舊約失效，得重新訂立契約，因而感到不爽，這

是有關生計問題的抗爭。

（領頭的再次喊道：工商局官員下臺！其他的

人也跟著應和：財團滾開！）

張小曼：我終於弄清楚了，這是有關生計之爭。

（群眾繼續喊叫抗爭，其中一名群眾獨自走向

前，來到詹碩興和張小曼的面前。）

群眾甲︰ （主動向兩人打招呼）兩位好！

詹碩興：你好！

群眾甲：兩位有什麼需要小弟服務的地方嗎？

張小曼：我不懂你的意思。

群眾甲： 是這樣的，小弟經銷一種健康食品，具有強烈

地、奇特地減肥瘦身效果，你們不吃不知道，吃

了嚇一跳！

張小曼：嚇一跳，吃出了人命？

群眾甲：不，是被減肥的成效嚇了一跳！

詹碩興︰ （不解地）你不是正在為地下商場的事進行抗議

活動嗎？

群眾甲： 推銷健康食品是我的本業，抗議活動只不過是兼

職。雖說一有機會我就參與，不曾缺席，不過也

只是玩票的性質。

張小曼：抗議活動也有業餘的？

群眾甲： 對，這是我的業餘愛好，推銷健康食品才是我的

職業！（停頓）如何？小姐，對於減肥瘦身有

特效功能的抗肥靈，保證讓妳滿意，絕對不會

讓妳因無效而走上街頭，抗議財團進駐地下商

場⋯⋯。

詹碩興︰（連忙制止）你在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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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甲：對不起，我說亂了！

張小曼︰ （指著群眾）你看，抗議的群眾正準備離開。

群眾甲︰ （隨著張小曼的手望去）我們要轉移下一個地

點！（掏出一張名片，遞給張小曼）小姐，這是

我的片子。

詹碩興：騙子？

群眾甲：不，我的名片。

詹碩興：有名的騙子！

群眾甲： 先生開玩笑了！（轉對張小曼）上面有我的電話

和地址，如果小姐對減肥和去脂有興趣，可以打

電話連絡，謝謝來電、來函，謝謝！

（張小曼接過群眾甲的名片，群眾甲匆匆走

開，加入了原先抗議的行列，跟著群眾一同

離去。橋上恢復了平靜，張小曼拿著名片，

愣在當地。）

張小曼：這是怎麼回事呀！

詹碩興：妳問我，我問誰呢？

（舞臺停頓片刻。）

（游祥和抬頭坐正，揉著眼睛。）

張小曼︰（指著游祥和對詹碩興）他醒了。

游祥和：我根本就沒有睡。

詹碩興：你都聽到我們的談話了？

游祥和：聽了一部分。

詹碩興：哪部分？

游祥和：由於不是有意傾聽，已經不記得了。

詹碩興︰（對張小曼）有些話是不能讓人聽到的。

張小曼：你是指批評大樓管理委員會的那些話嗎？

詹碩興：是的。

張小曼： 其實也沒什麼，我們說的都是事實，他們做都做

出來了，難道還怕別人批評？

詹碩興：妳說得很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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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小曼： 再說了，這個打瞌睡的是一個陌生人，就算他聽

到了又有什麼關係？

游祥和︰（對張小曼）妳說我是什麼？

張小曼：陌生人，難道我說錯了？

游祥和：是的，妳說錯了。

張小曼：錯在哪裡？

游祥和：妳只能說我是個局外人，不能說是陌生人。

張小曼：這不是一樣嗎？

游祥和：不一樣。

張小曼：怎麼不一樣？

游祥和：不一樣就是不一樣，你們聽我慢慢解釋。

詹碩興：好，聽你是怎麼個說法。

游祥和： 對你們來說，我是一個陌生人，但對我自己來

說，怎麼會陌生呢？

詹碩興： 你這話跟沒說一樣，有誰對自己是陌生人，誰會

不認識自己？

游祥和： 年輕人，你話說得太絕對了，有太多太多的人迷

失了自己，不知道自己到底吃了幾碗飯，盡是說

大話，做傻事！

張小曼：你這話我聽不懂。

游祥和： 這並不難懂，我就拿我自己為例子吧，我一直站

在迷惘之中，直到最近才認清了自己，才知道自

己是怎樣的一個料！（停頓）我換一種方式來說

吧，妳說我是陌生人，指的是我對這個地方陌

生，也是錯誤的，我對這裡的一切都太熟悉了。

張小曼：是嗎？

游祥和： 就拿我們所停留的這座橋來說吧，名子叫做長福

橋，下面的溪水叫做三峽溪，還有後面的山叫做

鳶山⋯⋯。

詹碩興： 別說啦，這些都是普通常識，不能說明你熟悉這

個地方。

游祥和： 好，那我就說些早年的事吧，這三峽水只剩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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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一點平淺的溪水，當年確是水運條件優越的港

