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上師電視台」為歡慶成立5週年，於2011年8月

27日在美國加州著名的帕薩迪納市立音樂廳舉行

《真愛》音樂劇世界首演，3000多位嘉賓共同體驗了一場

精采絕倫的旅程。

這是一齣前所未有的音樂劇：一個美麗的愛情故事，拓展

了我們的勇氣與犧牲奉獻的精神。《真愛》音樂劇改編自

世界知名的靈性導師、人道主義者、詩人暨藝術家「清海

無上師」一段感人的人生經歷。美國傑出作曲家艾爾‧卡

夏慧眼識出清海無上師的傳奇人生正如一齣音樂劇，等著

與世人分享。不久，在百老匯及好萊塢最有才華的菁英合

力下，這齣音樂劇便奇蹟般地誕生了。

《真愛》音樂劇取材自清海無上師優美的詩作，並由5位

傑出作曲家譜曲，使它顯得格外不同凡響，這些作曲家包

括：奧斯卡金像獎暨5次艾美獎得主比爾‧康迪、2次奧斯

卡金像獎得主艾爾‧卡夏、艾美獎得主道格‧卡薩羅斯、

東尼獎暨艾美獎得主唐‧皮蓬，以及奧斯卡金像獎暨2次

葛萊美獎得主大衛‧夏爾。另外還囊括了夢幻演員陣容：

西區劇院女演員喬安娜‧安皮爾（Joanna Ampil）、東尼
獎得主戴西‧伊根（Daisy Eagan）及卡荻‧胡夫曼（Cady 
Huffman）、東尼獎入圍者亞當‧帕斯卡（Adam Pascal）
及羅伯特‧托帝（Robert Torti）等，同時結合了出色的24
人舞團共同演出。

特邀明星包括：東尼獎得主貝蒂‧芭克利（Betty Buckley）
、義大利古典聲樂家菲麗帕‧喬妲諾（Filippa Giordano）
、榮獲奧斯卡金像獎的傳奇女演員雪莉‧瓊斯（Shirley 
Jones）、東尼獎得主特倫特‧科瓦利克（Trent Kowalik）及
科里爾‧庫里什（Kiril Kulish）、艾美獎得獎創作歌手費
絲．莉維拉（Faith Rivera）、著名演員湯姆‧史密德（Tom 
Schmid）、銀幕常青樹迪克‧范‧派登（Dick Van Patten）
及女高音林恩‧溫特史黛拉（Lynne Wintersteller）等人。
這個一時之選的組合還包括了頂尖的創作團隊及全心投入

的劇組成員，以及世界級的21人管弦樂團聯合演出。

讀者可在本書欣賞到《真愛》音樂劇的完整劇本、歌詞、

樂譜及全彩劇照。這是一齣紀念世上一段最引人入勝的旅

程與最偉大的愛情故事的音樂劇。

「超棒的音樂劇！籌備的時間很短，但儘管如此，劇組

人員可都是一時之選。這是一齣以詩詞配樂而成的音樂

劇。當我聽到這齣劇時，就明白：『哇，這真的非常、

非常不同凡響！』超有魅力的，我整個人都陶醉了！」

～雪莉．瓊斯（Shirley Jones）
奧斯卡金像獎得獎女演員

「我最初離開先生前往喜馬拉雅山時，也感到很

痛苦。然而我個人的苦楚，比起全世界我所目睹

的廣大苦難，顯得多麼微不足道。這條路我就繼

續走下去。

從小我就體察到人生苦海無涯。我到寺廟，也去教堂。

然而，內心的糾結依然難解，世間的苦痛令我深感憂

傷，不知如何是好。而那時，我的先生不斷追求我，堅

持要娶我。他追了我很久，非常真誠，於是我就嫁給他

了。婚前，我就常常想要出家，去尋找開悟明師。但是

他說：『沒這個必要啊，妳在家就有一個佛堂了。』他

為我設了一個佛堂，每天帶鮮花回來讓我供養佛。

從電視上看到世界各地都充滿苦難，我內心真的平靜不

下來。我也和先生談論這些，他也了解。正巧在那段時

間，我遇到好多人跟我提起，印度有許多明師及修行

者；或許到那裡尋訪他們會好些。這也是為什麼我會到

印度，離開我深愛的、瀟灑、斯文、心地善良、慷慨、

聰明又英俊的先生的原因。

我遍訪各地，與熊、蛇、蠍子等為伍。我獨自一人拄著

一根手杖上路，睡袋就掛在杖上，那就是我全部的家

當，裡頭一套印度旁遮普衣服，就這樣。很多人因為土

石流、暴風雪或道路崩塌，而喪命途中。

或許我命中注定要走一趟喜馬拉雅山，但是你們的命運

和我不一樣。如果你們想和內在最高力量溝通，你們可

以在任何地方打坐，在家裡、在辦公室、在火車、巴士

上……。而且，如果我們達到天人合一，喚醒了我們內

在的偉大力量，那麼沒有什麼我們做不到的。我們的內

心會感到和平，這份和平將會往外擴散出去，更有助於

地球和平的締造。」

～清海無上師
世界知名靈性導師、慈善家、詩人暨藝術家

（摘錄自歷年訪問及開示）

本專輯完整收錄《真愛》音樂劇劇本、歌詞與樂譜

根據真實故事改編
歌詞：改編自清海無上師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的詩作

 劇本：法蘭克‧伊凡斯 (Frank evans)、湯姆‧謝爾登 (tom shelton)

作曲：奧斯卡金像獎暨5次艾美獎得主比爾‧康迪 (Bill conti)
              2次奧斯卡金像獎得主艾爾‧卡夏 (al kasha)

              艾美獎得主道格‧卡薩羅斯 (Doug katsaros)
               東尼獎暨艾美獎得主唐‧皮蓬 (Don pippin)

               奧斯卡金像獎暨2次葛萊美獎得主大衛‧夏爾 (DaviD sh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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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票難求……《真愛》音樂劇世界首演」

《百老匯世界新聞編輯台》


「『無上師電視台』

在好萊塢影視界造成極大轟動」

卡爾‧卡斯洛斯基—《帕薩迪納週報》

「人文薈萃、創意雲集」

PJ歐奇朗—莫札特古典音樂台調幅1260


「奧斯卡得獎作曲家

為一齣嶄新音樂劇注入了生命力」

大衛‧岡薩雷斯—加州第9頻道電視台

《真愛》音樂劇

www.TheRealLoveMusic.com

無上師電視台
122-A East Foothill Blvd. #306, Arcadia, CA 91006, USA
電話：+1 626.444.4385   傳真：+1 626.444.4386

www.SupremeMasterTV.com   電子郵件信箱：peace@SupremeMasterTV.com

融合百老匯及好萊塢風格之原創音樂劇《真愛》，是根據世界知名的靈性導師、慈善家

暨藝術家清海無上師非凡的真實故事改編而成。

1970年代，年輕秀麗的悠樂女子──青青（倫敦西區劇院女演員喬安娜‧安皮爾飾），在

慕尼黑紅十字會和一位崇尚物質生活的德國女友艾爾莎（東尼獎得主卡荻‧胡夫曼飾）一起

工作。青青經常陪同難民到醫院就醫，深為世間疾苦而痛心。她受到多位醫師的愛慕追求，

例如個性詼諧的柯勞斯（東尼獎入圍者羅伯特‧托帝飾）。然而只有文質彬彬的醫生兼牙醫

師羅夫（東尼獎入圍者亞當‧帕斯卡飾）贏得芳心。藝術家葛瑞塔（東尼獎得主戴西‧伊根

飾）鼓勵她聽從內心的召喚，這促使青青面對困難的抉擇：留在羅夫身邊，過著幸福美滿的

婚姻生活；抑或踏上前往喜馬拉雅山的艱險之旅，為全人類追尋永恆的快樂。

劇中歌詞改編自清海無上師的雋永詩作，並由多位著名作曲家共同譜曲，如奧斯卡金像獎暨5

次艾美獎得主比爾‧康迪、2次奧斯卡金像獎得主艾爾‧卡夏、艾美獎得主道格‧卡薩羅斯、

東尼獎暨艾美獎得主唐‧皮蓬，以及奧斯卡金像獎暨2次葛萊美獎得主大衛‧夏爾等。這齣提

昇人心的音樂劇，為我們所有人重新注入了勇氣與愛心。

「每逢有新的音樂劇創作，總是讓人興奮無比。『無上師電視台』製作的《真愛》音樂劇正

是如此。該劇不但演員陣容令人刮目相看，由比爾‧康迪、大衛‧夏爾、唐‧皮蓬、艾爾‧

卡夏等作曲家根據清海無上師詩詞所譜寫的樂曲，更是無與倫比。這真的是一齣非常獨特的

舞台音樂劇。」

傑瑞‧赫爾曼（Jerry Herman）

3次東尼獎暨葛萊美獎得獎作曲家

（代表作：《我愛紅娘》、《假鳳虛凰》、《瑪姆》）



本專輯完整收錄《真愛》音樂劇的劇本、歌詞與樂譜

根據真實故事改編

序：

小理查‧莫特比（Richard Maltby, Jr.）

引言：

艾爾‧卡夏（Al Kasha）

歌詞：

改編自清海無上師的詩作

作曲：

比爾‧康迪（Bill Conti）、艾爾‧卡夏（Al Kasha）、道格‧卡薩羅斯（Doug Katsaros）、
唐‧皮蓬（Don Pippin）、大衛‧夏爾（David Shire）

劇本：

法蘭克‧伊凡斯（Frank Evans）、湯姆‧謝爾登（Tom Shel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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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分感激清海無上師，慷慨慈允我們分享她個人的愛

情、勇氣與犧牲奉獻的故事。我們也衷心感謝一起共

襄盛舉的百老匯和好萊塢明星及其他傑出的藝術家，他們無

與倫比的才華和全心投入的精神，藉由《真愛》音樂劇帶給

觀眾一個難忘的經驗。同時也向創作和技術團隊的成員致上

謝忱與敬意，您們的奉獻精神使這部音樂劇產生真正的神奇

效果。非常感謝各經理主管、經紀人、媒體及所有參與者的

愛心協助與鼓勵。

                                                         ～無上師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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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海無上師的生命歷程，是一個充滿

愛與靈性探索的故事。要將這個故事

詮釋得活靈活現，沒有比透過音樂更

好的方式──也就是以音樂劇的形式

來說故事。

美國在傳統劇場上的偉大貢獻，便是

美式音樂劇的創意發展。在過去100
年裡，美國藝術家們將歌劇、輕歌

劇、流行歌曲創作、爵士樂、綜藝歌

舞秀等元素，結合成一種獨特的藝術

形式。而過去50年裡，詞曲作家和

劇作家更進一步將這種形式推展到令

人鼓舞的嶄新表達方式，他們勇於嘗

試，不斷注入更多創意，藉由音樂、

歌曲、舞蹈、音樂劇作這些戲劇性的

元素來鋪陳故事。因而有一些音樂

劇巨作問世，例如：《西城故事》

（West Side Story）、《窈窕淑女》

（My Fair Lady）、《屋頂上的提

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等，

不勝枚舉。近來，歐洲藝術家如安

德魯‧洛伊‧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歌劇魅影》、《貓》）

、亞蘭‧鮑伯利（Alain Boublil）和

克勞德－米歇爾‧勳伯格（Claude-
Michel Schönberg）（《悲慘世界》

、《西貢小姐》）等，更將歌劇的華

麗壯觀元素加入傳統音樂劇裡。

這些藝術家在現代音樂劇創作中的成

就，就是用歌曲的力量來觸動人心。

如果故事是跟愛或靈性主題相關，甚

至兩者兼具，那麼只有音樂才能真正

帶領觀眾踏上這個熱情湧現、感人肺

腑的境界之旅。

《真愛》音樂劇改編自清海無上師

的個人生活經歷。劇情描述一位住

在慕尼黑的年輕悠樂女子「青青」

（Thanh），深入協助難民擺脫困

境。擁有浪漫詩人情懷的青青，愛上

了一位英俊瀟灑的德國醫生「羅夫」

（Rolf），並結了婚。然而，她內心

的不安卻與日俱增。她對難民的援

助，逐漸擴展到對全人類的關懷。她

明白自己命中注定要展開靈性的追尋

──也就是必須踏上印度之旅，遠離

摯愛的丈夫，前往印度，而且歸期遙

而不定。青青的丈夫是個科學之士，

他所受的醫學訓練，使他只相信事

實，而非無法證明的靈修。他覺得青

青的選擇高不可攀，但他深愛她，願

意支持她做一些會讓她快樂的事。青

青請求羅夫與她同行，但他不願意放

棄自己的醫療志業，因此青青必須獨

自上路。他們彼此間的真情未減，羅

夫甚至前往印度尋找青青。但此刻的

青青比以往更清楚明白，他們兩人的

人生旅程注定是不同的，她必須獨自

前往神聖的喜馬拉雅山，希望能在那

裡遇見開悟明師，尋獲永恆快樂與內

在和平之鑰。羅夫和青青就此分別，

但他們的愛始終不渝。

很明顯的，這是個發生在人內心的故

事，一場愛的衝突交戰，一場人類關

係和靈性奉獻之間的矛盾糾葛。敘說

這種故事的挑戰是：如何讓人們感

受到蘊涵在故事情節中的激情？答

案當然是運用音樂。托馬斯‧克里頓

（Thomas Clifton）在他1983年出版

的《如聞的音樂》（Music as Heard）

一書中提到：「音樂並不是一個實象

或一個物品，而是由人類界定的一種

意義。」音樂是通往靈魂的途徑，是

一種詮釋以及將情感和感知實質化，

且無可取代的方法。因此，要講述一

個愛情故事，同時也是一位年輕女子

靈性之旅的故事，必須要用音樂。

一旦決定以音樂劇來講述這個偉大的

愛情故事之後，接下來的問題就不是

「什麼」，而是「誰」了。於是我們

誠摯邀請美國一些最有才華的藝術家

將清海無上師的故事搬上舞台。由法

蘭克‧伊凡斯與湯姆‧謝爾登2位多

次獲獎的作家負責編寫劇本；百老匯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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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好萊塢其中5位最卓越且備受推崇

的作曲家──比爾‧康迪、艾爾‧卡

夏、道格‧卡薩羅斯、唐‧皮蓬、大

衛‧夏爾，同意為音樂劇作曲。至於

歌詞的部分，就不用多此一舉在世上

尋找才華洋溢的藝術家了，因為歌詞

的來源唾手可得。

清海無上師一生都在寫詩；常以意象

書寫的手法，藉由強而有力的豐富詩

句，將生活裡掠過心中與腦海的情感

表達出來。在她的筆下，人類活動被

化為詩文篇篇。這些詩已被收錄合輯

成許多詩集，例如：《沈默的眼淚》

、《蝴蝶夢》、《無子詩》、《前身

足跡》、《曠世情人》等等。這些詩

集勾繪出她的生命歷程，在表意抒

情上足以與任何百老匯音樂劇媲美。

於是順理成章決定使用其中一些詩作

做為音樂劇的歌詞。若作曲家覺得合

適，可自由加以運用。他們往往完整

採用原來的詩文，只有在某些情況

下，才會重組詩句內容，以求更加符

合標準的歌曲形式，不過歌詞裡的字

字句句都是清海無上師所作。

最後，一群優秀的演員匯聚，加上

導演、編舞家、設計師及技術人員

等所組成的任何現代音樂劇都不可

或缺的龐大支持團隊，一起將這個故

事搬上舞台。音樂劇由傑出的明星

領銜主演，諸如：獲獎的喬安娜‧

安皮爾（Joanna Ampil）、東尼獎

得主戴西‧伊根（Daisy Eagan）和

卡荻‧胡夫曼（Cady Huffman）、

東尼獎入圍者亞當‧帕斯卡（Adam 
Pascal）和羅伯特‧托帝（Robert 
Torti），這些演員在舞台上將真實

人物的角色表演得幽默風趣、感人肺

腑，令人難忘。

任何一部音樂劇都是眾多才華洋溢的

藝術家們一起合作的結果。創作一部

音樂劇，幾乎就如清海無上師在她分

享的訊息中所隱喻的：人們必須在愛

中團結一致。音樂劇究竟是什麼？無

非是各式各樣的人一起合作，奉獻他

們的愛和知識，共同創作一個藝術作

品，而這個藝術作品本身不就是愛的

化身嗎？

就實質意義而言，這齣《真愛》音樂

劇是清海無上師向世人傳遞靈性訊息

的延伸。她生命中的經歷，構成了一

趟我們每個人都能產生共鳴的靈性之

旅──帶領我們越來越深入探索人類

內心和靈魂的奧祕與奇蹟之旅。藝

術家們在創作這齣音樂劇時，有幸

與清海無上師一起展開旅程；現在

我們將這部完整的藝術作品呈獻給

您，讓您也能悠遊其中。

 小理查‧莫特比（Richard Maltby, Jr.）
東尼獎與奧利佛奬得獎導演

（《不再失禮》（Ain’t Misbehavin'）、
《霍西舞場》(Fosse））

暨作詞家（《西貢小姐》（Miss Sai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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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海無上師
1980年代早期
感謝 Dr. Dr. Rolf G.提供照片



