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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紹 

 

李建霖： 

劇中的核心主角，從小在一個物質生活缺乏的環境下長大，是一個很

懂得知足也很樂於分享的人。但後來家庭一系之間大轉變，也造成建霖

人格變得很自私也很負面。後來建霖成為一個家公司的大老闆，但是他

非常的自私，認為所有的窮人都是因為自己不努力所造成的。 

他有一個秘書，李靜，個性是建霖的相反，非常樂於助人。建霖時常

遇見一位老奶奶，她正是建霖失散已久的母親。但由於建霖成為老闆以

後，不願意接觸窮人，也導致沒有認出常到公司撿回收的母親。 

後來建霖嘗試到了失敗的滋味，也體會到窮人的生活，決心要改變自

己，建霖也成為了一位樂於助人的有錢人。 

 

李靜： 

 建霖的秘書，個性相當外向，非常樂於助人。她常常是著要去改變老

闆那副自私的心態，但是後來發現自己也無能為力。 

 

老奶奶： 

 是一位積極正向的老人，無論是刮大風下大雨，她每天都會上街頭去

撿回收來變賣。她有一顆善良的心，知道自己的地位在社會上雖然比較

低，但是看到需要幫助的人，她還是會很樂意伸出援手。 

 她是建霖的母親，但由於很早就將建霖送去育幼院了，之後的三四十

年也沒有再與建霖聯絡，也不記得他長大之後變什麼樣子了。 

 

 

 

  



故事大綱： 

 每一個人都會遭遇生命當中的低潮，這一段烏雲密佈的時間，你會希望誰

來替你撐起遮雨的傘？而當你擁有能力的時候，你願不願意付出自己的心力，

去幫別人撐起一把傘呢？ 

 建霖與李靜是工作上需要互助合作的同事，但是在價值觀兩人卻截然不

同。有一天兩位在與客戶見面時，一位撿回收的老太太被雨淋得非常狼狽，李

靜急急忙忙的衝出去，撐了一把傘給她並帶她進公司稍微休息。這一幕被老闆

及客戶看到了，相當尷尬。由於面子的問題，建霖和李靜為此爭執不休。此後

的爭端，也都是圍繞在李靜過於多管閒事，及老闆太過自私自利。 

 好景不常，建霖的公司倒閉了，他到處尋求協助卻得不到回應。之後的一

段時間，他受盡社會上的嘲諷與冷落，也深刻感受到那些曾被他取笑過的人，

當時心裡面的感覺是多麼難受。 

 有一天，終於有人主動伸出援手了，那個人正是那一位被建霖趕過的老奶

奶，也是他失散多年的母親。建霖彷彿大夢初醒，回想過去的點點滴滴，深刻

的反省自己。最後決定改過向善，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人類常常用自己的觀點來看世界，認為別人的失敗都是因為他們的努力不

夠。但社會上很多事情就是不平等的，也不是說翻身就翻身。當我們有權有勢

時，你願不願意放下身段，伸出援手呢？ 運用同理心，沒有人希望得不到尊

重，在這個世界裡，我們都需要換個角度思考，替他人創造出一個更友善的環

境。  



場 01 夜 內景 / 辦公室 董事長建霖、秘書長李靜 

 

△窗外下著朦朧細雨，偌大的辦公室相當潮濕。李靜用手擦拭玻璃窗上  

  的凝結的水珠，望向大樓廣場中央，開心踩著水窪的孩子們。 

△今天是李靜女兒的生日，但她卻沒辦法親自接她放學。建霖嘴上叼著 

  一根煙，緩緩地向李靜走去 

 

  建霖：記得在明天之前，把要給客戶看的簡報做好。 

  李靜：可是今天是我孩子的生日，我得回去陪她啊。 

  建霖：妳都已經工作這麼多年了，還不知道事情的輕重緩急嗎？ 

  李靜：可是 18 歲的生日，一輩子只有一次。 

  建霖：那又如何？都長大了，小孩怎麼還這麼依賴父母啊？ 

  李靜：話不是這樣說的…… 

 

△建霖還沒聽秘書說完，就拿起牆上的遙控器將冷氣關掉，頭也不回的  

  走出去，甚至還回顧一下辦公室，並順手將燈關上。整個辦公室只剩 

  下李靜桌上那盞日光桌燈。 

△李靜無奈地嘆了一口氣，倒了一杯咖啡，繼續工作。 

 

 

場 02 夜 外景 / 辦公大樓旁的道路 建霖、路人們 

 