口，這裡是重要的市集，船運的碼頭就在奉祀玄

天上帝的宰樞廟的廟口前方。

詹碩興：這也沒什麼！

游祥和：還有呢！

張小曼：請說。

游祥和： 日據時代成立了三角湧公學校，剛開始的時候在

祖師廟裡上課，後來校舍落成，就是今天的三峽

國小，專門招收本地學生，以日文教學。

張小曼：這也是普通的常識啊！

游祥和： 好，我就說說老街吧，位於中間的那幾戶，有一

家販賣人參的商行，以人參為圖案，還標出人參

「不老長壽」的妙用，還有一家過去是日據時代

「保正」的家，在屋頂正面加蓋的小牆上面，也

就是女兒牆上塑有兩面日本國旗的圖案。

張小曼：日本國旗？不曾見過。

游祥和： 大概是早已塗掉了吧，還有一家樓頂突出部分看

起來像是軍帽的形狀，具有濃厚的日本風味，他

們家有一個女兒和我是同學，當年他們只是普通

的住家，沒有經營任何行業。

張小曼：你說得越來越真切了。

游祥和： 還有你們所居住的大樓，十年前正在興建，當時

根本就不可能知道管理委員會跟公寓大廈管理維

護公司互相勾結，衍生出許多傷害區分所有權人

的權利之事，更不知其中有一個人跟選舉扯上了

男女關係，假公濟私，虐待外勞。

張小曼：你怎麼都知道這些事？

游祥和：不是妳自己剛才說的嗎？

張小曼︰（驚異地）是啊，可見你還是聽進去了！

游祥和：就算我聽了，又能怎麼樣呢？

詹碩興：對，聽了也沒關係，他是個陌生人。

游祥和：我最不愛聽這句陌生人了！

張小曼： 是的，你不是陌生人，這兒的一切你比我都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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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哪會是陌生人呢？你只不過是離開了一段很

長的時間，到底有多久？

游祥和：大概十年了！

詹碩興：這的確是一段很長的日子，你都在外地嗎？

游祥和：都在南部發展。

詹碩興：一定是賺了大錢發了財了吧？

游祥和：沒有。

詹碩興：至少是混得不錯！

游祥和： 也沒有，你看我這副落魄的樣子就知道了，我剛

才不是說過了嗎？我迷失了自己。

張小曼：你說得太嚴重了，不能說迷失了自己。

詹碩興：對，最多是沒有賺到錢罷了，怎麼叫迷失自己！

游祥和：迷失就是迷失，這要說起來，話就長了。

詹碩興：當然短不了，有十年的時間嘛！

張小曼：你能告訴我們嗎？

游祥和：可以，那我就長話短說了！

詹碩興： 很好，說說要點就行了，先說你是幹哪一行的

吧！

游祥和： 我是一個房屋銷售員，就是在房屋公司賣房子

的。

詹碩興： 這是一個很好的職業，最近這些年，各地都在蓋

大樓，房地產的職業是一份很賺錢的工作啊！

游祥和：確實，你說得沒錯，只是我沒有那麼幸運。

張小曼：怎麼呢？

游祥和： 我不適合做宣傳方面的工作，我不習慣於擴大事

實，吹噓自己的商品，甚至有時候還要說謊話來

欺騙購屋的客戶。

詹碩興： 這麼說來，你銷售的成績就不理想了，你拿不出

亮眼的業績，因而收入不佳，是不是呢？

游祥和：是的。

張小曼：這跟你的個性有關吧，你不適合當一個售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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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祥和：對，我是個老實人，一向實話實說。