引 言

「清海無上師完美展現了

我們可以同時充滿人性又充滿神聖品質的潛能……」

要找一個可由音樂來鋪陳的故事時，

我基本的前提是尋找關於兩個不同世

界之間的有趣衝突，然後透過愛，最

終結合在一起。清海無上師的生命歷

程很適合用這種方式來鋪展。無上師

生於悠樂，而她的摯愛羅夫則有不同

的出身背景，這一點提供了啟發靈感

的基本故事架構，很適合透過戲劇來

鋪陳。她選擇犧牲自己的愛情及美滿

的生活，為了服務大眾，雖然過程很

艱辛，但卻是非常值得讚賞。因為她

優先為世上的眾生創造喜樂，將自己

的幸福快樂擺在其次。

清海無上師完美展現了我們可以同時

充滿人性又充滿神聖品質的潛能，她

為那些努力想要達到這種均衡境界的

人樹立了卓越的典範，這在她的詩中

確實顯現無遺。在賞析無上師的詩作

時，我被她獻身以幫助世人找到內在

和平的精神所感動，並從中獲得靈

感，遂以她意義深遠的詩文為素材，

創作一齣有關她的人生故事的音樂

劇。無上師所作的每一首詩，都與她

如何在物質和靈性層面，藉由選擇食

物和祈禱來獲得滋養有關。透過她充

滿詩意的天性，人類品質與她努力奮

鬥的神聖品質結合在一起，並在她的

詩中流露無遺。這個創作配上音樂之

後有了更豐富多元的面向，進而成為

一齣音樂劇。

能夠參與這部音樂劇的製作，實屬殊

榮，因為我們滿心歡喜地將兩個世界

結合起來，並努力使地球變得更美

好，讓大家一起居住，共創和平的未

來。

 艾爾‧卡夏（Al Kasha）
2次奧斯卡金像獎得主

（《海神號歷險記》（The Poseidon Adventure）、
《七對佳偶》（Seven Brides for Seven Br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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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愛》主題曲
詩詞：清海無上師
作曲：唐‧皮蓬（Don Pippin）

特邀明星
貝蒂‧芭克利（Betty Buckley）
菲麗帕‧喬妲諾（Filippa Giordano）
雪莉‧瓊斯（Shirley Jones）
特倫特‧科瓦利克（Trent Kowalik）
科里爾‧庫里什（Kiril Kulish）
費絲‧莉維拉（Faith Rivera）
湯姆‧史密德（Tom Schmid）
林恩‧溫特史黛拉（Lynne Wintersteller）

導演
雪柔‧芭克絲特（Cheryl Baxter）
音樂總監
史考特‧拉凡德（Scott Lavender）
舞台總監
大衛‧拉伯爾（David Lober）

《真愛》音樂劇
歌詞
改編自清海無上師的詩作

作曲
比爾‧康迪（Bill Conti）、艾爾‧卡夏（Al Kasha）
、道格‧卡薩羅斯（Doug Katsaros）、唐‧皮
蓬（Don Pippin）、大衛‧夏爾（David Shire）

劇本
法蘭克‧伊凡斯（Frank Evans）、湯姆‧謝
爾登（Tom Shelton）

演員 
喬安娜‧安皮爾（Joanna Ampil 飾：青青）
葛蘿莉‧柯達（Glory Curda 飾：玲玲）
戴西‧伊根（Daisy Eagan 飾：葛瑞塔）
卡荻‧胡夫曼（Cady Huffman 飾：艾爾莎）
穆因‧杰漢（Mueen Jahan 飾：羅吉/苦行僧）
雪莉‧瓊斯（Shirley Jones 飾：婆婆）
亞當‧帕斯卡（Adam Pascal 飾：羅夫）
羅伯特‧托帝（Robert Torti 飾：柯勞斯）
迪克‧范‧派登（Dick Van Patten 飾：公公）

合聲
萊恩‧卡斯特里諾（Ryan Castellino）
蘿拉‧卡索（Laura Castle）
杰‧唐奈爾（Jay Donnell）
克萊曼斯‧度‧芭瑞（Clémence du Barré）
克萊頓‧法瑞斯（Clayton Farris）
薩加利‧福特（Zachary Ford）
史蒂芬妮‧海斯莉普（Stephanie Hayslip）
拉托妮亞‧霍姆斯（LaTonya Holmes）
蕾貝卡‧安‧強生（Rebecca Ann Johnson）
麥可‧傑‧馬查克（Michael J. Marchak）
卡洛斯‧馬丁（Carlos Martin）
布魯斯‧莫爾考（Bruce Merkle）
馬克‧歐卡（Marc Oka）
多明尼克‧佩頓（Domonique Paton）
米奇克‧薩薩基（Michiko Sasaki）
阿龍索‧桑得絲（Alonzo Saunders）
莉亞‧薩米納里歐（Leah Seminario）
大衛‧雷莫（David Raimo）
尼奇‧湯姆林生（Nikki Tomlinson）

凱倫‧沃爾佩（Karen Volpe）
艾琳‧薩魯巴（Erin Zaruba）

製作人
彼得‧皮斯（Peter Peace）、寶拉‧霍特
（Paula Holt）、道格‧卡薩羅斯（Doug 
Katsaros）

助理製作
湯姆‧維爾（Tom Ware）

導演
克里斯‧謝爾登（Chris Shelton）

編舞 
馬克‧諾斯（Mark Knowles）

舞台設計 
蓋瑞‧衛斯曼（Gary Wissman）

服裝設計
凱特‧貝爾（Kate Bergh）

燈光設計
達瑞爾‧帕拉吉（Darryl Palagi）

管弦樂編曲
道格‧卡薩羅斯（Doug Katsaros）

音樂總監
大衛‧歐（David O）

舞台總監
海瑟兒‧維霍芙（Hethyr (Red) Verhoef）

選角指導
美國演員協會 麥克‧唐諾凡（Michael 
Donovan, CSA）

選角助理指導
美國演員協會 彼得‧瑪特亞斯（Peter 
Matyas, CSA）

舞台設計助理
麥克‧菲爾德（Michael Field）

投影設計師 
傑森‧湯普森（Jason Thompson）

助理投影設計師 
凱特琳‧皮耶翠絲（Kaitlyn Pietras）

音效設計
克里基特‧梅爾斯（Cricket S. Myers）

道具總管 
寇克‧葛瑞福斯（Kirk Graves）

演技指導 
崔西‧溫特絲（Tracy Winters）

假髮與髮型設計師
雷克‧蓋爾（Rick Geyer）

假髮助理
茱蒂‧布蘭查德（Judy Blanchard）、蘿
絲‧瑪麗‧任諾羅（Rose Marie Ranallo）

髮型師
安‧范（Ann Fan）、黛芙妮‧泰（Daphne 
Tie）、卡洛琳‧崔恩（Carolyn Trane）
、曼妮‧維恩（Manny Wynn）

化妝師
芙麗達‧迪歐瑞拉納（Frida DeOrellana）
、艾莉絲‧海德曼（Iris Headman）、咪
咪‧帕克（Mimi Park）、雪瑞琳‧史特茲
（Sherilyn Stetz）、武香（Hương Vũ）

助理服裝設計師 
蜜雪兒‧紐曼（Michelle Neumann）

服裝助理
瑞亞‧博特（Rhea Bothe）

服裝管理
譚亞‧阿朴亞（Tanya Apuya）、堤莫‧艾略
特（Timo Elliott）、漢娜‧葛瑞恩（Hannah 
Greene）、辛蒂‧洪（Cindy Hong）、特爾克‧馬
格南提（Turk Magnanti）、明塔‧曼寧（Minta 
Manning）、艾莉絲‧泰勒（Elyse Taylor）、
伊莉莎白‧提姆萊莉（Elizabeth Teemley）

女裁縫師
翠絲‧金恩（Trish Keen）、蒂爾達‧李
（Tilda Lee）

導演助理
艾伊麗亞‧考威爾（Aylia Colwell）

舞台副總監
潔西卡‧亞齊拉爾（Jessica Aguilar）

製作助理
瓊‧艾德森（Jon Eidson）、麥克‧菲爾德
（Michael Field）

攝影師
羅斯‧伯德（Ross Bird）、史帝夫‧柯恩（Steve 
Cohn）、羅伯特‧米拉德（Robert Millard）
、史考特‧楊（Scott Young）

管弦樂團
指揮
大衛‧歐（David O）

木管樂器
木管第一部──長笛、單簧管、木笛
卡羅‧查金（Carol Chaikin）
木管第二部──單簧管、低音單簧管
布萊恩‧沃許（Brian Walsh）
木管第三部──雙簧管、英國管
瑪雅‧芭瑞拉（Maya Barrera）

銅管樂器
法國號
艾咪‧桑徹茲（Amy Sanchez）、愛倫‧佛
格（Allen Fogle）

小號、柔音號
艾瑞克‧裘維爾（Erick Jovel）

長號、低音長號
丹尼斯‧基倫（Denis Jiron）

節奏樂器
定音鼓和打擊樂器 
裘伊‧馬士克特（Joey Muskat）

套鼓、打擊板
克爾特‧華瑟爾（Kurt Walther）

電吉他和木吉他
約翰‧史多瑞（John Storie）

鍵盤樂器
布萊恩‧甘迺迪（Brian Kennedy）

弦樂器
小提琴
史蒂夫‧修伯（Steve Huber）、保羅‧卡特
萊特（Paul Cartwright）、伊維特‧霍爾茲

沃斯（Yvette Holzwarth）、伊娜‧維利（Ina 
Veli）、阿爾文‧萊特（Alwyn Wright）

中提琴
湯姆‧李（Tom Lea）、麥克‧惠特森（Mike 
Whitson）

大提琴
約翰‧科瓦扎（John Krovoza）

木貝斯和電貝斯
馬克‧布雷唐巴克（Mark Breitenbach） 

影片製作
製作經理
凱絲‧狄克生（Keith Dixon）

製作統籌
蘿莉‧萊特（Laurie Wright）

錄影導演
馬克‧瑪度延（Mark Mardoyan）

技術指導
克里斯‧薩維吉（Chris Savage）

場記 / 助理導播
史蒂芬妮‧朗多（Stephanie Rondeau）

助理導播
史蒂夫‧布盧姆（Steve Blum）

影像控制
凱絲‧安德森（Keith Anderson）、彼得‧史
丹都（Peter Standel）

影帶操作員
史蒂夫‧班連（Steve Benlien）

攝影機操作員
雷‧多明格斯（Ray Dominguez）、馬克‧麥
肯泰（Mac Mclntyre）、凱文‧米歇爾（Kevin 
Michele）、傑米‧莫瑞斯（Jamie Morris）、
菲爾‧所羅門（Phil Solomon）、克里斯‧托
倫（Chris Tallen）

攝影機推軌操作員
馬克‧普特能姆（Mark Putnum）

攝影穩定系統操作員
史蒂夫‧菲爾德（Steve Field）

攝影吊臂系統操作員
艾力克斯‧賀南德茲（Alex Hernandez）、
馬克‧科恩茲（Mark Kuntz）

錄影器材
希爾頓‧布朗（Hilton Brown）、丹‧耶爾‧羅培
茲（Dan YEL Lopez）、約翰‧麥克葛瑞格（John 
MacGregor）、丹‧瑪度延（Dan Mardoyan）

錄影專案經理
漢克‧莫爾（Hank Moore）

錄影機動組責任工程師
布萊恩‧安德生（Bryan Anderson）

錄影機動組器材維修工程師
亞當‧哈丁（Adam Harding）

錄影器材機動組
史蒂分‧羅‧利德（Stephen Law Lead）

投影放映師
塔瑞‧卡爾肯南（Tari Karkanen）

攝影機器材
派翠克‧伊格林（Patrick "TC" Iglin）

助理燈光設計師
瑞秋‧米勒（Rachel Miller）

燈光程式員
史蒂夫‧海格曼
（Steve "six-pack" Hagerman）

電腦燈電工技師
艾瑞克‧巴爾斯（Eric Barth）、艾瑞克‧

佩雷茲（Eric Pelaez）

音效責任工程師
崔斯‧古德曼（Trace Goodman）

音效工程師 / 劇院前廳
蓋伯‧班索（Gabe Benso）

音效工程師 / 監控
丹尼‧威廉斯（Danny Williams）

音效工程師 / 聲樂與轉播機動組
拉莫內‧蒙托亞（Ramone Montoya）

音效工程師 / 混音 / 轉播機動組
彼得‧貝爾德（Peter Baird）

音效系統 / 機動組技師
提姆‧凡‧基文（Tim Van Given）

音效系統 / 對講機技師
克里絲汀‧貝瑞（Christian Berry）

音效系統 / 無線電技師
克提斯‧安德森（Curtis Anderson）

專案經理 / 電力
肯得斯‧桑德爾斯（Candace Saunders）

電力總技師
瑞克‧威勒（Rick Wheeler）

調頻外語口譯
亞爾傑‧史提芬頓（RJ Steventon）

調頻外語口譯工程師
馬文‧霍爾（Marvin Hall）

現場直播和視訊會議 
廣播串流資訊技術組
昆西‧沃格爾（Quincy Vogel）、菲比‧王
（Phoebe Vuong）

視訊切換控制員
溫斯‧盧（Vince Lu）

視訊音效工程師 / 數位錄音
安迪‧艾夫‧查爾恩（Andy F. Chern）

視訊音效工程師 / 廣播混音
席歐‧韋恩（Theo Wynne）

投影切換員
洛伊德‧法米（Lloyd Famy）

錄影器材
崔佛‧范（Trevor Van）

高畫質現場直播視聽室
製作統籌
麥可‧克羅威爾（Michael Crowell）

投影放映師
塔瑞‧卡爾肯南（Tari Karkanen）

音效工程師
傑森‧洛伊德（Jason Lloyd）

錄影器材
提姆‧彭（Tim Pong）

演職員表

慶祝「無上師電視台」成立5週年，2011年8月27日，在美國加州帕薩迪納市立音樂廳舉行《真愛》音樂劇世界首演，並進行全球直播，現場座無虛席。

演職員陣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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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可愛、嬌小，深具靈性氣質的悠樂女士；文靜且富

有愛心；她有著十足的幽默感，並具備詩人的浪漫天性。

羅夫──英俊的德國醫生；仁慈、湛藍的眼眸；敏銳的機智

且說話風趣。篤信科學的他全心投入行醫濟世的工作。

柯勞斯──醫院裡另類且迷人的營養師，單戀著青青。

艾爾莎──青青的德國朋友暨紅十字會同事，嫵媚動人、

現實主義但內心良善的金髮美女。

葛瑞塔──才華洋溢的藝術家，個性樂觀，對東方玄學和

素食主義很有興趣。

羅吉──樸實的印度籍醫生，羅夫的同事；葛瑞塔的先生。

玲玲──孤女，來自悠樂的八歲小難民。

角 色

真  愛
音 樂 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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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發生於1970年代晚期的德國慕尼黑

第一幕
第一場  慕尼黑紅十字會辦公室與倒敘的悠樂情景
第二場  醫院
第三場  一家餐廳
第四場  慕尼黑的街道
第五場  婚宴大廳
第六場  醫院
第七場  慕尼黑的街道
第八場  醫院，羅夫的辦公室
第九場  迪斯可俱樂部
第十場  青青與羅夫的家
第十一場  慕尼黑的街道
第十二場  醫院
第十三場  葛瑞塔的工作室
第十四場  醫院

第二幕主要發生於印度與喜馬拉雅山

第二幕
第一場  印度德里的街道
第二場  苦行僧的廟裡
第三場  森林
第四場  德國慕尼黑橋上
第五場  恆河畔
第六場  印度德里
第七場  瑞詩凱詩一間泥土屋
第八場  瑞詩凱詩的街道
第九場  瑞詩凱詩一間泥土屋
第十場  前往喜馬拉雅山途中
第十一場  甘果垂與喜馬拉雅高山區

場 景

真 愛
音 樂 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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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
1. 序曲 ....................................................................................................... 管弦樂團
2. 心有何用 ....................................................................................................... 青青 
3.今春憶昔春 ................................................................................... 青青與悠樂村民
4. 卿與王國 ....................................................................................................... 羅夫
5. 我的明月 ............................................................................................ 青青與羅夫
6. 我只相信愛 ............................................................................................ 婚禮歌手
7. 相知以來 ................................................................................................ 婚禮來賓
8. 我只相信愛（複唱）.................................................................................. 艾爾莎
9. 週末之思 ....................................................................................................... 青青
10. 恆河畔迪斯可舞曲 ................................................................................ 管弦樂團
11. 自白 ......................................................................................................... 艾爾莎
12. 跋涉尋覓 .................................................................................................. 葛瑞塔
13. 留言 .................................................................................................. 青青與羅夫

第二幕
14. 歡迎光臨印度 ....................................................................................... 印度群眾
15. 尋佛 ............................................................................................................ 青青
16. 只有今天要休息而已 ................................................................................... 青青
17. 思念否？...................................................................................................... 羅夫
18. 恆河畔 ......................................................................................................... 青青  
19. 今生若非有豆芽 ....................................................................................... 柯勞斯
20. 相聚時光 .......................................................................................... 青青與羅夫
21. 恆河媽媽 .................................................................................................. 朝聖者
22. 和平追尋者 .................................................................................................. 合唱

音樂劇曲目編號

《真愛》主題曲
作詞：清海無上師

作曲：唐‧皮蓬

歌詞改編自清海無上師的詩作（除了第14首和第21首以外），第5、15、17和22首由比爾‧康迪作曲，

第3、4、6、20首由艾爾‧卡夏作曲，第14、21首由道格‧卡薩羅斯作曲，第2、7、9、12、19首由唐‧皮蓬作曲，

第11、13、16首由大衛‧夏爾作曲，第10、18首由清海無上師作曲。

真 愛
音 樂 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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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歌對我而言，就像十二首歌那麼豐富，