△已過了尖峰的下班時間，道路上的店家也逐一拉下鐵門。外頭一樣飄 

  著雨，建霖撐起一把黑色的傘，嘴裡咒罵了幾句。 

△走在路燈之下的人行道，一家麵包店的廚師端著裝滿麵包的烤盤，直 

  接倒入門前的垃圾桶裡。一位流浪漢立刻向前翻找垃圾桶。 

△幾位小朋友吵吵鬧鬧的從自助餐店裡跑跑跳跳的出來，手上端著一個 

  鐵飯盒，裡面裝著滿滿的剩菜剩飯，但他們臉上都掛著滿足的笑容。 

△建霖只是用冷漠的眼神，看著眼前所發生的一切。他繼續向前走，轉 

  了個彎，從原本明亮的大馬路，瞬間轉換成幽暗的灰色系。 

△建霖回到他的住處，是座很大的豪宅，但一點生氣也沒有，四周是高   

  聳的灰色鐵欄杆圍著。雨仍然下著，一位老奶奶在建霖家的屋簷下躲  

  雨，堆滿紙箱的手推車因空間不夠，只能放在屋簷外任它被淋濕形。 

△建霖只是冷冷地瞥了一眼，並沒有趕她走，只是拿起鑰匙進門去了。 



場 03 日 內景 / 辦公大樓 建霖、李靜、同事宇倫和佳瑩 

 

△辦公室裡的人差不多都到辦公室了，各自開始做起自己的事情。此  

  時，李靜才慌慌張張跑進來，氣喘吁吁地說。 

 

  李靜：老闆，不好意思，今天我媽生病了，我先帶她去看醫生，然後 

        再趕過來，真的很對不起。 

  建霖：你下次給我早點到！每次都這樣拖拖拉拉的，事情不能在下班 

        前做完，然後每次上班都有理由遲到，家裡的人是都不會自己 

        想辦法嗎？生日也要妳陪，生病也要妳陪，怎麼這樣啊？ 

  李靜：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只是剛好…… 

  建霖：每次都有藉口，我不想聽了。等一下到我辦公室進行簡報！ 

  李靜：可是…… 

 

△建霖甩上辦公室的門。李靜愣在公司的大門前，落魄地走進去，同事 

  們紛紛上前關心，並對老闆的態度指指點點的。 

 

  佳瑩：沒關係啦！老闆每次都這樣，見怪不怪了。 

  宇倫：我們老闆自己沒有家庭，很難懂我們的苦衷拉。 

  李靜：可是我真的非常看不慣他一點同理心都沒有。 

  佳瑩：但我們也很難改變什麼啊，我們還是要看老闆臉色拿薪水。 

  李靜：我們一直一直替老闆賺錢，他似乎一點都不重視我們。 

  宇倫：不僅不重視員工，他真的一點愛心都沒有哎。你知道嗎？我上 

        次在和平東路上看到他，他站在一個賣口香糖坐著輪椅的老人 

        前破口大罵唉！不買就算了，還要數落一下人家，真的是很可 

        恥，以後就不要輪到他變成那樣。 

  李靜：真的假的？！我以為他只是對這個社會比較冷漠而已。 

  佳瑩：他大概是覺得全世界沒有錢的人，都是自己不努力吧？ 

  建霖：你們這群人再不努力一點，一輩子就這麼窮吧！ 

 

△建霖似乎聽到了員工們在議論自己，打開門碎念個幾句。全體員工立 

  刻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李靜立刻帶著簡報進去總經理室。 

 

  建霖：看來這份簡報你有用心在準備。 



  李靜：還不是犧牲陪家人的時間換來的。 

  建霖：有什麼關係，你待會跟客戶見面若表現的好，還會給你很高的 

        分紅，不是很值得嗎？ 

  李靜：很多事情不是用錢就可以換來的。 

  建霖：你自己看看，這世界上多少人還背負著幾十年的房貸，多少人 

        還要再下雨天裡翻找垃圾堆的食物，你覺得他們會快樂嗎？ 

  李靜：老闆，你的邏輯真的很奇怪，不應該這樣說…… 

  建霖：好好好，別跟我爭論這個，客戶要來了，趕快下樓接他 

 

 

場 03 日 內景 / 辦公大樓 1F會客室 2 建霖、李靜、客戶承翰 

 

△大樓外面下著滂沱大雨，一台車從門前呼嘯而過，濺起了大量的水 

  花，一位在雨中推著手推車的老奶奶，被弄的整身都是骯髒的泥巴。 

△這輛車在大樓前停了下來，建霖與李靜急忙上前撐傘。 

 

  建霖：記得啊，不要讓客戶被雨淋濕了。 

 

△李靜開了車門，在接承翰進門時，突然瞥見了一個遠方老奶奶的身 

  影，想過去幫她撐傘，卻無法。她將承翰帶入一樓大廳，與建霖和他 

  正討論著接下來訂單的情形。 

 

  建霖：好，那我們就先這樣決定了，會在下週準時交貨給您 

  承翰：謝謝您了！相信這次的合作會很愉快。 

△李靜在建霖耳邊講了幾句話，與承翰示意之後，就走拿著一把傘急急 

  忙忙的跑了出去。 

 

 

場 04 日 外景 / 辦公大樓外面 李靜、老奶奶 

 

△雨絲毫沒有減弱的趨勢，老奶奶還在大樓前的大型垃圾桶，翻找著可 

  以回收的物品。李靜急忙上前撐傘。 

 