詹碩興： 這不是誠實與說謊的問題，這是生活的挑戰，你

白白浪費了大好時機，如果把這個機會給我該有

多好啊！

游祥和：怎麼，你對目前的工作不滿意？

詹碩興：待在公家機關，都快把我給悶死了。

游祥和：公家機關也很好啊！

詹碩興： 不行，我目前的職業與我的目標相差太遠，原因

很簡單，收入太少，賺不到錢，每月只領取微薄

的薪水，就夠讓我灰心氣餒的啦。

游祥和： 年輕人，不可以對目前的工作感到氣餒，也不要

抱怨公家機關，我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張小曼：請問你十年前是在哪裡工作？

游祥和： 我也是在一家公家機關上班，賞月亭上正在下棋

的莊先生就是我的主管，那時候還叫做局長，不

叫經理。

詹碩興：原來你是我們的前輩。

游祥和：不敢當。

張小曼： 已經過去十年。你早已離開舊工作，投入新的售

貨員的行業了。

游祥和： 是啊，舊工作雖然收入不豐，但卻生活安定，總

比如今流浪街頭強吧！

張小曼： 你怎麼會流浪街頭，難道你又辭去了售貨員的工

作？

游祥和：不是辭去，是老闆已經把我辭退了。

張小曼：怎麼呢？

游祥和： 老闆對待員工過於苛刻，我曾經公然反對過他，

等我無法替他大量賺錢的時候，他就不要我了，

目前的社會，就是這麼現實。

詹碩興： 我覺得這完全是你個人的問題，你無法適應這個

變遷中的社會，你無法迎合時代，當然要失敗，

這有什麼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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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祥和：年輕人，莫要好高騖遠啊！

詹碩興： 你別勸我了，我有我自己的抱負，我要追求我的

錦繡前程，我不願意留在公家機關裡，我要出去

闖一下，我會得到多數人的支持，就像競選活動

一樣，只要有多數人支持，臭皮匠也能勝過諸葛

亮。

游祥和： 你說的多數人支持是指人際關係吧？當然，一個

推銷員一定得有很好的人際關係，不過人與人的

相處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你知道處處都存在著

「背叛」的行為嗎？

張小曼：就像是男女之間的「劈腿」？

游祥和： 這只是其中的一種，其中最嚴重的就是婚姻的背

叛，還有同事間的背叛也很可怕，這兩種我都遇

到過，所以才落到了今天的慘狀。

張小曼：是嗎？

游祥和：我先來說說朋友之間的不睦吧！

張小曼：請說。

游祥和： 平日的好友其實只是互相利用而已，為了掩飾美

化而說成了互相幫助，互相照顧，當發生利益衝

突的時候，再好的朋友也要相互競爭，並且不擇

手段地去奪取，成了最可怕的敵人，這就是同事

間的背叛。

張小曼：還有你的婚姻方面呢？

游祥和：婚姻的背叛當然也是殘酷的。

張小曼：你可以說一下嗎？

游祥和： 其實也沒有什麼可說的，我的婚姻最後是以離異

收場，原因很簡單，她遇上了另外的一個男人。

張小曼：她變心了！

游祥和：對，最為不幸的，是我那還不到六歲的兒子。

張小曼：孩子是無辜的。

游祥和：對，這正是我最大的困擾。

詹碩興︰ （不耐煩地）好了，別說了，老兄，請你允許我

說一句不客氣的話，你的事業和婚姻雙雙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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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自己就沒有不對的地方？

游祥和： 我承認自己的過錯，我從來沒有推諉卸責的意

思。

詹碩興：那又何必規勸別人呢？

游祥和： 我是善意的，我十年前也是像你同樣的想法，希

望你不要步上我的後塵。

詹碩興： 我有我面對這個社會的方式，用不著你老兄煩

心！

游祥和： 那我講了半天，都成了廢話。

（賞魚亭裡的兩人已經對弈完畢，他們收拾好

棋盤，正準備起身離開。）

張小曼：他們的戰局結束了。

游祥和：我暫且避開一下。

張小曼：你是怕見到老長官莊經理的面嗎？

游祥和：不是。

（游祥和雖口中否定，卻匆匆離開。）

（莊來得攜了手提袋，和游俊彥緩緩走出賞魚

亭，向詹碩興和張小曼走來，兩人連忙過來

打招呼。）

詹碩興︰ （面對張小曼，指著游、莊二人）他們不再居高

處而對弈，沉默觀望人生了！（向莊來得點頭為

禮）經理！

莊來得：我已退休，早就不是經理了，怎麼還如此叫我？

詹碩興：習慣難改。

張小曼︰（向游俊彥招呼）游伯伯！

游俊彥：妳好！（朝四周望了一下）阿香呢？

張小曼︰ （連忙回答）我讓她先回去了，她本來是要等你

的，我看她無聊，才叫她先回去。

游俊彥： 我讓她留在這兒是為她好，免得在家擔任更多的

勞動。

詹碩興： 游先生，張小姐說：阿香在工作上受到嚴苛的待

遇，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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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俊彥： 我的女兒雪美就是這樣的人，她連我的電話費都