因為它的含意很廣。這真是文字唯美的

極致，清海無上師選用的字詞，

有著非常豐富的意境。」

費絲‧莉維拉（Faith Rivera）
艾美獎得獎歌手

「



《真愛》主題曲

他們說：
「世界很小」
其實也沒那麼小！
還有很多空間 
容納你我和大家……

何必與芳鄰爭吵不休
只為多幾米地──
就算多幾公里，
或多一座山、一條河！

你不覺得那很「小」嗎？

到了人生的終點
我們又得到了什麼？
窄窄的一平方公尺
如果幸運的話！
得以躺下長眠

讓我們共享壯麗的地球
盡全力使她更美好
蟲兒尚且不與蝴蝶或鳥對抗
人類何苦如此處心積慮
彼此爭鬥
讓生活苦不堪言
甚至縮短天年！

佛土門前如何稟告
聖彼得前如何啟齒？
我們在地球上的所作所為
帶來痛苦也折磨自己……

喔，親愛的人類啊！

讓我告訴你們
你只需……
躺在吊床上
在蔭涼的椰子樹下

在優雅高聳的樹林間！ 

享受糕餅香茗
感受涼風習習

忘卻一切煩憂

你瞧！你瞧！
……啊！……有太多
讓我們開心的事可做
小事情，大歡喜
順其自然吧……
讓生活更簡單
讓自己清心寡欲
你將感受到
源源不絕的喜樂！

於是我們不用掠奪土地 
也無需急著改變他人信仰：
重點不在於信徒多少
而是他們成為怎樣的人！
不在於教團名稱
而是為名稱創造的內涵！
宗教並非看其有多擁擠
而是對世界和平貢獻多少
重點不是我們的言詞
更應採取積極的行動。
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
我們將留下什麼足跡？ 
是公平和正義
還是高雅和仁慈？
抑或只是一幅內容猙獰的畫
浸染在血腥痛苦的顏料中！

何以總是誇耀我們神聖的根源：
啊！全能上帝摯愛的兒女！
卻讓邪惡玷汙我們的生活
卻讓我們的生存

成為其他生命滅絕的代價！ 

何為「被揀選」的印記？
難道只是你雙手的血跡？
那來自動物或人類的血！

噢  我親愛的兄弟姊妹
我想寫一封愛的長信給你們
問你們千萬個為什麼
但目睹這一切荒謬
我啞口無言
告訴我：
我們何時或能否 

成為人間的天堂代表？

作詞：清海無上師
作曲：唐‧皮蓬
演唱：特邀明星與演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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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本暨歌詞

愛愛愛愛真真真真





第一幕

第一場
慕尼黑紅十字會辦公室與倒敘的悠樂情景

1970年代晚期的德國慕尼黑。

紅十字會救助世界各地因戰亂流離失所的難民，

在新天地安頓下來。紅十字會辦公室裡，接待員──艾爾莎，

坐在辦公桌前塗著指甲油，電話鈴聲響起。

艾爾莎：慕尼黑紅十字會，我是艾爾莎。請問您找哪一

位？（聽到對方是位男士，音調立刻變得低沉性

感，手指頭無聊地撥弄著一疊手冊）喔，了解、

了解……。我當然可以告訴您，要怎麼參與我們

的慈善工作，醫生。（聽著電話）事實上，我建

議您親自來一趟，索取我們的說明文件。我們就

在黑格爾大街127號……（聽著電話，聲調轉趨

冷硬）。你老婆就在附近？算了，我寄給你好

了。（掛電話，繼續塗指甲油。一名紅十字會工

作人員抱著一大疊卷宗走進來。）

紅十字員工：青青呢？

艾爾莎：誰曉得？

員工：那麼，這些──妳就先處理好了。

艾爾莎：我的老天爺啊！？！

員工：新來的，大部分是悠樂人。

青青：（進場）又有好多乘船逃出來的難民，有數十人。

艾爾莎：好啦，大眼美女，想到什麼好辦法安置妳的新朋

友？

青青：都弄好了。我重新整理了三間儲藏室，騰出一些空

間來放三十幾張雙層床。

員工：（充滿了敬佩）妳太棒了！妳在這裡的正式職務究

竟是什麼？

艾爾莎：口譯員！就這樣！有時候，我覺得她像在競選國

際紅十字會會長……！

青青：（艾爾莎的說法讓她困擾，輕聲地）沒有……沒

有……才不是。我只是想幫點忙而已。這些難民

已經一無所有，若非我恰巧有幸離開悠樂出國

求學，我可能也會像他們一樣淪為難民，妳了解

嗎？

（稍稍停頓。員工默默轉身離去。）

艾爾莎：（顯得安靜些，謙遜一點）嘿，妳要不要喝點

茶？菊花茶，妳給我的。

青青：好啊，謝謝！太好了！（她坐下。）

艾爾莎：妳今天還要忙什麼？

青青：陪難民到醫院，下午再接他們回來。

艾爾莎：怎麼樣，順便幫我從醫院帶位帥哥醫生回來？

青青：對了！我寫的詩！怎麼樣，他還喜歡嗎？

艾爾莎：喔，不怎麼喜歡。順便一提，妳被開除了。

青青：怎麼回事？

艾爾莎：作為代筆人，妳當素食廚師更優秀（沒做好代

筆的工作）。妳的詩寫得太美了，他根本不相

信是我寫的。有點丟臉，我只好承認是妳寫

的。現在，他想認識妳了！ 

青青：（笑）喔，艾爾莎！從一開始我就知道這方法行

不通！

艾爾莎：不、不、不、不。我需要一首新詩給一個新的

男朋友。一首口吻完全像我的詩。

青青：好！讓我看看我還有些什麼。（她翻開日記。）

         這裡有一首：

 今生若非有你

 我將何處飄零？

 或歸庵寺青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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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身伶仃徒留清影

 如孤尼無僧為伴！

艾爾莎：孤尼？我！？！拜託，別開玩笑了！

青青：抱歉啦，親愛的。明天我再試試看。對了，他叫

什麼名字？

艾爾莎：哪一位？

青青：妳那未來的醫生老公兼長期飯票。

艾爾莎：羅夫‧藍，流行病學主任！

青青：眼光很高喔！

艾爾莎：青青，妳知道，我最喜歡有權勢的男人，還有

他們開的賓士450SL跑車！不過，我對醫生沒

興趣了，對我來講，他們太忙了。我已經把目

標轉向韓利熙，金融業鉅子。

青青：艾爾莎，妳和妳對男人的痴迷……，這一切看起

來好像都跟我無關喔。

艾爾莎：跟妳無關？！妳長得那麼漂亮、心地又寬宏大

量，妳想要什麼樣的男人都有！

青青：噢，或許這才是我的麻煩。
   
〈心有何用〉

 青青：

 心有何用？

 我小小的一顆心

 如此纖小又細嫩！

 我小小的一顆心！

 心有何用？

 她不放我自由

 眼看慘澹人生

 我心日日煎熬

 憫世界而何奈？

 愛同胞又何能？

 舉步皆憂患

 遍野見愁容！

 心有何用？

 我小小的一顆心

 如此纖小又細嫩！

 我小小的一顆心！

 我決定拿心此用

 如果世間沒有苦難

 我心也將不再傷痛

 那就是我將為我心做的事

 那就是我將為我的世界做的事

艾爾莎：我真的很欽佩妳，雖然我常受不了妳。妳想照

顧全世界，卻不讓別人來照顧妳……！

紅十字員工：（進場）青青！營房那裡找妳。

青青：（對著員工）謝謝。（對艾爾莎拋飛吻，退場。）

明天，給妳一首完全以妳的口吻所寫的詩！

（舞台逐漸轉成營房走廊。青青迎面遇上一位拄著拐杖

的非洲難民。）

青青：霍沙法！你的腿還好嗎？

非洲難民：幸虧有妳，好太多了！要不要跳支舞？（將

拐杖遞給朋友）

青青：樂意之至！

（兩人繞了一小圈華爾滋。難民踉蹌欲跌。）

青青：噢，小心！

非洲難民：噢，好！

青青：你還好嗎？

非洲難民：還好，抱歉！

（兩人笑。青青轉向一群悠樂難民。）

難民一：青青，就是這個小女孩，玲玲。

青青：（對著八歲的悠樂女孩）乖寶貝，妳怎麼在發抖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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憫世界而何奈？

愛同胞又何能？

舉步皆憂患

遍野見愁容！

節選自〈心有何用〉
清海無上師廿幾歲的詩作

德國慕尼黑 ─ 1978年9月





玲玲：（驚恐萬分）我一直在做夢。好可怕的……惡

夢。

青青：（趕緊將女孩擁入懷裡）妳在這裡很安全，乖寶

貝。

難民一：青青，我們究竟做錯了什麼，該受這樣的報

應？難道是業障嗎？

青青：（有點語塞不知如何回答）有時我們無法解釋每

件事情發生的原因。

難民二：那接下來會怎樣呢？

青青：我不知道。（稍稍停頓）不過，我們會幫你們報

名上學，以後你們想做什麼都可以了！

玲玲：我想當老師！

青青：妳一定會是個很棒的老師。不過，現在，妳需要

休息，先安心休息吧！

難民三：（將青青拉到一旁，輕聲說道）她是那艘船唯

一的生還者。她的父親、母親、哥哥全在她眼

前慘遭殺害。

難民一：海盜！野蠻人！用刀棒打死男人、姦淫婦女，

又把小孩丟進海裡。

難民二：巨浪滔天，席捲而下，船上一百四十個人被捲

進海裡。我緊抓著一塊破木頭，只有老天爺知

道其他人怎麼了。

難民三：你運氣已經很好了！我表弟從水裡冒上來的時

候，雙腿都被鯊魚吃掉了。

青青：噢！老天啊，我該怎麼辦？如果我能做什麼事來

幫他們減輕痛苦，我發誓一定幫。親愛的朋友

們，你們會在這片新天地安定下來，重新開創生

活。要永遠記住我們擁有對祖國的美好回憶……

可以在心中不時重返。

（舞台燈光淡入淡出，一幅悠樂田園美景以倒敘形式呈

現出來，有年少的青青、村民、丙老師及學生們。年少

的青青穿著悠樂傳統白色學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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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春憶昔春〉

青青：

妹啊！有否美夢

往昔春臨梅開簷廊

現居遠洋遙遙西方

無限思念心中漾漾！

悠樂同學：青青，我們放學後去買椰子！

年少的青青：好啊！我媽給了我零用錢！我請客！

村民：

兄啊！有否美夢

紅炮滿城

三重唱：

少婦錦衣繡鞋

雲髮披肩飄然隨風

第二組三重唱：

青青草上悠然漫步

全體：

思念託映……

青青：

昨日夢迴舊日市城

兄弟話長情意難盡！

悠樂鄰居（男子）：青青！妳聽說了嗎？

悠樂鄰居（女子）：我要生寶寶了！

年少的青青：恭喜！恭喜！你們的頭一胎啊！

悠樂鄰居（男子）：我們好高興啊！

年少的青青：

落葵湯畔濃郁送香

全體：

哄兒喃喃吊床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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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的青青：

啊！深深懷念往昔草屋

母髮斑白柔如椰影

全體：

嚴父威儀尊似堯舜

外婆蜜飯溫雨暖午！

丙老師：青青，妳的文章寫得非常出色，見解深入。

年少的青青：謝謝您，丙老師！這都要歸功於您教導有

方！

青青：

姊妹共遊田野芬芳

往事舊情鬱如琴音

河曾飄血浪濤翻捲

水已流逝亂亦消殞

（突然響起砲擊聲。一位扮演死神的舞者，手持血紅色

扇子，穿梭在人群中，逐一向人群揮出扇子──代表致

命的砲擊，在倒敘場景裡被擊中的人們，一一應聲倒

地，最終橫屍遍野。年少的青青在遺體之間來回狂奔，

她搖著倒地的人，急切盼望在摯愛的人身上，找到一絲

生還跡象。）

青青：（踽踽徘徊於倒地的遺體間，在配樂中獨 

白）

恩師慈善  杏樹巷前

飛彈橫來  穿心透肝

鮮血如注  草地流滿！

青青綠葉  瞬間腥紅1

芳齡剛十八

新婚慶猶鮮

初孕胎兒成

隨母赴九泉

無辜兩靈魂

喪生一飛彈！2

連日岸有浮屍  

誰家冤魂  何世遊返3

青青：

河曾飄血浪濤翻捲

水已流逝亂亦消殞

（玲玲突如其來的劇烈咳嗽，使青青猛然從往昔的思憶

中回到現實。）

難民一：青青，快來啊！

青青：（趕到玲玲身邊）乖寶貝！（對著其他人）她全

身無力，還發著高燒。我得帶她到醫院去。跟我

來！

（燈光轉暗。青青在一位難民的協助下，帶著虛弱的孩

子迅速離開，一些難民跟隨在後。）

1節選自清海無上師詩作〈悼丙老師〉，原文為悠樂文，寫於1965年悠樂中部。摘錄自《金銅回憶》詩集。
2節選自清海無上師詩作〈失妻〉，原文為悠樂文，寫於1966年悠樂永平村。摘錄自《金銅回憶》詩集。
3節選自清海無上師詩作〈躲彈〉，原文為悠樂文，師父年少時寫於悠樂。摘錄自《金銅回憶》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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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共遊田野芬芳

往事舊情鬱如琴音

河曾飄血浪濤翻捲

水已流逝亂亦消殞

節選自〈今春憶昔春〉
清海無上師廿幾歲的詩作
德國慕尼黑 ─ 1979年春天





第二場

醫院
柯勞斯‧白醫師身穿白色醫師袍，帶著病歷夾，

和護理長交談。

柯勞斯：護士，九樓的病人史丹梅先生很不合作，當面

跟我反彈術後的膳食安排。

護理長：（一臉迷惑）史先生？九樓？

柯勞斯：是的！我幫他配了高纖、高蛋白、大量蔬果和

全穀類膳食給他。這位先生需要恢復體力。

護理長：讓我瞧瞧（將他手上的病歷拿過去）。白醫

師，藍醫師特別囑咐要給史丹梅先生進食果泥

和水，因為他要動膽結石手術。九樓是術前病

房，這很合理啊。（看另一份病歷）是在十一

樓術後病房的施單柏先生，才需要高熱量的蔬

果和全穀類膳食。

柯勞斯：（拿回他的病歷，反覆研究）讓我看看……好

吧……錯誤難免，我承認！不過我必須聲明，

不管怎樣，對任何人來說，光吃果泥和水，根

本不夠營養。

（羅夫‧藍醫師進場，個子高大、金髮藍眼又英俊）

羅夫：（舉起一隻手）抱歉，可以打個岔嗎？白醫師，

事實上，史先生是我的病人，也就是說，他由我

負責，包括他在進行重大療程前的飲食。

柯勞斯：話是不錯，不過，身為負責全院病人膳食的營

養師……

羅夫：抱歉，再打個岔。十一樓的施先生也是我的病

人，我現在開始關心他的營養狀況了……

柯勞斯：噢，那是我的工作。

羅夫：謝謝！

柯勞斯：了解！

 

（青青帶著玲玲進場。有幾位難民也跟隨在後，青青原

定要陪他們到醫院。在隨行途中遇到護士，護士將他們

帶離舞台，想必是到檢查室等等。）

青青：拜託，請幫幫忙。我要馬上見醫生。

羅夫：我就是。有什麼問題？

青青：她發高燒。

柯勞斯：（衝過去想幫忙）她可能是鈣、鎂不足，所以

生病。她的礦物質攝取量夠不夠？

羅夫：白醫師，可以請你回去忙自己的工作嗎？

青青：還是很謝謝你，柯勞斯。

（柯勞斯退場。）

羅夫：（撫慰地）做個深呼吸。（玲玲咳嗽）放心，妳

沒事，妳會沒事的。護士！幫這孩子辦理住院手

續。送這孩子住進兒童加護病房做全身檢查，並

告知我一些重要的結果。

護理長：好的，醫生！（玲玲隨即被帶開。）

羅夫：（對著青青）她會好起來的，我保證。

（一位難民走向青青。）

難民二：青青，我的牙齒好痛。

青青：（本來跟著玲玲，現回過頭）喔，好，真苦了

你！醫生，醫院能幫我們介紹一位好牙醫嗎？

羅夫：沒問題，我來處理。

青青：（吃了一驚）真的？

羅夫：是啊，妳不是要找一位好牙醫嗎？我就是！（他

戴上牙醫頭燈，開始檢查難民口腔。）

青青：你不是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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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夫：醫生？當然我是。不過我也是……噢！（發現難

民牙齒的問題所在）我也是一位牙醫。除此之外

的空檔時間，我還兼任流行病學主任。護士！請

將這位先生帶到四號診間，我馬上過去。（護士

帶著難民離開。）

青青：你是藍醫師！

羅夫：正是在下──羅夫‧藍。我們見過面嗎？

青青：沒有！不過艾爾莎‧曼是我在德國最要好的朋友。

羅夫：喔，艾爾莎最近才和我一起吃過晚飯。還沒請教

芳名？

青青：我叫青青。

羅夫：青青，幸會。（他伸出手來，兩人握手。）如果

我沒記錯的話，艾爾莎有一首詩，是她最要好的

朋友寫的。就是……妳囉？

青青：（笑出聲來）不好意思，就是我。

羅夫：（稍稍停頓。之後，忽然一臉正經）嗯，艾爾莎

對妳讚不絕口，說妳工作很認真，我很想跟妳探

討難民在德國的問題。

青青：醫師，我很高興能有這個機會和你談談。

羅夫：太好了！跟我一起吃晚餐，今天晚上。

青青：今天晚上？

羅夫：（強迫推銷的口氣變得緩和了）抱歉，如果妳今

晚有空跟我共進晚餐，我會感到很榮幸。妳有空

嗎？

青青：應該有空。

羅夫：順便一提，今天是我的生日。

青青：也是我的生日呢！

羅夫：這麼巧？

青青：對耶！

羅夫：那麼，我們應該去一個特別一點的地方！

青青：但我要告訴你，我吃素。

羅夫：（不知所措，搔頭苦思）嗯……

青青：別擔心！我知道哪裡有全歐洲最棒的中東杵爸烤

茄子泥。

羅夫：太好了！我七點半去紅十字會接妳？

青青：就這麼說定了，醫生。（她準備離開，卻又停

下）知道你和我一樣關心難民的處境，我真的很

感動。

（她退場。）

（他緊盯著她背影，張大眼睛，神魂顛倒。）

羅夫：（對著護理長）卡拉！（她跳了起來。）

護理長：有什麼吩咐，醫生？

羅夫：我最後一個門診幾點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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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長：（查了一下行事曆）七點鐘。

