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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勒日巴傳 二部曲 2018 劇本  

( 密勒日巴傳 二部曲 。 第一幕 發誓報仇 ) 

 (白莊嚴母進場唱一首”我好想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g2-FHwUbCs )  

 (唱完之後傷心地擦著眼淚，密勒日巴從外面走進來。) 

密勒日巴: 媽... 您又在想念父親了？  

白莊嚴母: 是呀...自從他過世到今天，已經有四十九天了吧!? 

密勒日巴: 四十九天了，我們每七天都會為父親祈禱、誦經，今天剛好是第

七個七天。 

白莊嚴母: 希望他的靈魂能到好的地方去投胎，只是...剩下我們母子孤單倆

人，以後日子不知道該怎麼過才好? 

密勒日巴: 父親臨終時委託 阿伯(台語)、阿姑(台語) 管理遺產，等我 20 歲

成年再交還給我，您就不要太擔心了。 

(阿伯 、阿姑 從外面走進來。) 

阿伯 : 對、對、對...別擔心!  

阿姑 : 對呀...財產的事...你們以後都不用擔心了! 

密勒日巴: 阿伯(台語)、阿姑(台語)，你們怎麼來了? 

(阿伯 拿出”法院判決書”。)  

阿伯: 密勒日巴、白莊嚴母，你們看這是什麼?  

阿姑: 《法院判決書》因為 密勒慧幢 向 密勒阿伯、密勒阿姑 借了 九千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g2-FHwUb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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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遺產全部歸於 密勒阿伯、密勒阿姑 所有。 

白莊嚴母: 什麼? 這怎麼可能? 我從來都沒有聽他說過有借錢呀? 

密勒日巴: 會不會是 ~~~ 偽造借據 呢？ 

阿伯 : 你很聰明嘛 ~~~ 不是，我是說，欠債本來就要還錢。 

阿姑 : 少廢話，法院都這麼判決了，你們立刻給我滾出去！ 

白莊嚴母: 可是...我們要去哪裡呢? 

阿伯(拿出刀子): 去哪裡? 不會去當乞丐嗎? 

阿姑(拿出刀子): 再囉嗦就砍死你。 

密勒日巴: 你們...你們會有報應的！ 

阿伯 : 報應? 我倒要看看有什麼報應? 

阿姑 : 去，有錢的最大，你不知道嗎? 

(阿伯 、阿姑 把密勒日巴、白莊嚴母打倒在地，痛揍一頓然後離去。) 

(打人音效) (悲傷音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qS_PxMHqV8 )  

(密勒日巴、白莊嚴母 母子趴在地上爬向對方，然後相擁而泣。) 

密勒日巴: 媽！ 

白莊嚴母: 兒子呀！ 

密勒日巴: 母親，我們以後該怎麼辦？ 

白莊嚴母: 我...我要報仇！ 

密勒日巴: 報仇？ ( 密勒日巴、白莊嚴母 站起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qS_PxMHq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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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莊嚴母: 他們太可惡了，簡直就不是人，我要他們得到報應。 

密勒日巴: 阿伯(台語)、阿姑(台語) 的心腸太狠毒了，可是 ...。 

白莊嚴母: 兒子，你先跪下。  (密勒日巴依言跪下。) 

白莊嚴母: 我要你發誓，一定要讓惡人得到懲罰，要不然...我就死在你面

前！ 

密勒日巴: 這...好吧...我發誓，一定會讓搶走我們財產的惡人得到惡報。 

(白莊嚴母 扶起 密勒日巴。) 

白莊嚴母: 這才是我的好兒子呀！(拿出寶石項鍊)這是我身上最後值錢的東

西了，你把它換成錢，去找一個會下咒術的師父學習咒術。 

密勒日巴: 咒術？ 

白莊嚴母: 對，你學會咒術，殺死仇人之後才能回來，要不然...你就永遠不

要回來了！ 

密勒日巴 哭著喊: 媽 ...。 

(白莊嚴母 推開 密勒日巴，流淚離開。) 

(背景音樂 蝶戀二胡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E7U79TU_eU ) 

 

 

 

( 第二幕 騙很大協會 ) 

( 密勒日巴 失魂落魄繞著場走兩圈。 娜姐拿著問卷調查走進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E7U79TU_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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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姐: 你好，可以耽誤你 5 秒鐘時間嗎？ 

