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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小靜是個愛奇裝異服、頂嘴、亂花錢不孝順的國中生，生於一個小康的家庭，爸爸是工地勞工，
媽媽是家庭主婦，妹妹還在念國小六年級，小靜天天都一直跟父母討錢去網咖或網拍揮霍，直到某
日被母親發現後，行為稍為收斂點，之後因為跟同學打架而被推到馬路被車撞成腦震盪而重度昏迷。
小靜因而靈魂出竅，在陷入昏迷靈魂出竅時看到全家為她籌出龐大的醫療費陷入困境全家動
員，看到這一幕小靜感到內心慚愧而後悔之前沒好好孝順父母，但由於小靜的病情一直沒好轉，醫
生宣布要是沒脫離危險期的話小靜將會成為植物人。
最後小靜母親在向親友借錢中透過親友接觸到道親廖姐，廖姐之後請示點傳師來為小靜叩求祈
福來讓小靜脫離危險期，於是小靜爸媽陪著廖姐一起去佛堂與點傳師及其他道親一起叩求，叩求完
後真的奇蹟發生了，小靜恢復意識了，之後就透過電話跟爸媽報平安，康復出院後回到家與家人共
度天倫時光。

場景：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黑幕
家外景 – 景倫中正路公司
家樓梯 – 景倫中正路公司樓梯間
家客廳 – 景倫中正路公司四樓客廳
家餐廳 景倫中正路公司四樓餐廳
返家路上 – 取天穆佛堂後面的 L 型巷道
學校外景 – 取新莊國中大門口的景
醫院外景 – 取省立醫院的景
病房 – 取景倫中正路公司六樓的景(需搭景)
佛堂外景 –天穆佛堂整棟大樓的景
佛堂 – 天穆佛堂
工地 – 取高鐵高架橋下的景(天穆佛堂旁的地下道頂部道路)
網咖外景 – 取某某網咖的外景
網咖門口 – 天穆佛堂 5F 玻璃門口(需搭景,扛棒)
當鋪外景 – 取某某當舖招牌的景
電話場景 – 水平分割畫面
急診室門口 – 取景倫中正路公司五樓的景(需搭景)

A17 當鋪門口 – 天穆佛堂 5F 玻璃門口(需搭景, 扛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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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
B01
B02
B03
B04
B11
B12
B13
B21
B22
B31
B32

父(明德) -工地勞工 – 陳德成 [雨鞋、工地帽]
母(月琇) - 家庭主婦 – 余麗香 [圍裙、抹布]
大女兒(小靜) - 國中生 – 黃詩婷 [制服、書包(肩背)]
二女兒(小柔) - 小六生 – 王楚鈞 [制服、書包(後背)]
同學甲(欣欣) - 小靜死黨 –楚鈞提供 [制服、書包(肩背)]
同學乙(葳葳) - 小靜死黨 -楚鈞提供 [制服、書包(肩背)]
李老師 – 小靜導師 – 高瑞枝 [導師家訪報告手冊]
工頭(柏仲) – 父親主管 – 詹順仁 [雨鞋、工地帽]
吳醫師 – 主治醫師 – 黃秋娟 [醫師服、病歷報告]
廖姐 – 母親親戚 – 師資提供
點傳師 – 成全廖姐點傳師 – 師資提供 [道袍]

B33 扣求道親 – 乾道、坤道各 10 位 (共 20 人) – 師資提供

道具：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時鐘
國中制服
國中書包
國小制服
國小書包
雨鞋
工地帽
圍裙
抹布
導師家訪報告手冊
醫師服
病歷報告
病床
道袍
家用電話
鑰匙
百貨公司紙袋(裝滿東西)
棍子
早餐(吐司)
一輛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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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
C22
C23
C24
C25

手工原料
古董手錶
項鍊
手機
網咖招牌

C26 當鋪招牌

工作人員：
導演/編劇：黃秋娟
掌鏡：蕭景倫
道具/化妝/場記：楊雅婷、吳佳晏
燈光/特效：孫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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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 學校放學 (周五 PM 17：00)

第 1 鏡 場景：A00 黑幕
道具：
字幕：【7/25 PM 5:00/放學後】
時間：3 秒
轉場：溶解
演員：
初夏日暮，晚霞渲染了滿天霞紅

第 2 鏡 場景：A06 學校外景

學校傍晚外景要搭鐘聲

道具：
字幕：
時間：3 秒
轉場：
演員：
小靜跟小柔走在回家的路上，

第 3 鏡 場景：A05 返家路上
道具：C02,C03,C04,C05
字幕：
時間：3 秒
轉場：
演員：小靜,小柔
經過巷口時遇到小靜的同學

第 4 鏡 場景：A05 返家路上

轉角後見到小靜的兩位同學

道具：C02,C03,C04,C05
字幕：
時間：2 秒
轉場：
演員：小靜,小柔,同學甲,同學乙
同學向小靜說了些話後

第 5 鏡 場景：A05 返家路上

拍兩位同學的正面
兩位同學向小靜打招呼的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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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具：C02,C03,C04,C05
字幕：
時間：4 秒
轉場：
演員：同學甲,同學乙
小靜：
『小柔！我跟同學出去，你自己先回去』沒等

第 6 鏡 場景：A05 返家路上

小柔回話，小靜跟同學往目的地出發
小靜向小柔說『小柔！我跟同學出去，你自己先回去』

道具：C02,C03,C04,C05

就走向兩位同學

字幕：
時間：4 秒
轉場：
演員：小靜,小柔
小靜跟同學往目的地出發，留下小柔一人。

第 7 鏡 場景：A05 返家路上

小靜跟同學打鬧的往回走著

道具：C02,C03,C04,C05
字幕：
時間：4 秒
轉場：
演員：小靜,同學甲,同學乙
小柔只能乾瞪眼，揮了揮手繼續往回家方向走

第 8 鏡 場景：A05 返家路上

小柔望著姐姐跟同學走了後嘟著嘴巴轉身繼續
走路回家

道具：C02,C03,C04,C05
字幕：
時間：5 秒
轉場：溶解
演員：小柔

第二幕 家客廳 (周五 PM17：25)
寧靜的公寓

第 9 鏡 場景：A01 家外景

拍攝黃昏時的景色

道具：
字幕：【PM 5:25/小靜家】
時間：3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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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場：
演員：
小柔一邊走著樓梯一邊掏鑰匙，打開了門