羅夫：取消它。

護理長：（吃驚）取消？

羅夫：我的世界已經天翻地覆！

〈卿與王國〉

羅夫：

不是為了這美麗的王國

而是這裡有我愛的人

我不會留戀於此，如果沒有她！

也許是她微笑的方式

也許是出自她雙唇的柔和語調

或是她溫暖亮麗的雙眼

我不知是什麼！

只知她是這星球最美的人兒

每個地方我都看到她

那最美麗的臉龐

那令人喜愛的靈光

我在這裡，她知道嗎？我在這裡，好接近

不是為了這美麗的王國

而是這裡有

我愛的人。

護理長：藍醫師，你快遲到了。

（羅夫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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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一家餐廳

青青和羅夫剛吃完素食餐點

服務生：來些甜點？

羅夫：不用，謝謝，吃不下了！

青青：（對服務生）謝謝你，費迪南。噢，對了，費迪

南，每道菜都很好吃！（服務生點點頭，走到舞

台後方，安靜站著。）（面向羅夫）你還喜歡今

天的食物嗎？是不是很有意思？

羅夫：（裝出一副很難吃的表情。）嗯，老實說……我

覺得（突然綻開笑容）……喜歡！

青青：（開懷而笑）怎麼說得這麼勉強？是不是因為新

口味、與眾不同，不是你平常習慣的……？

羅夫：說得好。我是說，我發現妳……清新、與眾不

同，坦白說，很迷人。

青青：（羞紅臉）藍醫師……

羅夫：請叫我羅夫。我在醫院一天十八個小時，聽到的

都是「藍醫師」這個稱呼。

青青：（微笑）好啊！（很嚴肅地）羅夫，關於難民，

我還有最後一點要說，想像一下，假設你突然失

去了你的文化、村莊、你全部的……

羅夫：我什麼時候才能多聽點關於妳的事？

青青：（未回應他的問題）……我們一定要記得，如果

我們想徹底幫助他們的話……

羅夫：青青，恕我直言，我覺得妳心有餘而力不足。我

對妳同胞們的遭遇感到心痛。不過，妳……沒有

人能獨自救得了他們全部，那是不可能的事。

青青：可是我總得盡力……！

羅夫：當然妳得盡力，但是妳的方法注定要失敗。一天

只有這麼多時間，恐怕六個月不到，妳的精力就

會枯竭。妳只需要學習放下就好。

青青：可是我內心對他們的愛不會枯竭！我知道，我無法

恢復他們所失去的一切，但是他們的靈魂會存續

下去！你是醫生，你一定明白我在說什麼……？！

羅夫：青青，我的工作是治療人的身體。我連想都沒有

去想，他們的靈魂會怎麼樣。

青青：恕我直言，但那聽起來有點無情。（她不假思索

地將手放在他手上。）而且，不管從哪方面來

看，我都不相信你是個完全無情無義的人。你今

天對玲玲的照顧，我都看在眼裡。

羅夫：我是學科學的人，一個實事求是的人。妳是一

個……，怎麼說？有信仰的女士？

青青：（激昂地）是！有信仰的人！是有情有義的！科學

家們！為什麼你們不能將理性和感性合而為一呢？

羅夫：（同樣激昂地）因為，青青，難道妳不明白，科學

是無情的！科學就是事實。我放棄教會，選擇了

醫學，因為光靠信仰，永遠治不好腎臟病，或甚

至連一顆牙也醫不好。妳今天帶來的小女孩……

38 真愛 The Real Love



這是個非常感人的故事，

這些歌曲也非常動聽。

如實描繪了清海無上師的真情至性。」

特倫特‧科瓦利克（Trent Kowalik）
東尼獎得獎
男演員/舞者/歌手

「



青青：玲玲。

羅夫：玲玲。假如玲玲病得很重，而且，我們也束手無

策了；那麼，有時病重而虛弱的人就是不免一

死，妳終究只能接受這個事實。

青青：（稍稍停頓。然後輕聲地）不，我用不著接受這

個事實。（她站起來。）謝謝你的晚餐，還有這

番發人深省的討論。不好意思，我該告辭了。

羅夫：（訝異地）什麼？這麼突然？

青青：我要回醫院。

羅夫：這個時候？

青青：什麼時候不重要，我要去陪玲玲。

羅夫：但她可能已經睡著了！

青青：那我更應該留在那邊。萬一她醒來，不知道自己

身在何處……？

羅夫：（青青幾乎已經走出門口，他在後面幾乎要用喊

的。）至少讓我幫妳叫輛計程車！

青青：（提高音量愉快地回應）不用了，謝謝！我想走

走。

羅夫：可是外面好冷，而且看起來很暗！

青青：正好相反，天空一輪滿月，你一定沒注意到。（她

轉身離去。）

（稍稍停頓。羅夫靜靜坐了一會兒，顯然很苦惱的樣

子。）

羅夫：服務生！

（服務生走近桌子。）

服務生：是，先生。

羅夫：請結帳。

服務生：好的，先生。不過要不要先──來點果仁蜜餅？

羅夫：不用，謝謝你。結帳就好。

服務生：好的，先生。不過要不要先──來點越橘西

打……免費招待？

羅夫：不用，謝謝你。

服務生：好的，先生。不過要不要先──來點建議？

羅夫：建議？

服務生：容我直說了。青青是位出類拔萃的女性，千中選

一，甚至是百萬中選一。你們非常相配。而且，

她喜歡你、你喜歡她──非常喜歡。

羅夫：（惱火而挑釁地）你這番高明的看法，有什麼根

據？

服務生：三十四年的餐廳經驗，先生。恕我直言，呃……

醫生，剛剛你就這樣讓她走掉？實在很愚蠢。

羅夫：（稍稍停頓。他明白服務生所說的話完全正確。）

服務生！

服務生：是，先生？

羅夫：請結帳！

服務生：好的，先生。（遞上帳單，他一直將帳單藏在背

後。）

羅夫：（匆匆塞錢給服務生，抓起帽子、外套，衝出門

外。）幫我叫輛超快計程車！

服務生：好的，先生！

（羅夫走出門外。燈光漸暗，服務生匆匆跑去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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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

慕尼黑的街道
（緊接著）青青獨自走在夜空下

〈我的明月〉

青青：

喔  我的明月

妳的笑容多甜美

只為我而笑

（口白）

只為我而笑……

（音樂持續，非常輕柔，就像背景音樂一樣。燈光淡

出再淡入到醫院的兒童病房，青青走進，朝病房另一

端玲玲床邊走近，但當她看到床邊微弱燈光下的人影

時，突然停住腳步。是羅夫！）

青青：（壓低聲音）藍醫師！

羅夫：（抬頭，同樣低聲說話）小聲點！她在睡覺。

青青：你在這裡做什麼？

羅夫：妳那位聰明的朋友費迪南幫我叫了一部超快計

程車。

青青：（還是困惑）可是我還是不……

羅夫：噓！青青，我必須立刻再見到妳，……關於玲

玲，妳說的沒錯。妳對，我錯了；我的想法完

全錯了。

青青：我不是有意要讓你感到……

羅夫：噓！

青青：喔，羅夫……！

（音樂響起，青青投入羅夫懷中。他們相擁好一會兒。）

青青：（輕聲）羅夫，我的心跳得好快。

羅夫：（輕聲）妳這個症狀發生多久了？

青青：剛剛才突然這樣……

羅夫：這是一種傳染病！（他輕拍自己的心）可以治得

好，但要冒險。（對青青熱切低語）跟我到外面

來！

（燈光再度淡出淡入，羅夫與青青穿越舞台到先前的

街景一角。）

羅夫：妳看！月亮。

青青：（微笑著）我以為你從不注意月亮。

羅夫：以前確實如是。直到我跳上計程車，把頭探出

窗外，盲目地在黑暗的城裡四處奔馳找尋妳時

才注意到！（看著青青）我需要月亮幫助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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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  我的明月

妳的笑容多甜美

只為我而笑

啊  真歡喜！



有誰能夠

看見任何事物

勝過妳的美！

節選自清海無上師的詩作〈我的明月〉





清楚……妳不明白嗎？我覺得甚至早在月亮誕生

前就已經認識妳了。

青青：有那麼久喔？那你相信輪迴嗎？

羅夫：今晚，我只相信愛。

（他們擁吻）

〈我的明月〉

青青：

喔  我的明月

妳的笑容多甜美

只為我而笑

啊  真歡喜！

羅夫：

沒人看見

無人知曉

我們對彼此的愛

雖然妳關愛一切！

齊唱：

雖然妳關愛一切！

青青：

沒人可以

笑得如此甜美長久

只有妳

妳是唯一！

羅夫：

當我歌唱

妳靜止不動

高掛於群山之上

青青：

妳聆聽起舞

直到我心滿意足……

可愛、迷人的大美人

齊唱：

妳是銀河的佳麗

青青：

妳與我分擔痛苦

    共享喜悅！

妳是忠誠的

永恆摯友

羅夫：

妳照亮我的道路

  在漆黑之中

妳撫慰我的心靈

  當我正苦痛

齊唱：

當我正苦痛

（音樂繼續）

（羅夫從口袋裡拿出一只訂婚戒指）

青青：天啊！那是從哪兒來的？

羅夫：這是我祖母的，她生前要我答應她，

出門時要一直把它帶在上衣左邊的口

袋裡，因為也許我會遇見她。

青青：遇見誰啊？

羅夫：我心儀的結婚對象。

青青：好浪漫喔！

羅夫：我以前總認為這種事太荒謬了……，

直到此刻。

（羅夫單膝跪地，把戒指套進她的手指。）

齊唱：

有誰能夠

看見任何事物

勝過妳的美！

（燈光漸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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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

婚宴大廳
婚禮歌手在舞台上就位，

準備為出席青青與羅夫婚禮的來賓獻唱。

〈我只相信愛〉

婚禮歌手：

因為我們相愛

大地如此迷人

因為我們相愛

世界這般喜悅！

我只相信愛

任何事都了無意義

即使世界夷為平地

我只相信愛

愛永遠存在

於無垠的宇宙

只要彼此相愛

愛就已足夠

靈魂於是茁壯，確信

心將不再顫抖

任憑風狂雨驟

我只相信愛

相愛時

無視外在環境

隨處都是天堂

隨處都是天堂

隨處都是天堂

我相信，我只相信愛，愛，愛

我只相信愛，愛，愛

我只相信愛，愛，愛

我只相信愛，愛，愛

我只相信愛，愛，愛

相信愛！

（所有婚禮來賓一起鼓掌）

女賓：還有什麼比婚禮更浪漫的事呢？我指的是儀式，

從頭到尾都浪漫極了。恩斯特，你同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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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劇所有方面好像上天都安排好了，清海無上師注定是要在世界各地廣為所聞，

她感動了全球無數的人。她的詩優美動人，她更是一位傑出的藝術家，看看上帝賦予

她的各項才華：她是畫藝精湛的畫家、文筆雋永的詩人、對聽眾影響深遠的演說家，

更有著無與倫比的慈悲愛心。她讓我感動不已，更令我深深著迷，因為她是如此

坦率真誠，這樣的人，世間鮮有。全世界的人務必要觀賞這齣音樂劇，它有著

許多經典大戲的氣勢力量。」
艾爾‧卡夏（Al Kasha）
2次奧斯卡金像獎得獎作曲家

「



〈相知以來〉

婚禮來賓：

於子之靜謐　我尋得自己

於子之泰然  我重享安寧

多少暗夜裡──輕柔　恬靜

你潺潺細語撫平我心狂亂

至情戀人！

輪迴百轉　誓諾千般

可依然記得 

累世纏綿　海枯石爛？……

你愛如春泉沁涼　平息我心火焚燃

航程漫漫　終盡了 

此岸歇帆　永停泊

（第一支舞結束，羅夫的母親與父親朝新人走過去）

母親：我本來不想說話的，但現在實在忍不住了。

父親：甜心，今早我們已經討論過，我們兩個都同意……

母親：我知道，我知道，抱歉！抱歉！羅夫。（對著賓

客）各位女士先生們，我們是羅夫的父母，原先我

們答應不會在婚禮上講一些無聊的話令他難堪。

父親：但現在已經太晚了，我就說囉：我兒子一向獨來獨

往，一心熱衷於鑽研醫學，根本沒時間談戀愛。

母親：直到他遇見我們親愛的青青。

青青：謝謝你們。

母親：我相信羅夫已經跟妳說過，愛情是不理性的，但他

現在卻做了可能是最不理性的事情──他結婚了！

父親：是的，有人說一個男人沒結婚就不算「完整」，

等他結了婚，就「完蛋」了！

（他講完笑話，自顧自地哈哈大笑，其他所有來賓都默

不作聲）

母親：青青，認識和深愛羅夫的人都看得出來他整個人

恩斯特：（對女儐相眉目傳情，心不在焉地聽他太太講

話）是的，親愛的，很甜蜜，從頭到尾。

女賓：（突然放聲大哭）哇哇哇！

恩斯特：我做了什麼嗎？我沒做什麼啊？妳怎麼啦？

女賓：（邊哭邊說）我沒怎麼樣。就是──青青和羅

夫，他們太美了！他們讓我覺得太──（啜泣）

高興了！（她激動地抱著她先生）喔，素糕！

婚禮企劃師：（出現在臺階最高處，青青和羅夫即將進

場的地方）各位女士先生們，讓我們歡迎

藍醫師和他的夫人！ 

（青青和羅夫穿著正式的結婚禮服出現，來賓熱烈鼓掌

歡呼）

婚禮企劃師：（對指揮做了個手勢）指揮先生？（管弦

樂團開始演奏「開舞」樂曲。響起更多的

歡呼與掌聲，青青和羅夫翩翩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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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海無上師是超凡絕倫的人，

她為了對人類與動物的大愛，

毅然割捨了自己的愛情，

我認為她必定是一位聖人，

無庸置疑。」

雪莉‧瓊斯（Shirley Jones）
奧斯卡金像獎得獎
女演員/歌手

「





艾爾莎：喔，別再胡說了！你們是天生一對！你們一定

會幸福美滿、無話不談，歡喜攜手白頭偕老。

每天晚上，當妳下班回家，高大、英俊而有倦

容的老公，會在家裡等著妳。妳會看到他的聽

診器掛在走廊的小掛鉤上，然後他會對著妳

說：「親愛的，今天好嗎？」然後，喔，我的

天啊！我實在太為妳高興，我受不了了……

（她突然放聲大哭，再次擁抱了青青）

婚禮企劃師：（打斷擁抱）親愛的！甜心！丟捧花的時

候到了！

艾爾莎：我，我，給我……在這裡。我準備好了，丟到

這裡來！

（青青拋出捧花，艾爾莎接住。大家即興歡呼著「一路

平安！」「蜜月快樂！」等等）

艾爾莎：（與婚禮中不同的男賓客跳舞，他們最後都一

一離開她）

 我只相信愛

 我只相信愛

 我只相信愛

（最終，她仍是孤單一人。她退場。燈光漸暗）

煥然一新，熱情而開朗，尤其是當他看著妳的

時候。（她擁抱他們兩人，然後轉向父親）好

啦，喜劇先生，該你上場了。

父親：你們有沒有聽過世上最驕傲的父親和最快樂的

公公？（他擁抱青青並跟羅夫握手）

母親：你的笑點在哪裡呢？

父親：喔，妳要笑點是嗎？這就是笑點！（他親吻母

親，婚禮來賓響起笑聲和掌聲）

（葛瑞塔和羅吉朝青青和羅夫走過來）

羅夫：青青！我來向妳介紹我世上最好的朋友之一，

是我在醫院的同事。這是羅吉和他美麗的夫人

葛瑞塔。

葛瑞塔：妳是我見過最耀眼的新娘。

青青：謝謝妳！

葛瑞塔：我是說真的。妳的眼睛，充滿了歡慶的喜悅。

青青：（受寵若驚和驚訝不已）真的嗎？

羅吉：葛瑞塔，今天是她大喜的日子，別把她嚇壞

了！青青，我太太是藝術家，是個畫家。她看

到新面孔，想替對方畫畫時，會高興得忘了先

表明自己想作畫。

青青：真正的藝術家本色！

葛瑞塔：如果妳願意當我的模特兒，我會感到很榮幸。

青青：是我的榮幸才對！

葛瑞塔：我覺得我們會成為很要好的朋友。（她們互

相擁抱，艾爾莎朝他們走過來。）

艾爾莎：亮麗的大美人，我的天啊，這場婚禮太美

了！真是郎才女貌，瞧瞧你們！

青青：（她們擁抱）真希望是妳穿這身婚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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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相愛

