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葉(男) : 17 歲，高中生。性格善良單純、體貼孝順，是個乖巧的大男孩。父

母親從小離異，他和妹妹、外婆及重病在床的母親生活在一起。除了父親每個

月寄來的贍養費之外，他晚上也在便利商店打工，貼補家用。極度保護、疼愛

妹妹小安。對朋友很重義氣，喜歡幫助人。認識浩子之後，漸漸對他產生超出

朋友之外的情愫，發現自己其實喜歡浩子。 

 

 人物形象參考: 台灣男演員林柏宏 

 

浩子(男) : 17 歲，轉學生，阿葉的同班同學兼死黨。個性沉默寡言，有點憂鬱，

總是帶著神秘感。浩子和父親相依為命，幾年前父親因為被人陷害而積欠鉅額賭

債，父子倆不得不過著如同逃難般的生活。來到阿葉住的城鎮後，某天晚上因為

身體不適而昏倒在路邊，被路過的阿葉所救。認識阿葉之後，性格開始慢慢轉變。

對於好友阿葉似乎有某種特別的感情，但卻始終無法正面接受這樣的自己。 

 

 人物形象參考: 台灣男演員黃河 

 

小安(女) : 14 歲，國中生。性格開朗活潑，善於家務。一直都知道哥哥阿葉的

秘密，於是選擇在一旁默默守候、支持他。 

 

 人物形象參考: 台灣女演員孟耿如 

 

小傑(男) : 和阿葉一起在便利商店打工的同事，高職生。之後和阿葉的妹妹小

安在一起。 

 

 人物形象參考: 台灣男演員姜康哲 

 

阿嬤: 阿葉及小安的外婆，有輕微健忘症，非常疼愛孫子阿葉及孫女小安，從

小把他們拉拔長大。 

 

阿軒: 阿葉及浩子的同校同學，學校裡小混混們的老大，老師眼中的問題學

生。父親是學校董事，因此常常藉著家裡背景的關係，在外面胡作非為、欺負

同學。看似整天在外程兇鬥狠，其實內心軟弱，是個不折不扣的媽寶。 

 

 人物形象參考: 台灣男演員柯宇綸 

 



 

劇名: 孤島 

 

 

故事概念: 這是一個描繪兩名各自生長在非典型完美家庭的青少年，遭遇許多

人生中的挫折、難題，因而掙扎、成長的故事。 

 

 

故事大綱:  

阿葉是一名 17 歲的高中生，他和妹妹小安、外婆及臥病在床的母親相依為命。

阿葉是個溫和老實的乖學生，體貼孝順，白天到學校念書，晚上則到便利商店

打工。某天，值夜班回家的阿葉發現轉學生浩子倒在家附近的公園地上，於是

便把他帶回家。但是，隔天一早，浩子就消失了，只留下一張道謝的字條。 

 

 

隔天上學，阿葉發現浩子竟是新來的轉學生。詢問之下，浩子說他和父親相依

為命，但他們為了躲債，只能不斷搬家，來到阿葉居住的小鎮。之後，阿葉邀

浩子到家裡吃晚餐，兩人於是變成朋友。每天晚上，浩子都會到阿葉打工的便

利商店找他聊天，漸漸地，兩人的友誼越加深厚…… 

 

 

某個下雷雨的午後，阿葉接到外婆的電話，說母親突然過世的消息。喪禮過後

的那個晚上，阿葉及浩子相約在公園喝酒，浩子試圖安慰傷心的阿葉。突然

間，阿葉一時衝動，抱住了浩子，並不小心親吻了他。這個景象剛好被阿葉班

上的一名學生用手機錄了下來。隔天，拍下影片的學生及其餘幾名問題少年在

阿葉上學途中攔住他，並把他帶到小巷子裡金錢勒索，否則就要把影片放上

網。阿葉當場和他們起了爭執，卻寡不敵眾，被打得很慘。這幅景象剛好被路

過的浩子看到，他出手救了阿葉，卻也不小心打傷了人。浩子因為打架被迫停

學一個月，停學的這段期間，阿葉及浩子還是常常見面。直到某一天，浩子突

然消失了。 

 

 

在浩子即將復學的那一天，阿葉卻聽到浩子要轉學的消息。焦急的他立刻到浩

子家找他，但發現浩子早已經搬走。阿葉不願相信浩子已經搬走的事實，每天

晚上他還是會預留一瓶浩子最愛喝的飲料等他，但浩子卻遲遲沒有現身。有一

天放學途中，浩子突然出現在阿葉及小安面前。他說，他是來道別的。     



(倒敘法) 浩子說明：浩子及父親為了逃避賭債不得已只好搬到另一個城市。某

天晚上，浩子父親不見了。浩子著急地等了又等，父親卻始終沒有回來。之

後，浩子的父親被人發現陳屍在水溝裡，死因是遭人毆打致死。知道實情的浩

子非常憤怒，決定向討債集團的人復仇。他跟蹤其中一名小混混，握著準備已

久的小刀，一怒之下把他殺了。回過神，發現自己殺了人後，浩子只能逃跑。

並決定向阿葉他們道別後，就去自首。 

 

 

