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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同學一﹕ 太好了！我今次默書一百分啊！ 

 

熒幕蓋字﹕ 使用威力導演編輯 

 

熒幕蓋字﹕ 和悅軒 

            致力服務精神病康復者，由會員及義工共同努力，為大家獻上以下 

   話劇，希望大家細心欣賞 

 

嘉宜﹕  我叫嘉宜。 

 

嘉宜﹕  今次是與一班會員用一個戲劇形式與他們做一個藝術活動。故事十

  分有趣，我們先訂立一個題目，而題目就是「遊戲」。其實我們的 

  短片希望帶出共融的信息，因為我們的題目是「遊戲」，我們每一 

  個人對遊戲也有經歷，並非參加者是特別的人而作出什麼特別的題

  目，而是想觀眾在不被告知的情況下，都不會知道參加者就是所謂

  特別的一群。觀眾觀看他們的戲劇後，就是對參加者有所認識，無

  特別需要告知是由甚麼人去演出，因為大家都是一樣的，不需要被

  分別出來，就是共融。 

 

嘉宜﹕  完成後其實很開心，因為我見到當中很多會員有所不同，他們其實

  都很享受和開心。 

   

嘉宜﹕  好，現在就請大家欣賞我們的劇！ 

 

嘉宜﹕  沒有壓力的做一次，一二三後就加油加油加油。一，二，三！ 

 

眾人﹕  加油！加油！加油！ 

 

熒幕蓋字﹕ 昨日、今日、明日 

 

地鐵廣播﹕ 請勿靠近車門。 

  請不要靠近車門。 

  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doors. 

 

地鐵廣播﹕ 下一站調景嶺，乘客可以轉乘將軍澳線往寶琳或康城沿途各站，左

  邊的車門將會打開。 

  下一站調景嶺，乘客可以轉乘將軍澳線前往寶琳或康城沿途各站，

  左邊的車門將會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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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t station is Tiu Keng Leng, This is a change station for the Tseung 

  Kwan O line towards Po Lam or Lohas Park.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地鐵廣播﹕ 請勿靠近車門。 

 請不要靠近車門。 

 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doors. 

 

旁白(青年一)﹕喂！過來這裡，這裡！ 

 

旁白(青年二)﹕你說什麼呀？怎樣？ 

 

旁白(青年三)﹕小心！左面、左面，後面有埋伏。 

 

旁白(青年四)﹕知道了知道了。哎呀！快點！快點來幫我！就快要死了！ 

 

媽媽﹕ 女兒，來幫忙準備吃飯。 

 

女兒﹕  行了。 

 

媽媽﹕  女兒，吃飯了。 

 

女兒﹕  再等一會吧。  

 

媽媽﹕  吃飯了！ 

 

女兒﹕  多玩一會吧！ 

 

媽媽﹕  停了它！還在玩！ 

 

女兒﹕  不行，快要過關了！ 

 

媽媽﹕  快點出來！ 

 

女兒﹕  等一會！ 

 

媽媽﹕  還在玩，飯菜都涼了！ 

 



 3 

女兒﹕  多玩一會才吃吧！ 

 

媽媽﹕  哎呀不管你了，你不吃就算了，我自己吃。 

   我都不懂，自己拿著電話有什麼好玩，整天在玩電話，飯也不吃。

  想起我們小時候，那些遊戲是多麼好玩。一大群朋友在屋村裡四處

  走，奔奔跳跳，不知玩得有多開心！ 

 

秀明﹕  喂！麗芳，阿嫻，不如我們一起去玩吧！ 

 

麗芳、阿嫻﹕好呀好呀。 

 

麗芳﹕  玩什麼好呀？ 

 

阿嫻﹕  不如我們玩拋手巾吧。 

 

秀明、麗芳﹕好呀！ 

 

眾人﹕  我也玩，我也玩！不如我們一起玩吧！ 

 

朋友一﹕ 那我們在這裡圍一個圈吧。 

 

媽媽﹕  坐過來這邊這邊。 

 

朋友二﹕ 快一點吧！ 

 

眾人﹕  快點！加油！ 

 

媽媽﹕  不要拋在我背後，我一定抓到你的。 

 

朋友二﹕ 快一點吧！行得這麼慢。 

 

眾人﹕  快點！加油！ 

  搞什麼！你怎麼可以這樣撒賴？ 

 

朋友三﹕ 我喜歡，有什麼問題！ 

 

眾人﹕  你怎麼這麼壞，我們不要跟她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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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三﹕ 不玩就算了！ 

 

媽媽﹕  雖然我們有時候亦會吵架，但隔天就完全不記得了。還有，那時候

  我們的遊戲都很有趣，不用很貴，因為我們當時大家都很窮，沒有

  錢買玩具。大部分都是我們自己造的，靠創意彌補，有時候幾顆小

  石頭我們也已經可以玩半天了！ 

 

