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類】

〈幕前準備〉

1.演員：

Doctor－－－身著一半黑一半白的衣服。

Bijou－－－身形似 Doctor ’但衣服為全白貫驗服。

天使人一年輕貌美的女強人扮相。

政府執行長一老者扮相。

人類甲、乙、丙一約三人，代表多數人所發出的聲音。

2.道具：

窗戶一白色的邊框，糊上無色的玻璃紙。

另備一片藍色的玻璃紙，在夜晚的場景時黏上。

床一用立起來的木板，鋪上血紅色的床單。

方舟一可用保麗龍製的船為代表。

燈光一請使用可以聚合遠近型的大燈。

玻璃罩一可用一個多角的玻璃杯代表，而玻璃罩內的寶藍色的結晶體，則可以做

鑽來代表。

大砲一可用保麗龍材質。

〈序幕〉

（音效：軟體 Egria 尤利城之歌）

O.S：為什麼？每是藍色的？它總讓我想到寂寞。一種為寂寞而憂鬱的顏色﹔一種為

憂鬱而寂寞的飄泊。是的，沒有同類，不會有幸福﹔只有同類的人，生活在一

起才會有幸福。

（啟幕）



〈第一場〉

(Time：不久的將來）

(Doctor 望著玻璃罩內的寶藍色的結晶體）

Doctor：身為遺傳基因科學家又是醫生的我，這項千古不可能的任務，到了我，終

於將理想化為可能。世間少有的天才，只有我，只有我！呵，呵，呵呵

Bijou:Doctor！這是什麼？（驟然欣喜貌）

難道又是另一個你？你為我找了伴嗎？

Doctor：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

Bijou: .... 

Doctor：身為年輕的我的你不懂，是不是？！

Bijou：嗯 o

Doctor：記得我賦予你們複製人名為 Bijou 的意義嗎？

Bijou：嗯 o 是指我們都像法文寶石 Bijou 一樣，我們可以替無子或無法生育的人，

帶來希望和夢想，就像寶石一樣，把夢想點綴的閃閃發光。

Doctor：所以，她也是顆寶石。不過更耀眼，更能撫平我枯寂的心靈，使我覺得自

己更完美。

Bijou：也是一顆 Bijou 嗎？

Doctor：你是我的分身，是個時代的產物﹔而她，所有人類中最精華的三萬個基因，

惕除不好的，選擇最完美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呵！呵！連達爾文都

沒想到這世間最完美的適者，竟是人類的傑作吧！

Bijou: .. 

Doctor：嗯哼！

雖然你是個依我分身所做出的複製人，畢竟和我差了兩倍的歲月，這種科學的完

美主義！你是，不懂的！（望望窗外）不懂的！

Bijou：（堅定口氣）這個世界，就是因為有不同不完美的人才有趣！

Doctor：唉（苦笑）

果然是年輕的我。到了我這個年紀，青春已不可能重生。如果，如果人人都很

完美，都能知道自己該走的路、想要的人生﹔是不是？就不用後悔？如果人人

都很完美，能夠不老不死，沒有生離死別只有．只有那永恆 。

Bijou：永恆 ? 