浩子入獄後，阿葉及小安時常去探望他，一開始阿葉都會跟他們見面，但漸漸

地，浩子越來越常以身體不適為由，拒絕與他們見面，甚至到最後完全不回應

他們的探訪。某天，阿葉突然接到浩子死在獄中的消息，到監獄領取浩子的遺

物時，發現了一本日記，才了解浩子這幾年來的一切 (倒敘法) 浩子在獄中被

發現是同性戀，因此在獄中遭受到嚴厲的欺凌。浩子忍受不了外在的壓力，且

始終抗拒自己的性向。最後，浩子決定上吊自殺，了結自己的生命。 

 

 

核心價值觀: 這個社會是不公平的。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有些人是幸福快樂

的長大，有些則幾經掙扎，不得不面對社會的黑暗面。不管外在環境如何，我

們都應該看開一切的不愉快，尋求朋友或他人的幫助，並為悲傷尋找出口。 

 

 

 

 

 

 

 

 

 

 

 

 

 

 

 

 

 

 

 



場 01 夜晚 內景／便利商店 阿葉、小傑 

 

△阿葉補完最後一批貨，準備下班 

 

阿葉：小傑，我這批貨補完了喔 ！剩下的就交給你了。 

 

△小傑站在櫃台看雜誌 

 

小傑：喔好，你放著吧 ！我待會就去。 

 

△阿葉走進員工休息室，脫下制服 

 

阿葉：你別再偷懶了，小心等等店長突然出現。 

小傑：拜託，現在幾點，他一定在家睡他的大頭覺好不好 ?倒是你，回

去小心一點啊！ 

阿葉：好~知道了。那我先走了喔 ！掰啦 ! 

 

△阿葉走出便利商店 

 

場 02 夜晚 外景／小公園 阿葉、浩子 

 

△剛下班的阿葉走著走著，途中經過一座小公園 

△阿葉在公園發現了倒在地上的浩子 

△阿葉向前察看 

 

阿葉：先生 ？先生你還好嗎 ？你怎麼了？需要幫你叫救護車嗎？ 

 

△浩子沒有反應 

△阿葉伸手摸浩子的脈搏，確認後發現還有氣息 

 

阿葉：還活著阿...太好了。 

 

△阿葉 OS：不然先帶他回家好了......這種天氣睡在外面，會死人的。 

△阿葉扶起浩子，往家裡走去 

 



場 03 白天 內景／阿葉家 阿葉、小安 

 

△一早起來的阿葉發現睡在他房裡的浩子不見了 

△阿葉發現書桌上有一張紙條 

△小安揉著睡眼惺忪的雙眼，經過阿葉房門口 

 

小安：哥，你昨天幹嘛睡客廳啊 ?我半夜起來上廁所看到有一個人躺在

沙發上，嚇都快嚇死了。幹嘛 ?你的床不好睡喔 ? 

阿葉：沒有啦 !我昨天打工太累，回到家就直接睡死在沙發上了。 

小安：吼~下次要睡去房間睡啦 !這樣會感冒耶。 

阿葉：好啦好啦~下次我會注意的。別擔心啦 ! 

小安：那你趕快去刷牙洗臉，我去準備早餐，不然上學要遲到了。 

阿葉：遵命 !老大。 

 

△小安走開 

△阿葉看著紙條，上面寫著 :「謝謝」 

 

場 04 白天 內景／教室 阿葉、浩子、老師、全班同學 

 

△教室內鬧哄哄的一片 

△阿葉和隔壁同學在聊天  

△突然間，教室門打開，老師及浩子走進來 

△教室突然安靜下來 

 

老師：同學們，今天我要跟你們介紹一位新同學。他叫陳子浩，是新

來的轉學生，請大家多多幫忙、照顧他。子浩，你的位置在那裏。 

 

△浩子走向座位，全班同學都在看他，尤其是阿葉 

 

老師：好了，大家專心一點，打開課本第 80 頁，準備開始上課了。 

 

△過了一陣時間，下課鐘響 

 

老師：那我們今天就先上到這裡，下課。 

 

△阿葉過去和浩子講話 

 



阿葉：同學，你還好嗎 ?昨天你怎麼就倒在路邊了呢 ? 

浩子：沒事。昨天謝謝。 

阿葉：謝什麼 ?有困難就要互相幫助啊 ! 

浩子：......  

阿葉：我叫葉柏軒，你也可以叫我阿葉。你是 ? 

浩子：陳子浩，叫我浩子就好了。 

 

△阿葉對浩子微笑 

 

阿葉：對了浩子，你昨天怎麼會暈倒在路上啊 ? 

浩子：可能是血糖太低了吧。我已經好幾天沒有好好吃飯了。 

阿葉：是喔......那你家人呢 ?你沒回家他們不擔心嗎 ? 

浩子：我爸昨天又喝得爛醉，根本不管我的死活。而且我前幾天跟他

吵架，他應該根本不想看到我吧...... 

 

△兩人一陣沉默 

 

阿葉：那個，如果你不介意的話，今天晚上要不要來我們家一起吃飯 ?