第 10 鏡 場景：A02 家樓梯

拍攝小柔爬樓梯回家掏鑰匙開門

道具： C04,C05,C16
字幕：
時間：4 秒
轉場：
演員：小柔
小柔：『媽媽！我回來了！』尋找著媽媽

第 11 鏡 場景：A03 家客廳

拍攝小柔回來後往廚房走著

道具：C04,C05
字幕：
時間：
轉場：
演員：小柔
媽媽：
『回來了啊，快點寫作業，等等洗手吃晚飯囉！』

第 12 鏡 場景：A04 家餐廳

媽媽從廚房探頭說小柔：
『好。』準備進房間時
媽媽：『姊姊呢?沒跟你一起回來?』媽媽走出廚房，

道具：C04,C05,C08,C09

雙手擦著圍裙問道

字幕：

小柔：『姊姊要我先回來，他跟他同學出去』小柔回

時間：

頭看向媽媽

轉場：

媽媽：『有說要去哪裡嗎?』媽媽疑惑看著小柔

演員：小柔,母親

小柔『沒有。』小柔搖搖頭
媽媽：『先做功課吧！』媽媽伸手摸摸小柔肩膀
小柔：『嗯！』小柔回頭赱向房間
從小柔背後拍攝母女對話

第三幕 家客廳 (周五 PM20：30)
拍攝晚上亮燈的景色

第 13 鏡 場景：A01 家外景
道具：
字幕：
時間：3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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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場：
演員：
拍攝時鐘指到 PM 8:30

第 14 鏡 場景：A03 家客廳
道具：C01
字幕：
時間：3 秒
轉場：
演員：
用過晚餐後，小柔進房溫習功課，媽媽客廳整理著東

第 15 鏡 場景：A03 家客廳

西，這時門被打開了。
媽媽：『你回來啦！』

道具：C09,C06,C07

爸往沙發走來。

字幕：

拍攝沙發面對大門的景

時間：7 秒
轉場：
演員：小柔,母親,父親
媽媽向前將爸爸手上的東西(安全帽)接過

第 16 鏡 場景：A03 家客廳

爸爸：『工地工作越來越少了喔。』爸爸將手上的東
西交給的媽媽，媽媽不回應，知道近年來的景氣

道具：C09,C06,C07

媽媽：『吃過了嗎?要不要燙點小菜?』媽媽將東西放

字幕：

置好在客桌上問說

時間：

爸爸：
『不用了！我吃過了！小孩呢?』爸爸走進了客

轉場：

廳，坐在椅子上

演員：母親,父親

媽媽：『小柔在看書，小靜還沒回來。』媽媽走向爸
爸幫他壓肩膀
爸爸：『都幾點了，還沒回來?』爸爸不滿大聲說道
媽媽：
『好了啦！在做學校做報告啊！先去洗澡吧！』
媽媽安撫爸爸催促著說
爸爸：『嗯。』爸爸起身走向臥室準備洗澡
媽媽：『洗完澡就早點睡吧，明天還要上班。』媽媽
也隨後進去
拍攝沙發景

第四幕 家父母臥房→客廳 (周五 PM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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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時鐘指到 PM 9:50

第 17 鏡 場景：A03 家客廳
道具：C01
字幕：
時間：
轉場：
演員：
爸爸已經閉目休息，只有媽媽還半躺著等夜歸的小

第 18 鏡 場景：A03 家客廳

靜。
媽媽看著時鐘，時候已經不早了，開始擔心小靜，當

道具：C02,C03,C17

媽媽正著急時，聽到有開門聲，媽媽急急走出房間到

字幕：

客廳，看到小靜回家，終於鬆了一口氣，看著小靜身

時間：

上除了書包外，還多的幾個袋子。

轉場：

媽媽：
『怎那麼晚回來?去哪裡了?手上提的是什麼啊?』

演員：母親,父親,小靜

媽媽由擔心轉微怒
小靜將袋子往後藏，媽媽皺起眉頭了
小靜：『沒什麼，跟同學討論功課。』小靜心虛低低
頭
媽媽：『嗯，那也要打個電話回來！』媽媽凝視著小
靜
小靜『手機沒電了！怎麼打啊?』小靜口氣變差了
媽媽：『你手上拿甚麼?』媽媽質問
小靜：『你管很多ㄟ！』小靜不高興的說
話說完小靜就快步進房了，媽媽搖搖頭，準備回房時
小靜又出來了
小靜：『媽，下週一要繳 500 元班費，還有 300 元學
雜費。』小靜冷淡的說
媽媽：
『不是昨天才繳過的嗎?怎又要繳啊。』媽媽疑
惑的對上小靜
小靜：『就是要繳啊，反正跟你說那麼多，你也不會
知道的啦。』
小靜以偏激態度回應
拍攝沙發面對大門的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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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爸爸也因吵雜聲起床

第 19 鏡 場景：A03 家客廳

拍攝父親被吵醒

道具：
字幕：
時間：
轉場：
演員：父親
爸爸：
『你這是甚麼態度啊，用這種態度對嗎?』聽見

第 20 鏡 場景：A03 家客廳

小靜的回話加上工作上的疲倦，讓爸爸失去了理智憤
怒的說(雙手交叉)

道具：C02,C03,C17

小靜：『誰叫他問那麼多啊』小靜繼續回嘴，沒有一

字幕：

絲罪惡

時間：

爸爸：『你皮在癢了啊！棍子給我哪來！』爸爸生氣

轉場：

的要找起棍子

演員：母親,父親,小靜

小靜：『沒知識的人才會動粗啦！』小靜不畏懼爸爸
繼續說
媽媽：『小靜！不准在說這些話！跟爸爸道歉』媽媽
對小靜說的話感到訝異
小靜：『不要！國中學歷就是會這樣動粗啦！！』小
靜越說越壞
拍攝沙發面對大門的景
爸爸找到棍子了，舉起棍子抽打向小靜

