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大師傳 二部曲 劇本 2016
(弘一大師傳 二部曲 第一幕 留芒高中)
(背景音樂: 我的少女時代 小幸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sQSXwdtxlY )
( 林真心 出場從書包拿出一支麥克風，唱一小段 小幸運。 ) (歌詞: 原來
你是 我最想留住的幸運，原來我們 和愛情曾經靠得那麼近，那為我對抗世
界的決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塵不染的真心。與你相遇 好幸
運，可我已失去為你淚流滿面的權利，但願在我看不到的天際，你張開了雙
翼，遇見你的註定 Woooo~ 她會有多幸運。)
( 唱完把麥克風放回書包，何美美從右方走出場，在偏左邊的地方相遇。)
何美美: 林真心，今天怎麼穿這麼漂亮？你戀愛了嗎？
林真心害羞: 何美美，別亂說，我怎麼可能戀愛嘛。
何美美: 真的嗎？ 閨蜜之間是不能有小秘密的喔！
林真心: 真的，真的啦 ~ 。
何美美: 我們一起去吃早餐吧。
林真心: 可是~ 我想了半天不知道要吃 鐵板麵 還是 蘿蔔糕 呢？
何美美: 這麼簡單的問題還要想喔!? 來，看我的。
( 何美美把一枚十元硬幣彈起來，左手接住右手蓋著。)
何美美: 你猜是正面還是反面？
林真心: 正面(or 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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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美美: 答對了(or 答錯了)，反正呀，只要是正面就吃鐵板麵，反面就是吃
蘿蔔糕，這樣你以後就不用再傷腦筋了。
林真心: 哇，太好了，你真的是好聰明喔。
何美美: 不是我聰明，是你太笨了好不好！？
( 歐陽非凡 邊走邊看書 從右邊走進來。)
林真心: 那 ~ 那 ~ 那 ~ 不是歐陽非凡嗎？
何美美: 為什麼你看到那個書呆子就緊張結巴，臉紅得像蘋果一樣。
林真心摀著臉: 哪 ~ 哪~ 哪~ 有呀！
何美美: ㄏㄛ ~ 我知道了，你暗戀歐陽對不對？
林真心: 怎麼可能，他不可能會喜歡我的。
何美美推著林真心: 不試試看怎麼知道。 喂，歐陽~ 林真心有話跟你說。
歐陽非凡: 林真心？ 請問找我有什麼事嗎？
林真心: 這~ 這~ 這~ (拿出卡片和筆) 今天天氣好好喔，你~ 可以幫我簽名
嗎？
何美美: 白癡，剛剛還下大雨，什麼天氣很好！？
歐陽非凡 笑: 可以呀，(接過卡片和筆) 請問是簽這裡嗎？
林真心 高興: 對~ 麻煩您前面寫 " To 林真心"，還要留下生日和電話喔。
歐陽非凡 笑: 生日？ 你要送我生日禮物嗎？
林真心 高興: 可以呀，助人為快樂之本嘛，你喜歡什麼東西呢？
何美美: 什麼，助人為快樂之本？ ( 林真心急忙摀住何美美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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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非凡 笑: 我最喜歡劉德華唱歌的錄音帶了。
( 歐陽把卡片、筆還給林真心，林真心認真的在卡片上註明: 劉德華 ~ 錄音
帶~

好了，這樣就不會忘記了。 )