我們家雖然請不起什麼好料，可是我外婆的手藝真的超好的 !我最愛吃

她做的飯了。 

浩子：這樣好嗎 ?會不會太麻煩你們 ? 

阿葉：哎呀，沒什麼麻不麻煩的，來就對啦 !等等放學後一起回去吧 ! 

 

場 05 晚上 內景／阿葉家 阿葉、浩子、小安、外婆 

 

△阿葉一家人及浩子圍在小餐桌吃飯 

 

外婆 : 小葉阿，難得你帶同學回來家裡，要好好招待人家才行呀 ! 

 

△外婆轉頭看向浩子 

 

外婆 :你說你叫子浩是嗎 ?子浩啊，看你這麼瘦可不行呀 !年輕人在發育

要多吃點，才會長得好。 

 

△外婆夾菜給浩子 

 

浩子：謝謝阿嬤。 

外婆 :子浩，啊你現在有女朋友沒 ?(台語) 



浩子：沒有，我現在沒有女朋友。 

外婆 :這樣啊...啊我們家安安還不錯啦，雖然恰了一點，可是長的還算

古錐啦。(台語) 

小安：阿嬤 !!! 

浩子：沒有啦阿嬤，我現在還沒有想交女朋友啦 !先專心唸書就好。 

外婆 : 齁...對對對，年輕人有這種想法很不錯。啊你說跟我們家小葉是

同班同學是不是 ?小葉阿，啊你要好好照顧人家餒。 

阿葉：阿嬤，我會啦 ! 

 

△房間穿來咳嗽聲 

△小安起身進房 

△浩子往房間看了一眼，阿葉露出不安的神情 

 

阿葉 : 那是我媽。她生病已經很久了......不過我爸都會寄錢來，所以生

活還算過得去啦。 

 

△阿葉尷尬地笑笑，繼續吃飯 

 

場 06 晚上 內景／便利商店 阿葉、浩子 

 

△阿葉正在執夜班 

△這時，浩子走進便利商店 

 

阿葉 : 歡迎光臨 ! 

浩子：嗨。 

阿葉：咦，浩子! 

 

△阿葉露出大大的微笑 

 

阿葉：你怎麼會來 ? 

浩子：喔...晚上覺得無聊，想出來透透氣。 

阿葉：是喔 !對了，你要不要喝飲料 ? 我請你 ! 

浩子：不用啦 ! 

阿葉：沒關係啦 !我們店長說我們想喝什麼飲料都可以自己拿。 

浩子：那...給我一瓶無糖綠好了。 

阿葉：好，馬上來 ! 

 

△阿葉走到冷凍櫃前，打開櫃子拿了一瓶綠茶及一瓶果汁。 



 

阿葉：給你吧 ! 

浩子：謝啦。 

 

△兩人坐在店門口，喝著飲料 

 

阿葉：誒，阿葉，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 

浩子：恩，你問阿。 

阿葉：你為什麼會轉學到這裡來呀 ?這裡真的很小，什麼都沒有，很無

聊耶 ! 

 

△浩子沉默了一會，開口講話 

 

浩子：其實，我跟我爸是為了躲債，才來到這裡的。三年前，我爸被

朋友騙，簽了五千萬的本票，更別提還有不斷增加的利息...可是我們家

根本沒那麼多錢可以還，所以討債公司一直找上門來，還威脅說如果

還不出錢，就要拿我爸的命來還...這幾年我們總是一直搬家，每當好不

容易熟悉了一個地方，就又要搬走了... 

阿葉：...... 

浩子：我爸從那天之後，就像變了個人似的，每天都喝得爛醉，脾氣

也變得很暴躁...他以前不是這樣的，他以前是個很好的人，都是這件事

情害他變成現在這樣...... 

 

△阿葉突然站起身，對著浩子  

 

阿葉：浩子，你放心！雖然錢的方面我幫不上忙，但是以後如果你有

任何困難，或是有煩惱的話，我一定會站在你這邊的 !如果你願意的

話，也可以多來我們家坐坐，和我們一起吃飯 !我們家永遠歡迎你。 

 

△浩子聽到這話，忍不住流下眼淚。為了不讓阿葉發現，浩子伸手擦

了一下眼淚 

 

阿葉：浩子，你怎麼了 ? 你哭囉 ? 

浩子：媽的，才沒有...我眼睛進灰塵啦... 

 

△阿葉伸手搭住浩子的肩膀 

 

阿葉：哎呀，又沒關係，反正我們是朋友嘛 !來，乾杯 ! 



 

△兩人舉起飲料瓶，兩個瓶子「匡 !」的在空中碰在了一起 

 

場 07 早上 內景／學校內 阿葉、浩子 

  

△阿葉及浩子開心的在教室聊天 

△阿葉及浩子一起吃午餐 

△考試時，阿葉借浩子看考卷 

△打掃時間，兩人互相潑水嬉戲 

 

場 08 下午 外景／小吃店 阿葉、浩子 

 

△阿葉及浩子放學後一起在路邊吃小吃 

 

場 09 下午 外景／遊樂場 阿葉、浩子 

 

△阿葉及浩子到遊樂場打電動 

△兩人玩了很多種遊戲機 

 

場 10 下午 外景／河堤邊 阿葉、浩子 

 

△阿葉及浩子坐在河堤邊看夕陽 

△阿葉躺在草地上，浩子坐在他旁邊 

 

場 11 下午 內景／阿葉家 阿葉、浩子 

 

△阿葉及浩子一起回阿葉家 

△阿葉一家人和浩子一起吃晚餐 

 

場 12 下午 外景／便利商店門口 阿葉、浩子 

 

△浩子每天晚上都會去便利商店找阿葉聊天 

 

場 13 早上 內景／教室 阿葉、浩子 



 

△阿葉及浩子一如往常的在教室聊天 

 

阿葉：誒，昨天的那個節目你看了沒 ? 