第 21 鏡 場景：A03 家客廳

特寫父親拿到棍子

道具：C18
字幕：
時間：
轉場：
演員：父親,
爸爸：『你好的不學專學壞的！我賺錢就是要讓你好

第 22 鏡 場景：A03 家客廳

好唸書，以後有成就做大事，你現在竟然變這樣！』
爸爸連續打了三下，媽媽心疼小靜趕緊將棍子搶過來

道具：C02,C03,C17,C18

媽媽：
『好了啦！別打啦！小靜還不道歉?』！』媽媽

字幕：

看著小靜說

時間：

小靜沒回話，爸爸更氣了！

轉場：

爸爸：『這樣養你教你有何用！棍子在給我！』爸爸

演員：母親,父親,小靜

向媽媽要棍子，沒說話的小靜就跑回房間了
爸爸：『你好膽別走啊！給我出來！』爸爸正要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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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媽媽就拉住他了
媽媽：
『別氣了，只是要繳錢而已啦！明天早上在說，
讓他想一想自己做錯的事』
爸爸：『最好是啦！』爸爸用不可能的語氣回答
媽媽：
『你也太超過了，小靜都多大了還用打的?』媽
媽生氣指責爸爸
爸爸：
『誰叫他那麼沒大沒小?』爸爸口氣跟態度都軟
下來了
媽媽：『別氣了，小靜只是要繳錢而已啦！』媽媽為
小靜辯解
爸爸：『越來越不像話了！休息了！』爸爸氣的不知
該說甚麼，爸媽就回房了
拍攝沙發面對大門的景

第五幕 家廚房外的小餐桌→客廳 ( 周六 AM07：30)
清晨的陽光普照著餐廳

第 23 鏡 場景：A01 家外景

拍攝白天的景色

道具：
字幕：【星期六/AM 7:30】
時間：
轉場：
演員：
小柔：『媽媽早！』習慣早起小柔從房間來到廚房

第 24 鏡 場景：A04 家餐廳

媽媽：『小柔今天很早喔！』媽媽邊放早餐邊說
小柔：『等等要去同學家玩。』小柔坐在自己的位子

道具：C19

媽媽：
『嗯~那要乖一點喔！』媽媽也坐下對著小柔說

字幕：

這時應該還在休息的爸爸起床了

時間：

小柔：『爸爸早！』小柔對著爸爸說，爸爸點了一下

轉場：

頭

演員：母親,父親,小柔

媽媽：
『今天起那麼早?』媽媽將爸爸的早餐從袋子拿
出來，放置在爸爸面前
爸爸：『剛剛接到電話，工地要提早動工！』爸爸吃
著早餐無奈的說
媽媽：
『不能有正常的工作時間嗎?』媽媽拿起餐點問
爸爸：
『老了！不重用了，沒人要了只能做做臨時工，
不然怎麼賺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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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說了這話，另三人都說不出話
爸爸：『小靜還在睡?』爸爸問著媽媽
媽媽：『你還敢問，昨天被你打那一噸不知道哭了多
久才睡。』媽媽不悅的回答
小柔知道昨晚姊姊的事，爸媽等等一定又要吵起來
了，於是就插了嘴
小柔：『我吃飽了，要先出去了喔。』小柔起身說
爸爸：『哎唷，快 8 點了，我也要出門了。』爸爸看
看自己的手錶說，站了起來
媽媽：『嗯！』媽媽也起身，去幫爸爸拿了安全帽
拍攝餐桌景
跟著他們倆走到門口便將安全帽遞給爸爸(要送父女

第 25 鏡 場景：A03 家客廳

出去)
媽媽：『路上小心啊』媽媽關心的說，爸爸點點頭走

道具：C07

下樓梯

字幕：

小柔：『媽媽，掰掰。』小柔回頭向媽媽揮揮手

時間：

媽媽：『掰掰。』媽媽說完小柔就下樓了，媽媽回到

轉場：

客廳的沙發休息

演員：母親,父親,小柔

拍攝大門的景
小靜在爸爸前步剛走就從房間出來了

第 26 鏡 場景：A03 家客廳

小靜：『我要出去了。』小靜雙手一直摸著頭髮，沒
多看媽媽一眼

道具：

媽媽：
『先吃早餐……，小靜你怎穿這樣啊?』媽媽抬

字幕：

頭說

時間：

小靜：『這是同學送的啦。』小靜還是不看媽媽心虛

轉場：

的說

演員：母親,小靜

媽媽：『先吃早餐吧！』媽媽搖搖頭的說
小靜：『不了，我要 300 元，要跟同學出去。』小靜
伸手向媽媽要錢
媽媽：
『怎麼常常要錢啊，零錢沒了嗎?』媽媽不滿小
靜的行為舉直
小靜：『到底給不給了，不給拉倒。』小靜見媽媽沒
給錢的意思就跑出去了
媽媽：『小靜！』媽媽起身想拉住小靜，但小靜已經
出門了
媽媽叫不住他，傷腦筋的想女兒近來的轉變，不禁擔
心起他的狀況
拍攝大門的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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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幕 家→網咖 ( 周六 PM22：30)
拍攝晚上景

第 27 鏡 場景：A01 家外景
道具：
字幕：
時間：
轉場：
演員：
拍攝時鐘時間為 10:30

第 28 鏡 場景：A03 家客廳
道具：C01
字幕：
時間：
轉場：
演員：
媽媽看著時鐘，已經 10 點半了

第 29 鏡 場景：A03 家客廳

手機打了轉語音，小柔跟爸爸都已經上床就寢了，要
不是媽媽跟爸爸說，小靜去老師家複習功課，後果真

道具：C15

的是不堪設想阿，但小靜夜歸的狀況真的越來越嚴重

字幕：

了。

時間：

媽媽：『還是去一趟好了』媽媽拿了包包出門

轉場：
演員： 母親
拍攝晚上的景

第 30 鏡 場景：A12 網咖外景
道具：
字幕：
時間：
轉場：
演員：
網咖門外，有一股濃烈的煙味撲鼻而來，媽媽皺起了

第 31 鏡 場景：A13 網咖門口

眉頭，難以想像裡面的環境，身手推門準備尋找小靜
是否有在裡頭，還沒碰到門就先一步被拉開。

道具：

欣欣：『時間還那麼早，幹麻急著回家啊。』欣欣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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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幕：