要限制，上個月我手機的通訊費超過了一千，她

就吵鬧了好幾天，至今還沒個完，真煩死了！

詹碩興：真是太過分了。

游俊彥： 自己的女兒，有什麼辦法呢？你們見我平日嘻嘻

哈哈，有說有笑，一副快樂的模樣，其實都是裝

出來的，都是假的。

莊來得：人生原本就是一個騙局。

游俊彥：怎麼說？

莊來得︰（反問游俊彥）英文「謊」這個字，怎麼說？

張小曼︰（搶先回答）Lie。

莊來得：人生呢？

張小曼：Life。

莊來得︰ 「謊」叫做L-i-e！（慢慢把這個字唸出來，再

唸人生）L-i-f-e！你們看，人生只是一個拉長

了的謊，末尾還帶著一個發鼻音的嘆息！

詹碩興：真是如此？

莊來得： 不但如此，而且為了面子，還要虛偽地加以掩

飾，不讓人知道真實，所以虛假不斷地進入真實

而取代了真實。

張小曼： 在《紅樓夢》中，太虛幻境大石牌坊兩邊的對

聯上寫道︰「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

無。」

莊來得：你對古典小說還滿熟的。

張小曼：一般。

（停頓片刻。）

詹碩興：如果堅持要涇渭分明呢？

莊來得：認真的人就要遭受生活上的痛苦。

張小曼：一定要糊裡糊塗的生活嗎？

莊來得： 糊塗無所謂該不該，生活要有原則，無論如何，

都不能失去原則。

張小曼：遵守原則就必須忍受痛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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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來得： 生命是母性在痛苦中創造出來的，所以我們能了

解大地之母的子孫們為什麼承繼了痛苦，因為生

命的旋律是從母親那被愛與生產的苦痛所撕裂而

搏動出來的。那麼死亡就是重新與大地之母合而

為一，就是復返於大地的存在中，寂靜於大地的

寂靜中。

詹碩興： 暫且不論生死的根源，我們要知道如何度往生存

的路程。

莊來得：我認為：必須遵守一定的原則。

張小曼： 若非要忍受生之痛苦，又如何忍受痛苦之洗禮

呢？

莊來得： 我不能說什麼，語言雖是自我表白和揭露真相的

工具，也是藝術的手段，但在妳所提出的問題上

卻顯得匱乏。妳只能靠著自己的生命去尋覓。所

幸你們還年輕，生命的路途還很長遠，總是可以

逐漸體會出來的。

（這時，又有一隊人群走上舞臺，還是由原先

的那些群眾演員扮演，這次是迎神的隊伍，

穿著七爺、八爺服裝的兩人帶領，後頭是被

抬著的三太子的神像，以及跟隨的信眾，浩

浩蕩蕩在橋上繞圈。）

游俊彥︰ （在旁沉默許久，此刻才加入談話）你們年輕人

相信神嗎？

詹碩興：不相信。

張小曼：老年人多半相信。

莊來得：我是個例外。

張小曼：是嗎？

莊來得： 絕對不要相信這個，要依靠神明是相當不容易

的，祂竟然躲在虛無的承諾和看不見的奇蹟中，

我要求神明露臉和我交談，祂卻永遠沉默，我在

黑暗中叫祂，祂也不應，所以我如何去相信祂

呢？

張小曼：確實如此。

莊來得︰ （接著說）祂根本不存在，所以說，人生只是一

場空無。面臨死亡的人，在那生命的最後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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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站在邊緣上，面對黑暗，那是多麼恐懼呀！