浩子：恩，看了阿，真的超白癡的。 

阿葉：真的 !昨天那個主持人還說阿... 

 

△這時，阿葉的手機突然響起。阿葉接起電話 

 

阿葉：等我一下，我接個電話。喂 ?阿嬤 !怎麼了 ?我現在剛好是下課

時間啦 ! 

 

△阿葉聽了一會電話，臉色突然垮了下來 

 

阿葉：真...真的嗎 ?好，我知道了，我跟小安馬上回去。 

 

△阿葉掛掉電話，臉色凝重 

 

浩子：怎麼了 ? 

阿葉：我媽她...出事了。我現在要回家一趟。 

浩子：那...我幫你跟老師說一聲，你趕快回去吧 ! 

阿葉：好，麻煩你了。 

 

△阿葉說完，背起書包，衝出教室 

 

場 14 早上 內景／醫院 阿葉、小安、外婆 

 

△阿葉及小安跑進醫院，看到外婆坐在椅子上 

 

小安：阿嬤 ! 媽呢 ? 

外婆 : 她現在在加護病房裡...醫生說她的腫瘤轉移到其他地方，恐怕撐

不過今晚... 

 

△小安聽完，抱著外婆哭了起來 

 

阿葉：阿嬤，那爸呢 ? 有聯絡他了嗎 ? 

外婆：唉呀，就別提那個人了吧 !他根本不管你媽媽的死活，只想著越

早擺脫她越好...你媽也真是傻，當初怎麼會嫁給這種人呢... 



阿葉：怎麼會這樣... 

 

△三人說話的同時，病房內傳來了「嗶...」的一聲。在空曠的病房內，

這一聲響顯得格外刺耳，餘音迴盪不斷... 

 

場 15 早上 內景／阿葉家 阿葉、小安、外婆、浩子 

 

△外面下著大雨 

△阿葉站在鏡子前，端詳著自己 

△小安敲了敲阿葉的房門 

 

小安：哥，浩子哥來了，計程車也剛到樓下...我們差不多該走了。 

阿葉：嗯，給我一分鐘。 

小安：好，那我們在外面等你。 

 

△阿葉走出房門 

△小安、浩子及外婆坐在客廳，看到阿葉走出來，大家都站了起來 

△阿葉拉了拉領帶 

 

阿葉：走吧。 

 

△眾人打開大門，魚貫走了出去 

△大門關上的聲音迴盪在客廳裡 

 

場 16 晚上 外景／小公園 阿葉、浩子、阿偉 

 

△阿葉及浩子穿著西裝，分別坐在公園的鞦韆上 

△阿葉看著手中母親的照片，不發一語 

 

浩子：阿葉，你還好嗎 ? 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嗎 ? 

阿葉：...... 

浩子：我去買瓶水，你在這裡等我一下。 

阿葉：嗯。 

 

△十分鐘後，浩子拿著一瓶水回來，發現坐在鞦韆上的阿葉在哭 

 

浩子：阿葉...... 



阿葉：嗚嗚嗚嗚......你知道嗎 ?我真的很想我媽。雖然她這幾年都沒辦

法跟我們講話，只能躺在床上，可是是她跟阿嬤一手把我們養大的...以

前我被同學笑說我沒爸爸，我哭著跑回家的時候，我媽都會溫柔地安

慰我，抱著我睡覺，讓我感到不害怕。後來，我上國中後她就生病

了，可是我跟小安都相信她一定會好起來，一定會再次伸出雙手抱著

我們，跟我們說：「不用害怕，我在這裡。」可是...可是現在一切都太

遲了...她不會回來了... 

浩子：阿葉，我知道你現在很難過，可是你要振作起來才行。別忘

了，你還有小安跟阿嬤，以後你就是他們的支柱了。而且，你還有我

啊 !我會一直在你身邊陪伴你的。 

阿葉：浩子...... 

 

△浩子伸手，溫柔的抱住哭的像小孩的阿葉 

  

浩子：我在這裡，別害怕... 

 

△這時，哭的神智不清的阿葉突然一陣情感湧上心頭。於是他親吻了

浩子，就這短暫的兩秒鐘 

△浩子嚇到，輕輕地推開了阿葉 

△同時，這個舉動剛好被路過的同校同學，也是學校裡的問題學生阿

偉偷偷錄了下來 

△阿葉發現自己做了傻事，於是滿臉通紅，一臉尷尬地對著浩子 

 

阿葉：抱歉...我不是故意的...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這樣...突然就... 