李靜：趕快進來裡面躲雨吧！ 



老奶奶：不用拉！我已經習慣了 

李靜：但是你這樣會感冒拉 

老奶奶：我這邊撿完就要回去了，真的沒關係 

李靜：你如果需要回收的東西，我去裡面拿給你拉！趕快進來，不要感 

      冒了，我倒杯熱水給你喝，也順便把衣服吹乾吧！ 

 

△李靜還沒有等老奶奶講完，就先將她手上拿的東西放下，攙扶著有嚴 

  重駝背的她，協助把推車移至大樓騎樓底下。 

 

 

場 05 日 內景 / 辦公大樓 1F會客室 2 建霖、李靜、承翰、老奶奶 

 

△滿身是泥沙的老奶奶，在潔淨的大理石地板上，留下了一個個灰色腳 

  印，沾滿泥沙的雨水沿著衣角不停的落下。 

△李靜扶她到另一間會客室，並請櫃檯警衛拿了一大條毛巾 

 

承翰：哎咦？那不是你們的秘書嗎？ 

建霖：呃…是沒錯，高總啊，不好意思，讓您見笑了，我們公司是不跟 

      這樣的沒水準的窮人打交道的，請您別誤會。我這就把她趕走。 

承翰：喔不了，李董，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覺得很抱歉。 

建霖：什麼意思？ 

承翰：我剛才坐車過來的時候，車子濺起了一大片水花，她可能是因為 

      我而這樣的，應該過去跟她道歉一下。 

建霖：不用了啦！您貴為總經理，何必跟一個撿回收的乞丐計較。 

承翰：心裡總是會過意不去嘛。 

 

△承翰準備起身，卻又被建霖制止，還轉移了話題。 

 

承翰：李董啊，您這是……? 

建霖：好啦！高總，這就交給我的秘書去處理啦，我們還是先討論一下 

      要跟工廠談論的價格吧！  這份文件您再確認一下，我們會在這     

      週進貨進行加工，然後…… 

 

△承翰看著老奶奶走進另一個會客室，默默的又坐下來。 



場 06 日 內景 / 辦公大樓 1F會客室 1 李靜、老奶奶 

 

△李靜倒了一杯熱水，正坐下來想聽聽老奶奶的故事 

 

  老奶奶：你們老闆一定很好，我之前去幾家公司撿回收，一樣下雨，  

          我也沒有雨傘可以撐，只有你們還讓我進來休息。 

  李靜：  呃……謝謝啦！是說，奶奶您怎麼下雨天還要出來？ 

  老奶奶：沒有辦法啊，不出來撿，今天晚上就沒有飯吃了。 

  李靜：  奶奶您自己一個人住嘛？ 

  老奶奶：是啊！我很早就和先生離婚了。小孩也送人家領養了。 

  李靜：  那您後來有再見到您的兒子嘛？ 

  老奶奶：沒有了唉。在我送他去育幼院的第一年去，因地震的關係倒 

          了，後來也不知道搬到哪，就再也聯絡不上了。 

  李靜：  沒關係啦！您兒子一定還在這世上努力地過活。 

  老奶奶：那也沒有什麼用啊，四十多年過去了，他一定不認得我了。 

  李靜：  但是您還記得他吧？ 

  老奶奶：他也長大了，我怎麼可能還記得。 

  李靜：  說不定他有很特別的地方，現在還存在著呀！ 

  老奶奶：有啦！他小時候很喜歡在下雨天時，把一支大雨傘放在地 

          上，躲進去自己的世界裡。 

  李靜：  這聽起來真的很像是小朋友會做的事情。 

  老奶奶：沒關係啦，我現在一個人也是過得好好的。我也差不多要先 

          離開了，今天很謝謝你們，幫我跟你們老闆說聲謝謝。 

  李靜：  可是外面還在下著雨哎 

 

△李靜沒能阻止老奶奶，她緩步向外走出去。推著手推車，轉入右手邊 

  的一條巷子，就消失在大雨之中了。 

 

 

場 07 日 內景 / 辦公大樓 建霖、李靜、同事宇倫和佳瑩 

 

△隔天，李靜一樣遲到了，又遭到老闆念了一頓。 

 

  建霖：你看你又遲到了，今天又是什麼理由？ 



  李靜：今天在路上看到一個小朋友要過馬路卻沒有雨傘，我把我的雨 

        傘借給了他，讓他趕快去上學。 

  建霖：所以呢？ 

  李靜：所以我就在屋簷下等雨停，然後再趕快跑過來。 

  建霖：我真的是很不懂為什麼你們老是要做這些事，他們這些接受你 

        們幫助的人又不會回報你們，你們這樣子根本就是做白工。 

  李靜：沒有關係呀，至少我覺得很快樂。 

  建霖：沒有錢都不會快樂啦，你們這群人要我講多少次才會懂？ 

  建霖：李靜！你等一下到辦公室來，我有話要對你說。 

 