在前頭

時間：

葳葳：『是阿，害我不能上網多挑一些專櫃衣服。』

轉場：

葳葳回頭向網咖裡面說

演員：母親,小靜,同學甲,同學乙

葳葳：『不過也真怪，都多大了，還要尊守宵禁！』
葳葳接著說
欣欣：『就是說阿！』欣欣雙手交叉的說
媽媽不禁搖搖頭，這些小孩怎那麼回這樣，還是趕快
找小靜吧。
突然，有熟悉的聲音出現
小靜：『有完沒完啊，已經很晚了！快走啦！』
小靜走向前，眼前的人讓他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了，
眼前的正是他的媽媽。
葳葳：『怎不走啊！』葳葳疑惑的對小靜說
媽媽眼光沒裡開過小靜，眼神裡帶著憤怒的眼神望著
小靜。
欣欣：『走啊，應該是小靜的媽媽。』欣欣輕聲向葳
葳說
二人便自行離去，留下小靜和媽媽
需在晚上拍攝
媽媽：『跟我回家！』媽媽轉身生氣的說，便走向回

第 32 鏡 場景：A13 網咖門口

家的路.
小靜沒多說，跟了上去

道具：

回家的路途媽媽一直向小靜訓話，小靜還一副不打緊

字幕：

的樣子

時間：

媽媽：『以後不准跟他們出去?』媽媽向小靜說

轉場：

小靜：『為什麼啊！』小靜不滿媽媽的說法

演員：母親,小靜

媽媽：
『你就是跟他們再一起久了，才會變這樣啦！』
媽媽生氣的指責
小靜：『我有怎樣嗎?我們又不偷不搶，相處的很好
啊。』小靜繼續頂嘴
媽媽：
『你怎變這樣阿你?怎不懂事阿！』媽媽快拿他
沒輒了
小靜不在與媽媽對話，雙手交叉走回家
需在晚上拍攝

第七幕 家客廳 (周日 AM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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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白天的景

第 33 鏡 場景：A01 家外景
道具：
字幕：【星期日/AM 9:00】
時間：
轉場：
演員：
翌日，小靜在天剛亮沒多久就出門了，小柔外去到同

第 34 鏡 場景：A03 家客廳

學家討論家政作業，媽媽則坐在沙發上煩惱著小靜的
巨變，這時周日休假的爸爸起床了來到了客廳

道具：

媽媽：
『不多睡一下嗎?難得假日。』媽媽坐在沙發上

字幕：

望著爸爸

時間：

爸爸：『睡不著阿，薪水越領越少，我們快活不下去

轉場：

了』爸爸也坐在沙發上說

演員：母親,父親

媽媽沒多說話，知道近年來的景氣跟人事調動
爸爸：
『要多找幾個工作看看，看看會不會比較好。』
爸爸沉思著
媽媽：『穩定就好了！』媽媽起身按著爸爸的肩膀說
爸爸：『嗯！孩子的學費夠用還有吃的部分夠用嗎?』
爸爸繼續問
媽媽：『夠用的！別擔心。』現在這樣的生活方式跟
爸爸的收入都還過的去，媽媽不想多說讓爸爸擔心，
現在最主要的還是要讓小孩順利完成學業，但未來要
走的路還很長的，希望能安安穩穩的度過，爸媽兩人
就待在客廳煩惱著

第八幕 家客廳→廚房(PM17:25)數週後的某天下課
拍攝傍晚的景

第 35 鏡 場景：A01 家外景
道具：
字幕：【之後數日/PM 5:25】
時間：
轉場：
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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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日子生活下來，小柔跟小靜明顯發現，現在生活

第 36 鏡 場景：A03 家客廳

沒那麼好了，爸爸總是在他們下課回到家前就已經到
家了，甚至更早；這天下課回到家，小靜跟小柔一進

道具：C02,C03,C04,C05

客廳就見爸爸坐在客廳睡覺，正好媽媽從廚房走出

字幕：

來，向他們揮揮手，要小靜、小柔過來，姊妹走向媽

時間：

媽：
『小靜、小柔，爸爸現在沒甚麼工作做了，零用

轉場：

錢最近會少給一點。』媽媽向他們姊妹說現在家裡的

演員：母親,父親,小靜,小柔

狀況
小靜：『可是我要一台 will 遊戲機！』小靜任性的說
媽媽：
『你說甚麼?你還不清楚家裡狀況嗎?還要玩阿?』
媽媽望著小靜，不敢相信小靜竟然還想買遊戲機(微
怒)。
小靜沒回話
小柔：『媽媽我跟姊姊知道了！』見小靜不回答，小
柔先主動說
媽媽：『嗯，還有小靜爸爸現在都會很早回家，下課
不准在出去了，要直接回家，聽到了沒?』媽媽看了
小柔一眼，便轉向小靜說
小靜：『知道了！』小靜一副無奈的表情
媽媽：『先去做功課吧！』媽媽說完就回廚房
拍攝沙發面對大門的景

第九幕 學校放學回家路上(PM17:00)車禍當天
拍攝白天的景

第 37 鏡 場景：A06 學校外景
道具：
字幕：【次日/PM 5:00】
時間：
轉場：
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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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放學，夕陽西下，小靜跟小柔準備走回家時，路

