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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涼麵口味﹝性別﹞：男生……戴上假髮就變火辣辣的辣妹 

 製造日期﹝生日﹞：1998.09.02 ……有效日期不知道 

 製造時的星空﹝星座﹞：處女座……但個性不像處女座 

 盒子形狀﹝血型﹞：不知……從小沒有注意血型 

 適合的動物﹝生肖﹞：老虎……我還蠻喜歡的保存方式﹝興趣﹞：打電腦、

打羽毛球、演戲、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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鯨魚之海鯨魚之海鯨魚之海鯨魚之海    

研究者：梁丞廷 

台北市西湖國小資優班學生 

通訊處：台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 25 號 

電  話：（02）2798-5381 轉 165 

指導老師：卓麗容老師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以前爸媽帶我們去海洋公園，當時第一次接觸海豚，我就愛上了這種生物。

到了三四年級時，自然課有一個單元在介紹動物，當時老師介紹了世界上最大的

生物藍鯨，所以我就對這種生物更著迷。而知道這種生物的保育和危機時，我就

想好好的了解和研究這種生物。 

剛好，從小就喜歡出風頭的我，對表演特別的有興趣，而我一向都是當個

演員，照著導演的話做，所以我有一天就想是否可以自己來編劇本，所以我想借

著這次機會編寫有關鯨魚生態的劇本。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1.以鯨魚的生態為主題編寫劇本。 

2.以幽默的方式讓大家了解鯨魚的生態。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研究內容研究內容研究內容研究內容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角色介紹角色介紹角色介紹角色介紹    

李恩：劇中主角，小學六年級學生，是男生，隨著爸爸去賞鯨，因船難掉進海裡，

認識真海豚家族。 

真海豚：真海豚是海豚的一種，體長 2.3到 2.6公尺，體重：0 公斤，群居性，

分布在世界各地溫帶及熱帶水域 

真海豚家族：包括婆婆、媽媽、哥哥、弟弟、朋友 

媽媽：帶李恩回家。 

爸爸：帶李恩去坐賞鯨船，遇難後就失蹤了。 

其他：遊客、傑克、羅絲、副船長、船長買家、船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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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劇本大綱劇本大綱劇本大綱劇本大綱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幕幕幕幕：：：：賞鯨船遇難賞鯨船遇難賞鯨船遇難賞鯨船遇難    

李恩和爸爸搭乘賞鯨船，結果遇難了。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幕幕幕幕：：：：相遇相遇相遇相遇    

李恩漂在海上被一隻鯨魚救起來，他們就互相認識了。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幕幕幕幕：：：：探索鯨魚的社會探索鯨魚的社會探索鯨魚的社會探索鯨魚的社會    

真海豚讓李恩了解鯨魚的社會、族群、和生態。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幕幕幕幕：：：：重回文明重回文明重回文明重回文明    

另外一艘船發現李恩，把李恩帶回陸地上，李恩就和海豚們道別了。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劇本劇本劇本劇本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第一幕第一幕第一幕第一幕、、、、賞賞賞賞鯨船遇難鯨船遇難鯨船遇難鯨船遇難 

爸爸：今天天氣真熱，熱得我都快著火了。 

李恩：﹝帶著耳機邊聽邊唱﹞你噴的火 是我的造型 I'm feeling good 無法喘氣！ 

爸爸：好我們兩個現在要去搭…… 

李恩：﹝不理爸爸繼續唱﹞我就是火 不能被誰澆熄 嗚嗚嗚 BABY！ 

爸爸：﹝拉掉耳機大聲的在耳邊說﹞我們兩個現在要去搭…… 

手錶：啤啤~啤啤~ 

爸爸：天啊沒時間沒那麼多了，船快開走了！ 

(上了船) 

李恩：天啊！我們不是要去賞鯨嗎？ 

爸爸：是啊！ 

李恩：那帶我來坐破銅爛鐵幹麻？ 

爸爸：我怎麼知道！老闆說這是已經很久沒用的賞鯨船了！ 

李恩：奇怪了？破銅爛鐵也可以動耶！ 

爸爸：真的耶！ 

李恩：可是這樣根本看不到什麼！ 

爸爸：對啊！爛死了，而且還不給殺價！ 

其他遊客 1：喂！受苦的又不只有你！ 

其他遊客 2：對阿！你還沒看到最令人受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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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絲：傑克你看我會飛耶！ 

傑克：你飛得起來嗎？ 

李恩：噁！如果要找我，我在廁所摧吐順便去拉一條！ 

爸爸：噢！好！ 

(這時天空下起狂風暴雨) 