所以人們才把免除恐懼當成了偶像，並稱之為神

明。

詹碩興： 我也沒有任何宗教的信仰，我覺得金錢比什麼都

重要。

莊來得： 信教者和不信教者的區別，在於前者依靠對神明

的虔誠來約束自己，而後者則是自我約束，因

此，信與不信並不重要，問題是與自身存在的世

界安然共處。我們談的是嚴肅的問題，談論金錢

就沒有意義了。

（這隊迎神的行列，繼續在橋上繞行了一大

圈，然後就浩浩蕩蕩走出橋面，離開了舞

臺。）

詹碩興︰（對張小曼說）我們回去吧，該上班了！

莊來得：我跟你們一起走。

游俊彥：我也回去。

（游俊彥的話音方落，他的女兒游雪美走上舞

臺，朝他們走來。）

張小曼︰（對游俊彥說）你的女兒來了。

莊來得：我們先走吧。

（莊來得和詹碩興及張小曼三人走出橋面，當

與游雪美相遇的時候，她沒有理會他們，徑

直朝她爸爸走去。）

張小曼：她怎麼不理我們？

詹碩興： 我跟她不熟，倒無所謂，對於你們兩位，她至少

總該打個招呼吧！

張小曼：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見她的臉色，似乎不高興。

莊來得：管她呢！

（游雪美來到游俊彥的面前，以不悅的口氣對

她的爸爸說話。）

游雪美：阿香是怎麼回事，怎麼自己回去了？

游俊彥：回去好啊，在這兒也無聊，她現在人呢？

游雪美：我早就讓她到彭先生的競選總部打掃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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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俊彥︰（不悅地）彭先生的事情就那麼重要？

游雪美： 當然，無論如何，總比藉著照顧你的名義偷懶要

強些吧！

游俊彥：行了，雪美，不必如此。

游雪美：怎麼，你們聯合起來耍我，還不能抱怨！

游俊彥：什麼叫耍妳，做人總得厚道點兒。

游雪美：你少批評我，多想想自己。

游俊彥：我怎麼啦？

游雪美：若都像你那樣浪費，這日子就甭過了！

游俊彥：我怎麼浪費啦？

游雪美：上個月的電話費竟然一千多塊！

游俊彥：妳怎麼還提這件事呢？

游雪美：要你時時刻刻牢記在心。

（舞臺停頓片刻。）

游俊彥︰（嘆氣）唉！

游雪美：怎麼嘆氣啦？

游俊彥：過去咱家的事，妳都忘了！

游雪美：什麼事，咱們家能有什麼事？

游俊彥：咱家為什麼正月初六才過年？

游雪美：我⋯⋯我忘記了！

游俊彥：好，我再說一遍，妳要時時刻刻牢記在心！

游雪美：說吧！

游俊彥： 在我小時候，咱家由於子女眾多，家無恆產，生

活十分困難，加上過去積欠的一些債務，日子非

常不好過。眼看著就要過年了，妳祖父提議：今

年我們不過年了，從大年夜到初五，人家都休

息，我們出去幹活，掙錢比較容易，也比較多，

賺來的錢好還債！

游雪美：喔！

游俊彥： 經過了五天五夜，妳祖父帶著五個兒子，也就是

我跟妳的伯伯、叔叔們，辛勞工作，把掙來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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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了債。後來又經過了許多許多年的努力，才由

一個破落戶變成富裕戶。

游雪美：這件事我想起來了。

游俊彥： 要時時刻刻牢記在心，不能因為目前日子好過

了，就忘記過去。

游雪美：是！

游俊彥：還有一件事，妳也該知道。

游雪美：又是什麼事呀？

游俊彥：在想當初⋯⋯。

游雪美：又要說過去的事，咱家過去的事可真多呀！

游俊彥： 有一次颱風過境，咱家的老房子被颳倒了，妳祖

母走避不及，被大樑壓斷了腿，由於失血過多，

當場就休克了！

游雪美：太可怕了！

游俊彥： 還好附近的鄉親們，合力把妳祖母送到醫院急

救，當他們聽到了要輸血救人的時候，二話沒

說，都綰起了袖子，自動捐血，是鄉親們的鮮血

將妳祖母救活的！

游雪美： 如果彭先生在場，他也一定會綰起了袖子，自動

捐血，彭先生是一個熱情的人，他的熱情深深打

動了我！

游俊彥： （向臺下觀眾）我說了這麼多的話，都成了白

說！（轉對雪美，嚴厲地）他有老婆！

游雪美： 很好，彭哥告訴過我，他並不愛他的老婆，當

初，他是為了要到德國留學，才要求女方資助

的，才答應女方結婚的。彭哥答應過我，他們終

歸要離開，我在等到這一天，海枯石爛，此情不

移！（停頓）你說這些都沒有用，你還是管管自

己的電話費吧。

游俊彥：我說這麼多，都成了廢話！

（游祥和走了過來，他來到游俊彥面前，低下

了頭。）

游祥和：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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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俊彥：是你，阿和，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游祥和： 一早到的，剛才見你和莊局長在下棋，沒有過去