  佳瑩：妳又怎麼了，怎麼最近這麼常被老闆盯上？ 

  李靜：說真的我也不是很清楚，老闆可能不喜歡我這麼熱心吧。 

  宇倫：我很不懂哎，熱心的人到底是錯在哪邊？ 

  李靜：誰知道。 

 

△李靜憤憤不平，起身走進董事長辦公室。 

 

  建霖：來，妳坐下 

  建霖：請告訴我，你為什麼要在昨天的時間點做這樣的事情？ 

  李靜：哪樣的事情？ 

  建霖：為什麼要在客戶來的時候，做這麼沒有面子的事情？ 

  李靜：會很沒有面子嘛？我不過是幫一位老奶奶進來躲雨喝杯熱水。 

  建霖：你知道昨天一樓大廳，全部的人都在看著你嘛？ 

  李靜：怎麼可能會不知道 

  建霖：那你還要這樣 

  李靜：總不能讓一個人在我們公司前面淋雨，然後都沒有人出去幫忙 

        吧？這樣別人會怎麼看待我們公司？沒良心的企業？ 

  建霖：那些人怎麼看並不關我們的事，我們又不是跟這群窮人做生 

        意。我們是跟你當天看到，那些西裝筆挺的大老闆！你知道昨 

        天客戶還問我發生什麼事了，整個地板都是腳印，他們對我們 

        的印象都大打折扣了。 

  李靜：老闆，你講這番話很不負責任，我不認同。 

  建霖：不管你認不認同，我們在這些大金主面前，不能丟掉面子。 

  李靜：你再這樣下去自私下去，所有的員工都會離開你的。 



場 08 日 外景 / 銀行外面 建霖 

 

△後來因為金融海嘯的關係，建霖的公司每況愈下，薪水不僅遲發，客  

  戶的訂單數量也急速滑落，員工也一個一個離職了，建霖遭遇到人生  

  當中最大的挫折。 

△那天下著大雨，建霖來銀行做最後一次的借款，但後來還是被銀行拒 

  絕了，他已經知道自己無力再將公司挽回了。 

△街道上人來人往，建霖一個人落魄的站在銀行外，他沒有撐傘，任雨 

  打在他的西裝上。沒有人願意停下腳步關心他。 

 

場 09 夜 外景 / 自助餐廳 建霖、老闆 

 

△由於建霖已經將所有的財產拿去抵押，身上身無分文，從早上出門到 

  晚上都還沒有吃東西，他餓壞了，在一家自助餐店徘徊。 

△礙於面子問題，他一直不敢上前開口。直到店家拉下門時…… 

 

  建霖：那個……不好意思，請問您們打烊了嘛？ 

  老闆：對啊，幹麻？ 

  建霖：呃……我從很遠的地方就聞到這麼香的味道了。 

  老闆：恩，所以呢？ 

  建霖：恩……我想問說，還有沒有吃的東西。 

  老闆：有啊！那邊 

 

△老闆手指著門外的垃圾桶，員工正拿著一大盤剩餘的菜倒掉。 

 

  老闆：就剩這些了。 

  建霖：那有還在鐵盤裡面的嘛？ 

  老闆：還有一點點，但是你別以為我不知道你要拿免費的。 

  建霖：我……我沒有啊 

  老闆：少騙我了，看你這副樣子，就是窮人，窮人是不應該出現在這 

        個世界上的，他們只會讓這個社會更糟。 

  建霖：我才不是！ 

  老闆：好好好，別打擾我們了，我們要打掃這塊地了，趕快走開。 

 



△老闆揮手示意要建霖趕快離開，建霖默默的在一旁看著這一切，也看 

  著那個垃圾桶，猶豫要不要去拿那些廚餘。 

△但建霖礙於面子還是離開了。抵押了房子的他無處可去，只得在街上 

  流浪，看不到未來的方向。 

 

場 09 夜 外景 / 地下街道 建霖、流浪漢 

 

△建霖在陌生的街道上行走著，許多流浪漢對他都抱持著懷疑的眼光， 

  甚至還避而遠之，可能是因為他的專著和形象很不搭。 

△建霖默默的找了一個樓梯階，躺著就睡著了，也沒有像其他流浪漢還 

  鋪著紙箱。 

 

場 10 日 外景 / 火車站街頭 建霖、路人 

 

△清晨的火車站相當忙碌，每個人都以極快的步伐在車站大廳穿梭著。 

△這天一樣下著大雨，建霖沒有躲在遮蔽的空間，一個人落魄的跪坐在 

  廣場上，他放著一只紙碗，期盼能有人施捨一些錢給他。 

△一個上午過去了，卻沒有人願意捐給建霖。 

 

場 11 日 外景 / 騎樓底下 老奶奶、老闆娘 

 

△那位受到李靜幫助的老奶奶，依然在下雨天出來撿回收，她經過一家 

  檳榔攤，撿起了一如往常擺放在地板的厚紙箱。 

 