浩子：沒關係，你一定累了吧!我先帶你回家休息，其他的明天再說。 

 

△阿葉及浩子離開小公園 

 

場 17 早上 外景／小巷子 阿葉、浩子、阿偉、一群不良

少年、教官 

 

△阿偉及一群不良少年在阿葉上學時堵住阿葉並把他帶到小巷子裡威

脅他給錢，不然就要把昨天錄的影片放上網 

 

阿偉：喂，死娘炮，如果不想讓別人知道你昨天在公園裡的事情，就

給我拿出錢來。 

阿葉：我...我沒錢。 

阿偉：沒錢？當我不知道你有一個有錢的老爸嗎 ? 



阿葉：那個男人才不是我爸。 

阿偉：我他媽的才不管他到底是不是你爸。總之，你最好給我拿出

5000 元封口費，不然就等著看影片被上傳到網路上吧 ! 

阿葉：就跟你說了我沒錢 ! 

阿偉：沒錢 ?沒錢是不是，好，其實還有另一個方法。聽說妳妹妹也讀

我們學校？我記得好像是一年級的吧 !既然你付不出錢，那我就去找你

可愛的妹妹玩玩好了。 

阿葉：你休想動我妹 ! 

 

△阿葉說完，一拳朝阿軒揮了過去，卻撲了個空 

 

阿偉：媽的，這個死 GAY 炮居然想打我 ?兄弟們，動手 ! 

 

△小混混圍著阿葉，一群人對他拳打腳踢 

△這時，浩子剛好經過，看見倒在地上的阿葉，於是衝過去與眾人扭

打 

 

浩子 : 幹，不準你們欺負我兄弟 ! 

 

△阿偉拿起地上的石頭，朝阿偉扔過去 

△石頭砸中阿偉的頭，阿偉倒下，鮮血直流 

 

不良少年們： 老大 ! 

 

△這時，遠處有人大喊：「教官來了 !」 

△教官從遠處跑過來 

 

教官：你們在幹什麼 !通通不准動，都跟我回教官室 ! 

 

場 18 早上 內景／教官室 阿葉、浩子、教官、阿偉、阿

偉母親 

 

△浩子、阿葉及阿偉坐在教官室 

△阿偉母親對著教官破口大罵 

 

阿偉母親：這什麼爛學校 !我兒子上學途中被人打到頭破血流，像話

嗎! 

教官 : 林太太，這件事情不是您想的那樣。在場同學們表示，是您的



兒子先欺負其他同學，這位被欺負的同學還手才造成這樣的。 

阿偉母親：不可能，我家銘偉很乖，不可能做出這種事的。銘偉，你

跟媽說，是不是這兩個壞小孩欺負你 ? 

阿偉: 對 !我本來好地走在路上，結果就被他們拉進巷子裡勒索，我不

肯給，結果就被他們兩個打成這樣 ! 

 

△浩子氣憤地站起身 

 

浩子 : 最好是這樣，你不要惡人先告狀 ! 

阿偉母親：哎呀，你看看，小混混現在還想要打人呀 ? 沈教官，這件

事情可不能就這麼算了呀 !這兩個壞學生一定待受到處分才行。 

教官 : 林太太，這件事情我們會再進一步調查，之後對這兩名學生作

出相對應的處分。 

阿偉母親：那就好。像這種功課不好、家裡又沒錢的學生，真的是社

會的敗類，難怪會做出這麼野蠻的行為。沈教官，還請你務必要對他

們施予重罰，不然難保他們下次會再對我兒子做出什麼事呢 ! 

教官 : 林太太您放心，學校這邊會再處理的。 

 

△教官把阿偉及阿緯母親送出教官室 

 

教官 :今天還麻煩您特地跑這一趟，不好意思了。慢您請走。 

 

△教官回到教官室 

 

教官 :你們兩個，沒事幹嘛招惹林銘偉 ?你們不知道他爸是學校的董事

嗎 ? 

浩子 : 教官，我們沒有，是他先找阿葉麻煩，我才出手的。 

教官 :唉 !算了算了，現在講什麼藉口都沒用了。陳子浩，因為你動手

打傷人，所以罰你停學兩個星期，外加小過一隻。我會再通知你父

親。 

阿葉：教官，這太不公平了吧 !浩子是為了救我才打人的耶 !為什麼沒

有做錯事的人要受到懲罰 ? 

教官 :你們也看到了，林銘偉的父親是學校的董事，我們可不能得罪他

呀 !再說，停學也沒什麼不好，你就當作是在家自習好了 !順便反省一

下自己做的事。 

阿葉：教官 ! 

教官 :好了好了，就這樣吧 !你們趕快回教室去上課。 

 



△教官把阿葉及浩子趕出教官室 

△兩人並肩走著 

 

阿葉：這算什麼 !為什麼我們沒有錯，卻要遭受這樣的對待 ! 

浩子 : 因為這世界，本來就沒有公平的事吧... 

阿葉：浩子，對不起，要不是因為我，你也不會... 

 

△浩子伸了一下懶腰 

 

浩子 :沒事啦 !反正我也不喜歡念書，在家待著也好。 

阿葉：浩子... 