密勒日巴: 請問有什麼事呢？ 

娜姐: 想請您做個問卷調查，回答 3 個問題就好。 

密勒日巴: 喔，什麼問題？ 

娜姐: 第一個，你是不是覺得人生有煩惱呢？ 密勒日巴: 是！ 

娜姐: 第二個，你是不是覺得人生有不如意呢？ 密勒日巴: 是！ 

娜姐: 第三個，你是不是覺得人生未來很迷茫呢？ 密勒日巴: 是！ 

娜姐: 那我幫你介紹一位大成就明師，解決你所有的煩惱，好不好？ 

密勒日巴: 大成就明師？ 

娜姐: 對，我和你很有緣，來來來，跟我走。 

( 娜姐 拉著 密勒日巴 走出場 ) 

( 四位信徒先進場站好合掌，惱禪 seafood再走進來。) 

惱禪: 各位惱禪的信徒，大家好，偶是你們的大成就明師，大家今天業力引

爆了沒有？  (ex. https://youtu.be/b2dR1uNkcRk?t=7m30s ) 

四位信徒: 感恩 seafood，讚嘆 seafood！ ( 娜姐 帶著 密勒日巴 進場 ) 

娜姐: 這位就是 大成就明師，趕快頂禮。 

密勒日巴: 喔！ ( 娜姐 帶著 密勒日巴 頂禮，然後跪坐在旁邊。 ) 

信徒 1: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國際 騙~很~大~協會會長 馬克吐司！經

過全世界 87 個國家的代表審查通過，認證我們尊貴的\惱禪 seafood 為”大

成就明師”。 ( 將證書交給惱禪，拍照後交給旁邊的另一信徒。) 

https://youtu.be/b2dR1uNkcRk?t=7m3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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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信徒: 感恩 seafood，讚嘆 seafood！ 

信徒 2: 我是北大醫院的醫師，我有一位腦部發炎的病人，經過 seafood加

持之後，居然很快就康復出院，seafood 的神力無邊呀！ 

四位信徒: 感恩 seafood，讚嘆 seafood！ 

信徒 3 (拿出鑽戒): 感恩 seafood 的加持，讓我在地上撿到 100 克拉的鑽石

戒指。 

四位信徒: 感恩 seafood，讚嘆 seafood！ 

惱禪(打信徒 3的頭): 夭壽喔 ~~~ 那是我不小心掉的，找了半天，原來被你

撿走，快還來！  

四位信徒: 感恩 seafood，讚嘆 seafood！ 

信徒 4: 這次大樂透我中了頭獎 2 億元，特地買了一輛價值 4000萬的勞斯萊

斯送給 seafood，請 seafood 慈悲接受。( 將車子(圖片)交給大師，拍照後

交給旁邊的另一信徒。) 

四位信徒: 感恩 seafood，讚嘆 seafood！ 

惱禪: 車子很好，可是...你那兩億元都要捐出來，功德才會圓滿。 

信徒 4: 啥，兩億元全部要捐出來？ 

四位信徒: 感恩 seafood，讚嘆 seafood！ 

惱禪: seafood 看大家都非常的有誠心，來，大家坐下來，seafood 幫你們加

持，消除你們的業障。 ( ex. https://youtu.be/nZk1PuySjkI?t=47s ) 

( 大家坐下，seafood 張開手臂加持信徒，信徒們前後搖晃，不停抖動。) 

https://youtu.be/nZk1PuySjkI?t=47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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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響起，大家站起來跳一段舞蹈，青蘋果樂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u8Po2xioZg，跳完之後坐回原位。) 

惱禪: 好...大家張開眼睛，站起來，有沒有覺得比較 ｈａｐｐｙ 呀？ 

四位信徒: seafood 萬歲 萬歲 萬萬歲！ 

惱禪: 今天的共修法會就到這裡，等一下離開之前，記得交這個月的月費 20

萬元。 

密勒日巴(舉手): 報告 seafood，我很窮，沒辦法交月費，怎麼辦？ 

惱禪: 那就不要來了，等著業力引爆吧！ 

密勒日巴: 什麼？ 

惱禪(打密勒日巴肚子一拳，大喊): 業力引爆！ 

四位信徒: 業力引爆！ 

密勒日巴(倒在地上): 我的肚子好痛喔！ 

惱禪: 哼！ (轉身離開，其他信眾也跟著離開。) 

 

 

 

( 第三幕 雪山大仙 ) 

密勒日巴(站起來): 好奇怪的 seafood，那些腦殘信徒也太迷信了吧！ 

只是...接下來要去哪裡呢？ 

旁白: 突然有一個神祕的人影出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u8Po2xio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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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天(從背後拍一下密勒日巴的肩膀): Hi...密勒日巴。 