  老闆娘：妳今天又來了啊。 

  老奶奶：是呀！沒辦法，要生活嘛。 

  老闆娘：雨下得這麼大，妳待會要怎麼過馬路啊？ 

  老奶奶：沒關係啦，淋雨淋習慣了。 

  老闆娘：這樣不行啦！會感冒。來，我這一把雨傘給你。 

  老奶奶：這樣不好意思啦！ 

  老闆娘：不會，這樣你比較方便，不會弄的全身濕。你每天都來這裡 

          幫忙我把這些拿去回收，我也很感謝你啊！ 

  老奶奶：好啦！謝謝，那我先走了 

  老闆娘：過馬路要小心哎！ 



場 12 日 內景 / 7-11 李靜、店長、老奶奶 

 

△店長忙著將貨物擺放到貨架上，李靜則忙著替客人結帳。 

 

  李靜：店長！那個關東煮已經快賣完了，能不能幫我補貨一下，我這 

        邊要先替客人結帳。 

  店長：阿你是沒看到我在忙喔！等一下自己弄啦！都長這麼大了，什 

        麼事情都還要別人幫忙，現在的人怎麼都不會主動一點啊…… 

 

△店長才講到一半，老奶奶將推車放置在騎樓底下走了進來。 

 

  老奶奶：不好意思可以給我一杯水嘛？ 

  店長：  沒看到我在這邊忙嘛？要水不會自己去買喔！ 

  老奶奶：不好意思，我身上沒有錢…… 

  店長：  沒有錢還要來這裡，快走開，這裡不是窮人該來的地方。 

  老奶奶：但是…… 

   

  路人：不好意思，外面那台推車是你們的嘛？這樣子擺在騎樓，我的 

        摩托車牽不過來。 

  店長：到底又是誰啦！ 

 

△店長急急忙忙的衝出店門外，把那台手推車移到旁邊的巷子裡。老奶 

  奶還沒來得及反應，店長就先推走了。 

△此時李靜也剛好幫客人結帳完，走出收銀台看一下情況，也順便倒了 

  一杯水，要給剛才的老奶奶。 

 

  李靜：  哎咦？你不是上次那位？ 

  老奶奶：阿你不是上次那個很熱心的小姐。 

  李靜：  阿罵，阿你最近過得如何？ 

  老奶奶：也是一樣每天出門撿回收啊 

  李靜：  可是今天雨下得很大餒！ 

  老奶奶：沒辦法啊，為了生活。阿你怎麼跑來這裡了？你們之前那位 

          老闆不是對你們很好嘛？ 

  李靜：  他是很打拼啦，只是後來公司倒掉了。 



  老奶奶：怎麼會這個樣子？阿他現在呢？ 

  李靜：  其實我也不知道，自從我離開以後，已經一年沒看到他了。 

 

△店長氣急敗壞的衝進來，把老奶奶“請”出去 

 

  店長：剛才你的推車對不對？還不趕快去收拾一下！ 

  李靜：店長你等等啦，我們才剛聊一會兒，反正都擺在旁邊了，也不 

        會擋到路人啊！ 

  店長：不行，不要讓這種人待在我們店裡面，快走快走 

 

△簡略跟李靜道別以後，老奶奶很無奈地就被請了出去。 

 

場 13 日 外景 / 火車站前的馬路 李靜、路人、老奶奶 

 

△雨依然下著，建霖已經無力地倚牆，紙碗裡面只有幾個銅板，已經被 

  雨水淹的半滿了。 

△老奶奶撐著一把雨傘，從馬路的另一邊推車過來。 

 

  路人：  阿嬤，要幫你嘛？ 

  老奶奶：年輕人，謝謝啦！麻煩你幫我推一下 

  路人：  阿你要推去哪邊？ 

  老奶奶：我要推去火車站的騎樓下，那一堆紙堆那裡。 

  路人：  喔好，阿你的傘要撐好喔！今天的雨很大。 

 

△老奶奶撐著雨傘，微微駝背，緩步的向馬路另一端過去。 

△路人已經幫老奶奶把車推過去了，但老奶奶卻還沒有走過馬路。 

△已經轉為綠燈了，馬路上的汽車一直鳴喇叭，沒有人願意靜下來好好 

  等這位老奶奶，路人又趕緊回去扶她，因為她腳扭傷了。 

 

場 14 日 外景 / 火車站街頭 建霖、老奶奶 

 

△老奶奶走進了騎樓以後，收起了傘，並把推車停下來。她將擺放在角 

  落的廢紙箱疊上了自己的手推車。 

△正當她要離開時，看到一個男人落魄的在雨中任雨淋。老奶奶看了手 



  中的這把傘，放下手推車，緩步向前，輕輕的將雨傘靠在這位先生的 

  肩膀上。 

 

  老奶奶：少年仔，不要淋雨了，會感冒哦。 

 

△老奶奶沒有再多說什麼，就離開了。 

△建霖抬頭看著老奶奶的背影，陷入了一陣沈思。 

 