( 突然，陶敏敏跑進來抓著歐陽的手臂搖晃著。)
陶敏敏 撒嬌的聲音: 非凡~ 凡凡~ 你在這裡做什麼？
歐陽非凡: 陶敏敏 同學，我~ 。
陶敏敏: 走吧，走吧，熱舞 PK 大賽快開始了，趕快來看我表演吧！
( 陶敏敏強勢的把歐陽非凡拖走。)
林真心 難過: 歐陽~ 歐陽~ 。
何美美: 別難過了，那個陶敏敏討厭鬼，等一下熱舞大賽，我要她輸得很難
看。( 林真心 跟著 何美美 離場。)
( 徐太宇 主持人 歐陽非凡 陶敏敏 何美美 林真心 進場。)
主持人: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 留芒高中熱舞 PK 大賽現場，第一
個上場的是 ~ 陶敏敏 ~ 熱烈掌聲歡迎她上場。 ( 大家鼓掌歡呼。)
( 陶敏敏表演一段熱舞 )
主持人: 太棒了，接下來上場的是 ~ 何美美 ~ 熱烈掌聲歡迎她上場。 ( 大
家鼓掌歡呼。) (何美美表演一段熱舞 )
主持人: 太精彩了，接下來上場的是 ~ 徐太宇 ~ 熱烈掌聲歡迎他上場。
( 大家鼓掌歡呼。) (徐太宇表演一段熱舞:失戀陣線聯盟)
(背景音樂: 失戀陣線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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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5R5LGEPnWI )
(唱到一半，訓導主任拿著少林棍走進來。)
同學們說: 訓導主任來了！
夏主任用力敲桌子說: 幹什麼，造反了，早自習唱歌跳舞？
徐太宇: 夏~主任，要不要和我們一起 Happy Happy 呀？
夏主任: 徐太宇，說，是不是你帶頭的呀？
陶敏敏拿酒杯說: 呦~~，夏~主任，別生氣，來，喝一杯紅酒再說嘛。
夏主任: 陶敏敏，你當這裡是酒店呀？ 你們太可惡了，看我的 少林降魔棍！
(將其他學生都打倒，除了 徐太宇之外。)
徐太宇 架住棍子說: 誰怕誰，我是空手道九段的，來 PK 吧！
(放 打鬥音樂 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gwjQHhty6E ，徐太宇
和夏主任對打一陣子後被打倒。 )
夏主任: 認輸了吧，罰你跑 50 圈操場，否則記大過退學。
徐太宇: 50 圈？ 退學？ 你是電影看太多了吧。
(徐太宇轉身拿出手機撥電話。)
徐太宇: 喂~~ 老爸，我們訓導主任說要把我退學，你快過來處理一下。
(徐老爸很有氣勢的走進來。 同學們說: 哇，好快喔！)
徐老爸一手按著徐太宇肩膀說: 兒子別怕，是誰要欺負你？
徐太宇指夏主任: 就是他啦，夏~主任，他要把我退學。
徐老爸拿出斧頭說: 夏~主任，你知不知道我是誰呀？ 我是斧頭幫的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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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信不信，我隨便 Call 人就有十萬人來包圍你們學校！
夏主任: 雖然我姓夏，但我可不是被嚇大的，你叫十萬個斧頭幫的人，我還
是一樣叫徐太宇退學。
徐老爸: 可惡！ ( 徐老爸 先跳一段斧頭幫舞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lUG6gmqQ1Q )
徐老爸: 來 PK 吧！
(放 打鬥音樂 2，徐老爸揮著斧頭 和夏主任 對看繞一圈準備決鬥。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Ck564O_VJU )
(突然 校長衝進來站在兩人中間說：等一下、等一下！
同學們說: 校長來了！)
校長: 你們不要吵了，大家以和為貴呀，我們留芒高中，有教無類，不管是
大流氓、中流氓、小流氓，都會讓他們順利畢業的！所以，今天就當做是園
遊會，大家輕鬆點，沒關係，沒關係！
徐老爸: 哈~~，還是校長識相呀，來，大家繼續 Happy Happy。
(校長拉著夏主任離開(左)，大家繼續唱歌跳舞，等音樂漸小再退場(右)。)
(背景音樂: 失戀陣線聯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5R5LGEPnWI )

(第二幕 李叔同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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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拉著夏主任進場走一圈，站好之後，夏主任說：校長，你怎麼可以隨便
縱容這些壞學生呢？)
校長: 唉~~，沒辦法呀，斧頭幫的惡勢力那麼大，搞不好，大家的生命安全
都有危險呢！
夏主任：可是~~。
校長: 別可是了，我們「留芒高中」的名字取得太好，不只斧頭幫，還有 鯊
魚幫、恐龍幫、貓狗幫、妖壽幫、西瓜幫...，全國所有黑道角頭大哥的子女，
都在我們學校讀書呢！
夏主任：哇，連西瓜幫也來了，那真是太可怕了！
(陳秘書走進來說：報告校長，外面有一位 李叔同先生，他說是新來的老師，
要不要請他進來？)
校長: 李叔同！他是我高薪聘請來的老師呀，快請他進來。
(陳秘書帶李叔同進來)
李叔同 90 度鞠躬說: 您好，我是李叔同。
校長熱忱握手說: 李叔同老師，太好了，你終於來了，我等你很久了，我是
蕭~健仁，蕭~校長。這位是訓導主任 夏~丏尊，夏~主任。
( ps.丏: ㄇㄧㄢˇ not 丐: ㄍㄞˋ )
李叔同與夏主任握手說: 夏主任，您好，請多多指教。
校長: 另外... 這一位是 陳喬恩，陳秘書。
李叔同鞠躬: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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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秘書: 請問~ 你就是去年榮獲 十大愛心教師獎 的李叔同老師嗎？
李叔同: 慚愧慚愧，其實我做得不夠好。
陳秘書: 哇，太好了，留芒高中有你加入，一定會越來越好。請問~ 你可以
幫我簽個名嗎？ (遞紙筆給李叔同)
李叔同: 簽名？ 可以呀。
陳秘書: 記得要寫您的手機號碼，Facebook 和 Line 的帳號喔！
李叔同: 手機號碼 0800-092 000，Facebook ~