浩子 : 反正之後又不是見不到面，我還是可以去你打工的地方找你啊 ! 

阿葉：嗯...... 

 

△阿葉擔心的看了一下浩子的側臉，欲言又止。 

 

場 19 晚上 內景／阿葉家 阿葉、浩子、小安、外婆 

 

△浩子(穿便服)偶爾還是會到阿葉家吃晚餐 

 

場 20 晚上 內景／便利商店 阿葉、浩子 

 

△浩子還是會去便利商店找阿葉 

△直到某一天，浩子不再出現 

 

場 21 早上 內景／學校 阿葉、老師、同班同學 

 

△上課鈴聲響起 

 

老師：同學們，老師這邊要跟大家說一件遺憾的事。明天是陳子浩復

學的日子，可是不巧的是，他因為家裡的關係，明天剛好也要轉走

了。所以，同學們如果有話想跟他說，可以到他家裡去找他。好，事

情宣布完，那我們就開始上課了。 

 

場 22 傍晚 外景／浩子家 阿葉 

 



△阿葉下課後，立刻騎著腳踏車到浩子家找他 

△阿葉按了浩子家的門鈴，沒有人回應 

△阿葉對著樓上大喊 

 

阿葉：陳子浩 ! 

 

△阿葉拿出手機，打給浩子 

 

阿葉：接電話啊... 

 

「轉接語音信箱，嘟聲後開始計費，如不留言請掛斷，快速留言嘟聲

後請按 5...」 

 

阿葉：媽的 ! 

 

△阿葉揮起拳頭打向牆壁，牆面上留下了阿葉的血跡 

△夕陽緩緩落下，阿葉顫抖的身影在地上形成了一條好長的影子 

 

場 23 晚上 內景／便利商店 阿葉、小傑 

 

△阿葉把玩著手中的飲料，看著門外發呆 

 

小傑 : 好了啦，這瓶茶都快被你變成手搖茶了。看你這樣心不在焉

的，很擔心耶 ! 

阿葉：我沒事啦。 

小傑 : 我想，浩子一定是有什麼苦衷，才會一聲不響地搬走。等過一

段時間，他就會跟你聯絡的。 

阿葉：如果是這樣就好了...... 

 

場 24 下午 外景／小公園 阿葉、小安、浩子 

 

△阿葉及小安放學後一起走回家，途中經過小公園 

 

小安：哥，今天晚上我煮你愛吃的菜，好不好 ? 

阿葉 : 嗯...... 

小安：那你想吃什麼 ? 

 



△阿葉看了一眼小安，有氣無力地微笑 

 

阿葉 :只要是你煮的，什麼都可以... 

 

△突然，小安停下腳步。阿葉抬頭，看到浩子就站在面前 

 

小安：浩子哥...... 

浩子 : 嗨，好久不見。 

 

△小安看了一眼阿葉，阿葉震驚地盯著浩子 

 

小安：哥，你們聊。我先回家準備晚餐。 

阿葉 : 嗯... 

 

△小安跑走 

 

浩子 : 阿葉，你...最近好嗎? 

阿葉 : 還可以...你...到底去哪裡了 ?為什麼一聲不響地搬走 ? 

浩子 : 我這次回來，就是要跟你說這件事的。我們先找地方坐著再說

吧 ? 

 

△浩子及阿葉分別坐在兩個鞦韆上 

 

浩子 : 在我復學的前一天，討債的人找到這個鎮上來了。我跟我爸不

得已，只好連夜搬走。到了別的城市，我本來想打電話給你，可是手

機又剛好沒電......那幾天，我們因為沒地方住，只好睡在公園的涼亭

裡。某一天晚上，我買了晚餐，結果回到涼亭卻發現我爸不在。起

初，我以為他只是到某個地方晃晃，可能晚一點就會回來了。可是，

到了隔天早上他卻一直都沒有出現。我很擔心，所以到警察局報案，

可是他們說要失蹤 48 小時才能夠報失蹤人口。所以我就繼續等，直到

兩天後，我走在路上發現有警察跟一群人圍在路邊，還拉起了封鎖

線，靠近一看，才發現是我爸。他死了，被人打死丟在水溝裡。 

 

△浩子的聲音顫抖，開始默默啜泣 

 

浩子：我立刻知道是誰幹的，那群吸血蟲，要不到錢就把我爸給殺了...

有天晚上，我跟蹤其中一個打死我爸的小混混，他喝得不省人事倒在

巷子裡，完全沒有認出我是誰。我想起我爸，一氣之下拿起小刀就往



他砍去。結果等我回過神來，就發現我殺了人...我很害怕，所以只能逃

跑...後來，我想了很多，決定還是去自首......所以，我今天來，是要跟

你道別的。 

阿葉 : 浩子，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現在是，以後也會是...我絕對不會忘

記你的。 

 

△阿葉也開始哭泣 

 

浩子：阿葉，謝謝你當我的兄弟。一直以來受你照顧了。 

阿葉 : 嗯......我也很開心能有你這麼一個朋友。我會等你的。等你出

來，我們再一起回家，吃阿嬤煮的飯...... 

浩子 : 嗯...... 