密勒日巴: 我的老天鵝呀！ 嚇我一大跳，你是誰？ 

飛天: 我是雪山大仙的弟子”飛天”，特地來帶你去修煉仙術。 

密勒日巴: 你怎麼會知道我的事情？ 

飛天: 雪山大仙說你是學法術的天才，而且他可以幫你完成心願，要我帶你

去雪山見他。 

密勒日巴: 雪山？ 那~ 很 hen~遠、很 hen~遠 耶，走路至少要 3 個月。 

飛天: 不會遠，有我帶著你，一下子就到了，走！ 

( 飛天拉著密勒日巴離開，仙人 禮儀師及道具先就位，兩人再走進來。) 

飛天(拜見皇上的動作): 叩見師父，人已經帶回來了。 

大仙: 很好，密勒日巴，你是不是要學習法術，以報財產被搶奪的仇恨呢？ 

密勒日巴(拜見皇上的動作): 請求師父 傳授我法術。 

大仙: 好，來這裡。(飛天 和 禮儀師 站在供桌兩側 戴上白手套，桌上有一

幅拿著寶劍的天尊神像，以及相關的供品。) 

( ex. https://youtu.be/_gIRHvXZLEg?t=6m40s ) 

大仙(如告別式禮儀師一般的語氣): 吉時到，天公萬能神尊 祭拜典禮，典禮

開始，奏樂！(菊花台國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pnc8wyX0zE )  

大仙: 主祭者 密勒日巴 請就位，禮儀師請就位，上香~~~。 

大仙: 手持清香，虔誠獻供 天公萬能神尊，祈求神尊慈悲降臨。 

https://youtu.be/_gIRHvXZLEg?t=6m40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pnc8wyX0zE


8 

一拜 ~~~ 再拜 ~~~ 三拜 ~~~ 收香。 

雙手合掌，獻香花 ~~~ 一拜 ~~~ 獻鮮果 ~~~ 再拜 ~~~ 請跪。 

叩首 ~~~ 再叩首 ~~~ 三叩首 ~~~ 請起 ~~~ 合掌再拜 ~~~ 再跪。 

叩首 ~~~ 再叩首 ~~~ 三叩首 ~~~ 請起 ~~~ 合掌再拜 ~~~ 請跪。 

向神尊獻香茗 ~~~ 初獻香茗，一拜 ~~~ 再獻香茗，再拜 ~~~  

三獻香茗，三拜 ~~~  請合掌 ~~~ 代讀祈禱文 ~~~ 

( 背景音樂 祈禱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VMlR49hcgA ) 

天公萬能神尊在上，信士 密勒日巴 自幼心地善良，蒙父親密勒慧幢、母親

白莊嚴母 諄諄教誨，努力行善、慈濟貧苦、幫助弱小，嗚呼 ~~~ 無奈自從

父親過世之後，阿伯(台語)、阿姑(台語)心地歹毒，強佔財產，令我們母子

無家可歸，流浪街頭，祈求 慈悲 天公萬能神尊 能現憤怒相，懲罰惡人！ 信

士 密勒日巴 向神尊行感恩禮，叩首 ~~~ 再叩首 ~~~ 三叩首 ~~~ 請起 ~~~  

雙手合掌，再拜 ~~~ 禮成 ~~~ 奏樂 ~~~ 

( 塵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nByA8o8CAk )  

( 神尊 手持寶劍 進場 )  

神尊: 既然你們這麼誠心的祈禱，我就實現你們的心願，讓惡人得到該有的

懲罰吧！ ( 神尊離場，阿伯、阿姑 進場 )  

旁白: 這時候的密勒阿伯(台語)、密勒阿姑(台語)，正在廣場上大宴賓客。 

阿伯 (對著觀眾說): 各位鄉民，今天是我搶奪財產~~~不、不是，今天是我

成為大富翁一周年的好日子，請大家來一起歡樂、慶祝一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VMlR49hcg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nByA8o8C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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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姑 : 是呀，各位鄉親，等一下有流水席、雞尾酒，大家盡量吃、盡量喝，

結束的時候，每一個人還可以領兩百塊的紅包喔。 

(背景音樂 東林暮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Ie-V4zb3es ) 

