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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勒日巴傳 首部曲 劇本 2017  

(密勒日巴傳 首部曲 第一幕 夢之聲 演唱會) 

演唱會主持人: 各位現場觀眾朋友以及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

迎來到「弘憶有情佛學班」冠名贊助的「弘憶有情 夢之聲 演唱會」，接下來

讓我們掌聲歡迎 TWICE ，表演的歌曲是"KNOCK KNOCK"。 

(TWICE 表演"KNOCK KNOCK"舞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dOQFSu_4Ok )  

演唱會主持人: 掌聲鼓勵，太精采了！ 最後一位上場的是我們西藏的偶像歌

手-- 女神 央吉瑪，掌聲歡迎她出場！ 

(音樂: 央吉瑪 出場，唱一首歌。 蓮花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y-NB53bYoc )  

演唱會主持人: 唱得太好聽了，就像天女下凡一般。 歡樂的時光總是過得特

別快，希望明年大家能再相聚，也期待各位好友能在 Facebook 上持續關注

「弘憶有情佛學班」，謝謝！  

(主持人 & 央吉瑪 鞠躬下台，主持人退場，央吉瑪 繞一圈回到場中。 )  

央吉瑪(拿出手機看一下): 哇，這麼晚了，趕快先打電話回家報平安。 

央吉瑪: 喂，媽媽，演唱會結束了，我現在要回去了。 

央吉媽媽: 女兒呀，要不要我請管家去接你呢？  

央吉瑪: 不用啦，這裡走回家只要五分鐘，很快就到了。 

央吉媽媽: 那...妳要小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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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吉瑪: 好，Bye Bye。 

(突然 一位黑道大哥拿著小刀 跑到 央吉瑪 面前。 )  

黑道大哥: 搶劫，把錢交出來。  

央吉瑪: 阿！ ( 慢慢退了兩步 ) 

(突然 密勒日巴衝進來 一拳將流氓打倒。)  

密勒日巴: 小姐，你沒事吧？  

央吉瑪: 沒...沒事，謝謝您！  

密勒日巴: 小意思，妳家住哪裡？要不要我送妳回家？  

央吉瑪: 那...麻煩你了，我家住在信義之星。 

密勒日巴: 信義之星？那很近呀，走路只要五分鐘。  

央吉瑪: 是呀，那我們趕快走吧，我媽媽還在家裡等我。 

密勒日巴: 好，快走吧。  

(央吉瑪 密勒日巴 走一圈 回到場中央。)  

 

 

( 第二幕 一臉窮酸樣 ) 

央吉瑪: 我家就在前面了，你送到這裡就好了。 

密勒日巴: 嗯...那...可不可以留一下妳的手機號碼？  

央吉瑪: 嗯...對了，忘記問你，你叫什麼名字？ 

密勒日巴: 我...我是密勒日巴，今年十九歲，射手座，血型是 O型，興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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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書，運動及唱歌。  

央吉瑪: 你也喜歡唱歌？ 你喜歡唱什麼歌呢？  

密勒日巴: 我喜歡唱阿信的「千年之戀」，我唱一小段給你聽，唱不好你不能

笑我喔。 

(音樂: 密勒日巴 唱歌，央吉瑪 接著合唱 千年之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K-P0WqJUlc )  

 

央吉瑪: 你好會唱歌喔，以後有機會我們可以一起練習唱歌嗎？  

密勒日巴: 好呀，(拿手機給央吉瑪) 那...你的電話號碼是？ 

央吉瑪(接過手機按自己的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0987-948787，好了，你也

可以加我的 Line，我們可以聊聊音樂、歌曲...呀！  

(突然 央吉媽媽 跑進來。 )  

央吉媽媽: 聊...聊什麼聊！  

央吉瑪: 媽呀，你怎麼突然跑出來，嚇我一跳。  

央吉媽媽: 央吉瑪，你讓我在家裡等那麼久，原來是在外面跟男生聊天。  

央吉瑪: 不是，是剛才有壞人...。  

央吉媽媽(對密勒日巴): 臭小子，離我女兒遠一點，你這癩蛤蟆還想吃天鵝

肉呢，哼！  

密勒日巴: 不是，我不是，你聽我解釋...。 

央吉媽媽: 解釋個屁呀，你看你一臉窮酸樣，衣服破舊不說，還戴著便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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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錶，我看到你就一肚子氣，快滾快滾。 