場 15 日 外景 / 下雨的院子 建霖(小時候)、母親(老奶奶) 

 

△建霖拿著一把和自己身高一樣的雨傘，在院子快樂的踩著水窪。 

 

  媽媽：建霖，你要小心哦，不可以滑倒哦 

  建霖：好～ 

  媽媽：等一下我們就可以吃飯了，你自己先玩。 

  建霖：好～ 

 

△他將傘打開來靠在地板上，自己則躲進了這一層防護罩裡頭。建霖感 

  到非常的興奮，他看著頭頂上白綠相間的雨傘帆布，轉啊轉啊。好像 

  來到了一個他最有安全感的地方，可以自在地大笑，無拘無束。 

 

  媽媽：建霖～你在哪裡？ 

  建霖：我在我的城堡裡面～ 

  媽媽：城堡在哪裡呢？ 

  建霖：在這裡！ 

 

△媽媽悄悄地走到背對雨傘的位置，然後馬上轉過去。 

 

  媽媽：媽媽找到你了！ 

 

△兩人相擁而笑，媽媽將建霖摟在懷裡，用著很慈祥的語氣說。 

 

  媽媽：媽媽跟你說哦～雖然我們家很窮，但是我們還是要盡力去幫助 

        人家哦！就像你看到這把傘傘一樣，每一個遮風擋雨的傘，都 



        會帶給人家快樂。 你也要當個快樂的小天使，幫世界上的人撐 

        起這一把雨傘哦～ 

  建霖：好～ 

 

場 16 日 內景 / 破舊的三合院內 母親(老奶奶)、父親、建霖 

 

△原本餐桌上的放得好好的餐盤，父親卻拿起來直接往地板砸。 

 

  父親：我再也受不了你了 

  母親：你怎麼可以背叛我，你都不會替你的孩子著想嘛？ 

  父親：你這樣子的個性我怎麼受得了你？ 

  母親：怎樣的個性？我每天都照三餐煮，每天都把建霖照顧得好好 

        的，我甚至連衣服都幫你洗了，我到底錯在哪？ 

  父親：你錯就錯在管我管太多了，就不能多給我一些自由嗎？ 

  母親：要自由，怎麼可以做出背叛我的事情？ 

  父親：隨便你怎麼說啦！反正我就是要離開這個家了 

  母親：你可以不管我，但是不能丟下孩子不管 

  父親：我才不要帶著你們這群拖油瓶，自己的生活自己想辦法！ 

  母親：你這樣真的太自私了！ 

 

△父親大罵完以後，用力踢了椅子一腳，大步的走出去了。 

△建霖躲在門後，靜靜的看了這一切，大哭了起來。 

 

  母親：建霖 建霖，別怕別怕，還有媽媽在 

 

△母親已淚流滿面，張開雙臂，希望建霖能過來抱抱他 

△建霖並沒有上前，直接返回房間。 

 

場 17 日 外景 / 孤兒院外 母親(老奶奶)、建霖、主任 

 

△母親帶著建霖來到孤兒院，她試圖牽起建霖的手，但是他卻一直閃避 

 

  母親：孩子，我會常常來看你的 

 



△主任這時走了出來，摸摸孩子的頭，表示出善意。 

 

  主任：孩子就交給我們吧 

  母親：辛苦您們了，我會定期來探望他。 

  主任：沒有問題 

  母親：不過自從我和老公離婚以後，他變得很封閉，不喜歡和人交 

        際，也變得很自私，我很頭痛 

  主任：媽媽放心，我們會照顧好他的。 

  母親：那就謝謝您們了。建霖，媽媽先走了。 

 

△建霖沒有回應也沒有回頭，只是默默地跟主任向前走去。 

 

場 18 日 內景 / 孤兒院的教室 建霖、同學、 

 

△這是一堂美勞課，同學手上拿著膠水塗抹著自己的作品。 

 

  建霖：我想要跟你拿手上的膠水。 

  同學：可是我還沒有弄完…… 

 

△建霖直接將同學手上的膠水搶走，沒有徵得他人同意，兩人直接扭打   

  了起來。 

 

  同學：你不可以這樣！ 

  主任：建霖！你怎麼可以這麼自私，要等別人先用完啊！還給人家， 

        你去旁邊罰站！ 

 

△建霖非常不甘心，但他也沒有多說什麼，只是握緊拳頭，走道牆角狠 

  狠的敲了牆壁幾下。 

 

場 20 日 內景 / 孤兒院的餐廳 建霖、同學、 

 

△建霖拿著他的碗，走到盛飯菜的隊伍，他一連跳過了好幾樣，最後只 

  裝了白飯和一盒肉臊。 

△小朋友們都窩在一起，吃著美味的午餐。建霖冷冷的看了這一群人一   



  眼，接著就往門外走出去。 

△外面下著毛毛細雨，他找了一隻雨傘依靠在地板上，建霖就坐在雨傘 

  與地板的夾角之間，默默地吃著自己的肉臊飯。 

 