打擾你們！（轉對游雪美）阿美，妳好，好久不

見了。

游雪美： 你許久不回家，在外還好吧？

（游祥和沉默，沒有回答。）

游雪美︰（再問）惹了麻煩？

游祥和︰（囁嚅著）沒有。

游俊彥：你上次在電話中說：你已經離婚了？

游祥和：是的。

游俊彥：工作也丟了？

（游祥和點頭。）

游雪美：怎麼弄得那麼慘？

游祥和：這沒什麼！

游雪美： 還沒什麼呢？離婚又失業，我若是你，根本就沒

臉回來！

游祥和：人生總是充滿失望和希望。

游雪美：你這種人還有希望？

游俊彥︰（阻止游雪美說下去）阿美，別說了！

游雪美：怎麼不能說？

游俊彥：回來就好啦！

游雪美：有其父必有其子，你們兩人一樣。

游俊彥：妳就少說兩句不行嗎？

游祥和：阿美，我回來不為自己。

游雪美：為誰？

游祥和：為我的兒子！

游雪美：你既然離了婚，何必還要孩子，這不是累贅嗎？

游祥和：妳說的是什麼話？我自己的兒子我能不要。

游雪美：累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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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祥和：這與妳無關。

游雪美：現在是我在管家，怎麼與我無關？

游祥和： 妳聽我解釋！（不理雪美，轉向游俊彥）阿爸，

婚姻破裂，小孩最無辜了，我不要他從小跟著我

流浪，我希望他能有一個完整的家，有大人們好

好地教養他，不要成為一個沒人管的孩子。

游俊彥：很好，你的想法很好！

游雪美︰（指著游俊彥）你又在袒護他了。

游俊彥︰ （反擊）什麼叫袒護？小孩是我的孫子，難道我

不該照顧他？一家人應該互相幫助，妳竟然連這

個都不懂？

游祥和：能有爸爸的這句話，我就放心了。

游雪美：我不放心！

游祥和：又怎麼啦？

游雪美：你知道養一個小孩得花多少錢嗎？

游祥和：妳放心，我會拿出這筆錢的。

游雪美：怎麼拿？你根本就沒有職業！

游祥和： 會有的，我不可能永遠沒有職業，因為我不是一

個好吃懶做而遊手好閒的人，我只是運氣不好罷

了。

游俊彥：那你就說一說有什麼打算吧！

游祥和： 好的。首先，我決定離開南部，重新回到我的家

鄉來。今天一早當我到達的時候，已經在附近走

了走，看了看，覺得一別十年，這裡的變化太大

了，這裡已經成為一座繁華的都市了，我想：擺

個小攤做點小生意應該不難，你們看：在這橋面

上不是就有人在做小生意嗎？

游俊彥：很好，這個想法很好。

游雪美：做小生意！（諷刺地）好大的志氣啊！

游祥和： 這有什麼丟臉？靠自己的勞力吃飯，有什麼丟

臉？

游雪美： 你不覺得丟臉，很好，那就等你做小生意賺了

錢，再把孩子帶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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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祥和：妳這是什麼意思？