Line ~ 寫好了。

陳秘書接過紙筆 高興: 謝謝~ 謝謝喔~
夏主任： 李老師，我跟你說，我們「留芒高中」呀，這個斧頭幫、鯊魚幫、
恐龍幫、貓狗幫、妖壽幫、西瓜幫...。
校長比個暫停的手勢說: 等等，等等再說，李叔同老師剛來，一定累了，你
先帶他去教職員宿舍休息一下吧。
夏主任：好，走吧，我先帶你去宿舍休息，其他的我們慢慢再聊。
李叔同: 謝謝，麻煩您了。
(大家離場)

(第三幕 靈岩山寺。印光大師)
(旁白: 一個月後，這一天學校放假，李叔同和夏丏尊一起到郊外散步。)
夏主任：叔同呀，你來「留芒高中」已經一個月了，怎麼樣，被那些頑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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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氣得快吐血了吧！？
李叔同: 我覺得...學生是有些問題，可是...我還是認為他們的本質都是善
良的，只是需要慢慢引導。
夏主任：你真是樂觀呀！
李叔同: 因為，我是真的希望這些學生未來都是國家社會的棟樑，而不是一
群敗類。
夏主任：我也是這麼希望，可是，唉~ 力不從心呀！
李叔同: 對了，前面就是靈岩山寺，有一位印光大師是得道高僧，我們去參
訪一下吧。
夏主任：好，走吧！
(李叔同 帶 夏丏尊離場(左))
(背景音樂: 南無阿彌陀佛聖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NPZJpXPhXk

)

(印光大師和侍者法師進場(右)，大師拿著唸珠坐在蒲團上唸佛。)
(過了一會兒， 李叔同 帶 夏丏尊進場(左)。)
李叔同 夏丏尊: 三寶弟子李叔同、夏丏尊，至誠頂禮 師父三拜。
印光大師: 禮佛一拜。
李叔同 夏丏尊: 阿彌陀佛。 (禮佛一拜)
李叔同 夏丏尊 長跪 : 恭請 師父為我們開示佛法。
印光大師: 阿彌陀佛，你們坐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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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 夏丏尊 坐著合掌 : 阿彌陀佛。
印光大師: "南無阿彌陀佛"這六個字，包含了無量無邊的功德，南無(拿摩)
這兩個字是梵文，意思是禮敬、歸依。如果能常常唸佛，就可以消除業障、
增長智慧、還可以消災免難呢。
李叔同: 請問師父，要怎麼唸佛呢？
印光大師: 唸佛最重要的是「信心、誠心、專心、恆心」這四心，隨時隨地，
出聲唸或默念都可以。
夏丏尊 起立: 禮謝師父慈悲開示，至誠頂禮三拜。
印光大師: 禮佛一拜。
李叔同 夏丏尊: 阿彌陀佛。 (禮佛一拜)
印光大師: 能夠聽聞到佛法是很有福報的，來，你們跟著我一起唸佛吧。
(背景音樂: 南無阿彌陀佛聖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NPZJpXPhXk

)

(李叔同 夏丏尊 坐著跟著唸佛一段之後，侍者法師對小朋友們說: 各位小朋
友，大家一起唸佛吧。) (唸佛幾段之後，音樂停止，大眾停止唸佛。)
印光大師: 你們可以將此唸佛功德，回向心中的善願，只要具足「信心、誠
心、專心、恆心」這四心，一定會有感應的。
李叔同 長跪: 願以此唸佛功德，回向 留芒高中的學生，希望他們都能去惡
修善，用心求學。 (跪著禮佛三拜。)
印光大師: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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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音樂: 南無阿彌陀佛聖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NPZJpXPhXk

