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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不多遇上事鬼旦》 

編劇：集體創作 

角色表： 

旁白 A、旁白 B、差不多先生、小姐 A、小姐 B、事鬼旦小姐、路人

甲、路人乙、店員、女人、母親、心 

 

序幕 

旁白 A： 各位同學，中國咁大，你估下邊個最出名丫？ 

旁白 B： 雖然中國有 13億人口，但係要答呢條問題一都唔難！ 

旁白 A： 咁你試下丫~~~ 

旁白 B： 中國總理溫家寶！ 

旁白 A： 錯！ 

旁白 B： 國家主席胡錦濤！ 

旁白 A： 都錯！ 

旁白 B： ？唔通係周杰倫同章子怡？ 

旁白 A： 你唔洗亂咁估喇！俾提示你喇！佢阿娘叫佢去買紅

糖，佢就買咗包白糖番黎。讀書個陣又將山西同陝西撈到

亂曬籠。到咗佢出黎做野，佢仲將一千寫成一十添！ 

旁白 B： 哦~~~我知，你係講胡適先生所寫小說人物：差不多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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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A： 咪係囉，計我話，佢唔止出名，分分鐘全中國有十三億個

差不多先生添呀！ 

旁白 B： 唔會呱~~~自從次差不多先生病咗，佢叫佢鄰居幫佢

請黃大夫黎睇病。點知佢鄰居忙中有錯，請咗醫牛汪

大夫黎。 

差不多： (氣若游絲地)汪大夫同黃大夫差唔多啫。 

旁白 A： ？汪大夫係醫牛架！ 

差不多： 醫牛同醫牛咪差不多！ 

旁白 A： ？咁都得？！ 

旁白 B： 結果，差不多先生就~~~ 

旁白 A： 咪係囉，自此之後，差不多先生就中國上面消失。胡

適先生願望都實現喇！ 

旁白 B： 你以為喇！仲有段故架！ 

旁白 A： 真係？！ 

 

第一場 

(差不多先生從床上起來。發現週遭都是穿著現代服飾的人物。) 

差不多： (自言自語) 咦!呢度邊度黎架？人着衫咁奇怪？

(追問週圍的人) 小姐，請問呢度係邊度呀？ 

小姐 A： 嘩，你拍緊戲呀？(急急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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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不多： 小姐，請問呢度係邊度呀？ 

小姐 B： 做咩呀？電視台整古人呀！ 

差不多： 電視台？乜係電視台呀？(走開) 

事鬼旦小姐： 你咁 kai，電視台都唔知係乜！ 

差不多： Kai？咩 Kai？小姐小姐，我初黎到步！可唔可以帶我週

圍行下！ 

事鬼旦小姐： 事鬼旦喇！ 

差不多： 事鬼蛋？乜係事鬼蛋？ 

事鬼旦小姐： 事旦喇！ 

(事鬼旦小姐將地圖交給差不多) 

差不多： 地圖？ 

 

第二場 

旁白 A： 咦，究竟差不多先生去邊呀？ 

旁白 B： 咁你都唔知？你唔覺得處人講熟口熟面咩？  

旁白 A： 哦~~~你係話潮語呀？ 

旁白 B： 唔係呀！ 

旁白 A： 電視台~~~唔通係片場？ 

旁白 B： 哎呀，事鬼旦喇！(驚訝自己也說這個口頭蟬) 

旁白 A： (恍然大悟)哦~~~原來差不多先生黎左呢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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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上) 

差不多： 根據地圖顯示，我地呢處係叫做西貢喎！ 

事鬼旦小姐： 係咪？原來係郊遊圖？我以為係街道圖添！事鬼旦

喇！ 

差不多： 咁我地依家去邊呀？ 

事鬼旦小姐： 你著成咁，梗係幫你去執返正個 Look先喇！首先去

買鞋之後再去買衫！ 

差不多： 架車咁搖晃？係用牛拉定係用馬拉架？ 

事鬼旦小姐： 你都幾風趣！ 

差不多： 其實去到就得喇，都係差不多唧！ 

事鬼旦小姐： 咦，你講幾聽喎！(發現過了站)弊，掛住同你傾，

過晒站添！咁快就去到大圍，大圍都應該得呱~~~事鬼旦

喇！落車喇！(推差不多下車) 

 

第三場 

(大圍商場) 

事鬼旦小姐： (問路人)請問聲，又一城係咪呢度附近？ 

路人：  又一城？！呢度係大圍，你應該九龍塘落車丫麻！你搭

   到過晒籠喇！ 

事鬼旦小姐： 咁呀~~~事鬼旦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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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人：  咁都得？！ 

事鬼旦小姐： 事旦喇！ 

差不多： 我開始明你講乜喇！事鬼蛋咪即係我最鐘意講差不多

喇！唔怪得跟你有種親切感。 

事鬼旦小姐： 事鬼旦，行喇！ 

 
 

第四場 

(鞋店) 

店員：  歡迎光臨！有咩可以幫你地呢？ 

事鬼旦小姐： 俾對鞋佢試吓喇。 

店員：  咁，請問先生想試邊款呢？ 

事鬼旦小姐： (同時)事鬼旦喇！ 

差不多： (同時)差不多喇！ 

(兩人相視而笑) 