密勒日巴: 您別生氣，我是比較節儉，可是...。 

(突然 密勒日巴 手機響起。 )  

密勒日巴(接聽電話): 喂，老爸，有什麼事嗎？ 

密勒慧幢: 你在哪裡？老爸從國外出差回來，想找你一起吃飯。 

密勒日巴: 我在信義之星。 

密勒慧幢: 好，我和你母親馬上過去接你。 

(密勒慧幢 白莊嚴母 緩緩走進來。)  

密勒日巴: 我的媽呀，你們怎麼來的這麼快。 

白莊嚴母: 乖兒子，你爸爸陪我在 101 Shopping，就在附近而已。 

央吉媽媽: 呦，這位不是我們西藏的首富 密勒慧幢嗎？ 

密勒慧幢: 不敢當，我只不過是名下有一座山，三片草原，五棟大廈，七間

跨國企業，總財產才 9千多億元，也不知道是不是首富呢？ 

央吉媽媽: 才 9 千多億...您，您太客氣了，旁邊這位...應該就是西藏選美

冠軍 白莊嚴母 了？ 

白莊嚴母: 喔，那是好久以前的事了。ㄟˊ...不知道...你是？ 

央吉媽媽: 我叫 許純美，是上流社會的代表，大家都叫我"上流美"啦。這位

漂亮的小姑娘是我的寶貝女兒 央吉瑪，她是...她是...她是你們寶貝兒子的

女朋友啦！ 

密勒日巴 央吉瑪 (驚訝的一起說): 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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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莊嚴母: 哈，乖兒子，你的眼光不錯嘛，女朋友美麗又有氣質。 

密勒慧幢: 來來來，追女朋友要花錢，這張銀行卡裡有 8千萬，密碼是你的

生日，拿去吧！ 

密勒日巴: 為什麼追女朋友要花錢呀？ 

白莊嚴母: 傻兒子，你沒看過電影嗎？ 談戀愛一定要買超級跑車、鑽石項

鍊、翡翠手環、名牌手錶、名牌包包、名牌衣服、還有每天都要到法國餐廳

吃飯...，別擔心，不夠用再跟你爸爸拿喔。 

密勒日巴: 什麼奇怪電影呀？ 電影我只喜歡看 -- 釋迦牟尼佛傳！ 

(央吉媽媽 聽了差點暈倒，對著密勒日巴比一個腦筋秀逗的手勢。)  

密勒慧幢: 對了，這位 ... 許純美 女士？ 

央吉媽媽: 嗯，你叫我"上流美"就行了。 

密勒慧幢: 上流美？ 等一下我們要去 凱悅大飯店 VIP 室用餐，你和央吉瑪

也一起來，好嗎？ 

央吉媽媽: 好呀，好呀，等一下吃飯的時候，拍個照，打個卡，傳到 FB，那

我很快就變網紅了。 

白莊嚴母: 那我們走吧，央吉瑪，來。 

(白莊嚴母 拉著 央吉瑪 退場，其他人跟著離開。)  

 

( 第三幕 神秘的老爺爺 ) 

旁白: 半年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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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勒日巴 央吉瑪 出場 手牽手走一圈 走到場中央。)  

央吉瑪: 密勒日巴，今天要去哪裡逛街呢？ 

密勒日巴: 聽說最近 江蕙出了新專輯，我們等一下去唱片行逛逛，好嗎？ 

央吉瑪: 好呀...對了，密勒日巴，我跟你說一件事。 

密勒日巴: 什麼事呢？  

央吉瑪: 因為你的名字"密勒日巴"有點長，我想...可不可以簡稱為"歐巴"

呢？ 

密勒日巴: 密勒日巴、歐巴，密勒日巴、歐巴，不錯喔，聽起來還蠻好聽的。 

央吉瑪: 是呀，這樣子叫你 歐巴，感覺特別親切呢！ 

( 突然 一位老爺爺被人拿刀追著跑進場中央，繞著密勒日巴跑圈。)  