)

(再放佛號音樂，大家退場。)

(第四幕 致命的一刀)
旁白: 又過了一個月，這一天，學校午休時間，李叔同吃飽飯後，在校園裡
散步唸佛。)
李叔同拿著唸珠邊走邊唸佛: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突然...學生 林真心 慌忙跑進來說: 李老師，不好了，徐太宇和鯊魚幫的
學生在械鬥，已經受傷流血了。)
李叔同: 在哪裡？ 快帶我去。 (二人離場(左))
( 徐太宇和鯊魚怪手、鯊魚殺手進場。徐太宇被左右圍攻，一開始面向 左方
鯊魚怪手。)
鯊魚怪手拿棍子: 徐太宇，你太囂張了，今天就要讓你死得很慘！
(鯊魚怪手 狂打 徐太宇，徐太宇被打到頭之後，痛得摀著頭。這時鯊魚殺手
(右)拿出刀子說: 去死吧。) (當鯊魚殺手拿刀子猛力刺向徐太宇的時候，李
叔同突然衝出來喊了一聲:危險！ 擋在徐太宇前面，鯊魚殺手的刀子猛力插
入李叔同的腹部。)
徐太宇 和 林真心喊了一聲: 老師！ ( 李叔同緩緩的倒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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鯊魚殺手: 糟了，殺錯人了，快逃。( 鯊魚殺手、鯊魚怪手慌忙離開。)
(徐太宇 和 林真心 圍著 李叔同 哭泣)
( 悲傷音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YgJAN1Ol5g

)

林真心悲傷地說: 老師~~ 你醒醒呀。 ( 李叔同緩緩張開眼睛。)
徐太宇痛哭流涕: 老師~~ 我是個壞學生，你為什麼還要為我挨這一刀？
李叔同: 傻孩子，在老師的心裡，你們都是我最重要的學生呀！
林真心悲傷地說: 老師~~ 你不要死，我不要你死。
李叔同: 別哭，別怕，每個人都會死的。只要你們做個善良的孩子，好好學
習，我就沒有遺憾了。
徐太宇痛哭流涕: 老師~~ 我答應您，從今以後我一定要做個好學生，用功讀
書，做個好人。
李叔同: 好 ~~ 好 ~~ 。 ( 李叔同緩緩閉上眼睛。)
徐太宇 和 林真心 哭泣: 老師~~ 老師~~ 。
( 兩人哭泣一會兒之後，旁白唸 第五幕 ...大家才離場。)

(第五幕 死裡逃生)
旁白: 李叔同送醫急救後，奇蹟似的活下來了。但他覺悟到人生無常，命在
旦夕之間，因此，看破紅塵，決心出家修行。
(印光大師和侍者進場(右)，大師拿著唸珠坐在蒲團上唸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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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音樂: 南無阿彌陀佛聖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NPZJpXPhXk

)

(過了一會兒，李叔同進場(左)。)
李叔同 長跪: 啟稟師父，弟子死裡逃生，體悟人命無常，想要出家修行，請
師父慈悲為弟子剃度。
印光大師: 阿彌陀佛，善哉~ 善哉~ 你有深厚的善根，以後一定能好好弘揚
佛法，我即刻為你剃度。
李叔同: 感恩師父慈悲。
印光大師下座 拿剃刀: 第一刀，願斷一切惡，第二刀，願修一切善，第三刀，
誓度一切眾生。 ( 李叔同跟著唸，剃度後將袈裟穿起來。 )
印光大師: 圓頂方袍僧相現，法王座下又添孫。賜你法名 ...弘一。
李叔同: 弟子弘一，禮謝師父，至誠頂禮九拜。
( 弘一法師 慢慢的禮佛九拜。 )
( 這時候，美代子抱著小嬰兒跑了進來，被侍者法師擋住了。 )
侍者法師: 這位女施主，突然抱著小嬰兒衝進來，請問有什麼事嗎？
美代子 :我是李叔同的妻子 美代子，請問我的夫君是不是在裡面？
侍者法師: 李叔同的妻子！？ 可是~ 他已經剃度出家了...法名：弘一。
美代子 哭泣: 叔同...他~ 他~ 真的出家了！？ 他真的拋棄了我和兒子出
家了！？
侍者法師: 是的，以後你要稱呼他 弘一法師，不能再叫他李叔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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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代子 哭泣: 我不相信，我要見他，讓我進去。
( 美代子從侍者法師旁邊衝了進去，正好看見弘一法師在禮佛。 )
美代子: 叔同~ 。
弘一法師轉身: 美代子，你怎麼來了？
(背景音樂: 美麗的神話 雙二胡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T8PcWnYFSc