朋友四﹕ 什麼…？哦，是小石頭喔。 

 

朋友五﹕ 唓，石頭有什麼好玩的。 

 

媽媽﹕  你們懂不懂玩的？ 

 

朋友六﹕ 等我示範給你們看吧。 

 

朋友七﹕ 有人玩嗎？有人玩嗎？ 

 

眾人﹕  我要玩，我要玩。我要拿繩。那你拿著吧。 

   

眾人﹕  那你們要拿好一點，我們一起玩。 

  輸了的人要拿繩的。好，開始了。 

  小皮球，香蕉油，那兒開花一十一，一五六，一五七，一八一九二

  十一。 

 

眾人﹕  好棒！！ 

 

媽媽﹕  女兒呀，你在玩什麼呀？還在玩？這些遊戲很好玩嗎？ 

 

女兒﹕  我在玩賽車遊戲呀，很好玩的。 

 

媽媽﹕  是嗎？真的很好玩嗎？ 

 

女兒﹕  媽媽，你不明白了。現在的電子遊戲的不止畫面很漂亮，玩法還很

  多，比以前你們的遊戲好玩多了。就好像這個賽車遊戲，很好玩，

  很刺激的。我不用考車牌，又不用買車，但又可以嘗試開車的感覺，

  不如你都試試看吧。來吧，撞車又不會受傷的。 

 

媽媽﹕  哦？我什麼也不懂，那你教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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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  好呀，先選擇場景。 

 

媽媽﹕  有什麼場景呢？ 

 

女兒﹕  有樹林。 

 

媽媽﹕  還有呢？ 

 

女兒﹕  沙漠。 

 

媽媽﹕  那我選擇樹林吧。 

 

女兒﹕  好吧，還有車的顏色。 

 

媽媽﹕  有什麼顏色？ 

 

女兒﹕  紫色。 

 

媽媽﹕  還有呢？ 

 

女兒﹕  紅色。 

 

媽媽﹕  喔，我喜歡紫色。 

 

女兒﹕  好，這就是你車的顏色。 

 

媽媽﹕  不錯喔。 

 

女兒﹕  咦？我有朋友正在線上，和他比試一下吧。 

 

這紅色的車子就是我朋友的車了。 

 

女兒﹕  媽媽﹕喔，是嗎？ 

 

女兒﹕  按這鍵就可以開始了。 

 

媽媽﹕  是嗎？好，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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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  媽媽，按這裡可以加速。 

 

媽媽﹕  好，加速！ 

 

女兒﹕  差不多到終點了。。。 

  媽媽，你贏了！ 

 

媽媽﹕  我們贏了！好棒！ 

 

麗芳﹕  歡迎大家來到 2046 年阿米醒遊戲公司的遊戲發佈會，我是主持 

  人黃麗芳。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遊戲，大家不需要比較，最重要是

  大家也覺得好玩和開心就可以了。2046 年，我們推出一個革命性

  的遊戲。只要我們將遊戲晶片植入身體裡面，輕按手指，也能和朋

  友分享遊戲的樂趣。事不宜遲，我們馬上觀看遊戲示範。 

 

眾人﹕  哈哈哈 

 

麗芳﹕  這個就是我們的示範了，謝謝大家。 

 

熒幕蓋字﹕ 全劇終 

 

熒幕蓋字﹕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和悅軒  

  「遊戲劇場」 

   (友「戲」共融、Upload 啟動 – 由蘋果日報慈善基金撥款) 

 

熒幕蓋字﹕ 昨日、今日、明日 

 

參加者一﹕ 參加話劇開心 

 

參加者二﹕ 開心 

 

參加者三﹕ 開心 

 

參加者四﹕ 好開心 

 

參加者二﹕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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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一﹕ 哈哈哈 

 

參加者四﹕ 哈哈哈 

 

熒幕蓋字﹕ 會員得著 

 

 

參加者一﹕ 比預期中，自己也能從中學習得到。認識到更多朋友，可以接受到

  各人的性格，各人也有不同的性格。 

 

參加者二﹕ 如果遊玩當然一群人一起玩比較好玩，一個人玩就比較寂寞了。大

  家互相關心，一起玩也很開心。閒時一起去喝茶，聊天。最開心就

  是認識到一班朋友，一起參加這個活動。 

 

參加者三﹕ 可以令我回想起小時候開心的回憶。認識到其他人，有時候回到家

  中重看照片，與女兒分享也十分開心。大家可以分享自己的經歷，

  一起去互相互勉。 

 

參加者四﹕ 上話劇班覺得很開心，可以發掘到自己的自信心，原來自己也應付

  得來。 

 

熒幕蓋字﹕ 無論 昨日、今日、明日 

   遊戲，也是我們的共同語言 

 

熒幕蓋字﹕ 我們，同樣感受 

   我們，同樣成長 

 

熒幕蓋字﹕ 其實 我們原是對等 

 

熒幕蓋字﹕ 多謝觀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