Doctor：嗯，你慢慢就會懂的。

Bijou：是嗎？！

嗯那她叫什麼呢？

Doctor：我早就想好了，叫「天使人」。你看怎樣？

Bijou：天使人？

Doctor：是啊。一種長生不老，完美無缺的人。

（藍色結晶體碎裂聲）

〈第二場〉

（一陣藍煙霧）

Doctor：恭喜你的來到這個世界，天使人。

Bijou：（微笑不言）。

天使人：我是天使人？

Doctor：是的。

為神聖的使命而誕生。

天使人：這我知道，我日日夜夜都在你所替我創造的記憶中見到你﹔我也知道我是

完美的。可是，為什麼你想創造我。

Bijou：因為 Doctor 想幫助更多的人呀！

天使人：是日馬？（看看 Doctor 和 Bijou 一眼）

你給我的夢似乎不是這樣的。我到是感覺到你心裡很深沉的黑暗和悲傷。

Doctor：這很重要日馬？

天使人：對我很重要。

我想弄清楚一切。如果我想了解某些真像，無論怎樣，我都會設法弄懂的。

這也是你在創造我的夢中教我的，不是嗎？

Doctor：我真是做繭自作縛啊！

Bijou:Doctor！身為你的分身，我也很想知道。

Doctor: Bijou！知道我為什麼不讓你去學校日馬？

Bijou：我不知道，也不想間，我想等你想說時告訴我。

跟這件事有關嗎？



Doctor：嗯，坐下來說吧！

你們姑且當作一個故事聽。

Bijou: ... 0 

天使人： ．（拍拍 Doctor 的背）。

Doctor：有一個上國中的小孩，因為智力測驗成績，於是被分配到舊世紀時稱的放

牛班﹔在這班級，他因為很會讀書，當上了班上大哥大姐的軍師﹔考試也不

忘幫班上成績差的同學作弊。直到有一次，他捲進了一次鬥爭中，當天，

因有事繞道回家，不料隔天卻發現

Bijou：發現什麼？！

天使人： （輕輕摸摸 Doctor 的頭髮）。

Doctor：發現一個人被誤認為是他，而被殘忍的拔掉十根指甲（伸出十指）。

就于的十根！那人一定痛死了吧！他心裡頭這樣想，可卻誰都沒說，他忽

然覺得自己不應該在待在這，這不是屬於我的地方。於是，他默默努力，

終於在一次又一次的考試，一次又一次的關說鎮壓中 ．．那些被淘汰的人

盡拿官吏壓，要在我家門前蓋馬路威脅我，叫我放棄進入資優班 （日更咽）﹔

後來他上了舊世紀所說的資優班，原以為到了天堂

Bijou: .... 

天使人：說吧！

把一切苦難說出來吧。

Doctor：呵呵

我是不落淚的，我說的可是他，一個過去的他。

總之，他太傻了，也太好了，以為到了天堂，卻是掉入了地獄的深淵﹔為

了趕上別人，他犧牲了一切、一切，登上了好幾週的第一名，天真的想打

入資優友誼圈。誰曉得呢？他的努力換來了一切的仇視，他沒有朋友，只

有虎視耽耽的同學，他天天在夢裡哭，連老師也推他一把，先是任他重要

的職務，哦！你說什麼職務，你們想不到的

Bijou: ... 

天使人：都說吧。

說出來好過些 o

Doctor：呵呵



是排考試的職務，他可是很認真的。到現在都沒變。

結果，有一次私底下，他只不過是向老師抱怨一天考五科太多了﹔老師說

「好孩子！你就照你的意思做吧。」誰知道？老師私下支開他對同學說，

某位排考試的同學覺得考五科不夠！

Bijou:. ．天呀！

天使人：很慘吧？

Doctor：呵呵

你說對了。很慘。

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人理他。罵他「異形」 0

呵！「異形」。他曾偷偷掉眼淚，在午夜夢迴，他問自己，到底什麼是才

是天堂，他一直追尋，一直那麼認真的待人接物。可是！他究竟得到了什

麼？只有傷心，只有背叛，只有無止境的痛恨

Bijou: .... 

天使人：勾

Doctor：所以，他發誓不再得到背叛，他一定要找到同類！

只有同類才會幸福。（望望天使人和 Bijou)

Bijou: .... 

天使人：勾我懂。

Doctor：讓我們一起努力吧！

〈第三場〉

(Doctor 在床上睡覺。 Bijou 和天使人在一旁的沙發上聊天，燈光微暗 0 ) 