大地如此迷人

因為我們相愛

世界這般喜悅！

我只相信愛！

節選自清海無上師青年時期的詩作〈情濃〉





護理長：（挑逗的）友善是好事。不如這樣，我們

下一班輪值結束後，你到護士休息室來，

讓我嚐一下那個大蔥焦糖糖霜……

柯勞斯：我現在就把它放在她的櫃子裡。

護理長：柯勞斯！

柯勞斯：我知道啦，這次不要點蠟燭！誰會忘了那

件事呢？

（柯勞斯退場。青青與一群難民進場。）

青青：你們兩位，你們需要去看耳鼻喉科醫生。護

士小姐！妳可以帶他們去耳鼻喉科那裡嗎？

（一半的人跟著青青到舞台的一邊）

護士甲：當然可以。（青青又轉身回去協助護士

乙）青青，妳有空的話，又有兩輛載著難

民的巴士剛到。

青青：我馬上就去。

（一個難民走近她）

難民：青青，我的胸口有灼熱感，還有我的頭……

我感覺快要暈倒了！（他昏倒在地上）

青青：護士！我們這裡需要幫忙！（護士丙跑過來

協助。）

護士乙：（從舞台另一邊大喊）青青，青青，我需要妳

幫忙！我一點也聽不懂這個難民在說什麼！

院內廣播：藍醫師，請到349室報到。

醫師：青青，等妳有空的時候……我剛從兒童病房

出來。妳的病人玲玲……

青青：（對著護士乙說）我待會兒再詢問她。（焦

慮地）一切都好嗎？

醫師：（微笑）她很好，但她想見妳。

青青：喔！但是現在不適合。

第六場

醫院
數週後。舞台上擠滿了

醫生、護士和病人，氣氛忙亂。

柯勞斯：（在護理長辦公室）護士，妳確定藍醫師和青

青今天會回來工作嗎？

護理長：（很忙碌）排班表上是這樣寫的，所以應該會

吧！

柯勞斯：他們的蜜月假期應該兩天前就結束了，然後花

一天的時間從科莫湖回來，那昨天就該回來

了，當然，不能不把時差也計算進去。妳擔心

他們會有時差的問題嗎？

護理長：我非常擔心他們有時差問題，不過我還是可以

把擔心放到一邊，繼續忙手上的工作！

柯勞斯：（對護理長工作繁忙的暗示渾然不覺）我倒不

擔心藍醫師，他即使被熱帶寄生蟲咬到，也沒

有感覺。我只是說如果……可是青青，喔，青

青，她這麼嬌弱，雖然我知道她其實一點也不

弱。她必須擁有相當於二十個女人的毅力，才

能經得起所遭遇的一切。即使如此，我還是做

了這個素糕給她。

護理長：你做了什麼？

柯勞斯：她有時差嘛！而且，要表示歡迎歸來啊。這素

糕不含麵粉，由芹菜和大頭菜做的，上面再淋

上大蔥焦糖糖霜。（護理長做了個表情）我知

道，但妳知道現在飛機上都供應什麼樣的餐點

嗎？她一定吃得糟透了！

護理長：柯勞斯，我是說，白醫師，不，我是說柯勞

斯，我認為你該與這對新婚夫婦保持一點距

離，同意嗎？

柯勞斯：（感到自尊受傷和困惑地）不，坦白說，不同

意。我只是想表達……友好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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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喔！好啊。（對著想像中的全班小孩說話）桑吉

巴是一個島國，大約在一千兩百萬年前，由一群

大藍鯨所創建。夏天時，他們喜歡在山上清涼的

瀑布戲水玩耍。

玲玲：鯨魚才不會在瀑布玩。

青青：啊！妳太聰明了，我哄不過妳！（她緊抱著玲

玲，兩人開心地咯咯笑）

（羅夫進來，青青和玲玲都沒注意到。他默默地看著她

們一會兒）

羅夫：哈囉，親愛的！哈囉，玲玲。（他走到玲玲面

前，手放在她頭上。她坐直起來並緊緊抱住他）

玲玲：（開心地）醫生，醫生，醫生！

羅夫：我真高興妳今天感覺好多了，甜心。我可以跟青青

講一下話嗎？（羅夫和青青走到舞台另一個角落）

青青：她越來越強壯了。

羅夫：是的，真是太好了。但這是她的檢驗結果，我並

不樂觀。

青青：怎麼了？

醫師：（安慰地）青青，喘口氣，妳該休息一下，去

吧！

青青：（稍稍停頓，深呼吸）謝謝你，醫師。

（燈光淡出淡入，轉到兒童病房區。玲玲坐在病床上，

青青走進來。）

青青：看誰來了呀！妳看起來很有精神！

玲玲：妳為什麼遲到？

青青：妳說什麼？

玲玲：上課遲到！

青青：喔，上課遲到。老師，對不起，校車司機迷路

了，結果我們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國家！

玲玲：什麼國家啊？

青青：我不太確定，但很有可能是桑吉巴！

玲玲：離這裡很遠嗎？

青青：滿遠的，所以我才會遲到啊，妳明白嗎？

玲玲：沒關係！那妳現在對全班口頭報告一下桑吉巴的

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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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夫：（看著他的病歷夾）肺結核，相當嚴重而且很

容易傳染。我已囑咐將她完全隔離。

青青：隔離……？！她需要出去曬曬太陽，見見別的

孩子，學習忘掉她曾經歷過的痛苦。

羅夫：是的，青青，那將是理想的。但這裡是醫院，

其他的病人會有被傳染的風險。

青青：也許她可以跟我們住在一起……

羅夫：不行，那是完全不適當的，她需要持續的監護。

青青：我可以探望她嗎？

羅夫：可以，不過要在嚴格限制的情況下，我不能讓

妳太靠近她。

青青：太靠近？我愛她！你也愛她，不是嗎？

羅夫：我當然愛她，但是我擔心妳的健康，青青。那

樣太危險了。

青青：危險？我在戰亂中長大，我知道什麼是危險。

對玲玲，一定有什麼通融的方法……？

羅夫：沒有，這種情況沒有任何通融。玲玲可能不會

有事，到時妳就會知道我是對的。我們兩個都

已精疲力盡，別再說了。

青青：不行，我不能不說。

院內廣播：（緊急地）藍醫師，請到649號病房。藍

醫師，請到649號病房。

青青：（冷靜了些）羅夫，我很抱歉，我們別吵了，

只不過……

羅夫：青青，我不會再尋求其他意見，這事已經決定

了，晚上見。（他快速退場）

青青：（從後面叫喚他）羅夫！

（青青回頭看著玲玲，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因憂慮

而神情茫然，燈光漸暗）

第七場

慕尼黑的街道
數日後，青青獨自一人。

〈週末之思〉

青青：

今晨在你臂彎醒來 

假期將盡

相思　已悄然來襲

難禁思緒翻飛

幾日後又是別離

我心與你相繫

人　卻分隔兩地！

……遠離你 

猜疑　寂寞　

窗外紛紛飛來！

無法思考　願諸事盡拋

奔向你

而你是否

期盼我到來？……

（燈光漸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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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場

醫院，羅夫的辦公室
緊接著，羅夫獨自在辦公室裡

羅夫：（正唸著一封信）

「親愛的醫師老公，為紀念我們整整兩天互不說

話，送你一首詩（配樂響起）：

上路出門  
舉翼乘雲
翩翩飛向你
訪我心上人
天地歡顏
你我重圓
浮生幾日歡
再聚如初見
洗萬古憂傷  
消悲秋愁晚
低吟月正圓
高歌清風岸
人生滿園芳
只因你為伴！4」

          只因你為伴！

（他摺起信紙，親吻一下，然後將它緊貼在胸前。）

羅夫：（對著舞台內高叫）卡拉，找人幫我代班！我要

跟我太太約會，但是她還不知道！

（燈光全暗）

第九場

迪斯可俱樂部
青青和羅夫正在跳舞

俱樂部內其他人在舞台後方跳舞

青青：（有點高聲嚷著，音樂很大聲）怎麼啦，大舞王？

跟不上我了？（羅夫跳了一個挑戰性的舞步）

羅夫：妳才跟不上我呢！

青青：這個你會嗎？

羅夫：沒問題！（他笨手笨腳地嘗試該舞步，身體都快

打結了）耶穌基……！！喔，抱歉！我知道不可

以亂叫耶穌或佛陀的名，這兩位是妳生命中非常

重要的男人。但不及我重要！

青青：祂們不是男人！祂們是明師！

羅夫：我知道，我知道，妳的信仰使妳安然泰定。

青青：有個更高的力量讓所有人安然泰定。

羅夫：讓我安然泰定的是地心引力！

青青：沒有信仰的人會墮落！和我一起相信上帝吧！

（他們一起快速地旋轉）

青青：（笑著）我愛你，我優秀的科學家！ 

羅夫：我迷上妳了，我熱情又詩意的女神。

（燈光漸暗）

 4節選自清海無上師青年時期的詩作〈訪心上人〉，摘錄自《金銅回憶》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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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場
青青與羅夫的家

數週後的一次晚餐聚會

艾爾莎、韓利熙、葛瑞塔和羅吉是他們的客人

艾爾莎：青青做的菜！真是人間美味！真不敢相信我會

這麼喜歡吃蔬菜，我媽媽一定會以我為榮！

韓利熙：（又喝了一大口自己帶來的威士忌）你認為如

何，羅吉？你看她會是個好老婆嗎？（他指了

指艾爾莎）

羅吉：嗯，那要看情況，不是嗎？

韓利熙：看什麼情況？

羅吉：看她喜不喜歡你。

韓利熙：那還用說！她等不及想嫁給我！（對著艾爾莎

說）是不是，寶貝？

艾爾莎：喔，住嘴！

葛瑞塔：你們知道嗎？青青正教我她做菜的技巧，真是

太棒了！她是位優秀的老師。

韓利熙：（對著男士們）就憑我的財力，即使我是鐘樓

怪人，她都會嫁給我。

（青青帶著泡好的茶進場）

葛瑞塔：青青，我們一定要安排一天進行我的下一堂烹

飪課，我一定要學會那道茄子料理。真美味！

艾爾莎，妳也該來學學。

青青：星期四，下午三點好嗎？

葛瑞塔：太好了！

韓利熙：她很美，呆呆的但很美。

羅吉：（驚訝萬分）韓利熙，不管怎麼看，我都不覺得

曼小姐「呆呆的」。

韓利熙：嗨，別跟我講女權那一套！我喜歡叫女「唇」！──

我其實是在讚美她啊。她漂亮！呆，但是漂

亮！告訴你，如果我想要的話，也可以挑個大

學畢業生啊。但個人喜好就是這樣，對嗎？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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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演繹的作品是清海師父的詩詞，搭配

大衛‧夏爾譜的曲。我喜愛透過這種方式

來表達人性的一面。」

卡荻‧胡夫曼（Cady Huffman）
東尼獎得獎女演員

「



蠢？機伶？燕瘦？環肥？找個完美的組合，

我就是喜歡呆頭美女。（他對艾爾莎又做了

一個不恰當的動作）

艾爾莎：韓利熙，可以住嘴嗎？

葛瑞塔：喔，青青，我幾乎忘了！我們上星期提到的

那本書，我帶來給妳了。（她伸手到手提袋

裡）

青青：喔，太好了！（拿過書，看著封面）《喜馬拉

雅瑜伽行者的生活》。

韓利熙：那是卡通人物（Yogi Bear），還是美國棒球

手（Yogi Berra）？（他對自己講的笑話自顧

自地狂笑不已）

艾爾莎：（束手無策）是瑜伽行者，韓利熙。喜馬拉

雅山的瑜伽行者！（越來越激烈地嘲諷）但

說真的，沒人指望你知道這些，沒有！沒人

認為你有什麼了不起，你不過是個愚蠢、庸

俗、愛喝酒而令人厭惡的粗人罷了！！

韓利熙：現在是怎麼了！妳說的是什麼話？妳膽敢這

樣說我？！（他開始威脅性地走向艾爾莎）

羅夫：（阻止他）好了！聚會結束了，晚安，韓利

熙；大家晚安。韓利熙，我們送你回家，回到

你舒適、溫暖的床上。（羅吉和羅夫把韓利熙

推向大門口。葛瑞塔離開時，拍拍艾爾莎的手

臂）

艾爾莎：他早上起來就什麼都不記得了，很離譜吧？

青青：艾爾莎，今晚要不要留下來過夜？

艾爾莎：不了，我想我需要透透氣，不過還是謝了。

青青，我真的很抱歉。

第十一場

慕尼黑的街道
緊接著，艾爾莎獨自一人在漆黑的街上

〈自白〉

艾爾莎：

曾有許久  我在虛偽中周旋

愛意未萌已經情誓滿天

口如蜜餞一般香甜醉人

話雖如盛夏  而心卻是冬天

我曾有無數奢侈的夢幻

日夜不忘和世人比攀

肉身的慾望燃燒著身軀

靈魂仍然因孤單而痛苦痙攣！

走過無數海岸  泥濘或枯乾

曾洗盡鉛華  又脂粉重染

曾貪求名節  財富和豪宅大院

為豐足的生活而出賣理想

無數的災難終於令我猛醒

難道那就是生活  我問自己

不出幾個十年  身軀就會消蹤匿跡

名望財富  又有什麼意義？

當青春的紅潤褪盡  斑白染上兩鬢

何處又是今生的歸依？

當呼吸停止  面前是再生還是死寂？

（她走到一座電話亭，撥了個號碼）

艾爾莎：請接慕尼黑539762。韓利熙！嗨，我是艾

爾莎！我知道……抱歉，真的很對不起。

嗨！小伙子，現在時間還早！你想出來喝一

杯或什麼的嗎？太棒了，一會兒在那裡見。

 今日以眼觀心  我不知

 生命是否仍在繼續

 抑或死神將要到臨？

（艾爾莎掛上電話，燈光漸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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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場

醫院

深夜。青青探視玲玲。

燈光昏暗。

青青：（坐在玲玲的床邊，撫摸著她的頭髮，輕聲又優美

地說著話。玲玲半睡半醒，還有點翻來覆去。）睡

吧，我的乖寶貝。如果現在就睡，到明天早上，

妳就會覺得強壯許多。所以閉上眼睛，親愛的。

玲玲：我喘不過氣。（她咳嗽著。）

青青：我知道，甜心，不過只要閉上眼睛，就會睡著。

玲玲：（過了一會兒）青青小姐，當我爸爸、媽媽、還

有哥哥死的時候，他們都去哪裡了？

青青：我不知道，甜心。但是無論去了哪裡，那一定是

個非常、非常美的地方。

玲玲：像桑吉巴？

青青：可能喔！那麼，親愛的，只要妳閉上眼睛，然後

在夢中到桑吉巴！

（玲玲終於睡著了。青青親吻她的前額，然後踮著腳離

開。）

青青：（懇切而激昂）我真希望能回答她的問題！真希

望有辦法可以解決人生所有的苦難。我每天工

作、睡覺、再工作，並且不停地祈禱，將痛苦寫

在字裡行間，付出我的愛給兒童、給迷失的人、

給他們每個人！但還是不夠，苦難依舊。

 親愛的上帝！請顯靈給我看，讓我知道祢的存

在。親愛的佛祖！請讓我看見祢，讓我體驗祢的

慈悲、祢的力量。因為我需要力量，上帝啊！我

需要力量。不是為我自己，而是為了玲玲。為何

苦難沒有盡頭？永恆的靈藥在哪裡？我內心知道

一定有！可是在哪裡？請祢們對我顯顯靈吧？

（燈光漸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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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場

葛瑞塔的工作室
葛瑞塔正在畫畫，青青手拿一朵紅色玫瑰，

當她的模特兒。

葛瑞塔：（暫停工作，她盯著青青看了很久；青青望著另

一方向，沒有留意到葛瑞塔的注視）我想我們今

天就到此為止吧。

青青：（嚇了一跳）為什麼？

葛瑞塔：發生了什麼事？

青青：沒什麼。

葛瑞塔：青青！我的專長就是察顏觀色，一定有什麼嚴重

的事情發生。

青青：（稍稍停頓，隨即卸下心防。）玲玲病情沒有任何

起色，事實上越來越糟糕。

葛瑞塔：這真讓人難過。

青青：我好怕她會死。

葛瑞塔：當然妳會怕。

青青：我的信仰在動搖，我覺得好迷惘。

葛瑞塔：從我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我就想當畫家，藝術

對我有魔法般的吸引力，但那「只是」個夢想。

我長大以後開始面對現實，我進醫學院讀書──

因為我父親是個醫生。不過，也是因為醫學是很

重要的，藝術就不同了。之後我遇到羅吉，我們

墜入愛河，然後結婚，兩人開始行醫。但幾年過

後，內心小小的聲音開始在半夜喚醒我，告訴我

需要畫畫了。我沒有理會這小小的聲音，但是它

越來越大聲，也越來越堅定。有一天我醒過來時，

我知道──清楚地知道──我非去巴黎不可。

（葛瑞塔話音剛落，羅吉就端著一個托盤進場，上面是一

碟酥皮捲、一壺泡好的印度奶茶和三個杯子）

青青：巴黎！羅吉，你那時怎麼想？

羅吉：（假裝很恐懼的樣子）完全反對！討厭這個主

意！

葛瑞塔：所以，他留在家。但是我必須要去完成某種

好像比自身更重要的事物，青青，那個小小

的聲音是心靈的聲音！我必須去巴黎跟當代

藝術大師學習，否則──我就像是不忠於自

己靈魂似的。

青青：妳真勇敢，說去就去。

葛瑞塔：老實說，是的，我是很勇敢。但最棒的是：

去了巴黎，我因此成為更出色的藝術家，

否則可能不會，而我也蛻變成更好的人。青

青，告訴我是怎麼回事？

青青：（思緒混亂）我不曉得啊！我不像妳是畫家，

我是……我不知道我是什麼！

葛瑞塔：嗯，妳是個靈性很高的女人。

青青：我知道，我知道這聽起來像在褻瀆神明，但是

──上帝和佛菩薩──祂們好像……離我很遠。

羅吉：（倒著茶）青青，我的祖國印度，數百年來都

備受苦難煎熬，我們比大多數人都更想知道妳

這個問題的答案：在茫茫的苦海裡，上帝究竟

在哪裡？

青青：然後呢？

羅吉：也許因為這樣，有極少數非常有智慧的明師找

到了這個難題的答案，並且仍活在世上幫助他

人開悟。

青青：在世明師，在印度？

（羅吉點點頭。電話響起，羅吉表示要去接電話。）

青青：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勇氣前往，妳真的很堅強。

葛瑞塔：當時我憑著勇氣踏出第一步，除此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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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詩詞真的是非常豐富多樣，