船長：oh！my！god！﹝慧慈上身﹞ 

副船長：船長…前方有暗礁！ 

船長：要撞上了！ 

(碰一聲巨響) 

副船長：船長我們快逃吧！船正在下沉！ 

船長：好辦法，掰掰﹝閃人﹞！ 

廣播：各位乘客，船現在正在下沉！請依序往逃生艇的方向逃生！ 

其他遊客 2：哈哈真會開玩笑！ 

廣播：快逃就對了啦！ 

所有乘客：啊！ 

爸爸：李恩，快出來，船快沉了！ 

李恩：什麼？ 

爸爸：船快沉了，快跑！ 

李恩：噢！天啊！沒衛生紙了！ 

爸爸：不管那麼多了快跑！ 

李恩：我還沒擦屁股啦！ 

爸爸：快上救生艇穿上救生衣！ 

李恩：那你呢？ 

爸爸：我乘下一艘。 

李恩：嗯！ 

爸爸：回到港口會合再見！ 

李恩：…… 

其他遊客 1：現在勒？ 

其他遊客 2：不知道！ 

傑克：你不覺得我們的救生艇在下沉嗎？ 

(全部看著羅絲) 

羅絲：﹝剛吃完香蕉﹞幹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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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遊客 1：啊！我們的船要沉了！ 

傑克：Goodbye  my  love！我的  愛人  再見……﹝溺死﹞ 

李恩：﹝嗆到水﹞啊！救命啊！﹝嗆昏﹞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幕幕幕幕、、、、相遇相遇相遇相遇 

真海豚：拉拉拉﹝一支海豚正在悠哉的游泳﹞ 

真海豚：好痛！嗯！ 

真海豚：奇怪這是什麼？ 

真海豚：一個人耶！把他拉到木板上好了 

﹝拉到木板﹞ 

真海豚：起來！ 

李恩：﹝沒動靜﹞ 

真海豚：起來！﹝用尾巴狠狠的打了李恩﹞ 

李恩：幹麻媽媽！上學要遲到了嗎？﹝疑惑的問﹞ 

真海豚：我不是妳媽！ 

李恩：誰在和我說話？ 

真海豚：在下面…… 

李恩：啥！ 

真海豚：往下看！ 

李恩：媽啊！鯨魚會說話！我一定在作夢！一定…一定…。3 秒後妳就會從我眼

中消失！1…2…3… 

真海豚：請問誰消失了啊？ 

李恩：不可能這不可能是真的！ 

真海豚：現在的世界上有什麼不可能的！鯨魚會說話只是阿米巴原蟲屁股上的一

顆小小的痘痘而已！ 

李恩：妳這惡魔別靠近我！耶穌、佛祖、阿拉請賜給我力量吧！ 

真海豚：你這沒心沒肝沒肺的！早知道不要把你從拉到木板上了！ 

李恩：你怎麼拉啊！你的胸鮨都碰不到你的頭了！怎麼拉！ 

真海豚：誰說的我摸得到啊！ 

李恩：.......﹝無言﹞ 

真海豚：好了！救命費用一億元，可以貸款！ 

李恩：別這樣，我只是個沒錢的窮光蛋耶！ 

真海豚：不要！誰叫你剛剛說我是惡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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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裝傻﹞我又這樣說嗎？好像沒有耶！你好會編故事喔！ 

真海豚：你不要裝傻！我可是有錄音存證的！ 

錄音機：妳這.. ﹝當機﹞惡魔惡魔惡魔惡魔惡魔﹝爆炸﹞ 

真海豚：恩……反正你有叫我惡魔！ 

李恩：求你放過我一馬吧！ 

真海豚：不要！如果你沒錢的話就來我們家做瑪莉亞！ 

李恩：你當我誰啊！ 

真海豚：我不管！﹝拿繩子綁住﹞我要把你托回家！ 

李恩：你幹嘛！救命啊綁架！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幕幕幕幕、、、、探索鯨魚的社會探索鯨魚的社會探索鯨魚的社會探索鯨魚的社會 