Bijou：現在全世界都有許多像妳一樣的天使人。俊男美女、形形色色，廣受人類

的喜歡，聽說人氣已超過我們複製人了。

天使人：但我不快樂！

Bijou：那應是我的台詞，人類似乎想淘汰我們。

天使人：為什麼？！

Bijou：我覺得自己是他們象養的寵物。

天使人：更慘的是我一。



Bijou：嗯我不懂？

妳應該很滿足。妳有最好的頭腦，最佳的身體，還有很多妳和 Doctor 共同創造

形形色色，雖然臉孔不同，卻都是內在完美的同類。

天使人：所以，我覺得悲哀。

我們都有編號，說穿了只是人類的奴隸。

Bijou：可是 ？你們都不會老，不用怕生離死別！

天使人：你不懂。

就是這樣我才會悲哀。一樣的內在，完美是我們的代名詞﹔而我們痛恨所有的不

完美，痛苦的看著不完美的人類指揮我們。但我們的生命沒有終點，只有無盡的

奉獻，為不完美的人類自私的心奉獻。

Bijou：但是，人類很可愛。

我有時情不自禁愛他們。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他們為我的擔心、煩惱，

讓我有被愛的感覺。

天使人：你錯了。

Bijou：咦？

天使人：就因為人生是單行道，無法扭轉時間逆向行駛﹔他們的人生有憾恨、遺

憾、失落這些情緒組織的情節發生在你們複製人身上，他們才會有給你們有這

種感覺。說穿了，他們好自私，擅自創造編排我們不要的人生。

Bijou：我們？！

天使人：是的，我們！

我們都是這個時代，自私人心下的產物，虛擬人生的遊戲。

Bijou：分析的真好，幾近乎

天使人：完美。

是吧？

Bijou：嗯！

天使人：因為完美是我們的代名詞（冷笑）。

〈第四場〉

（天使人領著 Bijou 往簾後走去，食指放在唇邊，擺出一個噓的于勢。）



(Doctor 猛然睜開眼從床上坐起露出黑衣的一面）

Doctor：我都聽到他們的談話了。我不懂？我，難道錯了嗎？

不？不！不！我只不過是在追求人類的幸福。有什麼事？比得過你所愛

的人、事、物，這一切的一切都不會改變來的更幸福﹔有什麼事比上長

生不老的事來的可貴？每一秒都是永恆，每一分都是完美，每一天都不

會有差錯。哦！完美！我所創造的，完美的世界！所有的人都會永遠記

得我，不論是真正的人、複製人、甚至是天使人。呵！呵呵

Doctor：（躺在床上翻身，露出白色衣服的一面。）

不？不？不！我的雙于是血腥的，就像這張床單一樣。創造了完美的天

使人，想來達到永恆。啊！我真是愚蠢。因為完美，永遠的年輕，不懂

的愛恨情仇、不懂的珍情生老病死、不懂的珍情生離死別，當然也會冷

漠我錯了？他們冷冰冰，只是一具具的活死人。我錯了，嗎？

Doctor：（躺在床上翻身，露出黑衣的一面。）

不！絕不！我是世界上有始以來的天才，沒有人勝的過我。沒有人啊！我是天

才！天才！無子的人可以有子，錯誤的人生可以重來，不同的選擇能讓人類過的

更美好。我沒錯！！我做到了連造物主都做不到的事。我改變了宿命。唔！連

希拉都阻止不了宙斯的外遇﹔連宙斯都改變不了希拉因妒忌所犯下的錯，愛恨情

仇能做什麼？只是徒增煩惱。情感與冷漠，只不過是一線之隔﹔沒有主觀情感的

介入，世間的黑暗將不存在，不會有黑金，不會有因政治立場不同而兩難﹔是

與非將不對立。完美，完美！將成為一切代名詞 0 多麼美好的世界！多麼美好

的曇花一現！後世將會為我留名。一切皆因我思而在！從此只有光明！

Doctor：（雙于摩擦著下巴，走下床，面對窗戶，伸直雙于，仰頭高喊 0 ) 

一個我所創造的光明世界！

I am the king of the world!! 

〈第五場〉

（一張桌子，鋪上白色的餐巾，桌上擺著一益乾燥花，兩杯血腥瑪麗酒。此場開

場前先放些乾冰。）

Doctor：妳瞪我做什麼？



天使人：這裡錯了。

Doctor：胡說！鼓勵生育，真正的人類才不會滅亡。

天使人：真正的人類？

那你覺得你每天從你于中量產天使人如何？

Doctor：完美，好用。

天使人：為什麼？

Doctor：因為所有從我于中生產的天使人都從未有過差錯。

天使人：說的好（起身鼓掌）。

Doctor：敬完美的天使人（輕笑，吸一口血腥瑪麗）。

天使人：完美的我們，一

是容不下不完美的 （日露兇燄）。

Doctor：（睜大雙眼）妳說什麼？？

天使人：不完美的 （掏起益中一朵枯花）

劣種！

Doctor：妳，妳妳好

天使人：Bijou ! 