(音樂: 追逐音樂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JP7UXlkqXY )  

牧場主人拿著牛刀: 死老頭，不要跑。  

老爺爺: 不跑，等著被你砍死...我才沒那麼笨呢。  

( 老爺爺 與 牧場主人 左繞 右繞 追逐，最後在密勒日巴面前被抓住。)  

牧場主人: 可惡的死老頭，先砍下你的手臂再說。  

密勒日巴抓住刀子: 刀下留人。 

央吉瑪: 你是精神不正常嗎？為什麼大白天亂砍人呢。  

牧場主人生氣的說: 我亂砍人？你問問他，看他做了什麼好事。  

老爺爺: 我只不過是把一些牛羊放生而已。  

牧場主人: 嘿，那些牛羊都是我家牧場圈養的，我損失慘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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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爺爺: 我是替你作功德，你應該感謝我才是。  

牧場主人揮刀: 感謝你...我先砍死你再說。  

密勒日巴抓住刀子: 刀下留人。這位先生，你損失大約多少錢呢？ 

牧場主人: 少說也有五百萬吧。  

密勒日巴從背包拿出一堆鈔票: 這裡有一千萬，是我這個月的零用錢，都給

你吧，你不要為難這位老爺爺了。 

牧場主人: 一千萬，好吧，這次就饒了你。  

老爺爺: 你看，放生是件好事，我沒說錯吧。你呀...最好是改行種青菜，要

不然你明年可能活不過 49 歲喔。 

牧場主人: 我明年 49 歲...你怎麼知道的？  

老爺爺: 我知道的可多著呢，回家考慮考慮吧。 

牧場主人: 喔...(摸摸頭想不通的樣子) 那我先走了。  

老爺爺: 小伙子，你叫做密勒日巴，是不是？ 

密勒日巴: 是呀，你怎麼會知道呢？ 

老爺爺: 我知道的可多著呢，你很有善根，可是，免不了要經過許多磨難。 

央吉瑪: 磨難？ 是什麼磨難呢？  

老爺爺: 小女孩，別著急，你們先坐下來，聽我講一個故事。 

( 老爺爺 拉著 密勒日巴 央吉瑪 坐在觀眾席的位置。)  

---------------------------------------------------- 

老爺爺: 從前有個村莊叫作"白羊村"，村裡有間飯館叫作"悅來客棧"，白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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闆和太太林氏本來有一個女兒名叫白冰，可惜一年前因為一場病而去世了。 

( 白老闆忙著搬桌椅，林氏忙著拿飲料和紙杯，擺好之後兩位來賓進場。)  

白老板: 歡迎光臨，歡迎光臨。 

林氏: 呦，江蕙姐、文彬哥，今天來得這麼早，來，請坐請坐。 

白老板(倒兩杯沙士): 來，請喝飲料。 

林氏: 喝完了再續杯，別客氣呀。 

白老板(對著觀眾說): 是呀，今天是我們悅來客棧開幕十周年慶，大開宴席，

免費招待各位鄉親父老朋友們，大家別客氣，吃到飽、喝到飽，完全免費！ 

林氏: 時間還很早，各位來賓可以先唱個卡拉 OK，熱鬧一下。 

白老板: 好呀，(對著裡面喊) 阿基師，把點歌本拿出來。 

阿基師: 好勒，點歌本來了。(把點歌本和遙控器放在桌上) 

江蕙姐(翻閱點歌本): 就這首吧... "傷心酒店"，歌曲編號 55688。(對著旁

邊按遙控器，按完交給阿基師拿走。) 

(音樂: 江蕙姐 文彬哥 出場 合唱 傷心酒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iuYfVfzuR4 )  

林氏: 來賓請掌聲鼓勵！ 

江蕙姐 文彬哥: 謝謝！謝謝！ (坐回原座位) 

白老板: 對了，娘子，你忙一整天了，先進去休息一下吧。 

林氏: 好吧，我去休息一下，等一會兒再出來。 

( 林氏 進去休息。過一下子 阿基師 突然跑出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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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基師: 老闆、老闆，不好了。 