既引人深思，又幽默風趣，

同時刻劃著世界的面貌。

有時當我讀著無上師的詩詞，

旋律忽然伴隨著響起，

無上師的詩詞自己唱起歌來了！

它比許多歌詞都更深刻而雋永。」

法蘭克‧伊凡斯（Frank Evans）
得獎作家暨作詞家

「







當和全體演員與工作人員

一起排練時，我想起了演出

《悲慘世界》的情景，這齣音樂

劇的陣容真是龐大啊！

所有的歌曲都出自清海無上師

的詩作，而且優美動聽。聽到圓

滿和諧、整體演出完美無缺的大

合唱時，內心激動不已，實在美

不勝收，令人蕩氣迴腸。」

戴西‧伊根（Daisy Eagan）
東尼獎得獎女演員

「



〈跋涉尋覓〉

葛瑞塔：

跋涉尋覓

一點愛心，

一點愛心！

散播於十方種類

劃破巨濤浪

飛躍古叢林

衝出狂風圈

橫越暴雨天

跋涉尋覓

一點愛心，

一點愛心！

你必須呼吸

天堂的空氣

你必須順著

風行的方向

隨沙鷗伸展雙翼

迎接那初升的朝曦

花蕊無語

唯上帝，化現於萬有！ 

跋涉尋覓

一點愛心，

一點愛心！

跋涉尋覓

一點愛心，

一點愛心！

散播於十方種類

羅吉：（進場）青青，是羅夫來電話，他認為也許妳該

去醫院找他。

青青：是不是和玲玲有關？

羅吉：是的，跟玲玲有關。

青青：沒事吧？

羅吉：青青，妳應該去一趟，現在就去。（他幫青青拿著外

套，讓她套上。）

（青青歉然又感激地匆匆看了朋友一眼後，走出門外，葛瑞塔

和羅吉神色擔憂地互望。燈光漸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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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場

醫院
幾分鐘後，一張手推床被推過舞臺，

將玲玲緊急送進手術室。青青進場，她焦慮地

在走廊上等待。過了半晌，羅夫進場，

做手術後的清洗動作。他們雙眼對視，羅夫搖搖頭，

兩人相擁，都身心交瘁。

羅夫：（強忍淚水）我沒能救活她，青青，對不起。

青青：親愛的，沒人怪你。

羅夫：感覺她幾乎就像是……我們的，我們的親生女兒。

青青：是的。

（兩人都淚流滿面。）

羅夫：青青，讓我們增加家庭成員吧，我們也生個小孩吧。

青青：這個想法很美。但是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我必須去

印度。

羅夫：印度？

青青：跟我一起去吧。我感受到了！這是我的天命，我非

去不可！

羅夫：青青！妳沒考慮清楚，面對玲玲的事件，我們應該

是往前邁進，而不是逃到印度去！

青青：這不是逃避！她的死、還有她受的磨難，這一切有

什麼意義？我一定要找到答案！跟我一起去吧，羅

夫！你花了十年的時間成為醫生，而我只要求你兩

年。

羅夫：不行！我有工作！而且我也不希望妳去，我，我

──我需要妳留在我身邊。

青青：（緊緊握住他的手臂）這件事我需要你的祝福。

羅夫：妳在要求一個沒有信仰的人祝福妳？

青青：事實並非如此！你說過你相信愛的力量！

羅夫：我相信我對妳的愛的力量。

青青：那麼有沒有想過：上帝愛我們每個人？如果我們

深愛彼此，就像上帝深愛我們一樣，我們就可以

征服任何事，甚至疾病！

羅夫：青青，這是妳的道路，不是我的。

青青：但這是我們的人生。

羅夫：青青，我愛妳。但我的人生在這裡。

（伴奏音樂開始響起）

青青：（一段稍長的停頓，然後，輕聲地）那我只好自

己去了。

羅夫：請不要這樣做，我不想失去妳。

青青：我沒有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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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青青：

汝回只見花草

羅夫：

院冷清　門已空！

青青：

縱我心鐵肝銅

齊唱：

軟化，熱淚已傷

青青：

不再甘於黑暗

無明苦痛不已

羅夫：

金銬綁，盼自由

齊唱：

愛汝彷彿吾愛己

青青：

似愛山河與五洲

羅夫：

一拜償汝深切義！

誰知何時才相逢

青青：

願佛光照明路

護汝孤單時刻

羅夫：

為何生此娑婆

汝苦累　吾憂傷

青青：

請汝減憂輕愁

讓我也少奮掙

羅夫：

盼汝伸手入高天

期許滄海田夷平！

青青：

何時明覺真法  引汝脫了塵間

齊唱：

欲與汝  長相伴

今別離  踏殊途

守候者誰照顧？

遠行者誰保護？

（燈光漸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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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真是一場千載難逢的演出，

勢必帶來巨大的迴響。在劇中看到

她的深情摯愛，不僅愛她的丈夫，

也愛那些受苦的越南（悠樂）

人民及動物們，甚至是愛整個人

類家族，我不禁數度落淚。」

威爾‧塔托博士（Will Tuttle, Ph.D.）（純素者）
暢銷書作者

「



一直與無上師及她的組織一起工作，基於某些原因，總會有些奇蹟發生。在百老匯，通常需要一到兩週的時間

處理燈光、音效及舞台背景，而我們只有兩天。在第二天過了一半時，我們甚至還沒看到第一幕的結尾，

就更別提第二幕的排練了。因此我們聚在一起，都說道：『不知我們要如何完成這齣音樂劇？』

然而，當管弦樂聲響起，劇中人物陸續登場，他們就這麼自然而然地上演了。實際的正式彩排時間，

1小時又12分鐘，全部接下來的表演也自然就位了。毫無延誤！這種情形不但從未發生過，

而且是根本不可能發生。我認為這是個奇蹟。」

道格‧卡薩羅斯（Doug Katsaros）
艾美獎得主
《真愛》音樂劇製作人

「





第二幕

第一場
印度德里的街道

數週後。隨著燈光亮起，出現一群穿著

各式繽紛當地服裝的印度人，呈現熙攘城市的樣貌。

〈歡迎光臨印度〉

印度當地人：
紗麗服！
牛隻！
寺廟、寺廟！
更多牛來了！又來了更多牛！
人力車、巴士、腳踏車和計程車

還有一大群又一大群熙來攘往的擁擠人群。

無花果！
蠟燭、蠟燭
更多牛來了，又來了更多牛！
印度薄餅、咖哩、鐘聲和鑼聲

還有熱氣蒸騰非常炙熱的天氣。

道場
念珠
苦行僧、苦行僧
各種信仰、各種教派
毗濕奴、克里斯那

還有一車又一車的朝聖者。

〈尋佛〉

青青：（穿過擁擠的人群）
終將尋獲所追求
財富安逸棄一旁
喔！

我往各處尋找佛

終將尋獲所追求
看人生如路客棧
喔！
我往四方尋開悟

青青：（問當地人）

恆河的源頭在哪裡？

當地人：

直直往前走！

青青：

貝拿勒斯的寺廟呢？

當地人：

直直往前走！

青青：

喜馬拉雅群峰呢？

當地人：

直直往前走！

青青：

直直往前走？

直直往前走？

難道一切都是直直往前走？？

終將尋獲所追求

拋絲忘絨留愛戚！

喔！

一切在此等著我！

（隨著人群散開，青青想得到他們的注意，路人卻都逐

一匆忙擦身而過，不太理睬她，有的表示不懂她在說什

麼，有的含糊地指向遠方，或者就說「直直往前走！」

最後，她走向一個正在街上兜售柴火的老婦人。）

青青：打擾了，我想問路，還有……

老婦人：我能幫什麼忙嗎？妳是來朝聖的吧。

青青：您的觀察力真敏銳。我想去瑞詩凱詩，您知道怎

麼走嗎？拜託不要告訴我「直直往前走」。

老婦人：在喜馬拉雅山的山腳。

青青：喔！

老婦人：我可以告訴妳步行的路徑，就是那條路。（她

指了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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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往各處尋找佛

拋絲忘絨留愛戚！

節選自〈尋佛〉
清海無上師三十幾歲的詩作

於印度 McLeod Ganj



青青：（很感激地，伸手進口袋）謝謝！非常感謝您好心

的幫忙，這一點心意請收下……

老婦人：妳的爐子需要柴火嗎？

青青：不需要，不過……

老婦人：那最好留給其他需要的人。

青青：（很感動，將她的錢收好）當然。

老婦人：不過我有樣東西要給妳。（她拿起了她的拐杖。）

妳會需要這個。

青青：不，這怎麼好意思──（稍稍停頓）真是太感謝

了！（她接過拐杖，向老婦人鞠躬。當她再度站直

時，臉上露出燦爛的笑容。）

老婦人：我要稱妳為「微笑的行者」。

青青：微笑的行者？

老婦人：對啊，看看妳臉上的笑容！（她退場。）

（青青繼續她的旅程，走到另一條街上。一個女孩提著一

大籃鮮花，不小心跌倒在地上。青青趕忙過去幫她，那個

女孩卻打了青青的手一下。）

青青：（嚇一跳）對不起，我沒別的意思……

女孩：別碰我！（她很快地走開。）

（一位印度苦行僧靠近青青，輕聲笑著。）

苦行僧：親愛的，她是婆羅門階級。只有屬於同等階級的

人才能碰她。

青青：可是要如何分辨──？

苦行僧：朝聖者，很難分辨。我的建議是：別碰任何人。

青青：謝謝大師。

苦行僧：印度充滿了奇妙和神祕的事物，有些是危險的，

有些則不。妳一個人旅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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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如果您允許的話，我非常樂意為您支付巴士費

用。（她伸手到貼身錢包拿錢。）

苦行僧：我接受。走，我們啟程吧。

（燈光漸暗）

青青：是的。

苦行僧：那我就會把這麼做歸類為危險的事了。

青青：因為我非常急著要去喜馬拉雅山。

苦行僧：噢！那妳是來尋求開悟的？

青青：是的，全心全意。

苦行僧：妳想要學在水上行走和在空中飛行嗎？

青青：不，我不想學神通。我想要幫助世人──我必須

開悟才知道怎麼做最好！

苦行僧：（微笑地）小心啊！匆忙趕路的年輕女士，單

憑妳自己是做不到的，妳需要幫助、需要朋

友、需要嚮導。比如，喜馬拉雅山酷寒無比，

妳有沒有學過丹田發熱法？

青青：沒有，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什麼！

苦行僧：利用丹田發熱的保暖方法，只有這樣才能生存

下去。

青青：（有點焦慮地）啊，我以為不停地走路……運動

就可以幫助我保暖……我真是孤陋寡聞。

苦行僧：但是親愛的，別因此而灰心！第一眼見到妳，

就知道妳是個很特別的人。我有很多學生都忙

著追逐物質上的成就，而不是真正追求真理。

我走遍印度每個角落，曾跟隨許多大師學習，

已經獲得了大開悟。（有禮貌地微微鞠躬）再

見，祝妳好運。（準備要離開。）

青青：大師，請等等！您剛才說「學生」，您是位「老

師」啊！我非常想學習您的法門。

苦行僧：我們歡迎妳。我的寺廟就在河對岸的山上，走

路太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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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真是一部巨作！飾演清海師父的角色唱了一首

很優美的歌曲，歌詞大約是：『我該怎麼做？

我的信心在動搖，我不知道我應該怎麼做才好』

〈只有今天要休息而已〉，那首歌好動聽。」

克莉絲汀‧鮑爾（Kristin Bauer）（素食者）
女演員《真愛如血》

「





第二場

苦行僧的廟裡
數小時後，夜晚。一群男子喝著葫蘆或壺裡的酒，

醉醺醺地手舞足蹈。他們蓬頭垢面、

邋遢懶散，也沒有刮鬍子。

男子們：

在我們廟裡

此處有真理，真理在此處

如果你想開悟，

我們這裡有，可以給你。

苦行僧：徒弟們！我回來了！（男子們散漫而費力地要

站直起來，以顯得像樣一些。）我帶了一位初

次到來的朝聖者！這位是青青，大家歡迎她！

（男子們發出咕噥的歡迎聲。青青向他們點了點頭。）

苦行僧：（對著青青）我的孩子，請原諒他們的粗魯。

在一整天的學習和祈禱後，他們精神有點過度

亢奮了。（很粗魯地對其中一人說）去拿點喝

的！吃的！（對著青青）妳餓了嗎？

青青：事實上是餓極了！

苦行僧：很好！想要滋養靈魂，一定不能忽略身體。但

是要先吃點清淡的食物，喝些冷飲，或許，來

點酒？

青青：一杯水就很好了。

苦行僧：一杯水……啊，是，一杯水。我的小徒弟──

過來。給這位年輕的小姐一杯水，但對她而

言，這將是一杯特別的迎賓仙露。

男子：（疑惑了一下。終於，他睜大眼睛表示明白了。）

噢，是的，師父！

（隨後，這位男子舀水倒進杯子，並從一個小錫罐中取

一小撮粉末加進去。）

苦行僧：待會兒，妳可以睡我的房間，就在後面那裡，

我會和其他人一起睡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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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已碎

我的忍辱已失

我只是一個軟弱俗子

我們的馬拉松競賽我一定放棄

（只有今天要休息而已）

節選自〈只有今天要休息而已〉
清海無上師三十幾歲的詩作



這是個很獨特的經驗。

我曾為許多音樂劇作曲，通常

會與原著作者、歌詞作家等合作

夥伴，坐在工作室一起討論，

但這次我們卻是分開作業。

我們唯一擁有的共同點，

就是劇本與無上師的優美詩作。

這確實是個適合改編成音樂劇的

精采故事，完全不同於以往

我所看過的。這就是製作

一齣戲劇所需要的──

具有那種令人驚奇的元素。」

大衛‧夏爾（David Shire）
2次葛萊美獎暨奧斯卡金像獎得獎作曲家

「



如果您真的失掉人心

拿我的！

這樣子您會有同情心

可以認識我們學生修行的渴望

您有無限救命水

怎麼一二滴都不給？

我們已經口渴好幾千萬劫

我很歡喜供養您──我凡夫的眼睛

請您裝上去吧！

二十四小時

這樣子您才能夠看得到

我已經變得如何軟弱

已久，走在寂寞的路上

天天尋求您忽現的容貌

您忽現的容貌

我的心已碎

我的忍辱已失

我只是一個軟弱俗子

我們的馬拉松競賽我一定放棄

（只有今天要休息而已）

今天…… 

只有今天要休息而已

（歌曲進行中，那些男子越來越醉醺醺，圍著青青起

舞，在某一時刻，他們的水壺被傳到青青手上，她趁機

將她那杯被下過藥的水倒進壺裡。那些男子一個接一個

地喝著壺裡的水，然後逐一昏過去，包括苦行僧在內，

皆昏睡在地上。在歌曲結束時，青青收拾了她的行李，

悄悄地從前門逃出，重獲自由。）

（男子們都醒過來並發現青青不見了。）

苦行僧：哪裡？她在哪裡？你們這些笨蛋！她逃走了，

快追上她！

（他們跑出場。雷聲響起。）

 

青青：噢，不敢當。承受不起──

苦行僧：胡說、胡說、胡說。（那個男子拿著一杯給青

青的水回來，並交給苦行僧，苦行僧把它遞給

青青，順手搭在青青的肩膀上；自己也拿了一

杯。）祝妳健康！（他一飲而盡；青青猶豫，

感覺杯中的水有點不對勁。）

青青：謝謝。

苦行僧：孩子，我要多了解妳的一切，妳到目前為止的

靈修歷程，我全都要知道，要毫無保留地告訴

我。妳如果要拜我為師，就必須信任我。

青青：（從他身邊慢慢移開）我有疑問，很多很多的疑

問。

〈只有今天要休息而已〉

青青： 

您的門永遠不開

鎖上，冷清高雅！

每次我要進去還是沒辦法

門依舊關著

還有窗簾永遠掛

您在裡面我曉得

就是您的門我不能開

有一天我一定帶一隻鎚子

我的心已碎

我的忍辱已失

我只是一個軟弱俗子

我們的馬拉松競賽我一定放棄

（只有今天要休息而已）

上帝！您是不是還有人類的耳朵？

您應該有！

否則您聽不到我心求的聲音

我想明天我要買一副人類耳朵送給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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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森林
幾分鐘後。青青進場，跑著。

她喘得很厲害。間歇響起雷聲。

青青：（過了片刻，望著天空）親愛的上帝！懇請袮告

訴我，我要從那種情況中學到些什麼呢！我難道

是為此而離開溫馨安全的家，割捨完美又心愛的

丈夫嗎！？？（她再吸了幾口氣。）主啊，袮知

道我信任袮……但是袮在哪裡呢？

（男子們的聲音和腳步聲逐漸接近，手電筒的閃光顯示

他們正在森林裡搜索，青青趕快收拾她的東西，猶豫了

一下，不確定要往哪個方向跑。突然響起一個聲音！）

聲音：青青！

青青：什麼？（四下張望，她找不到這個聲音是從哪裡

發出的。）

聲音：青青！！

青青：誰在叫我！？！

聲音：我在這裡！我是柯勞斯！

青青：（終於看到他）柯勞斯！！？？

柯勞斯：（他穿著整套「拖船安妮號」風格的油布雨衣。）

柯勞斯‧白！這真是令人最難以置信的奇蹟！

竟然在印度遇見妳！在數十萬平方英里的土地

上，在數億人之中，真是太巧了吧！？

青青：（聲音壓到最低）柯勞斯！！小聲點！！

柯勞斯：（壓低聲音）真是太巧了吧！？

青青：我剛剛從一群很危險的騙子手中逃出來！

（聲音和手電筒的亮光越來越近。）

苦行僧：（在舞臺後面）她不可能逃得比這裡更遠！孩

子們，分頭去找！

（柯勞斯和青青急忙尋找藏身的地方。）

青青：把你的外套給我。

柯勞斯：好，妳要望遠鏡嗎？

青青：不需要。

（青青蜷縮在地上，然後用柯勞斯的外套蓋住自己，讓

自己看起來像是一塊上面蓋了件外套的岩石。）

柯勞斯：好了，好了，他們很靠近了，我們應該……青

青？青青？妳在哪裡？青青……？

青青：（從外套下提高音量低語）我在這下面。

（柯勞斯快速地坐下並靠在那塊「岩石」上，這時苦行

僧帶著他的那群男眾進場。）

其中一位男子：看，這是什麼？

苦行僧：（他踢了柯勞斯一腳。）毫無疑問，另一個朝聖

者。你這個笨蛋！醒醒！（柯勞斯假裝睡覺，

呻吟了一下，抬起頭。）我們在找一個正在趕

路的女子──嬌小、迷人，你有沒有看到她？

柯勞斯：沒有。（苦行僧剛要坐到那塊「岩石」上，柯

勞斯立即大叫一聲，導致苦行僧停下動作）我

的意思是……有！她朝那邊走了！（他朝這群

男子原本要前往的相反方向指去。）

苦行僧：（迅速衝出）孩子們，往那邊！

（苦行僧和那群男子跑著退場。）

青青：（依舊躲藏在外套下面，低聲地說）他們走了嗎？

柯勞斯：還沒有……

青青：我沒聽到任何動靜了啊。

柯勞斯：好吧，現在他們已經走了。

（柯勞斯急忙站了起來，青青把外套掀掉。他們互相看

著對方，然後不由自主地大笑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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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更崇高的理想而犧牲割捨，這是一個很殊勝的故事，