 

場 25 早上 內景／阿葉宿舍 阿葉、小安 

 

△三年後 

△鬧鐘響起，正在睡覺的阿葉起身關掉鬧鐘 

△阿葉察看手機，行事曆跳出：「母親忌日」 

△阿葉撥打電話給小安 

 

阿葉：喂 ?小傑嗎 ?我阿葉啦 !可以請小安聽一下電話嗎 ? 喂 ?小安 ? 

今天要去媽那裡，你沒忘記吧 ?好，那我們一個小時之後見。 

 

△阿葉 OS : 趁今天......再去一次看看吧 ! 

△阿葉梳妝整理，準備出門 

 

場 26 早上 外景／墓園 阿葉、小安、外婆 

 

△阿葉媽媽的墳前擺滿了鮮花，阿葉、小安及外婆站在墳前 

 

外婆：都已經三年了...可是我總是覺得，你媽媽好像還住在家裡一樣...

唉 !真的好不習慣阿... 

小安 : 唉呦阿嬤，妳這樣講，媽一定會捨不得的啦 !我倒覺得，她一直

都陪伴在我們身旁，從來沒有離開過呢 !哥，你說是不是 ? 

阿葉：嗯，我也覺得 ! 

 

△三人相視而笑 



 

阿葉：小安、阿嬤，我今天有個非去不可的地方，因為時間有點晚，

再不去的話就來不及了......所以小安，你能先帶阿嬤回家嗎 ? 

小安 : 好，我知道了。阿嬤，我們走去外面叫計程車吧 ! 

 

阿葉：掰掰，路上小心喔 ! 

 

△小安及外婆走遠 

△阿葉回頭，往反方向走去 

 

場 27 下午 內景／監獄 阿葉、獄警 

 

△阿葉坐在監獄的會客室內，焦急的等待 

△浩子出現 

△阿葉與浩子分別坐在玻璃的兩邊 

 

阿葉：浩子...... 

浩子：阿葉，你來了啊...我不是叫你不要再來了嗎 ? 

阿葉：怎麼可能說不來就不來...浩子，你到底是怎麼了 ?為什麼最近都

不願意見我跟小安呢 ?明明之前都還好好的啊 ! 

浩子：阿葉，你還是不要管我比較好... 

阿葉：說什麼傻話，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耶 !我當然會擔心你、想知道你

怎麼了啊 !浩子，如果你有困難的話可以跟我說，我會想辦法解決。 

浩子：算了吧，連我自己都搞不懂我到底在幹嘛......總之，你以後不要

再來了。 

 

△浩子起身離開，被獄警帶走 

 

阿葉：浩子 !浩子 ! 

 

△監獄的大門關起，金屬聲「鏘啷」地迴盪在空蕩漫長的走廊，似乎

永無止盡 

 

場 28 早上 內景／大學教室 阿葉、同學、教授 

 

△教授正在講台上教課，阿葉認真地聽課作筆記 

△這時，阿葉的手機響起，阿葉看了一眼發現是他不認識的號碼 



△阿葉走出教室聽電話 

 

阿葉：喂 ?是、是，我是。對，我認識。好......我現在馬上過去，謝謝

你。 

 

△阿葉走回教室收拾書包，之後走出教室 

 

場 29 早上 內景／警察局 阿葉、警察 

 

△阿葉走進警局 

 

阿葉：你好，我是陳子浩的家屬，請問 ? 

警察 : 你來了啊 !葉先生，我們這邊請。 

 

△阿葉及警察走進一間辦公室 

 

警察 :葉先生，我們必須很遺憾的通知你，今天早上約莫五點鐘，監獄

的同仁在巡邏時，發現死者陳子浩在自己的牢房裡，上吊自殺了。 

阿葉：怎麼會這樣...浩子他，浩子他不會做這種事的 ! 

警察 :葉先生，我們已經請法醫確認過了，請您冷靜。 

 

△警察拿出一本日記本 

 

警察 : 這是死者陳子浩的日記。我們今天早上發現他，當時這本日記

本就放在桌上。因為死者並沒有任何親屬在世，而且日記裡提到不少

關於你的事情，所以我們只好根據日記上的名字找人，然後打電話通

知你。你可以帶走它，或是之後交給我們處理，看你決定。 

阿葉：我...我要留著它。 

警察 : 我去倒杯水給你。 

阿葉：嗯..謝...謝謝...... 

 

△警察走出辦公室，留下阿葉一人獨自坐在那裏，像尊雕像般一動也

不動 

 

場 30 下午 外景／小公園 阿葉 

 

△阿葉坐在公園的椅子上，整個下午都在讀浩子的日記。 



 

場 31 下午 內景／監獄內的食堂 浩子、其他獄友 

 

浩子旁白 : 我來到了這個詭異、混亂又骯髒的地方。說真的，這裡的

氣氛很讓人窒息，空氣瀰漫著暴力、恐懼與不安的氣味。只要一直待

在這裡，想必我的內臟也會一點一滴，慢慢地被腐蝕殆盡吧 ! 我告訴

自己，五年，只要再過五年，我就可以離開這裡，重新開始新的生活

了。所以我下定決心，在這裡只要安安穩穩地過完就好，不要去招惹

或認識任何人，像空氣一般的活著。 

 

△現在是吃飯時間，浩子一個人坐在角落寫日記 

 

浩子旁白 : 但是，有的時候雖然你不想找麻煩，麻煩卻還是會自動找

上你。 

 

△這時，一群獄友圍了過來，看浩子是新來的，因此想找他麻煩 

 

獄友 A : 喂，新來的，在寫日記啊 ?也借我們看一下嘛 ! 