場 21 日 外景 / 火車站街頭 建霖、老奶奶、路人 

 

△建霖回神過來，他摸著這隻有些老舊的雨傘，一樣是白綠相間。 

△一位小朋友從家長手中掙脫，拿著一把小小的雨傘，開始在火站前的 

  廣場，用力的踩著每一個凹坑的水窪。 

 

場 22 日 內景 / 辦公室 建霖、老闆 

 

△建霖拿著一大疊報表，走進了總經理室。那時建霖還只是公司的小小 

  職員，老闆看了一看報表，開始破口大罵，建霖在一旁相當的受挫， 

  恨不得趕快往更高的職位爬。 

△幾年過去，建霖越做越上手，他的職位也越爬越高，但是他的態度也 

  越來越不關心他人，對待員工也相當的苛刻。許多員工都很討厭他， 

  但是為了拿薪水也沒有辦法。 

 

場 23 日 外景 / 火車站街頭 建霖、老奶奶、路人 

 

△建霖再度回神過來，他馬上起身，拍掉身上的雨水，發覺自己不能再 

  如此墮落下去了。拿起了紙碗直接丟向一旁的垃圾桶，即使裡面還有 

  幾十個銅板。 

 

場 24 日 外景 / 回收場 建霖、廠長 

△五年很快就過去了，建霖也找到重新出發的方式。 

△建霖來到了一家回收廠上班，每天在垃圾堆裡做分類，開著堆土機到 

  處跑。這時候的他看起來開朗多了，和同事們有說有笑。 

 

  廠長：建霖，麻煩你喔，這一堆回收，請幫我堆到那一座山頭。那一 

        堆回收等一下要送給李先生的，記得開我那一台貨車送過去， 

        不然你會放不下。喔對了，今天我們的老闆要來，待會齁，簡 

        報也準備好，茶水記得倒好。喔對了，今天傍晚會有人送撿來 



        的回收來，請記得幫她開門。 

  建霖：好的沒有問題，還需要什麼幫忙再跟我說。 

 

場 24 日 外景 / 回收場辦公室 建霖、同事 

 

△建霖手腳俐落的，完成手邊的事情。走進辦公室，坐下來稍微休息一 

  下，與隔壁的同事聊起來。 

 

  同事：建霖，廠長真的越來越賞識你了哎 

  建霖：不敢啦，我只是做我該做的事情。 

  同事：你上次說你以前是公司的老闆，怎麼最後會來我們這種地方上 

        班啊？ 

  建霖：這說來就話長了，以前我們家很窮，但是我非常愛我擁有的一 

        切。可是我爸媽後來離婚了。 

  同事：所以你就開始出來做苦工了？ 

  建霖：沒有，我媽媽把我送到育幼院。 

  同事：那裡……應該也是一個充滿愛的地方吧？ 

  建霖：也許大家很有愛，但是那個時候的我，心中卻沒有愛。 

  同事：怎麼這麼說？現在每一個同事都覺得你很熱心餒 

  建霖：在那個育幼院裡，老師很會帶小朋友，每一個人也都相處得很 

        好，但是我就是沒辦法融入大家，甚至還被大家排擠。 

  同事：可能是你太調皮 

  建霖：不是，其實是自從我爸媽離婚以後，我的個性就徹底轉變了。 

        如同父親一樣的自私，不會顧慮他人感受。 

  同事：我能理解這種個性瞬間轉變的原因，我弟弟也是這樣。 

 

△一位老奶奶推著手推車，站在鐵門外，按電鈴要進來將回收換錢。 

 

  建霖：我去弄吧！老闆有交代我了。 

 

場 25 日 外景 / 回收場 建霖、老奶奶 

 

△外面飄著毛毛細雨，建霖隨手從雨傘架挑了一把，快步向前去幫老奶 

  奶開鐵門。 



△走到鐵門前，建霖解開了鎖，將雨傘撐在老奶奶的頭上。 

 

  建霖：  是你…… 

  老奶奶：阿你是誰啊？ 

  建霖：  都五年過去了…… 

  老奶奶：什麼啦？ 

  建霖：  我啊！我是建霖，您上次在火車站有送給我了一把雨傘。 

  老奶奶：我不記得了哎，拍謝啦 

 

△建霖遞了雨傘給老奶奶之後，愣住了，他心中百感交集。 

△老奶奶沒有理會，將手推車繼續向前推走了一段距離。 

△建霖轉過頭來，快步追上去，卻因為天雨路滑，跌倒了。 

△同事看到這樣的情況，也趕緊過來關心。但是老奶奶距離比較近，她 

  緩步向前，遞上了一把雨傘，一樣是倚靠著地板。 

 

  老奶奶：少年仔，走路要小心點。 

 

△建霖驚訝的說不出話來，一幅幅回憶的圖像跑過。 

 

場 26 日 回憶 建霖、回憶 

 