白老板: 什麼事這麼慌張呀？ 

阿基師: 今天晚上的主菜 羊肉巴比 Q (barbecue)，現烤羊肉，沒了！ 

白老板: 沒了？ 羊肉巴比 Q不是現宰現烤嗎？ 那頭羊還在後院綁著呢。 

阿基師: 剛才有一位老爺爺偷跑進來，把羊放走了。 

白老板: 老爺爺？ 長什麼樣子的？ 

阿基師: 我很專心在切菜，沒看清楚。 

白老板(環顧四周看了看底下的觀眾): 老爺爺，老爺爺...(突然眼光停在 老

爺爺 身上。) 

白老板(指著老爺爺): ㄟ，你，你上來。 

老爺爺(指著自己): 我？ 不是吧？ 

白老板(指著老爺爺): 沒錯，就是你，這裡只有你長得像老爺爺。 

老爺爺(上台): 有沒有搞錯呀？你叫我上來做什麼呀？ 

白老板(指著老爺爺): 阿基師，是不是他把羊放走的？ 

阿基師: 有點像，可是我不敢確定。 

老爺爺(生氣): ㄟ ㄟ ㄟ，白老闆，現在是我在說故事，而你是故事裡面的

角色，你這樣把我叫上來，觀眾會看不懂。 

白老板: 喔...對喔！ 對不起，抱歉，I am sorry，歹勢，失禮，請你回座

繼續說故事。 

老爺爺(生氣): 真是...笨死了！(走回原位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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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老板: 那個...阿基師，你去市場再買一頭羊回來，這點小事都不會處理，

真是...笨死了！ 

阿基師: 是是是，我馬上去買。 (走出場外) 

白老板(看了看手錶): 唉呀，都幾點了，怎麼"該來的客人都沒有來"呢？ 

江蕙姐(用手拍桌子): 白老闆，你說那什麼話？ "該來的客人都沒有來"，那

我就是"不該來"的客人囉，哼！ (起身走出場外) 

白老板: 唉呀，我不是這個意思，這下子"不該走的客人都走了"，該怎麼辦

呢？ 

文彬哥(用手拍桌子): 白老闆，你說那什麼話？ "不該走的客人都走了"，那

我就是"該走"的客人囉，哼！ (起身走出場外) 

白老板: 唉呦，客人都走光，這可怎麼辦呀？ (低頭沉思摸頭轉了一圈) 

白老板: 有了...(看著底下的觀眾)...各位現場的小朋友，有沒有人要上來

喝沙士的呀？ 

白老板: 要的舉手，只有兩個名額，1 2 3 請舉手。 

(白老板 選兩位小朋友 坐好 倒沙士請他們喝 )  

(阿基師 牽著一頭白羊走進來 )  

阿基師: 老闆，白羊買回來了。  

白老板: 好，你就當場把白羊宰了吧，現宰現烤才新鮮哪。 

阿基師: 喔！(拿起腰間的牛刀，朝白羊的脖子砍了一刀。)  

白羊: 阿~痛死了！ (白羊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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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老板(嚇一跳): 什麼，羊會說話？ 

( 林氏 哭哭啼啼 走出來 )  

(背景音樂: 超越時空的思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qS_PxMHqV8 )  

林氏: 相公，我剛才夢到我們死去的女兒，她哭著說你要殺她，求我救她呢！ 

白老板: 娘子，大白天的你做什麼白日夢呀？ 

林氏: 是真的，女兒說她現在是一頭白羊，脖子上有三點紅色胎記。 

白老板: 白羊，不會吧！？ ( 轉身去看白羊的脖子 ) 

白老板(驚訝): 天呀，真的有三點紅色胎記！  

林氏(抱著白羊哭泣): 白冰...我可憐的女兒呀！ 

白老板(跪下抱頭垂胸): 老天爺呀，我竟然殺死了自己的女兒呀！ 

( 老爺爺 帶著 密勒日巴 央吉瑪 回到舞台中央，其他人退場。)  