游雪美：我不願意拿出錢來養你的孩子！

游祥和︰ （不悅）阿美，我告訴妳，一個人的忍耐是有限

度的，我是看在兄妹的情分上才一再地忍氣吞

聲，這孩子也是妳的侄兒啊！妳怎麼如此自私自

利呢？不肯花錢養妳自己的侄兒，卻把錢花在一

個姓彭的外人身上。

游俊彥︰（在旁低聲地）罵得好！

游雪美︰（不甘示弱）你又知道了什麼？

游祥和： 住在你們大樓裡的人都知道，妳屋裡養了一個姓

彭的漢子。

游雪美： 你別聽他人胡說，彭哥是為了選舉，在這兒租房

子的。

游祥和： 不要掩耳盜鈴了，阿香是以照顧老爸的名義請來

的看護工，為什麼要替姓彭的打掃競選總部，妳

想想看，她是一個印尼人，為了討生活，遠離家

鄉，到臺灣來工作，是多麼的不容易啊，妳還要

苛刻地對待人家，讓她住在一間已經被法院查封

的拍賣的房子裡。

游雪美：你怎麼都知道？

游祥和： 我知道的還不只這些呢？你對老爸還不夠苛刻

嗎？打電話多花了點錢，妳也整日掛在嘴上，我

問妳，每月妳替姓彭的繳了多少電話費？

游俊彥：罵得好！

游雪美︰（指著游俊彥）你少火上加油了。

游祥和： 妳假公濟私，以大樓住戶所繳的管理費，用中秋

節賞月晚會的名義，替姓彭的辦理競選活動，住

戶們都氣在心裡。

游雪美：好了，說完了沒有？

游祥和：也沒有什麼好說的，我只是氣不過。

游雪美： 那就停止吧，輪到我來說說你啦，你知道這一切

都是怎麼造成的嗎？難道你都沒有一點錯？

游祥和：妳待人苛刻，我也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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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雪美： 當然！（傷心地）你知道我為什麼落到這個田地

嗎？四十歲還沒有出嫁，我都是為了我們的這個

家呀！你身為長子，竟離家出走，一去十年，難

道你沒有錯？

（舞臺停頓片刻。）

游俊彥： 我並沒有不讓妳嫁人呀！妳為什麼一定要跟一個

有婦之夫來往呢？妳為什麼不替他的太太想一

想，丈夫跟別的女子在外同居，叫她如何忍受？

這件事也早被鄰居們當成了笑話，妳自己能不知

道？

游雪美︰ （對父親指著游祥和）你的兒子就沒有錯？

游祥和： 我有錯，我錯了！（突然向父親跪下）阿爸，你

能原諒我嗎？

游俊彥︰ （忙將祥和攙起）起來吧，孩子，親子之間沒什

麼原不原諒的，浪子回頭總是一件可喜的事，你

說是吧！

游祥和： 我年輕的時候好高騖遠，為了追求虛浮的名利，

竟然離開了家鄉和親人，在外空度了十年，如今

真是後悔莫及呀！

游俊彥：知過能改，善莫大焉嘛！

游雪美︰ （諷刺地）看看你們兩位，正在演戲哪！一個是

浪子回頭，一個是慈祥的父親，多感人啊，我才

懶得欣賞呢！

（游雪美說完，匆匆離去。）

游祥和︰（想要叫住她）阿美！

游俊彥：算了，由她去吧！

游祥和：她的問題比我還嚴重！

游俊彥： 不要再談她的事了，還是說說你自己吧，什麼時

候把孩子帶回來？

游祥和： 我這次回來就為了徵求你的意見，既然你已經同

意，我立即行動，回南部將一些事物處裡完畢，

然後就帶孩子回家。

游俊彥：好，越快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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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祥和：我希望孩子能在一個祥和的環境中成長。

游俊彥：當年我給你起名叫「祥和」正是這個意思。

游祥和： 我懂了！我今天清晨，曾在附近走了一圈，覺得

我們家鄉有一種特色。

游俊彥：什麼特色？

游祥和： 它有新的一面也有舊的一面，那些新發展的地

區，高樓大廈以及寬廣的馬路，完全成為一個大

都會了，而老街仍是一片古樸，發人深省，我覺

得兩項都要同時注重，才能建設一個既新穎而又

懷古的都市特色。

游俊彥： 很好，今天早晨，終於讓我覺得，與人交談，不

再是滿口廢話了！

（燈暗。幕落。）

（劇終。）

〈長福橋之晨〉得獎感言

新北市文學獎自第二屆開始增設了舞臺劇本獎，這對我

來說是一個好消息，能夠得獎當然更是令人欣慰之事。

我這次劇本的背景是三峽，由於我在板橋住過許多年，

對於三峽地區是非常熟知的，她在青翠的山丘和田園之

間，便是熱鬧的街市，除了各式各樣的現代建築之外，

還有歷史悠久的廟宇和老街，因此我以長福橋為背景，

發揮了遊子返家愛鄉的情懷。能夠得獎，內心十分高

興，更希望此劇能在三峽的舞臺上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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