是個美麗的愛情故事。光是能夠參與演出就已經是個恩賜了，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福報。」
羅伯特‧托帝（Robert Torti）
東尼獎入圍男演員

「



青青：柯勞斯！你是我的英雄！你真了不起！

柯勞斯：（因自己的英勇而洋洋得意）我很厲害吧？聽

著，妳還好吧？！

青青：我很好！柯勞斯，我認為你剛才救了我一命！

柯勞斯：（眉飛色舞）妳知道，我們得趕緊離開這裡！

青青：是的，但是要去哪兒呢？

柯勞斯：我想在往回走的不遠處有個道場。

青青：你想？

柯勞斯：嗯，往回走可能有點遠。是這樣的，我參加了

一個鳥類觀察研究考察隊，並且──

青青：也許我們可以一起去找。我必須問一下，我的意

思是，你出現在這裡簡直就是個奇蹟，不過你究

竟來印度做什麼？

柯勞斯：跟妳一樣，青青！我只是在擴展自己對靈性的

認知！是這樣的，當我被慕尼黑醫院解雇時，

我當時想，噢，這可不是什麼好事！但後來，

我發現這是個機會，也許我會──

青青：我們必須走了！（他們離開。）

（燈光漸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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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

德國慕尼黑
夜晚。羅夫獨自站在橫越河流的一座橋上。

〈思念否？〉

羅夫：

妳天邊遠走

我此間守候

思念妳閃亮雙眸

思念我嗎？吾愛

思念我嗎？吾愛

盼遠人未返

嘆萬事索然

思念妳柔美雙唇

思念我嗎？吾愛

思念我嗎？吾愛

寒波澹水各漂流

玫瑰花蔟凝孤愁

入夢雲月遊

擁被枕寂寞

海鷗低飛戀風帆

心事訴舟船

遠眺海灣空午後

思念我嗎？吾愛

思念我嗎？吾愛

（音樂淡出時，艾爾莎從陰影中走出來。）

艾爾莎：真是感人的畫面！一個男子，深夜獨自在孤寂

的橋上，對著月亮……唱情歌？

羅夫：嗨，艾爾莎。妳嚇了我一跳。

艾爾莎：噢，對不起，我以為醫生都是很鎮定的。不過你

可別像鴿子那樣，當我靠近的時候就飛走啊。事

實上我很感激有個伴，這邊向來都很冷清。

羅夫：妳經常來這兒？

艾爾莎：最近常來。

羅夫：原來如此。

艾爾莎：（稍稍停頓）你非常想她，是嗎？

（羅夫不語。）

艾爾莎：你有她的消息嗎？青青有沒有寫信給你？

羅夫：從機場捎來過簡訊，說她已經平安到達。

艾爾莎：她一定也很想聽到你的消息。

羅夫：我這裡的生活嗎？──還是老樣子，沒有什麼特

別好說的。

艾爾莎：（朝羅夫靠近了些）羅夫，除了那排山倒海

的……寂寞？尤其在……深夜裡？

（艾爾莎用手臂環抱住羅夫的脖子，剛要親吻他，被羅

夫制止了，艾爾莎把手臂放下。）

艾爾莎：（感到非常丟臉，試著說笑。）噢，哇！我的

心理治療師聽到這件事不知道會怎麼說：噢，

天啊，我竟然已經寂寞到想在半夜跟慕尼黑市

中的大理石雕像親熱！

羅夫：（很嚴肅的樣子）艾爾莎，妳知道我有多愛我的

太太。

艾爾莎：（陷入尷尬，短暫停頓）喔！我真是個糟糕的

人！（她開始哭泣。）

羅夫：不，不，不，請別這樣……

艾爾莎：（吸著鼻子）羅夫，噢，天哪，我有東西要給

你看，是一封從印度寄來的信，柯勞斯寫來

的。還記得柯勞斯嗎？醫院的那位？反正我們

變成筆友了。他和青青現在住在某處的一個道

場，所以她還好。假如你想寫信給她，這裡有

一個回郵地址。（她把信和照片遞給羅夫，羅

夫很欣慰地嘆了一大口氣）或者，何不乾脆去

找她？還愣在這裡做什麼？

羅夫：我一直都想去找她，現在可以去了，感謝上帝！

（羅夫轉身要離開，但是被艾爾莎叫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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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爾莎：羅夫，請將我的愛帶去給青青。你永遠不會提

起今晚這裡發生的事情，永遠都不會……吧？

（羅夫點點頭）好，晚安！再見。（她快速退

場。）

（羅夫，依然凝視著那封信和照片，驀地把照片和信緊

緊貼在胸口。）

羅夫： 

日夜如流水

思卿永不斷！

思念我嗎？吾愛

（燈光漸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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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

恆河畔
青青坐在恆河畔。

響起潺潺的河水聲。

〈恆河畔〉

青青：

願坐恆河之畔 

聞波濤湮滅

鳶鳴水天

願坐恆河之岸

看忘川消逝

覺音清遠

袮揚我生命之帆

乘江流海瀾

明朝輕舟還鄉

共赴彼岸

願坐恆河之畔

憶您眸盈熱淚 

歎悲情世間

袮揚我生命之帆

乘江流海瀾

明朝輕舟還鄉

共赴彼岸

願坐恆河之畔

憶您眸盈熱淚

歎悲情世間

（燈光漸暗）

第六場

印度德里
羅夫四下詢問印度當地人。

羅夫：（在郵局裡，舉起一張青青的照片）請問你見

過這位個子嬌小的悠樂女士嗎？

郵局員工：喔，她已經離開這裡了。

羅夫：她往哪裡走了？

郵局員工：直直往前走！

羅夫：（匆匆趕到一家銀行）你有沒有見過照片中的

女士？

銀行櫃台人員：看起來好眼熟，我相信她往那邊走

了。

羅夫：謝謝！（匆忙離開）

羅夫：（在某道場）我在找我太太，她在這個道場

嗎？

善良苦行僧：不在，她已經前往瑞詩凱詩了。不過，

孩子，我看你還是找尋自己的靈魂比較

好。

羅夫：啊！我的靈魂在瑞詩凱詩。（興奮地跑開）

（燈光漸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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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飾演過許多精采的角色，

但這次飾演的角色絕對是

最超凡絕倫的，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我飾演的是一位真實人物。

 

對我而言，這是一場奇妙無比的歷程，

為了扮演這個特殊的角色，

我吃純素，

這真是個恩賜。」

喬安娜‧安皮爾（Joanna Ampil）
得獎歌手/女演員

「





願坐恆河之畔

憶您眸盈熱淚

歎悲情世間
節選自〈恆河畔〉

清海無上師三十幾歲的詩作
於印度恆河





第七場

瑞詩凱詩一間泥土屋
三、四天後。柯勞斯在陽光下悠然自得。

他正在讀一本宗教文本，嘴裡嚼著一根胡蘿蔔。

柯勞斯：印度真熱！「欲與大地合一，必須像樹一樣。」

這是指誰啊？

（不想啃胡蘿蔔了，把它扔在一邊。隨後，拿起一本已

經破舊的《瘋狂雜誌》（MAD）。）

柯勞斯：喔，我懂啦！如果把它摺起來，下巴就變成屁

股了。哈哈哈，真好笑！

（青青從舞台後出來向他走近，柯勞斯一時心虛，趕緊

丟開雜誌，可是太遲了，青青早就看見他了。）

青青：（笑著）內疚的快感！

柯勞斯：不、不、不、不、不……這不是我的。噢，青青！

青青：柯勞斯，我會保密的！別太苛責自己，我的紳士

朋友！你看！（她舉起一袋麵粉）從市場買回來

的麵粉，可以自己做印度煎餅！

柯勞斯：（興趣缺缺地）好吃。青青──妳這幾天睡得

怎麼樣？在屋頂上……？

青青：我的五億兆星級旅館？我睡得跟草原上的小綿羊

一樣甜。

柯勞斯：總之，那還是不怎麼安全，妳知道的，到處都

有蠍子！又常常下雨。而且，妳知道嘛，在這

泥土屋裡面，還有空位……

青青：哪裡？那張窄小的帆布床？

柯勞斯：是啊！

青青：柯勞斯……

柯勞斯：喔，不是、不是，我會睡在地上，打個地鋪，

蓋條毯子。

青青：柯勞斯，當我說「我很仰慕你」的時候，我要如

何才能讓你明白我的意思？不過，我會繼續睡在

屋頂上。（稍稍停頓，柯勞斯一臉絕望。）反正

我不久就要上路了。

柯勞斯：為什麼妳非得上路不可？這裡很美，我們每天

就這樣生活著，吃得好、長智慧，就這樣……

不是嗎？

青青：你知道嗎？給我拐杖的那位婦人稱我為「微笑的

行者」。我想，她一定知道我這趟旅程會很長卻

充滿喜悅，就是這份內在的喜悅，驅使我繼續往

前走。如果要找到真正的明師，我就要再深入喜

馬拉雅山，去更高的地方。

柯勞斯：「微笑的行者」……

青青：（開心的笑）是啊！（稍稍停頓。）不過現在，

我得先買完菜！如果你肚子餓，就先吃點豆芽。

（她將市場買回來的一盒東西遞給他。）

柯勞斯：（敷衍地）喔，我會的，我喜歡這些。

（青青離去。柯勞斯深情地盯著她離去的背影，然後他

看著那些豆芽，拿了一些來嚼，又拿起另一本書──那

是青青的筆記本，他心虛地隨意翻開一頁來看。）

柯勞斯：噯，青青，妳忘了妳的筆記本了……（出聲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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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今生若非有你/我將何處飄零？/或歸庵

寺青燈」（他闔上筆記本。音樂響起。）我可

以做得更好！

〈今生若非有豆芽〉

柯勞斯：

今生若非有豆芽

已奔嫦娥仙居

廣寒宮前獨倚

如喪家犬憂鬱！

今生若非有豆芽

我將千般孤淒

宛如向陽花般

不見日光和煦！

今生若非有豆芽

我將何處飄零？

或歸庵寺青燈

此身伶仃徒留清影

如孤僧無尼為伴！

（一群田裡的農人，跳著踢踏舞加入柯勞斯。）

今生若非有豆芽

我將何處飄零？

或歸庵寺青燈

此身伶仃徒留清影

如孤僧無尼為伴！

（曲罷，農人們退場。羅夫出現，風塵僕僕，頭髮蓬

亂，衣冠不整。）

柯勞斯：（驚愕地）藍醫師！！

羅夫：（輕聲地）哈囉，柯勞斯。

柯勞斯：你從哪兒──！？你怎麼會──！？！

羅夫：找到你？用平常的方法啊──坐飛機、搭巴士、

騎水牛，還有我的兩條腿，帶著三樣絕對夠用的

東西就上路了：我的護照、一疊旅行支票，還有

這封你寄給艾爾莎的信。（他從襯衫口袋裡拿出

信來給柯勞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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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海無上師所寫的詩極為優美，賦予音樂創作的靈感，我沒有更改她詩作中

的任何一字。當我閱讀她的詩作時，美妙的音樂就在耳際響起，

這是我前所未有的經驗。

我很欣賞她創作中所展現的那份真誠，而且她能大無畏地直陳重要的事。

她出現時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她所寫的詩中也有這股力量。」

唐‧皮蓬（Don Pippin）
東尼獎與艾美獎得獎作曲家暨音樂總監

「



柯勞斯：（完全糊塗了）喔……？

羅夫：你沒想到她會給我看信嗎？

柯勞斯：嗯……

羅夫：還有，你也沒想到我會把你在信封上刻意寫得很

潦草的回信地址抄下來？可是你們卻不在那裡。

我就拿著她的照片，問遍每個道場、銀行和郵

局，從德里一路找到這裡來。

柯勞斯：喔……？

羅夫：她在哪裡？

柯勞斯：誰？

羅夫：我太太。

柯勞斯：（稍稍停頓。他總算明白是怎麼回事了。）她

不在。她出去買我們晚餐要吃的食物。

羅夫：所以她確實住在這裡。

柯勞斯：（逐漸帶著一絲挑釁）對。

羅夫：跟你一起住？

柯勞斯：對！

羅夫：跟你一起住！？！

柯勞斯：對！！！我們──我們兩人同樣都在求道，我

們相遇──我幫了她，其實是從千鈞一髮的危

險中救了她，她非常感激我！

羅夫：然後呢？

柯勞斯：而且我覺得──不，我知道──她不想跟你回

去德國，醫生，如果你是這麼打算的話。

羅夫：這不關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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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勞斯：不，不，這關我的事！因為我愛上她了！

羅夫：那她……也愛你！？

柯勞斯：對，她仰慕我。她是這麼說的。

羅夫：（稍稍停頓。然後，急切地、幾乎是喃喃自語）

我不相信！這簡直就是惡夢一場！我真是個大傻

瓜！不遠千里而來，卻筋疲力竭地白跑一趟！柯

勞斯，幫個忙，告訴青青，我來過了，把這個拿

給她看！（他把信放在盒子上。）這可以證明我

為何來這裡！我要回慕尼黑了。（羅夫退場。）

柯勞斯：噢，柯勞斯……。（柯勞斯顫抖而茫然，抱頭

坐下。青青帶著一籃食物再次出現。）

青青：我回來了！

柯勞斯：（嚇了一跳）喔，這麼快！嗨！（她取出籃子

裡的東西。）

青青：咦，這是什麼？你寄到德國給艾爾莎的信？它怎

麼會在這兒？

柯勞斯：羅夫帶來的。

青青：羅夫？來這裡！？什麼時候？？

柯勞斯：剛剛。

青青：（驚喜）什麼！那他在哪裡？

柯勞斯：他走了。是我促使他離開的。

青青：什麼？？

柯勞斯：好啦，他走了，他很生氣。

青青：為什麼？？

柯勞斯：因為我們住在一起。

青青：這太荒謬了！你有沒有告訴他實情？說我睡在屋

頂上！？而你只是暫時住在這裡，直到你另外找

到自己的小屋為止！

柯勞斯：我告訴他實情了……青青，我告訴他，我愛上

妳了。

青青：（稍稍停頓）噢，柯勞斯。你這個超級大笨蛋！ 

柯勞斯：我曉得。

青青：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柯勞斯：因為這是事實！因為這件事，完全真實不虛！

而且，因為──因為我怕，我怕如果我不告訴

他我愛上妳，他會把妳帶走，我就再也見不到

妳了。

青青：（稍稍停頓。平靜地）柯勞斯，我不是告訴過

你，我非常仰慕你嗎？可是羅夫是我丈夫，而且

我深愛著他。

柯勞斯：我了解。這個我明白。

青青：柯勞斯，他往哪裡走了？

柯勞斯：那邊。（指著羅夫剛才離去的反方向，青青急

速收拾東西，立刻朝他所指的方向離去。）

不，等一下……那邊。（他指著正確方向。她

退場。）

（柯勞斯絕望又傷心，打在他身上的燈光漸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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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喜愛這齣音樂劇，因為真人真事

遠比虛構的故事更具影響力。能夠得知

她過去的經歷及所割捨的一切，

真的很令人肅然起敬。」

薩拉‧歐米拉(Sara O'Meara)
曾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的「孩童援助」

(ChildHelp)組織創辦人

「



第八場

瑞詩凱詩的街道
青青狂奔至熱鬧擁擠的城市裡，尋找羅夫。音樂貫穿其中。

各行各業的市井小民各自忙著自己的生意。

青青：（對著一名商人）請問，有沒有一位高大的德國

男人──西方人，從這裡經過？

商人：直直往前走！

青青：謝謝你。

（持續穿梭其間，青青比手畫腳地一再向人們詢問同樣

的問題。所得到的回應各不相同，有的直接將她打發

走，有的因聽不懂她的話而面露歉意，還有最普遍的回

答：「直直往前走！」）

青青：（交通噪音中，向一名交通警察大聲問）請問！

往巴士站要怎麼走？

交警：直直往前走！

青青：不可能！

交警：跟著圓環繞半圈，在旅館那裡立刻左轉，再過兩

個街口就到了。

青青：祝福你！

交警：妳一定找得到。

（更多音樂此起彼落、人來人往、混亂和疑惑。青青逐

漸遠離觀眾視線。）

（燈光淡出淡入轉至巴士站，羅夫正在窗口買票。）

羅夫：（對售票員）請給我一張到機場的票。

（買票後，他轉身走向巴士。）

（青青上氣不接下氣地跑進巴士站，剛好看見羅夫消失

於閘門。巴士開走的聲音。）

青青：羅夫！羅夫！（青青衝到售票窗口。）那輛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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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攔住那輛巴士！