阿伯 (搖晃): 地震 ~~~ 好大的地震呀 ！ 

阿姑 (倒在地上): 救命呀 ~~~ 太恐怖了！ 

阿伯 (雙手抬起): 冰雹 ~~~ 怎麼突然下冰雹了？  

阿姑 (雙手捂頭): 好痛 ~~~ 頭好痛呀！ 

( 神尊 手持寶劍 進場 )  

神尊: 惡心的壞人們，納命來吧！ ( 神尊寶劍一揮，兩人氣絕倒地。 )  

旁白: 這時候的密勒阿伯(台語)、密勒阿姑(台語)，以及村里的惡人都暴斃

了！  

神尊(向觀眾說): 看到了嗎？ 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呀！ 

( 神尊 走到 密勒日巴面前 )  

神尊: 密勒日巴，你的仇人以及村里的惡人都被我處決了。  

密勒日巴: 感謝神尊。 

神尊: 不用謝我，因為這份的殺業還是要算在你的頭上。 

密勒日巴: 殺業...那會有怎樣的果報？ 

神尊: 殺了這麼多人，將來你一定會墮入十八層地獄受苦，除非...你能找到 

馬爾巴 上師，向他學習佛教密法。 

密勒日巴: 馬爾巴 上師 ~~~ 叩謝神尊慈悲指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Ie-V4zb3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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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勒日巴 跪下叩頭，起來時，其他人已離開。 )  

密勒日巴(自言自語): 馬爾巴 上師，為什麼聽到這個名字，內心就十分感動

呢？ 可是 ~~~ 不知道他住在哪裡？ 

( 密勒日巴 隨機抽問 三個小朋友: oo班 xxx 你知道 馬爾巴上師 住在哪裡

嗎？ )  

旁白: 突然，空中有一個神祕的聲音。  

神祕的聲音: 馬爾巴上師 住在西藏的劄ㄓㄚˊ絨ㄖㄨㄥˊ，你往北走七天，

就能夠到達。 

密勒日巴: 西藏的劄ㄓㄚˊ絨ㄖㄨㄥˊ，往北方走。 

( 背景音樂 漂向北方 密勒日巴 唱歌 繞場慢慢走一圈 然後離場

https://youtu.be/qIF8xvSA0Gw?t=2m39s )  

 

 

 

( 第四幕 馬爾巴上師 ) 

旁白: 這時候，馬爾巴上師 正在對弟子們開示佛法。  

弟子俄巴喇嘛: 請問 上師，我們佛教密宗和一般的佛教有什麼不同呢？ 

馬爾巴上師: 佛教的基本教義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這一

原則不論是密宗或顯宗都是一樣的。 

弟子措頓喇嘛: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 

https://youtu.be/qIF8xvSA0Gw?t=2m3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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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巴上師: 是的，只不過，密宗透過三密相應，也就是身結手印、口唸密

咒、意識觀想，就可以轉凡夫的身口意，相應成為佛菩薩本尊的身口意，能

很快消除業障，也能因此產生許多神通妙用。 

旁白: 突然，空中傳來一個神祕的聲音。  

神祕的聲音: 馬爾巴 ~~~ 馬爾巴 ~~~。 

馬爾巴上師(合掌): 師父 ~~~ 這是我的師父 那洛巴 上師的聲音呀！ 

神祕的聲音: 是的，馬爾巴 ~~~ 雖然我現在是在遙遠的印度那爛陀寺，但是

為了密法傳承，必須示現化身讓你知道，七天後將有一位密勒日巴會來找你

學習密法。 

馬爾巴上師: 密勒日巴？ ( 那洛巴上師 現身走到 馬爾巴 面前。 )  

那洛巴: 密勒日巴有深厚善根，他會是你所有弟子中，最耀眼、能度化無量

無邊眾生的一位大成就者。  

馬爾巴上師: 尊貴的 那洛巴上師，請問我該怎麼做呢？  

那洛巴: 密勒日巴因為遭遇惡緣犯下了殺業，所以，你必須給他九次的大痛

苦、大折磨，消除他的惡業、磨練他的心志。 

( 那洛巴上師 轉身離開。 ) 

馬爾巴上師: 九次的痛苦折磨！？ 

旁白: 就這樣，七天之後，密勒日巴 來到了 馬爾巴 的座前。  

密勒日巴: 弟子 密勒日巴，頂禮尊貴的 馬爾巴上師。  

( 頂禮三拜之後，跪著合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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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勒日巴: 弟子願以身口意供養上師，祈求上師傳授能解脫生死輪迴、即身

成佛的無上密法。 

馬爾巴上師: 很好，能以身口意作為供養，表示你的發心是真誠的，但是 ... 