真海豚：不要鬼吼鬼叫！﹝拿膠帶貼住李恩的嘴巴﹞ 

李恩：恩恩…… 

真海豚：做我們的瑪莉亞你要先認識我們的族群！這是必備的條件！ 

李恩：恩…… 

真海豚：我知道你很想開始做事，但我要先讓你認識我的家人，來吧！  

李恩：恩恩恩…… 

真海豚：這些就是我的家人！ 

李恩：恩恩恩嗯！ 

真海豚：幹麻？噢對忘了拆掉膠帶了！ 

李恩：啊！我有說我要當你們的瑪麗亞嗎？還又你剛剛拉的很痛耶！ 

真海豚：……為什麼最近的油價會上漲呢？﹝轉移話題﹞ 

李恩：你別想轉移話題！ 

真海豚：好啦！你後面就是我家人了！ 

李恩：oh！my！god！你的家人太多了吧！ 

真海豚：還好，幾百快到一千而已！ 

李恩：你們也太會生了吧！ 

真海豚﹝婆婆﹞：我們沒有很會生！ 

李恩：為什麼？ 

真海豚﹝婆婆﹞：我們一年只產下一胎而已！ 

李恩：這麼少！ 

真海豚﹝婆婆﹞：而且還要隔一年才生第二胎！ 

李恩：那等於兩年生一胎而已！ 

真海豚﹝婆婆﹞：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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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哇！ 

真海豚：婆婆，他是我們的新任瑪麗亞！ 

李恩：我不是瑪莉亞！ 

真海豚：不然呢？ 

李恩：﹝小聲的說﹞來吹牛一下吧！﹝大聲宣揚﹞我可是一個自豪的音樂家和畫

家，而且我看一眼就能認出其他人身上穿的名牌！ 

真海豚﹝婆婆﹞：好厲害！你升级為廁所服務生了！ 

李恩：蛤？ 

真海豚：嘿！廁所服務生！ 

李恩：唉！也只能承認了！ 

真海豚：對了你不是很自豪的音樂家嗎？哪來聽聽我哥唱歌吧！ 

(帶到哥哥那裡) 

真海豚：哥，廁所服務生說要聽你唱歌。 

真海豚﹝哥﹞：好！﹝吸氣﹞lalalalala  lalalalala  

船商：這艘用玻璃造的船很棒吧！ 

買家：好我買了！ 

真海豚﹝哥﹞：阿~~~﹝破音﹞ 

(玻璃船破掉！) 

買家：﹝甩船傷一巴掌﹞我要退貨！﹝退場﹞ 

真海豚：好好聽噢！ 

李恩：難聽死了！ 

真海豚﹝哥﹞：你這廁所服務生沒有批評我的餘地！ 

真海豚﹝媽﹞：﹝慌張的衝過來﹞我的孩子不見了幫忙找一下。 

李恩：誰不見了？ 

真海豚﹝媽﹞：我最小的孩子！ 

真海豚﹝哥﹞：在這裡！﹝指著真海豚﹝弟﹞﹞ 

真海豚﹝弟﹞：啊！被發現了！ 

真海豚﹝媽﹞：你給我回來！ 

真海豚﹝弟﹞：不要！ 

真海豚﹝媽﹞：等一年的養育保險期沒有以後你才可以自由！ 

真海豚﹝弟﹞：不要！ 

真海豚﹝媽﹞：給我回去！等一年之後你就給我滾！ 

真海豚﹝弟﹞：嗚~~﹝被脫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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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魚游過來) 

真海豚：我們要吃大餐了，你要不要 

李恩：好啊！ 

李恩：對了你都麼抓魚啊？ 

真海豚：不一定！有時自己抓有時會合作抓！ 

李恩：怎麼合作？ 

真海豚：像這樣！ 

真海豚和真海豚﹝哥﹞﹝像瘋子一樣一起趕魚群﹞ 

真海豚：啊！﹝相撞﹞ 

李恩：哦…我還是換問提問好了。你們都吃什麼？ 

真海豚：都吃魚類或是這個。﹝隨手抓一隻烏賊﹞ 

李恩：這是烏賊啊！﹝戳烏賊﹞ 

李恩：阿！我的眼睛被墨噴到了！ 

真海豚：…… 

李恩：可惡的東西。﹝丟掉﹞ 

真海豚：真是的！不要浪費食物！ 

真海豚：啊！好痛！我的牙齒！ 

李恩：怎麼了？嘴巴張開我看看！ 

真海豚：阿~ 

李恩：1、2、3、4…30 顆圓錐形的牙齒都沒問題！ 

真海豚：好險！我以為我蛀牙了！ 

李恩：你們要那麼多的牙齒幹麻？ 

真海豚：拿來捕食，或打鬥啊！ 

真海豚﹝公 1﹞：這美女是我的！ 

真海豚﹝公 2﹞：不！他是我的！ 

真海豚﹝公 1﹞：你是討打嗎？ 

真海豚﹝公 2﹞：好啊！看我的彿山無影牙！ 

真海豚﹝公 1﹞：如來神齒！ 

真海豚：像這樣！ 

李恩：這凸凸的事甚麼？ 

真海豚：這是額隆，我們的喀答聲會從這裡發射出去，從下顎接收！ 

李恩：噢！原來是這樣啊！ 

真海豚：你還不知道嗎？ 

李恩：還不知道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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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海豚：ok！問我就對了！我可是這方面的專家呢！ 