第 38 鏡 場景：A05 返家路上

上又碰到了同學，同學看到小靜走了過來
拍攝遠景

道具：C02,C03,C04,C05
字幕：
時間：
轉場：
演員：小柔,小靜,同學甲,同學乙
欣欣：『小靜，今天一起上網拍買東西吧！』欣欣環

第 39 鏡 場景：A05 返家路上

著小靜的肩
葳葳：『是阿，你好久沒跟我們一起買東西了。』葳

道具：C02,C03,C04,C05

葳應和著

字幕：

小柔：『不行，媽媽要我們先回家』小柔對這 2 個不

時間：

認識的人說

轉場：

欣欣：
『唉唷~小靜你何時變那麼乖了阿』欣欣酸溜溜

演員：小柔,小靜,同學甲,同學乙

的說
葳葳：『不會吧！小靜，這不像你耶！』葳葳看向小
靜
小柔：『姊姊我們回家啦！不然會被爸爸罵！』
小靜跟小柔繼續往家方向走，欣欣及葳葳則在他們背
後說
欣欣：
『唷~我想起來了，你前幾天有說你爸爸沒工作
是吧！』欣欣越說越酸
葳葳：『原來爸爸在家阿！難怪都不出來玩了，膽小
鬼。』葳葳瞧不起的說
小靜：『妳們說夠了沒啊！』小靜生氣了轉向欣欣跟
葳葳
葳葳：『你看看生氣了！』葳葳故意的說
欣欣：『是阿，窮人家的小孩就是這樣，怕東怕西，
還怕沒錢的爸爸，』
葳葳：
『先前說要拿 will 一起玩，我看阿只是吹牛的！
都沒錢買了，還敢說的出口。』
小靜：『小柔我們回家去』小靜不理會他們，拉著小
柔在度踏上回家的路
欣欣：『有人要回去孝敬沒工作的父親囉！』欣欣將
手放在嘴邊大喊
葳葳：『怎這樣說?是沒用的父親啦！』葳葳跟進說
欣欣、葳葳：
『哈哈哈哈~~』
小靜停了下來，走向葳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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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中景
小靜：『道歉！』

第 40 鏡 場景：A05 返家路上

葳葳：『你再說甚麼啊?』
小靜：『不許取笑我爸爸，我要你道歉！』

道具：C02,C03,C04,C05

欣欣：『呦~真的生氣囉。』

字幕：

葳葳：『我就是偏不怎樣』葳葳擺出機車的鬼臉

時間：

小靜受不了了，推了葳葳一下，葳葳不爽的打了小靜

轉場：

一巴掌，欣欣也推了小靜一下

演員：小柔,小靜,同學甲,同學乙

小柔：『不要打啦！姊姊不要打了』小柔著急的說
三人不理會，打成一團，小靜抵不過欣欣葳葳，小靜
突然被推向馬路
拍攝三人上身入鏡特寫
此時正好來了一台車…碰！

第 41 鏡 場景：A05 返家路上
道具：C20
字幕：
時間：
轉場：
演員：
小柔：『姊姊！』小柔看著被撞倒在地的姊姊

第 42 鏡 場景：A05 返家路上
道具：C02,C03,C04,C05
字幕：
時間：
轉場：
演員：小柔,小靜
音效救護車(ㄛ一ㄛ一)

第 43 鏡 場景：A00 黑幕
道具：
字幕：
時間：
轉場：
演員：

第十幕 家客廳(PM17:35) 車禍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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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白天的景

第 44 鏡 場景：A01 家外景
道具：
字幕：
時間：
轉場：
演員：
媽媽將帶回來的手工原料放在雙膝前，仔細挑檢不合

第 45 鏡 場景：A03 家客廳

格的原料，想賺些生活費。
拍攝客廳客桌景

道具：C21
字幕：
時間：
轉場：
演員： 母親
鈴~鈴~鈴~

第 46 鏡 場景：A03 家客廳

拍攝電話特寫,要插電話音效

道具：C15
字幕：
時間：
轉場：
演員：
媽媽：『小柔阿…甚麼！…現在在哪裡?…好好..我現

第 47 鏡 場景：A03 家客廳

在趕過去！』媽媽起身走向電話，聽到非常震驚的消
息，電話切斷後，媽媽立即撥手機給爸爸，隨後趕到

道具：C15

醫院。

字幕：

拍攝母親接電話特寫

時間：
轉場：
演員：母親

第十一幕 醫院急診室(PM18:15) 車禍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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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傍晚景色

第 48 鏡 場景：A07 醫院外景
道具：
字幕：
時間：
轉場：
演員：

媽媽在醫院中奔跑，著急的尋找急診室及學校老師，

第 49 鏡 場景：A16 急診室門口

終於找到急診室了
媽媽：
『是小靜老師嗎?我是小靜的媽媽，他人怎麼樣

道具：C10,C11,C12

呢?』媽媽急著問

字幕：

老師：
『醫生還在急診室做診斷…』老師話還沒說完，

時間：

帶這安全帽的爸爸出現了

轉場：

爸爸：『怎麼會這樣呢?怎會跟同學打架?』爸爸趕到

演員：父親,母親,老師,醫師

正好聽到媽媽老師的對話
老師知道兩位家長都到了，向爸爸點了一下頭繼續說
老師：『聽您女兒說是班上同學故意激他，才會打起
來。』老師解說
爸爸：『到底是說了甚麼會打起來?』爸爸生氣的問
老師：『應該是取笑小靜的家境。』老師將自己知道
的都說出來
媽媽：
『對了，小柔呢?』媽媽突然想起電話裡的小柔
非常慌張
老師：
『她當時在現場受了驚嚇，輔導老師在安撫她，
沒事的。』老師一一回答
爸爸：
『到底是在搞甚麼啊?』爸爸懊惱加擔心坐在椅
子上
老師：『教官已經深入調查了，小靜不會有事的。』
老師極力想安慰家長
這時醫生從急診室出來，老師及小靜爸媽走了過去
爸爸：
『醫生，我女兒有沒有怎樣?』爸爸走到醫生前
醫生：『目前重度昏迷，需住院治療，先幫他辦理住
院吧！』醫生邊走邊說
媽媽：
『他傷到哪裡了?』媽媽繼續追問醫生，擔心著
小靜狀況
醫生：『身體有部分擦傷，但最主要是頭部撞擊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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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導致中度腦震盪，才會昏迷，家長請先辦理住院
吧。』醫生停下腳步說明，說完離開了
媽媽：
『嗚嗚，怎會這樣，怎麼會變成這樣?』媽媽跪
坐在地上
爸爸：『別哭了。』爸爸將媽媽扶起來
拍攝晚上近景