老爺爺: 就這樣，白老板夫婦從此以後就戒殺、放生、吃素，悅來客棧也改

成素食餐廳了。 

央吉瑪: 老爺爺，我知道你為什麼講這個故事了。  

老爺爺: 六道輪迴之中的有情眾生，都可能是我們過去生中的眷屬呀。  

密勒日巴(拿出一張銀行卡): 老爺爺，這銀行卡裡有八千萬，密碼是 1212，

請您都拿去放生吧。  

老爺爺: 好，好，好，真是有善根哪。 

(從口袋拿出一個錦囊) 這個錦囊給你，千萬要記得，必須要等三年後，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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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那一天，才能打開。 我走了，有緣再見吧！ (轉身離開) 

( 音樂: 綠度母心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2evUP7lwLI ) 

央吉瑪: 好神秘的老爺爺呀。  

密勒日巴: 是呀，我覺得他一定不是普通人。 

( 密勒日巴 央吉瑪 牽著手離場 ) 

 

( 第四幕 訂婚喜宴 ) 

旁白: 又過了半年，這天 密勒慧幢 在公司上班。 

( 密勒慧幢 秘書 站在右邊，守衛站在左邊。 ) 

陳秘書(拿文件給密勒慧幢): 總裁，這是這個月的工作行程，麻煩您看一下。 

( 密勒慧幢 接過文件 仔細翻閱。 ) 

密勒慧幢: 這個月要跑這麼多國家呀？ 

陳秘書: 是的，因為有許多海外子公司的開發投資案，需要您出面洽談。 

( 密勒慧幢 繼續翻閱文件。另外一邊，歐陽教授 走進來被守衛擋住。) 

守衛: 站住，你是誰？ 有什麼事？ 

歐陽教授: 我是首都醫院的副院長 歐陽教授，有重要的事情要找 密勒慧幢

先生。 

守衛: 歐陽教授？請出示您的證件。 (歐陽教授 拿出證件) 

守衛: 好了，請上七樓 總裁辦公室。 

( 歐陽教授 走進辦公室 ) 



13 

密勒慧幢: 歐陽教授，你怎麼來了。 

歐陽教授: 有件重要的事一定要當面告訴你。 

密勒慧幢: 那個...陳秘書，你先下去忙吧。 

陳秘書: 是。(往場外走) 

歐陽教授: 上次你不是到我們首都醫院做全身健康檢查嗎？ 

密勒慧幢: 有...有什麼問題嗎？ 

歐陽教授(拿出病歷): 這是腦部核磁共振影像，你看這裡，有一個五公分直

徑的腫瘤。 

密勒慧幢(顫抖): 五公分直徑的腫瘤？ 難怪最近身體感覺有些問題。 

歐陽教授: 情況很嚴重，只能動手術清除，不過...風險很高。 

密勒慧幢: 如果不動手術呢？ 

歐陽教授: 唉，那就像不定時炸彈一樣，隨時都有可能會爆開。 

密勒慧幢(感覺快暈倒扶著牆壁沉思 5秒): 謝謝你特地跑來告訴我，我得好

好想想怎麼做才好。 

歐陽教授: 嗯，如果決定要動手術，就打電話給我，那...我先走了。 

( 歐陽教授 走出辦公室，密勒慧幢拿出手機 打電話給 密勒日巴。) 

密勒慧幢: 密勒日巴，兒子呀。 

密勒日巴: 老爸，有什麼事嗎？  

密勒慧幢: 有...有很重要的事情，你馬上來公司一趟。 

密勒日巴: 好的，我馬上趕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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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勒日巴走進辦公室 ) 

密勒日巴: 老爸。  

密勒慧幢: 兒子呀，你先看一下這病歷。 

密勒日巴(接過病歷): 這是？  

密勒慧幢: 剛才首都醫院歐陽教授拿來的，他說...他說老爸的腦袋裡面有 5

公分直徑的腫瘤。 

密勒日巴(病歷掉落): 什麼？  

密勒慧幢: 腫瘤太大，開刀的風險很高，可是不開刀，隨時都有可能爆開。 

密勒日巴(驚慌): 那怎麼辦才好？  

密勒慧幢: 沒辦法，我的大限已經到了，這是躲不掉的，唯一讓我放不下的...