李恩：不好吧！這樣太麻煩你了！ 

真海豚：不會啦！而且學費很低的！一堂課八百萬！校外教學算你便宜一點六千

萬就好！怎麼樣！對你很好吧！ 

李恩：一堂課八百萬！你搶錢啊！做黑心交易也不是這樣做的！ 

真海豚：好啦算你便宜一點，六十萬！機會難的！要上要快喔！ 

李恩：我死都不要上這堂課！ 

真海豚：不行！你不能阻止我傳教知識給你！ 

李恩：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打死我都不要！ 

真海豚：真是的，原本不想使用暴力的！﹝打昏李恩﹞ 

李恩：阿~~ 

李恩：﹝醒來﹞恩~ 

真海豚：你終於醒了！好開始我們的第一堂課吧！ 

李恩：你這小子！﹝打真海豚﹞ 

真海豚：啊！好痛 

李恩：真是的！ 

真海豚：我要上去呼吸一下！ 

李恩：你還需要呼吸噢？ 

真海豚：對啊！ 

李恩：你們不是魚類嗎？ 

真海豚：我們是哺乳類！ 

李恩：你們是哺乳類？ 

真海豚：鯨豚是哺乳類當中最特別的種類，我們具有魚形的身體、身體無毛、前

肢呈鰭狀則後肢退化，但我們還是用肺呼吸，保有哺育幼獸的乳腺！ 

李恩：你們是哺乳類啊！那你們要在水中生活有什麼特殊構造？ 

真海豚：我們有光滑的流線型性感身材，可以降低水流的湍擾程度。 

李恩：噁…… 

真海豚：噁什麼噁！沒看過前凸後翹的美男噢！ 

李恩：小腹前凸，蘿蔔腿後翹！ 

真海豚：那你呢！你是五花三層肥豬肉！我比你還辣好嘛！ 

李恩：自我感覺良好。﹝小小聲的說﹞ 

真海豚：我們的外凸的組織也減到最精簡，只保有可控制方向的鰭肢、無骨的雙

叉水平尾鰭，以及具有穩定性作用的背鰭，連性器官都收藏在腹摺中，其

他還有在，和海綿狀、充滿油質的輕盈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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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如果水中溫度太低，你們用什麼來保暖？ 

真海豚：就變成鯨豚冰棒阿！ 

李恩：...... 

真海豚：好啦！我們皮下有一層厚鯨脂，可以幫助我們保暖。 

李恩：感官呢？ 

真海豚：我們的聽覺極度敏銳，像你剛剛說誰自我感覺良好啊！ 

李恩：是視力呢？ 

真海豚：視力尚可，在水裡一公尺內視力最佳，出水後最佳是在 2.5 公尺內，但

辦別顏色的能力有限。 

李恩：那你猜我穿什麼顏色的內褲阿！ 

真海豚：你髒死了！ 

李恩：還有什麼特殊的溝通方式呢？ 

真海豚：齒鯨成員能發出高頻咳答聲，進行回聲定位，並透過各種聲音來溝通。 

李恩：齒鯨？ 

真海豚：對啊！鯨魚分兩類，有鬚鯨類和齒鯨類。 

李恩：鬚鯨和齒鯨有什麼差別？ 

真海豚：鬚鯨最驚人的特色就是就是體型，最短的小露脊鯨有 6.5 公尺長，最大

的藍鯨有到 33 公尺長噢！ 

李恩：哇！ 

﹝這時一隻鯨魚經過把李恩他們含在嘴裡﹞ 

李恩：你這傢伙！放我出去！ 

真海豚：…… 

李恩：奇怪！這什麼啊？ 

真海豚：這是鬚鯨板。 

李恩：鬚鯨板是什麼？ 

真海豚：鬚鯨上含兩側有 130 至 140 片取代牙齒的骨骼板，也較鬚鯨板，每片鬚

鯨板上都有硬毛，可以過濾食物。 

李恩：那麼多的牙齒啊！ 

真海豚：是骨骼板！ 

李恩：噢！﹝往腳下看﹞ 

李恩：這裡怎麼有小蝦？ 

真海豚：你不要看他們那麼大隻，是吃一些大型的魚類！他們是吃浮游生物和小

型甲殼類動物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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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 