第十二幕 醫院 病房(PM19:30) (昏迷第三天)
病房裡媽媽握著女兒的手，撫摸他的臉頰，輕輕的說

第 50 鏡 場景：A08 病房

媽媽：『小靜，要快醒來喔，媽媽有準備你愛喝的海
帶湯喔。』媽媽含淚的說

道具：C13,C02,C03

特寫晚上

字幕：
時間：
轉場：
演員：母親,小靜
此時牆邊浮出一抹身影，疑惑的眼神望著坐在床邊的

第 51 鏡 場景：A08 病房

人
小靜：”媽！我找你好久。”小靜好奇的問

道具：C02,C03

小靜：”媽！我在這裡”小靜喊叫著媽媽，媽媽都沒回

字幕：

應

時間：

拍攝晚上病房一角(疊影合成)

轉場：
演員：小靜
爸爸跟小柔來到病房，小柔走到媽媽身邊，爸爸則到

第 52 鏡 場景：A08 病房

床邊看小靜
爸爸：『狀況有好一點嗎?』

道具：C13,C02,C03

媽媽：『醫生說過了今晚才能了解狀況。』媽媽拿著

字幕：

放在旁邊的單子，起身走到爸爸身邊說

時間：

媽媽：『醫院要我們明天先繳部分醫療費用，小靜的

轉場：

治療才能繼續下去，我這邊已經沒錢了。』家裡已經

演員：父親,母親,小靜,小柔

沒甚麼錢，小靜又出了意外，醫療費用已經付不出來
了
爸爸：『錢我今晚去湊湊看。』爸爸堅強的說
小柔：『姊姊，要趕快醒來教我數學喔！』小柔在小
靜耳邊說，希望小靜快快好起來，這話讓爸爸媽媽感
到無比的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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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靜：”我怎會變這樣?我怎麼會?”小靜聽到家人的談
話，才清楚自己的狀況
爸爸：『時候不早了，小柔回家吧！』爸爸越過媽媽
拉著小柔的手，準備回家了
小柔：『好！』小柔跟著爸爸走
媽媽：
『別忙太晚了，不行的話明天我會再想辦法的。』
媽媽向爸爸說
爸爸：『知道了，把小靜照顧好。』爸爸說完就帶著
小柔離開病房了
小靜跟著爸爸走出去，出去前回頭望了媽媽和自己
拍攝晚上中景(疊影合成)

第十三幕 工地 磚塊處(PM22:30) (昏迷第三天)
爸爸將小柔帶回家，等小柔睡著後，自己一個人來到

第 53 鏡 場景：A11 工地

了工地
小靜從醫院出來後沒有裡開過爸爸身邊，小靜不知爸

道具：C07

爸這個時候來工地做啥

字幕：【昏迷第三天/PM 10:30】

當小靜有疑問時，工頭出現了

時間：

工頭：
『阿德阿，你今天都已經做 11 個小時了，還要

轉場：

做嗎?』工頭問爸爸

演員：父親,工頭,小靜

爸爸：
『可以的，我今晚弄一弄，明天要去看我女兒。』
爸爸不停的搬磚塊
工頭：『真拿你沒辦法，那就工作到明早 6 點，你多
做 1 分鐘都不行，記得多做 1 分鐘都不行。』
爸爸：『我知道。』爸爸不停的工作
工頭：『薪水我明天會先給你，還有如果累了就休息
一下，不要女兒還沒好，自己就先倒啦！』工頭非常
擔心爸爸的身體狀況
爸爸：『你先去休息吧！』爸爸埋頭苦幹，工頭搖搖
頭回頭走了
拍攝晚上中景(疊影合成)
小靜只能在旁邊看這爸爸一直工作，不停的工作，為

第 54 鏡 場景：A11 工地

的是能讓自己繼續進行治療，小靜一直陪在爸爸身旁
小靜現在才知道，原來爸爸每天都這麼辛苦的在工作

道具：C07

已供給家用，爸爸年紀也大了，能做的工作不多了，

字幕：

想起先前自己還不懂事的嫌棄爸爸沒學歷、沒知識還

時間：

不懂得感恩，小靜感到非常愧疚，想到這裡不爭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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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場：

眼淚掉了下來，現在的他好想要幫爸爸的忙，但卻沒

演員：父親,小靜

那個能力，只能看這爸爸不停的工作
(爸爸不眠不休的工作到天亮，小靜一直在旁邊守著)
特寫晚上父女(疊影合成)

第十四幕 醫院 病房(AM08:00) (昏迷第四天)
拍攝白天景

第 55 鏡 場景：A07 醫院外景
道具：
字幕：【昏迷第四天/AM 8:00】
時間：4 秒
轉場：
演員：
爸爸從昨晚工作到早上，時間到就領了薪水回家，洗

第 56 鏡 場景：A08 病房

個澡後，在家樓下目送小柔上學，小柔走遠後，爸爸
才折回醫院，這時爸爸已經筋疲力盡了，卻還是一心

道具：C11,C12,C13,C22

想到醫院探望小靜(小靜還是一直待在爸爸身邊)

字幕：

進到了病房

時間：

爸爸：『我只有這些錢了，其他的…就拿這支錶去當

轉場：

吧！』爸爸無力的說並將手錶取下，都遞給媽媽。

演員：母親,父親,小靜,醫生

媽媽知道爸爸遞的錢，已經是這個家全部的錢了，媽
媽明白爸爸的意思，將東西都放進包包
一旁的小靜知道那支手錶對爸爸的意義有多大，那是
阿公的遺物，是爸爸非常愛惜的東西，爸爸為了他，
而要當掉珍貴的東西，小靜心情非常難過
爸爸：『你去忙吧！小靜我來顧。』爸爸很想陪著小
靜好好睡一下
媽媽：『今天不用上班嗎?』媽媽疑惑的問
爸爸：『今天我向工地請假，你去忙吧。』爸爸不想
多說
爸爸的辛苦，只有一直跟在爸爸身旁的小靜最清楚
醫生進到病房來了
媽媽：
『醫生，我女兒觀察的狀況如何?』媽媽著急的
問
爸爸：『是阿，觀察的如何?』
醫生：『希望你們要有心理準備，今晚到明天早上是
頁 25 of 34