就是你們母子呀！ 

(音樂: 49 天 眼淚流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3s-8dNpgQk ) 

密勒日巴(抱著父親痛哭): 爸...！ 

( 密勒日巴 密勒慧幢 等音樂停止，情緒慢慢恢復。 ) 

密勒慧幢(拍拍兒子肩膀): 寶貝兒子，不用太難過，死亡是每個人都要走的

道路。不過...這件事千萬不能讓你母親知道，我怕她無法忍受。 

密勒日巴: 嗯，我不會告訴她的。 

密勒慧幢: 我希望你儘快和央吉瑪訂婚，雖然訂婚通常是由女方主辦，可是，

這次訂婚喜宴就由我來負責吧！ 

密勒日巴: 訂婚喜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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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勒慧幢: 是呀，我一定要辦一場超過三萬桌的盛大宴席。 

密勒日巴: 三萬桌？ 那...那...可不可以全部用素食的呀？ 

密勒慧幢: 傻孩子，我邀請的都是有名望的人，全部用素食，會被當成笑話

的。 

密勒日巴: 可是這樣子...很多小動物會被殺來吃。 

密勒慧幢: 沒關係，我會請廚師到菜市場買處理好的三淨肉，這樣子就不算

犯殺生戒了。 

密勒日巴: 可是，可是...！ 

密勒慧幢: 別可是了，這是我最後的心願呀！另外，公司的經營我會委託你

的 叔叔 和 姑姑 負責處理，等你成年之後，再交還給你，你就不用擔心太

多，只要好好準備訂婚的事就好了。 

密勒日巴: 訂婚...！？ 

密勒慧幢: 走吧...你先跟我去提親吧。 

密勒日巴: 喔。 

( 密勒慧幢 密勒日巴 走出辦公室 ) 

旁白: 經過 49 天之後，一場訂婚喜宴，在峇里島(Bali)盛大舉行。  

(音樂: 周杰倫 昆凌 婚禮音樂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JHkMAx-2YQ ) 

訂婚主持人: 今天是 英俊帥氣的準新郎，以及美麗動人的準新娘，訂婚大喜

的日子，大家請掌聲鼓勵祝福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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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婚主持人: 接下來，請準新郎為準新娘戴上訂婚戒指。(戴右手中指) 

訂婚主持人: 大家請掌聲鼓勵 ... 祝福他們 永結同心。 

訂婚主持人: 接下來，請準新娘為準新郎戴上訂婚戒指。(戴左手中指) 

訂婚主持人: 大家請掌聲鼓勵 ... 祝福他們 百年好合。 

訂婚主持人: 接下來，請我們 男方 的爸爸，密勒集團 的總裁 密勒慧幢，

講幾句話，大家請掌聲鼓勵。 

密勒慧幢: 今天是我的寶貝兒子訂婚大喜的日子，我的內心非常高興，那...

就唱首歌吧，祝福他們永遠 幸福快樂。  

(音樂: 林志炫 家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rhurWN__tw ) 

有一日咱若老 有媳婦子兒友孝 

你若無聊 拿咱的相片 看卡早結婚的時陣 我外緣投 

穿好穿醜無計較 怪東怪西嘛袂曉 

你的心 我會永遠記條條 因為你是我的家後 

 

恁將青春嫁置阮兜  恁對少年就跟我跟甲老 

人情世事嘛已經看透透  有啥人比你卡重要 

恁的一生獻乎阮兜  才知幸福是吵吵鬧鬧 

 

等待返去的時陣若到  我著讓你先走 

因為我會嘸甘  看你  為我目屎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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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勒慧幢 唱完 暈倒在地，密勒日巴 白莊嚴母 衝過去 哭喊著。) 

( 音樂: 三寸天堂 二胡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o4ZEqUHdU ) 

旁白: 生命無常，密勒慧幢就這樣離開了人世。失去父親的 密勒日巴 以後

會遭遇怎樣的磨難呢？ 請明年繼續收看，密勒日巴傳 二部曲。  

( 所有演員 走到舞台中央，謝幕。 )  

旁白: 弘一大師傳 二部曲 演出完畢，所有演員下台一鞠躬！ 

旁白: 大家請掌聲鼓勵。 

( 音樂: 寒山僧蹤 - 唱誦版 ok.mp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