真海豚：鬚鯨大多都會遷移。他們以長程的遷移能力聞名的！ 

李恩：太厲害了！ 

真海豚：鬚鯨會利用尖叫聲道隆隆聲等各種聲音來溝通，其中最著名的是雄性大

翅鯨的「歌聲」，他們會在繁殖期唱歌，歌聲中重複著一連串的高低音，

期而音調還會隨著季節的轉換而變化。 

李恩：一定比你哥唱的還好聽！ 

真海豚：你…… 

李恩：那齒鯨呢？ 

真海豚：齒鯨有簡單的圓錐狀尖齒，且無門齒、犬齒、臼齒之分，有些比較少只

有 2、3 顆而已，有些有 20 到 30 顆牙！ 

李恩：….. 

真海豚：我們頭上有一個洞，那個洞就是我們的鼻孔，噴氣孔！我們還有流線型

的頭部及挾長的喙部！可以減低水的阻力！ 

李恩：鬚鯨和齒鯨哪一種比較多啊？ 

真海豚：齒鯨種類比較多樣化，其物種數近達鯨豚數的百分之九十。 

﹝鬚鯨把他們吐出來﹞ 

李恩：以後就不要讓我在陸上堵到你，不然你就死定了！ 

(晚上) 

李恩：好累噢！ 

真海豚：對啊！ 

李恩：啊！怎麼一大堆浮屍！ 

真海豚：這是我們的睡覺方式！浮漂！ 

李恩：睡覺方式？ 

真海豚：我們只要漂著睡就好了！ 

李恩：哪！晚安！ 

真海豚：晚安！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幕幕幕幕、、、、重回文明重回文明重回文明重回文明 

(隔天早上) 

『卡塔卡塔….』 

李恩：恩…… 

『卡塔卡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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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什麼那麼吵啊！ 

真海豚：嗯！只是在說悄悄話！ 

李恩：在說什麼？ 

真海豚：沒什麼！ 

李恩：對了！今天要做什麼？ 

真海豚：我們要偷溜出去玩！你要嗎？ 

李恩：好啊！ 

真海豚：小聲一點！吵醒其他人就定了！ 

李恩：好！ 

真海豚：好像游遠了！可以放鬆了！ 

李恩：太棒了！ 

(遠處傳來”嘟嘟聲”) 

李恩：是船耶！救命啊！ 

船：嘟嘟 

李恩：萬歲！可以回去了！ 

真海豚：該說再見了！ 

李恩：再見了！ 

(回到港口) 

媽媽：李恩，你終於回來了！ 

李恩：媽媽！ 

媽媽：﹝甩了李恩一巴掌﹞ 

李恩：啊！好痛！ 

媽媽：你這死小孩，不寫功課還跑出去玩！ 

李恩：就是因為…… 

媽媽：走我們回家！ 

李恩：啊！好痛！ 

李恩：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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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心得心得心得心得    

劇本終於寫完了，比較輕鬆了，覺得壓力少了好多，一開始幾乎都在混，

每次上資優班都忘了帶隨身碟，整天對著牆壁發呆，等到快發表會才覺醒，整天

腦海中想著下一句要寫什麼，雖然我用了最快的速度，但還是趕不上發表會和畢

業歡送會。 

剛開始我想不到要做什麼，做小說，太多字不好，做桌遊，無聊沒興趣，

做生態觀察，太麻煩不要，想了很久才想到可以寫劇本。 

但寫劇本哪有那麼簡單，我在寫這劇本有很多的難關，剛開始要想主題時，

我想破頭都想不出來。有一天我看著床頭的鯨魚貼紙，才想到可以用鯨魚的生態

來寫，想好主題時，我超開心的，接著我開始編大綱，大綱很快就寫完了，總共

有八個章節。 

寫完大鋼後，想說可以偷懶一下，可是馬上就要審查會了，所以又快速的

寫完計畫書，做好 ppt。審察會結束後就開始混了，混到發表會前夕，我才想到

有劇本要寫，所以就開始隨便亂寫，而且還不知道要怎麼結尾，所以原本的八章

就變成了四章。改寫過程中，已經錯過發表會的時間了。 

但因為鯨豚的資料蠻少的，而且又要把它轉換成幽默的對話，所以很辛苦

的。這次我學到了很多，希望我以後不會再繼續混了！ 

我的劇本是在寫有關鯨魚生態的劇本，以簡單幽默的對談方式，帶領大家

進入鯨魚的社會，希望看過的人，都能在歡笑之餘學習到鯨魚的生態，希望大家

喜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