浩子 : 走開。 

獄友 B : 唉喲 ?很囂張嘛 ! 

 

△浩子不理他們，起身想走掉 

△獄友 C 趁機搶走了浩子的日記 

△浩子想搶回日記，但被其他人擋住阻止 

 

△拿到日記的獄友隨便翻開一頁，開始大聲唸著浩子日記的內容 

 

獄友 C : 9 月 25 日，星期天，雨。今天是他母親的喪禮，我也一起出

席了。晚上，我跟他在那個公園喝酒。他好像真的很難過。突然，他

開始放聲大哭起來，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他，只好輕輕抱著他。真奇

怪，抱著他，我竟然有種很溫暖的感覺。 

 

△這時眾人開始鼓譟、打鬧嘻笑 

△浩子想掙脫，卻被牢牢架住 

 

獄友 D : 呦 !原來你是那個啊 ?真的是看不出來餒。 (台語) 

獄友 B : 嘻嘻嘻嘻。 

獄友 A : 惦惦啦 !讓他念完。 



 

獄友 C : 他的身體因為哭泣而顫抖不已，像隻受驚嚇的小動物，讓我

想再多抱著他久一點。在那個時刻，事情就這麼發生了，我還來不及

反應過來，手就已經下意識地把他推開。他好像很尷尬，臉都紅了，

真...... 

 

△突然間，浩子衝上前去，打了獄友 C 一拳，並搶回日記 

 

獄友 C : 挖咧幹拎娘咧 ! 

 

△一群人對著浩子打了起來 

△獄警趕緊過來拉開眾人 

 

場 32 晚上 內景／監獄內的禁閉室 浩子 

 

浩子旁白 : 在禁閉室的日子真的很無聊，不過至少暫時不用面對那些

鳥事了。 

 

△浩子一個人坐在禁閉室裡，抬頭看著鐵窗外的月亮發呆 

 

浩子旁白 : 這個秘密，一直讓我很苦惱......我沒有讓任何人知道，尤其

是我爸，因為他如果知道了，一定會把我打死的。我想，有些事情只

要不去承認，那它就不會是真的了吧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我越是抗拒

它，就越覺得痛苦...我到底該怎麼做才好...... 

 

△突然間，他開始大哭了起來 

 

場 33 白天 內景／監獄內 浩子、其他獄友 

 

△浩子在監獄內不斷遭受到欺凌，每天都渾身是傷 

 

浩子旁白 : 又來了，每天都是那些無意義的惡作劇，真的很煩。到底

為什麼要針對我 ，我根本就沒有錯 !到底為什麼 ! 

 

場 34 晚上 內景／監獄內 浩子 

 

浩子旁白 : 我好累，真的快承受不住了。拜託，誰可以救救我。我變



得似乎越來越不像自己了...... 

 

△每天晚上，浩子都會坐在房間內的地板上，手裡抱著日記本，看著

地上，一動也不動的想事情 

△浩子突然又哭又笑，像發瘋了一樣 

 

浩子旁白 : 如果放棄這一切，不知道會不會輕鬆一點呢 ? 

 

場 35 早上 內景／監獄內 浩子、獄警 

 

△某天凌晨，來巡邏的獄警發現浩子上吊在自己的房間內 

△浩子的日記靜靜躺在旁邊的桌子上 

 

場 36 晚上 外景／小公園 阿葉 

 

△太陽下山，黑夜降臨，阿葉卻仍坐在椅子上不肯起身 

△阿葉讀完日記，抬頭看了看天空，天空中滿天星斗 

 

阿葉：浩子，我們不是說好了嘛 ?我說我會等你出來，我們再一起完成

好多好多事情的。或許...或許我們可以一起有個很美好的未來的...可是

你竟然早我一步先走，原來你是個這麼不守信用的傢伙啊...... 

不過，一直以來謝謝你，雖然我不知道你是怎麼想的，可是阿，你永

遠都會在我心裡，而且不僅僅是朋友。以前是，現在是，以後也都會

是。謝謝你讓我真正了解自己。從此以後，我不會再逃避了。我會更

加重視自己的感情，去追求真正想要的。如果有人問起，我也可以抬

頭挺胸的和他們說 :「對，我就是同性戀，怎樣 ?我喜歡男生，而且這

沒什麼好丟臉的 !」 

 

△夜越來越深，路上行人漸少 

△阿葉起身，走到販賣機前投了一瓶無糖綠茶 

△阿葉舉起綠茶，對著天空大喊 

 

阿葉 : 浩子，你要不要喝飲料 ?我請你 ! 

 

△阿葉喝了一口綠茶，抬頭對著天空微笑 

△天上繁星點點，但似乎有這麼一顆，在眾星之中顯得格外閃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