△建霖腦海裡出現小時候的場景，一個人在下雨的廣場奔跑不小心跌倒 

  了，媽媽趕緊上前擺了一隻撐開的雨傘在地上。仔細看了一下跌倒造 

  成的傷口，並用輕柔的口吻叮嚀他要小心。 

△建霖和客戶坐在辦公大樓一樓會客室，他透過窗外，看到李靜急急忙 

  忙地跑出去，只為了將一把傘撐給一位老奶奶。 

△建霖坐在火車站前，任大雨淋濕衣裳，走過去的路人都對他指指點點 

  的，還有頑皮的小孩將地上的積水踢向他。此時，一位推著手推車的 

  老奶奶緩緩過來，將一把雨傘輕放在建霖身邊。 

 

場 27 日 外景 / 回收場 建霖、老奶奶 

 

△同事先過來扶老奶奶進到辦公室，寫一些回收兌換現金的收據。 

△建霖並沒有馬上起身，思考著過去的回憶與這一位老奶奶的連結。 



  建霖：真的是你……真的是你嗎？不可能，一定不可能。 

 

△老奶奶將一堆回收物品倒與其他物品一起，推著空的手推車向前。 

 

  建霖：  媽，我是您的兒子啊 

  老奶奶：你在說什麼？我已經四十幾年沒有看到他了 

  建霖：  媽……您也變太多了……這些年來，到哪受苦了。 

  老奶奶：在亂說什麼啊？我都撿回收撿了四十年了 

  建霖：  之前我都沒有仔細看過您，因為我從來不會去關心這些撿回 

          收的人，只是隨便應付一下，但我記得您這一件破舊的黃色 

          衣服。今天終於看清楚了，對吧？是你吧？母親？ 

  老奶奶：你在三歲的時候父母就離婚了嗎？ 

  建霖：  對啊……五歲的時候我就被送到育幼院了。 

  老奶奶：那你知道我叫什麼名字嗎？ 

  建霖：  林秋霞。 

 

△那一瞬間，時間彷彿靜止了，兩人對看了許久。老奶奶緩步但熱切得 

  向前去，用力地抱住他的兒子，兩人相擁而泣。 

 

  建霖：  好久沒有看到妳了。 

  老奶奶：你一定很常看到我，我都會去你以前的辦公室撿回收，大概 

          是不曾仔細看過我吧。 

  建霖：  以前太驕傲了。對不起，我沒有給你好的生活。 

  老奶奶：媽媽過得好好的，每天都這樣撿回收，還是一樣可以過活。 

  建霖：  我想要重新來過一次，但是似乎太晚了。 

  老奶奶：從來就不嫌晚，只是你有沒有心。 

 

場 28 日 外景 / 海灘 建霖、老奶奶、李靜 

 

△建霖向原本的回收工廠辭職了以後，自己經營了一些小本生意，存夠 

  了一些錢，開了一間社會企業，他決定要為社會奉獻。 

△建霖率領了一群人，到了海邊淨灘，那天仍然是下著毛毛雨。 

 

  建霖：李靜，謝謝你今天還來幫忙啊 



  李靜：這本來就是我喜歡做的事情呀 

  建霖：以前……真是對不起你了 

  李靜：往事幹嘛再提起呀，你現在已經改變很多了 

  建霖：要是我早一點改變自己就好了。 

 

△老奶奶已經拾獲了一大袋的可回收玻璃瓶，拖在沙地上留下長長的痕 

  跡，向建霖與李靜走過來。 

 

  建霖：媽～好了，不要撿了，剩下的他們撿就好，趕快過來這裡休息 

        吧，已經開始下雨了。 

  李靜：你有想過你還有機會跟你母親見面嗎？ 

  建霖：怎麼可能會有，很早就忘記我還有母親了。 

  李靜：她很常出現在我們辦公室裡。 

  建霖：我知道，明明就在眼前，卻不懂得把握。繞了一大圈才回到原 

        點，也算是罪有應得吧。 

  李靜：我不這麼認為哎，可能是上天希望你永遠記住一件事情，就  

        是：看到需要幫助的人，就趕快伸出援手，就像是替他人撐起 

        一把雨傘，讓他免去風雨的侵襲。 

 

△在離建霖很遠之處，有一個老爺爺，也是在撿著回收，想要多撿幾個 

  被觀光客遺忘的空玻璃瓶，但是雨勢已經越來越大了。 

 

  建霖：恩，我知道。 

 

△建霖快步向前，手中握著一把白綠相間的雨傘。在這奔跑的短短三十 

  秒，建霖笑得好開心。 

△老爺爺沒有注意到建霖已經跑過來了，依然在沙堆裡翻找瓶子。 

 

  建霖：阿伯！ 

 

△老爺爺回頭過來，建霖直接將傘擋在他的頭上。 

 

  建霖：阿伯！這隻雨傘給你。 

 



△建霖笑了，這位阿伯也笑了。 

 

全劇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