伴我身旁分鏡劇本
2008/7/10

最後關鍵期，如果沒醒來…可能會變植物人。』醫生
凝重的說
小靜聽到這個訊息，嚇呆了
小靜：”我會永遠起不來了嗎?”小靜非常傷心
爸爸：『不行，他是我的寶貝乖女兒，他不可以變那
樣子。』爸爸激動的說
媽媽：『是阿！醫生請你救救我女兒！』媽媽擔心的
快哭了
醫生：『我會盡我最大能力救他的，我先出去了。』
醫生慎重地說
醫生離開留下爸爸媽媽
爸爸：『你先去把錶當了，去繳醫療費，不要耽擱小
靜的治療。』爸爸命令的說
媽媽：『我知道了！』媽媽開始整理包包，爸爸則躺
在小床上休息
媽媽整理完後就出去了，小靜見爸爸休息了，就跟這
媽媽出去
拍攝白天中景(疊影合成)

第十五幕 路上到醫院路上(AM09:30) (昏迷第四天)
取白天景

第 57 鏡 場景：A14 當鋪外景
道具：
字幕：
時間：
轉場：
演員：
媽媽離開了醫院後，來到了當舖，站在當鋪門外，媽

第 58 鏡 場景：A17 當鋪門口

媽從包包裡拿出自己的項鍊及爸爸的手錶，看了一下
子，就走進當鋪了，小靜看著媽媽進當鋪，知道媽媽

道具：C21,C22

非常捨不得；

字幕：

拍攝近景(疊影合成)

時間：
轉場：
演員：母親,小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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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拿著錢走出了當鋪便往醫院方向走，一路上媽媽

第 59 鏡 場景：A17 當鋪門口

擔心著醫療費的問題，因為媽媽將自己的項鍊和爸爸
的手錶都當了，所有的錢還是不夠支付醫療費，媽媽

道具：

心想現在只能向親朋好友們借錢了，媽媽從包包拿出

字幕：

手機，打了幾通電話，回應的親朋好友，都不願意借

時間：

錢給媽媽，媽媽很難過，但還是不放棄希望，不停的

轉場：

打電話借錢

演員：母親,小靜

拍攝近景(疊影合成)
而在一旁的小靜看到媽媽這樣傷心難過

第 60 鏡 場景：A17 當鋪門口

拍攝模糊的當鋪招牌當背景,小靜感動大特寫(疊影合
成)

道具：
字幕：
時間：
轉場：
演員：小靜
而在一旁的小靜看到媽媽這樣傷心難過，心中非常不

第 61 鏡 場景：回顧場景

捨，想到自己從不關心家裡的生活經濟狀況，只會任
性要求媽媽買東西給他，要求零用錢要很多，甚至還

道具：

欺騙媽媽，要了錢去偷買新衣服，小靜想如果他沒要

字幕：

求買那麼多很貴的東西、將零用省著點用，或將零用

時間：

錢存起來，現在媽媽或許不用這樣借錢，小靜還在悔

轉場：溶解

過的時候

演員：

取第 18,20,22,26,31,32 鏡片段(慢動作播放)
插感人配樂
拍攝模糊的當鋪招牌當背景,小靜感動[流淚]大特寫

第 62 鏡 場景：A17 當鋪門口

(疊影合成)

道具：
字幕：
時間：
轉場：
演員：小靜

第十六幕 醫院 病房(PM17:40) (昏迷第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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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傍晚景

第 63 鏡 場景：A07 醫院外景
道具：
字幕：【PM 5:40】
時間：
轉場：
演員：
媽媽將小靜醫藥費繳了，回病房繼續照顧著小靜，下

第 64 鏡 場景：A08 病房

課後的小柔也來到了病房
媽媽：『小柔你來啦！』媽媽坐在小床上，拉著小柔

道具：C13,C02,C03,C04,C05,C24

的手說

字幕：

小柔：『明天放假不用上課，來看看姊姊，爸爸去哪

時間：

裡了?。』小柔很懂事的說

轉場：

媽媽：『爸爸去買晚餐，爸爸回來了。』媽媽說爸爸

演員：母親,父親,小柔,小靜

的去向時，爸爸剛好回病房
爸爸：『小柔來了阿，一起吃晚餐。』爸爸臉色還是
非常凝重
小靜陪同爸媽在病房一整天，看爸媽為他操心、為他
打理
讓他湧起了一股念頭，他希望自己能快快清醒，幫忙
爸爸媽媽，爸媽好辛苦
看著家人準備吃飯，又看看床上自己，心想如果現在
他醒著，一家四口一起吃飯，不知該有多好，今天就
是最後關鍵期了，他好希望快快回到爸媽身邊，就再
這時媽媽手機響了(電話響聲) 媽媽拿起手機
媽媽：『喂…』打來的是借錢給媽媽的廖姐
拍攝中景(疊影合成)
廖姐：<阿琇，你家小靜全名給我>

第 65 鏡 場景：A15 電話場景

媽媽：
『姐，要這個做甚磨阿?』媽媽看向爸爸問著電
話裡的廖姐

道具：C24

廖姐：<今天我們佛堂要開班，今天聽你說是小靜的

字幕：

關鍵期，想說替小靜扣求諸天先佛保佑，能度過難

時間：

關。>

轉場：

媽媽：
『真的嗎?真是謝謝你！姐，不曉得我們可以一

演員：母親,廖姐

起去祈求嗎?』
廖姐：<如果父母能來更好阿！你們方便嗎?>
媽媽：『方便~方便~我們現在過去。』
廖姐：<你們路上小心，不要急，後學等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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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我了解，我們現在過去。』媽媽將電話掛斷
後，轉向爸爸
水平切割
媽媽：『阿德！我們現在到佛堂一趟！』

第 66 鏡 場景：A08 病房

小靜皺皺眉頭不解為何會突然要去佛堂
爸爸：『要做甚麼阿？』

道具：C13,C02,C03,C04,C05,C24

媽媽：『要去祈求仙佛保佑我們小靜平安度過難關，

字幕：

剛剛廖姐打電話過來，希望我們一起過去祈求。』

時間：

爸爸：『好~那我們走。』

轉場：

媽媽：『小柔，你自己先吃晚餐，爸媽先出去一趟，

演員：母親,父親,小柔,小靜

要照顧姊姊喔。』
小柔：『媽媽我知道，你們路上要小心喔。』
爸爸：『走吧，別讓人等太久。』爸媽走出房間，剩
下小柔照顧著姊姊
小靜還來不及反應過來，爸媽就走出去了
小靜：”爸~媽~等我阿”小靜追了出去
(疊影合成)