店員：  好，兩位，我幫你睇睇，唔，應該係著 6號。 

(店員取鞋給差不多先生試。) 

店員：  先生，我介紹呢對比你，慢慢試。 

差不多： 咦？咁大對？ 

事鬼旦小姐： 係喎！呢對係 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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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不多： 鞋太大，會容易跌親！ 

事鬼旦小姐： (反轉對鞋) 6號同 9號都差唔多啫，事鬼旦喇！ 

差不多： ？咁都可以？！ 

店員：  呢位小姐就講得有道理喇！兩位可唔可以快呢，我約左

人，趕收舖呀！ 

事鬼旦小姐： 車，咁都得！我唔買喇！ 

 

第五場 

(Shopping Mall) 

差不多： 呀~~~不如我抖抖喇，我實在行得好呀！呢度咁大，

間間舖頭都差唔多，真係好易蕩失路。 

事鬼旦小姐： 話你唔識，咁先叫大商場丫麻！我都抖抖先！，

你幫我去問吓 Burberry邊層喇。 

差不多： 哦~~~(問路人)請問邊度有得買 blueberry呀？ 

路人：  blueberry？你上二樓 super city 喇。 

差不多： 唔該晒！(向事鬼旦小姐)我搵到喇，跟我黎喇！ 

事鬼旦小姐： 咁醒？ 

(兩人起程) 

旁白 A： 咪住先，Burberry同 Blueberry都搞錯？！買衫就變買

藍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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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B： 無所謂喎！ 

旁白 A： 點可以無所謂架？ 

旁白 B： 佢發現左咪最多講句~~~ 

事鬼旦小姐： 唉~~~你想食 blueberry就早講喇。 

差不多： 咁仲買唔買衫呀？ 

事鬼旦小姐： Blueberry同 Burberry都差唔多啫，食藍莓算喇！ 

 

第六場 

(洗手間附近) 

旁白 A： 我都估到架喇！不過樣樣事都求求其其，事事旦旦得唔得

架！ 

旁白 B： 咁梗係唔得喇！卒之就搞出個大頭彿！ 

旁白 A： 有幾大個呀？ 

旁白 B： 差不多從來都無食過藍莓，點就就搞到水肚不服！搞腸沙

呀！ 

(差不多肚痛非常) 

差不多： (面有難色)好肚痛！依家好想去茅廁呀！ 

事鬼旦小姐： 茅廁？你係話洗手間呀？(指向洗手間) 呢！去邊

喇。 

差不多： (見有男女之分)有兩邊？唉，問佢佢都係答我事鬼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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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 la。(入女廁) 

旁白 A： 弊！佢入女廁！ 

旁白 B： 所以你話點可以乜都話事鬼旦架？！ 

女人： (追打差不多)你變態架！你呢個咸濕佬着成咁走入黎做咩呀？

死咸濕佬，番出去呀！ 

事鬼旦小姐： 嘩！你搞咩呀？做咩入女廁呀！ 

差不多： 我……(漸漸不支倒地) 

事鬼旦小姐： 喂！你點呀？哎呀，事鬼旦喇，都係！(走) 

 

第七場 

(差不多先生發開口夢) 

差不多： 我⋯我唔係變態架！我唔係咸濕佬！⋯⋯我⋯⋯唔好打

呀！救命呀！ 

心： 無事喇！起身喇！ 

差不多： (醒)？！你係邊個？ 

心： 我咪係你個心囉！ 

差不多： 我個心？！ 

心： 你呀！我知道你諗緊乜架！ 

差不多： 我唔信！我依家諗緊乜丫？ 

心： 事鬼旦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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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不多： 你點知架？ 

心： 我都話我係你個心咯！ 

差不多： 我想返去搵呀娘親~~~呢度人咩都事鬼旦！我唔想再

留呢處！ 

心： 你自己咪又係成日差不多！ 

差不多： 我知錯喇！我以後唔再差不多喇！ 

心：  咁你以後要多聽我講！ 

差不多： 多聽自己個心講！好呀！咁點聽呀？ 

心： 唔好淨係識得敷遣下人，同應酬人就算！ 

差不多： 咁你可唔可以幫吓我呀？ 

心： 對唔住喎，做人認認真真，只可以靠自己，所以你聽多我

聲音就得架喇。記住要聽你內心聲音呀！Bye~~~Bye~~~ 

 

結局 

(差不多先生醒來，發現母親在旁邊哭著。) 

母親：  仔阿仔，你千祈唔好有事呀！ 

差不多： 阿娘…… 

母親：  阿仔，你無事喇？ 

差不多： 唔，阿娘呀，我頭先發咗個好奇怪夢，我以後再唔會乜都

差不多架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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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 你係咪病到傻呀？ 

差不多： 唔好講咁多，記住叫呀丙請個醫人大夫，千祈唔好搞錯

呀！ 

母親： 好！好！好！(母子相擁) 

旁白 B： 相信到依家大家都估到全中國邊個最有名喇！ 

旁白 A： 咪係差不多先生囉！ 

旁白 B： 梗係唔係喇！ 

旁白 A： 呀！我知喇！ 

旁白 B： 就係你同我身邊隨時都會出現───事鬼旦呀！ 

旁白Ａ： (同時)事鬼旦呀！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