)

美代子抓著對方手臂 : 你真的忍心拋下我和孩子嗎？
弘一法師合掌: 阿彌陀佛...人生無常呀。
美代子 : 可是~~ 你對我說過...要長相廝守，一生一世永不分離呀！
弘一法師: 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各自飛，離別無法避免的。
美代子 : 沒想到 ~ 你會對我這麼絕情。
弘一法師甩開對方: 你 ~ 你就當我被車撞死了吧。
( 弘一法師頭也不回的離開，美代子軟倒在地上哭泣。 )
印光大師: 阿彌陀佛...放下吧，執著越深，痛苦越深呀。
( 大師和侍者法師 離場。 )
(背景音樂: 夢千年之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h41z7peiaA

)

( 美代子 站起來唱歌 )
(可惜時光河流沖散你我，離別時連背影都覺淡漠。你說過的承諾，都變成海
市蜃樓，越曾繁華越寂寞。等千年之後，他親吻住我的手，在夜色中又耳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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廝磨，同樣的溫柔，同樣的依依不捨，回頭又見你眼眸。只有在夢中，我和
你終於重逢，一寸寸的沁在空氣中，滿臉的溫柔，滿眼的依依不捨，夢醒請
你忘了我，來生別將我錯過。)

(第六幕 一盞明燈)
旁白: 弘一大師出家之後，深入研究並且弘揚佛教戒律，在當時動盪不安的
黑暗年代，就像是一盞明燈，照耀每個人的心靈。
( 弘一大師拿著唸珠坐在蒲團上唸佛。)
弘一大師: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 長大後的 徐太宇 和 林真心 走了進來。 )
徐太宇 和 林真心: 老師。
弘一大師: 阿彌陀佛，你們是？
徐太宇: 老師，我是徐太宇呀。
林真心: 我是林真心呀，老師，您不認得我們了？
弘一大師: 呵~~ 你們都長大了。
林真心: 老師~ 徐太宇現在是 阿里巴巴集團的副總裁呢。
徐太宇: ㄟ別說我，老師~ 林真心是 Google 網路公司 亞洲區的執行長呢！
弘一大師: 很好，很好，你們都很優秀。
林真心: 謝謝~ 您當年愛心的教導，我們才有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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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傷音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YgJAN1Ol5g

)

徐太宇 哭泣: 老師~ 如果不是你當時為我挨了那一刀，我早就是孤魂野鬼
了！
( 徐太宇 和 林真心 哭泣著拜了下去，在弘一大師腳邊低著頭哭泣，弘一大
師伸手撫摸兩人的頭安慰他們。 )
( 背景音樂: 楊培安 您的遠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At8_SELtnQ )
( 徐太宇 聽到前奏就起來站在舞台中央唱歌，林真心站在弘一大師看著。唱
完第一段，間奏的時候，全體演員一起出場排成歌唱隊形，合唱第二段。第
二段快唱完的時候，弘一大師和林真心走到舞台中央，謝幕。)
弘一大師：弘一大師傳 二部曲 演出完畢，所有演員下台一鞠躬！
旁白: 同學們，大家熱烈掌聲鼓勵鼓勵! 布施你們的掌聲，要拍大聲一點哦!
(配樂: 寒山僧蹤 - 唱誦版 ok.mp3)

黑暗中您為我們點燃一盞明燈，驅散了迷亂慌張的顛倒夢想，您給我們一對
清澈的雙眼，教我們看盡世間虛幻無常。

封閉中您為我們打開一扇窗，喚

起了昏睡不醒的受想行識，您給我們一雙有力的翅膀，教我們放下執著任意
飛翔。

您的遠行，就像是風熄了，樹梢不再 頓足的搖，您說過無事忙中

老，空裡有哭笑，您的告別，就像是雨停了，荷塘不再 慌亂的盪，您說過本
來沒有我，生死皆可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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