第十七幕 佛堂(PM18:30) (昏迷第四天)
拍攝傍晚景

第 66 鏡 場景：A09 佛堂外景
道具：
字幕：【PM 6:30】
時間：
轉場：
演員：
爸媽來到佛堂

第 67 鏡 場景：A10 佛堂

拍攝電梯大門景

道具：
字幕：
時間：
轉場：
演員：父親,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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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小靜現在是遊魂，不能進到佛堂，只能在佛堂門

第 68 鏡 場景：A10 佛堂

外，剛剛在到佛堂的路上，小靜聽爸媽的對話得知，
只要誠心禮拜，向仙佛祈求保佑，通常所祈求的事都

道具：

會成功，所以小靜跟來佛堂，是想祈求仙佛讓自己度

字幕：

過難關、好起來。

時間：

拍攝電梯大門景,小靜被擋佛堂玻璃大門口外(玻璃門

轉場：

內要有強光特效)

演員：小靜
小靜爸媽進到佛堂，廖姐帶領小靜爸媽來到點傳師面

第 69 鏡 場景：A10 佛堂

前
廖姐：
『點傳師慈悲，這 2 位是後學的妹妹、妹婿。』

道具：C14

廖姐轉向小靜爸媽

字幕：

廖姐：『這位是主班點傳師。』

時間：

媽媽：『點傳師您好，我們想來祈求諸天仙佛保祐我

轉場：

家小靜。』

演員：父親,母親,廖姐,點傳師

爸爸：『對，點傳師請您幫忙。』
點傳師：『後學有聽廖姐說過你們的家的狀況，我們
待會扣求時，請父母記得誠心扣求諸天仙佛慈悲，保
祐貴女平安度過難關。』
爸爸：『我們會的，謝謝點傳師。』
點傳師：『那事不宜遲，我們來扣求吧。』
拍攝流理臺區中景
儀式開始，廖姐跟道場人員就定位，開始一千叩首，

第 70 鏡 場景：A10 佛堂

爸爸媽媽雙手合十，闔眼誠心祈求著
而不能進佛堂的小靜，只能待在門外，閉著雙眼，雙

道具：C14

手合十等著父母出來

字幕：

拍攝乾道叩求全景

時間：
轉場：
演員：父親,點傳師,眾乾道道親
拍攝父親叩求特寫

第 71 鏡 場景：A10 佛堂
道具：
字幕：
時間：
轉場：
演員：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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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坤道叩求全景

第 72 鏡 場景：A10 佛堂
道具：
字幕：
時間：
轉場：
演員：母親,廖姐,眾坤道道親
拍攝母親叩求特寫

第 73 鏡 場景：A10 佛堂
道具：
字幕：
時間：
轉場：
演員：母親

第 74 鏡 場景：A10 佛堂

拍攝電梯大門景,小靜雙手合十,小靜臉部燈光漸強特
效

道具：
字幕：
時間：
轉場：漸白
演員：小靜
在禮拜結束後，廖姐準備送小靜爸媽出去時，媽媽的

第 75 鏡 場景：A10 佛堂

手機再度響起，媽媽接手機
媽媽：『喂?』

道具：

拍攝電梯大門景

字幕：
時間：
轉場：
演員：廖姐,父親,母親
小柔：<媽….媽….嗚嗚…>柔哭著說

第 76 鏡 場景：A15 電話場景

媽媽：『小柔怎麼了？發生甚麼事了？』媽媽著急的
問

道具：

爸爸：『是小靜怎樣了嗎？』爸爸在手機邊問

字幕：

小柔：<嗚…姊姊他…姊姊他…>

時間：

媽媽：『小柔不要哭，快說。』

轉場：

小柔：<…….姊姊醒過來了！>
頁 31 of 34

伴我身旁分鏡劇本
2008/7/10

演員：小柔,母親

媽媽：『姊姊醒過來了?』
爸爸：『小靜醒了?』
小柔：『爸爸媽媽，快點回來！』
媽媽：『好！我們現在回醫院！拜拜。』
媽媽掛斷電話後轉向廖姐

第 77 鏡 場景：A10 佛堂

媽媽：『廖姐，謝謝你們，我女兒醒了！』媽媽激動
握著廖姐的手說

道具：C14

廖姐：『那太好了！那你們趕回醫院去！』廖姐催促

字幕：

著

時間：

爸爸：『真的是太謝謝你們了！』爸爸向道場人道謝

轉場：

道親：『不要這麼說，是仙佛看到你們的誠心了。』

演員：父親,母親,廖姐,點傳師,道親

廖姐：『好啦，先回醫院去吧！』
媽媽：『那我們先去醫院了。』媽媽跟爸爸急急忙忙
往醫院走，廖姐跟道場人目送她們出去
拍攝電梯大門景
彌勒像笑臉特寫

第 78 鏡 場景：A10 佛堂
道具：
字幕：
時間：
轉場：
演員：

第十八幕 數日康復後
取白天景

第 79 鏡 場景：A01 家外景
道具：
字幕：【小靜出院數日後】
時間：
轉場：
演員：
餐桌上一家四口和樂融融用餐

第 80 鏡 場景：A04 家餐廳

取近景白天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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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具：
字幕：
時間：
轉場：
演員：父親,母親,小靜,小柔
假日爸爸在工地，小靜到工地幫忙(幫爸爸擦汗、倒水)

第 81 鏡 場景：A11 工地

取近景白天景

道具：
字幕：
時間：
轉場：
演員：父親,小靜
家裡小柔幫忙作家事

第 82 鏡 場景：A03 家客廳

取近景白天景

道具：
字幕：
時間：
轉場：
演員：母親,小柔

第 83 鏡 場景：A00 黑幕
道具：[劇終]
字幕：
時間：
轉場：
演員：
最後穿插 NG 畫面跟全體劇組人員名單.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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