跟著我學習佛法會很辛苦喔！ 

密勒日巴: 弟子業障深重，只要上師能傳授我無上密法，再怎麼辛苦我也不

怕！ 

馬爾巴上師: 好，很好，你在東邊 3000 公尺的山上蓋一棟 3 層的樓房，等蓋

好之後，我就傳授你密法。 

密勒日巴: 遵命，弟子立刻去搬石頭蓋房子。 

馬爾巴上師: 記住，每一塊石頭都必須要你從山底下親自搬上去才行！ 

密勒日巴: 好的，沒問題！( 密勒日巴轉身離開。 背景音樂 藏文大悲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C5xcM-qNFY )  

旁白: 於是，密勒日巴 每天千辛萬苦的搬大石頭到高山上蓋房子，經過了很

久的時間，終於蓋好了。 ( 密勒日巴 進場 ) 

密勒日巴: 弟子 至誠頂禮上師。 ( 頂禮一拜之後，跪著合掌。 )  

密勒日巴: 啟稟 師父，3 層的樓房蓋好了。 

馬爾巴上師: 我問你，是不是每一塊石頭都是你自己搬的？ 

密勒日巴: 是的。 

馬爾巴上師(生氣): 你說謊，其中有三塊石頭是你的師兄幫你搬上山的！ 

密勒日巴: 可是 ~~~ 那是他們自己主動要搬的，我不好意思拒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C5xcM-qN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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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巴上師(發怒): 還敢頂嘴，來人呀，杖責 30大板！ 

( 旁邊兩位弟子，拿棍子用力的打密勒日巴。 ) 

馬爾巴上師(發怒): 聽清楚了，東邊山上蓋好的樓房立刻拆掉，改成在西邊

的高山上蓋一棟 4 樓的房子，蓋好之後才能傳法給你。 

密勒日巴(哭泣): 遵命，弟子這次一定不會讓師父失望。 

( 密勒日巴轉身離開。 背景音樂 蓮師心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5Bbj7khndo ) 

旁白: 密勒日巴 就這樣子，每天忍受身心的痛苦折磨，蓋了九次房子，結果

都是拆掉重蓋，而且還經常被 馬爾巴上師 責罵鞭打，身心疲憊不堪，對人

生已經徹底失去了希望。   ( 密勒日巴 進場 ) 

密勒日巴: 弟子 至誠頂禮上師。 ( 頂禮一拜之後，跪著合掌。 )  

馬爾巴上師: 你不是還在蓋房子嗎？怎麼突然跑回來了？ 

( 背景音樂 三寸天堂 二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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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勒日巴(哭泣): 弟子蓋了九次房子，身體因為一直搬石頭已經長滿膿瘡，

內心更是絕望痛苦呀！ 因此 ~~~ 希望師父在我死了之後，能慈悲超度我。 

( 密勒日巴 突然拿出刀子 作勢往自己胸口刺去 ) 

馬爾巴上師 (劍指 指向刀子): 吽 ！  

( 刀子應聲掉落，密勒日巴也倒在地上。 ) 

馬爾巴上師(哭泣): 密勒日巴呀，你不要難過~~~因為那洛巴上師曾經授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5Bbj7khnd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o4ZEqUH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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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要讓你經過九次大折磨以消除罪業，我的忿怒與責罵都是示現的呀！ 

( 密勒日巴起身跪著合掌 ) 

馬爾巴上師: 從今以後，我要正式傳授你無上的佛教密法、灌頂和口訣，並

且提供你所有的修行資糧。( 上師將紅色袈裟拿給密勒日巴 ) 

密勒日巴: 這 ~~~ 我不是在作夢吧！？ ( 背景音樂:六字大明咒 ) 

( 跪著接過紅色袈裟，然後站起，將袈裟披在身上。 ) 

馬爾巴上師: 密法的傳承與修持，都是依靠諸佛菩薩本尊、傳承上師、以及

護法天龍八部的慈悲護念，你應該虔誠感恩禮拜。  

密勒日巴: 感恩 本尊、上師、護法 慈悲，至誠禮謝，頂禮三拜。 

( 密勒日巴 頂禮三拜，問訊，合掌。 然後 時間定格 不動 ) 

旁白: 密勒日巴 在 馬爾巴上師 的用心教導之下，堅持閉關苦行，進入甚深

禪定，開發智慧神通，慈悲度化一切有情眾生。 

( 所有演員 走到舞台中央，謝幕。 )  

旁白: 密勒日巴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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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