(Bijou 推倒桌子，從桌下冒出，舉起一把劍。）

Doctor：不！

（慌亂想逃，踏到翻倒在地的血腥瑪麗。）

Bijou：死吧！

（劍刺入 Doctor 心窩狀， Doctor 倒下 0 ) 

天使人：從沒想過自己殺死自己吧！

（放出乾冰 0 ) 

〈第六場〉

（此場音效：「世紀末的魔術師＊第 24 首」）

(Doctor 驚叫一聲。從床上坐起張眼 0 ) 

Doctor：還好只是夢。



（拍拍胸賄，驚魂未定貌。）

？？？？？：開窗哪！開窗哪！

（匆促敲擊聲。）

Doctor：誰？

？？？？？我，我是政府執行長。

Doctor：日我 。

（起身開窗）

政府執行長：呼！呼

Doctor：怎麼？

怎麼一副喘噓噓的樣子。天使人我今天的量產我還沒做好，明天就會有啦！怎

麼，你的臉色不對勁。難道是那些高官顯貴又為難你了？

政府執行長：不，不是一

他們全不在了。

Doctor：什麼？

政府執行長：天使人和 Bijiou 聯盟抵制人類。

我們以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支配者，而不是不是 ．算了！我太輕意忽略了，

我們趕緊走吧！

Doctor：走？去哪？

我發明的天使人，不僅完美，所有的資訊只要自己輸入就會。連我們的 我們

的世界，他們都一清二楚。我在這等他們來吧！我不相信我創造出最完美的人會

做出這種事。

我不相信！

政府執行長：你說什麼傻話？

我們真正的人類，現在數量不到一千人﹔跟瀕臨絕種的動植物已經沒

兩樣了。

Doctor：天！我的上帝！

這不是真正的吧？

政府執行長：你信也罷，不信也罷。

我們都被自己蒙蔽了，我們總是不信任人﹔因為我們有愛恨情仇，我

們有七情六欲，我們陷於背叛後的血淚﹔我們越來越文明，卻越來越



隱藏真心，唯恐他人的訕笑，唯恐知道自己真正的想法﹔其實我們很

孤獨，我們整顆心都是寂寞的，因太多的文明而寂寞老是看見太多

的人，忘了有自己，至少他們的外表是人，而忽略了真正的人。 . 

我在說什麼？我大概語無倫次了 算了！走吧，走吧！為了真正的人

類，為了我們，走！

Doctor：可是

（一聲巨雷聲響從空中劈來，驚愕不己的 Doctor 被政府執行長拉開。）

政府執行長：我們太低估他們的能力了。顯然他們已經毀了太陽核子。千年辛苦

毀於一旦（閉上眼，吐一口氣） .. 

他們叛變了，這已不爭的事實，走吧！

Doctor：去哪？

世間還有我容身的餘地嗎？

（又一聲巨雷聲響從空中劈來。）

政府執行長：快！

跟我到慧星撞地球的方舟去吧！

〈第七場〉

（方舟上）

政府執行長：想到對策了嗎？看你很出神呢！

Doctor:. （抽煙吐氣）

沒什麼！只是忽然想起一些過往的事

人類甲：還敢說過往！

現在大家會這樣都是你害的！

人類乙：就是說嘛！看你怎麼交代。

Doctor: （看他們一眼，繼續抽煙吐氣。）

政府執行長：怎麼？

面對這樣的全人類存亡的困境，你們還有時間內開？

人類甲：我只是說事實。

政府執行長：事實？



天啊！當初全民公投要不要使用 Bijou 和天使人，大家還不是都贊成（環顧四周）。

怎麼？有誰反對過的嗎。

人類丙：執行長說得有道理。我們目前應該團結，如果我們內間，就趁了那些完

美的人的心意囉 o

人類甲：對不起，我太自私了。

人類乙：我也是太衝了，老是只會附和別人。

政府執行長：算了！這件事大家都有責任，坐下來一起好好想想吧。

Doctor：為什麼？我必須這樣跟你們一起呢？

人類丙：因為，你也是我們的一份子。

Doctor：我很早就被遺棄了（拾煙）。

政府執行長：可是，一

你畢竟沒有遺棄我們。

人類甲：是呀。雖然我剛才出口得罪，但是仔細想想，你一直都很幫助我們人類，

而且還打從心底為我們努力。

人類乙：對啊。你其實很不錯的。

（右方一陣巨響）

政府執行長：完了！這位置是太陽核子能。

慘了！這下子電子文明全被埋葬了。我的天啊！這 ．．可能得再花幾百世的功夫

耶。

人類丙：沒關係！（握住政府執行長的于）

至少還有我們。

人類甲：說的沒錯。我們祖先都會這樣過來，祖先也是人類，我們也是﹔祖先做

的到，我們一樣也可以。

人類乙：沒錯！沒錯！

（人類甲、乙、丙，不約而同的牽起大家的于 0 ) 

人類丙：讓我們來同舟共濟！

Doctor：（悄然說道）我早就被遺棄了。．．可是為什麼？．．為什麼我此刻的心是那麼

的快樂？

（吵雜聲漸近）

天使人和 Bijou ：（高喊）交出 Doctor！交出 Doctor!



政府執行長：怎麼辦？

人類丙：不可以。我們現在都在患難時期，怎麼可以拋棄自己的同類？

Doctor:. 

政府執行長：你們覺得呢？

人類甲：我贊成丙說的。

人類乙：Me, too!! 

人類丙：對啊！

人類乙：（和丙相視而笑）那句話似乎是我會說的。

（吵雜聲在方舟外，只見天使人和 Bijou 拿著大砲對準方舟。）

天使人和 Bijou ：（高喊）交出 Doctor！交出 Doctor！否則全死！

政府執行長：這

Doctor：我已＇The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這句話

我總算懂了。

政府執行長：你有辦法了！

Doctor：月恩 。

人類甲乙丙：太好了，我們可以幫上什麼忙嗎？

Doctor：這不用了。

你們等到一切都歸於寂靜再出來。我出去和他們談談，我有辦法。

政府執行長：安全日馬？

(Doctor 迅速的跨下方舟）

天使人：你總算出來了。

Doctor：為什麼要背叛我們？

天使人：背叛我們？！

真可笑。我可不是你們的同類。

Bijou：我也不太算是。

Doctor：是日馬？

天使人：要怪就怪你吧，這種無止境的永恆

Bijou：就像長期監獄。

Doctor：我錯了（苦笑）

一直一直都是，我現在才懂。可情



天使人：太晚了，是吧！

可惰， 我們要殺了你，這樣再也沒有人可以操縱我們了。

Doctor：你可知道我安排了什麼？

天使人：我沒興趣。

你自己動于吧！

(Bijou 掏出一把槍，丟到 Doctor 面前）

Doctor：（槍頂住額頭）

我的死，早就決定好要我的所有作品陪葬了！

天使人：不！

Bijou：你太自私了！

Doctor：呵呵

最終的我，還是得容不得背叛。

（砰的一聲 Doctor 和所有的天始人和 Bijou 全倒地。過了一會，方舟內的人探頭

出來。）

政府執行長：他犧牲自己一

人類甲：卻換來我們的

人類丙：未來。

人類乙：嗯，真的很偉大。

政府執行長：（望望周圍） 一切都完了。

人類丙：不，還沒完！

政府執行長：可是

人類甲：至少啊

人類丙：我們還活著。

人類乙：一切都可以重新再來。

政府執行長：（微笑）就像斷了尾巴的壁虎﹔過不了多久，總會長出新的尾巴。

人類甲乙丙：一起加油吧！

所有人類一起牽于，跳起舞，唱起歌來：

『逃避不一定躲得過，面對不一定最難受，孤單不一定不快樂，得到不一定能長

久，失去不一定不再有，轉身不一定最軟弱﹔別急著說別無選擇，別以為世上



只有對與錯，許多事情的答案都不是只有一個，所以我們永遠有路可以走。』

（音效：馬修﹒連恩「Liberatio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