售票員：來不及了。

青青：但有位男士剛上車！我要跟他講話！

售票員：太遲了。巴士已經準時開往機場了。

青青：機場？！求求你，我一定要追上他。

售票員：抱歉，小姐！太遲了。那是今天最後一班

車。（他砰的一聲關上售票窗口。）

青青：我錯過他了，我竟然錯過他了。（緩緩癱坐在

地上）他一定非常氣我，而且是生冤枉氣，只

因一場荒謬、愚蠢的誤會。而我甚至沒有機會

去……解釋，或親口告訴他，我有多麼愛他。

噢，羅夫。（她哭泣。）

第九場

泥土屋
青青木然呆坐，依然為羅夫的離去悲傷。

柯勞斯：（拿一碗食物給青青）青青……青青，已經

好幾天了，吃點東西吧，妳必須吃點東西。

（青青沒有反應。）青青，我很抱歉，但妳

得面對現實。他在慕尼黑應該已收到妳的電

報了，羅夫不會回來了，妳得走出過去。

青青：走出過去？

柯勞斯：是啊，留在這裡！跟我在一起！青青，我會

照顧妳的。

青青：不，我需要獨處、思考，還有禱告。我要走了。

柯勞斯：到哪裡去？什麼時候？

青青：我要到喜馬拉雅山上去，現在就走。

柯勞斯：讓我跟妳一起走。

青青：不，柯勞斯，謝謝你，但……不用了，再見！

（她很快整理好行囊並退場。留下柯勞斯一

人，如往常般絕望、失落。）

第十場

前往甘果垂半途中
青青在流動水果攤前。

青青：（對著水果販）大德吉祥！這裡離甘果垂很近了

嗎？

水果販：很抱歉，恐怕不近，還很遠噢！小姐，在我

國，一個女人單獨旅行是很少見的，這會是非

常危險的。不過，我們的芒果很好吃喔！

（羅夫從青青背後靠近，沒讓她看見。他用兩手摀住她

的眼睛。她嚇了一跳，要掙脫開來。）

羅夫：他說得對，一個女人絕對不應該單獨旅行，她應

該儘可能帶著丈夫同行。

青青：（轉身面對他）羅夫！

（兩人相擁。）

羅夫：親愛的，生日快樂。

青青：生日快樂。

羅夫：我一直沒有離開印度，有股力量攔住我，那就是

妳。我一定要見妳，我已經找了妳兩天。領略到

自己一直都很傻，現在還是，青青，我是一個戀

愛中的大傻瓜。

青青：藍醫師，你真的是一個大傻瓜。

羅夫：我只想見妳、抱著妳。青青，沒有妳，我始終鬱

鬱寡歡，情況就是這樣。

青青：親愛的帥哥，現在怎麼辦？

羅夫：我不在乎，只要我們在一起就好。

青青：但是你的工作怎麼辦！那個新落成的兒童院區，

可是你多年來的夢想。

羅夫：是啊，後天落成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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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你一定會想在場吧！

羅夫：不！青青，現在對我而言，那些都無關緊要了。

我此生的工作，就是愛著妳，無論妳要到哪裡

去，我都會跟隨妳。

青青：可是你是醫生。

羅夫：（笑出來）嗯，當然，我是醫生，我也是牙醫，

記得嗎？

青青：我是說，那是你的人生、你所熱愛的、你的天職。

羅夫：青青，我現在走上一條不同的道路了。

青青：羅夫，這是我的道路。

羅夫：沒錯！那麼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青青：繼續走下去。

羅夫：怎麼走？去哪裡？

青青：我繼續我的旅程……到喜馬拉雅山上（她指向遠

方的群山）。而你……，你回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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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那一首二重唱〈相聚時光〉，讓我聽得如痴如醉，歌曲散發出

強大的能量，詞、曲都優美動人，極為動聽。

置身於這個充滿仇恨、戰爭與痛苦的世界裡，清海無上師還能找到

通往快樂、開悟之道，這點極為鼓舞人心，尤其對於身為藝人的我，

必定會長留心中。」

多明尼克‧佩斯（Dominic Pace）
得獎男演員

「



羅夫：所以，妳不……跟我回去了？

青青：（強忍住淚水）不了，親愛的，我們都知道，事

實……就是這樣。

羅夫：我什麼時候能再見到妳？

青青：總有一天吧，我希望。

羅夫：青青，我會一直愛著妳，直到永遠。

青青：我也會一直愛著你，直到永遠。

〈相聚時光〉

青青：

你我共度的時光

我會永久珍藏

勿忘溫馨記憶，只因

愛是唯一至上

羅夫：

誰說世界無常？

執子手──永世芬芳

當靈魂合而為一

夢與真琴瑟交響

青青：

內心寧，天下祥

當下即見天堂！

羅夫：

當靈魂覓得真愛，深處有

天國之花綻放

青青：

生於上帝，生於人

羅夫：

生於幸福無疆

青青：

步入美，遊於至樂

羅夫：

盡情歡笑歌唱

青青：

勿忘我

羅夫：

勿忘你我

合唱：

我們互為一切

曾經滄海難為水

何以潤解靈魂渴望

青青：

愛，分享即是珍藏

愛，由天國恩臨地壤

合唱：

愛，發乎你心我心

同源慈悲無上！

（兩人分別轉身，朝著相反方向各自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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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愛》音樂劇傳達的是世界和平的訊息，還有就是要快樂、

要彼此相愛。我一得知這個計畫時，立刻想參與演出，

因為我知道這齣音樂劇有如此美好的訊息要傳達給世界。」

科里爾‧庫里什（Kiril Kulish）
東尼獎得獎
男演員/舞者/歌手

「





第十一場

甘果垂
朝聖者聚集在甘果垂（恆河源頭）

深藍湍急的河水旁。

朝聖者：

留步！看哪！

看，甘果垂！

恆河發源地！

恆河母親，恆河媽媽！

恆河母親，恆河媽媽！

恆河母親，恆河媽媽！

（青青進場，身上披著一襲藍色紗麗服，一名朝聖者拿

起青青紗麗服的一角，拉開紗麗服，並在朝聖者手中一

一傳下去，邊傳邊圍著青青繞圈。藍布象徵恆河。）

臉上潑水！

雙手浸泡！

雙腳跳入！

將臉、手、腳浸入河中──

洗淨一切罪惡！

（青青身穿一襲素淨的白袍，從河裡出現。她離開朝聖

群眾，獨自一人，邁向喜馬拉雅山的高峰。）

（艾爾莎、柯勞斯、葛瑞塔、羅吉、年少的青青、玲

玲、羅夫等一一出現舞台，加入朝聖群眾。）

〈和平追尋者〉

艾爾莎：

從前有一位和平愛好者

全宇宙浪跡

為了尋求永恆的快樂

她走遍地球表面、太陽、月亮、雲上

朝聖者：

最後，她發現

原來快樂心隱藏在她內在

柯勞斯：

那個時候她坐下，即將享受

艾爾莎、柯勞斯和朝聖群眾：

當時她忽然看下去

看到無數的眾生，在黑暗中忙求

葛瑞塔：

因為他們尋找永恆的快樂，從外面

和她以前一樣弄錯，百千萬劫

葛瑞塔和朝聖群眾：

她感動地流淚

玲玲：

一滴

羅吉、年少的青青：

二滴

全體：

還有無數滴

羅夫：

立刻虛空充滿閃亮的珠寶

全體：

這個，我們說星宿

它們白天很害羞

晚上又不能睡覺

對那些要找真理的人

星宿永恆照亮

這個奧妙道

啟示永恆的快樂與和平

啟示永恆的快樂與和平

（青青最後登上舞台布景後方的最高處，轉身面向觀

眾，雙手前伸高舉顯現已成道並感到喜悅的樣子，一道

強烈的耀眼白光籠罩著她。）

（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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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虛空充滿閃亮的珠寶

這個，我們說星宿

對那些要找真理的人

星宿永恆照亮

這個奧妙道

節選自〈和平追尋者〉
清海無上師三十幾歲的詩作





照片回顧（清海無上師與她的前夫Dr. Dr. Rolf G.合照）

德國黑森林 ～ 1979年 義大利拉帕洛 ～ 1980年代早期

義大利拉帕洛 ～ 1980年代早期 義大利拉帕洛 ～ 1980年代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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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朝聖 ～ 1980年代早期

德國 ～ 1980年代早期 德國慕尼黑 ～ 1980年代早期

德國 ～ 1980年代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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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簡介



清海無上師（純素者）
法國 ─ 2009年8月15日



清海無上師

清海無上師是世界知名的靈性導師、慈善

家、作家、詩人暨藝術家，她的願景是眾生

得以同享一個真、善、美的世界。

清海無上師生於悠樂中部，早年赴歐洲留

學，並在當地的紅十字會工作。她很快便發

現世界處處充滿苦難，因此決心尋找解除苦

難的方法，並以此為人生的首要目標。

當時她已與一位德國醫生結婚，過著幸福美

滿的婚姻生活，儘管分離對他們兩人而言，

都是極艱難的決定，她的先生仍然同意了。

她隨即獨自啟程，展開尋求靈性開悟之旅，

最後在遙遠的印度喜馬拉雅山，獲得一位真

正的明師傳給她觀內在光和音的神聖法門，

她後來稱這個法門為「觀音法門」。她在經

過一段時間的精進修行後，達到完全證悟的

境界。

清海無上師離開喜馬拉雅山不久後，應前來

求道者的誠心懇求，開始分享觀音法門，

讓他人也能重新找到偉大的真我與快樂的源

頭；她更廣受各國政府和各可敬組織的邀

請，進行無數場演講。

清海無上師將她個人的藝術創作所得，慷慨

捐贈給全球許多慈善計畫，以幫助有需要

的人們，並保護我們弱小的動物朋友們與環

境。在她的引導與啟迪下，成立了全球電視

頻道「無上師電視台」，全部播放具有建設

性的節目，以促進世界益趨和平。

清海無上師曾獲頒無數獎項，表揚她無我的

服務及對於藝術的貢獻，其中包含「人權促

進獎」，2002年「洛杉磯音樂週表揚狀」

，2006年「顧氏和平獎」，第27屆「泰利

獎」的最高榮譽「銀像獎」，2008年「美

國積極生活總統獎」以及2010年的「美國

義工服務總統獎」等。

清海無上師對於地球上所有居民的關懷照

顧，持續感動且激勵了無數人，而她過著純

素的生活方式，更反映出她慈悲為懷的愛心

和環保的價值觀。

「那些生物學家、藝術家和藝術愛好者，內

心深處都蘊藏著一份對生命的愛。我們都擁

有像藝術家或科學家們一樣的敏覺力，我們

只是必須重新啟動並培養這些品質而已。因

此，我們都應盡力在世界上傳遞正面、快樂

的意念，減少悲傷與痛苦，讓我們自己和地

球上的眾生都生活在愛與和平之中。」

清海無上師
泰國 ─ 2011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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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充滿愛力和宇宙意識的美麗故事。」

林恩‧溫特史黛拉（Lynne Wintersteller）
女高音

「這齣音樂劇匯聚

這麼多才華洋溢的明星，

許多葛萊美獎、

奧斯卡金像獎和

艾美獎得主

都一起共襄盛舉，

真是令人驚嘆不已！

我看到清海無上師

所做的一切都是

為了和平與愛，

我們也應當在任何

有需要的地方，

將和平與愛

傳送給所有眾生。」

格蘭特‧亞歷山大（Grant 
Aleksander）－素食者
獲4次艾美獎提名男演員

「我對清海無上師的整個理念以及為動

物所做的善行非常欽佩，我認為她一直

在奉獻自己，這是多麼美好的事。她是如

此慷慨，我非常欣賞她。」

迪克‧范‧派登（Dick Van Patten）
男演員（《八寶喜事》－Eight Is Enough）

「我在無線電城音樂廳

工作多年，那是一個很

大的表演場地，有6000

個座位，但我從來沒有

經歷過任何像《真愛》

音樂劇這樣，能在那麼

短的時間內有如此盛大

的演出。」

唐‧皮蓬（Don Pippin）
東尼獎與艾美獎得獎作曲家
暨音樂總監

「通常我是在台上演出，這次能在觀眾席中，聆賞這齣
美妙動人的音樂劇，真令我感到興奮不已。」

佛蘿倫斯‧拉魯（Florence LaRue）
葛萊美獎得獎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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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

大衛‧夏爾（David Shire）比爾‧康迪（Bill Conti）

奧斯卡金像獎暨
5次艾美獎得主

比爾‧康迪是好萊塢最著名的電影、電視
作曲家暨指揮家之一。1983年他以電影
《太空先鋒》（The Right Stuff）贏得奧斯卡
金像獎的「最佳原創配樂獎」，並2度入圍
奧斯卡金像獎的「最佳原創歌曲獎」：一次
是1976年賣座鉅片《洛基》（Rocky）的主
題曲《展翅高飛》（Gonna Fly Now），另一
次則是1981年007龐德電影《最高機密》
(For Your Eyes Only)的主題曲，由英國女
歌手席娜‧伊斯頓（Sheena Easton）演唱。

康迪先生畢業於茱莉亞音樂學院，曾為70
多部風格迥異的電影劇情片作曲，其中包
含《小子難纏》（The Karate Kid）、《天羅地
網》（The Thomas Crown Affair）、以及《小
鬼闖天關》（The Adventures of Huck Finn）
等。他豐富精彩的作品也涵蓋了膾炙人口
的電視節目主題曲，這些節目如：《早安美
國》（Good Morning America）、《富人和名
人的生活方式》（The Lifestyles of the Rich 
and Famous）、ABC體育台和《新聞內幕》
（Inside Edition），他在電視界的成就更獲
得5座艾美獎的肯定。

康迪先生曾在全球現場直播的奧斯卡金
像獎頒獎典禮上，擔任音樂總監，而且
次數高達19次，他也是國際知名管弦樂
團廣受歡迎的指揮。美國在華盛頓特區
的福特劇院舉辦國慶盛會時，他更曾榮
任慶典的音樂總監，當時美國總統歐巴
馬也是座上嘉賓。 

康迪先生獲獎無數，並留名於好萊塢星光
大道的一顆星形獎章中。

艾爾‧卡夏（Al Kasha）

2次奧斯卡
金像獎得主

艾爾‧卡夏是一位極具天分的作曲家與出
色的作詞家，縱橫樂壇50餘載，製作過許
多暢銷唱片，貓王艾維斯‧普里斯萊（Elvis 
Presley）、艾瑞莎‧弗蘭克林（Aretha Franklin）
、 唐娜‧桑默（Donna Summer）等許多巨
星，都曾演唱過他的作品。

他為電影《海神號歷險記》（The Poseidon 
Adventure）創作的主題曲《清晨將至》（The 
Morning After），以及為電影《火燒摩天樓》
（The Towering Inferno）所作的主題曲《我
們無法再如此相愛》（We May Never Love 
Like This Again），各為他贏得一座奧斯卡金
像獎的最佳電影歌曲獎。除此之外，卡夏
先生也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配樂歌曲，
包括為迪士尼的經典真人動畫歌舞片《妙
妙龍》（Pete's Dragon）所寫的歌曲，更因此
而榮獲2項奧斯卡獎提名。卡夏先生的成
就尚有：為經典動畫片《天堂狗歷險記》
（All Dogs Go to Heaven）所寫的配樂，使他
榮獲菲尼克斯獎（Fennecus Award）的最佳
歌曲及配樂獎；而為迪士尼電影《辣媽辣
妹》（Freaky Friday）及由約翰‧古德曼（John 
Goodman）和琥碧‧戈柏（Whoopi Goldberg）
主演的《紅鼻子馴鹿魯道夫》（Rudolph, the 
Red-Nosed Reindeer）所譜寫的配樂，則榮
獲金球獎提名。

在戲劇方面，卡夏先生曾兩度榮獲東尼
獎提名：一次是為音樂劇《七對佳偶》
（Seven Brides for Seven Brothers）所寫的
配樂，入圍最佳原創配樂獎；另一次則是
為改編自查爾斯‧狄更斯經典名作《塊
肉餘生錄》（Copperfield）的百老匯同名
音樂劇所寫的配樂，也同樣入圍東尼獎
的最佳原創配樂獎。

此外，卡夏先生也曾榮獲2次葛萊美獎提
名、4次金球獎提名，並獲得全美觀眾票選
獎，他更於2011年2月榮獲電影指南獎的
終生成就獎。

道格‧卡薩羅斯
（Doug Katsaros）

艾美獎得主

道格‧卡薩羅斯是一位專注投入的作曲
家、編曲家、管弦樂編曲家、聲樂家、指揮
家與鍵盤手。他曾與唐尼‧奧斯蒙（Donny 
Osmond）、洛‧史都華（Rod Stewart）、葛洛
麗雅‧伊斯特芬（Gloria Estefan）、艾爾頓強
爵士（Sir Elton John）、邦‧喬飛（Bon Jovi）
、法蘭克‧辛納屈（Frank Sinatra）、「彼得、
保羅與瑪莉」三重唱（Peter Paul & Mary）以
及雪兒（Cher）等巨星合作過，不勝枚舉。

在戲劇方面，卡薩羅斯先生曾為百老匯
及外百老匯的許多劇作擔任過作曲、編
曲、指揮以及管弦樂編曲，諸如：《非請
莫笑》（Laughing Room Only）、《生活》
（The Life）、《渾身是勁》（Footloose）、
《洛基恐怖秀》（The Rocky Horror Show）
、《星鑽》（Diamonds）；獲得外圈劇評人
獎（Outer Critics Circle Award）的《對了，我
的名字是愛麗絲》（A… My Name Is Alice）
及《毒魔復仇》（The Toxic Avenger）。他為
外百老匯音樂劇《聖壇男孩》（Altar Boyz）
所譜寫的作品，榮獲劇評人獎（Drama Desk 
Award）傑出管弦樂編曲的提名。

2012年，他以《加入我們的遊行吧》（Won't 
You Join Our Parade）這首第85屆梅西百貨
感恩節大遊行的主題歌曲，與威廉‧史莫
宏（William Schermerhorn）共同獲得艾美
獎的最佳原創音樂獎。

而他為受歡迎的電視動畫影集《踢克超人》
（The Tick）、《FBI探員曼庫索》（Mancuso 
FBI）與美國廣播公司《下課花路米》節目
（ABC's Afterschool Specials） 所創作的音
樂，也榮獲艾美獎最佳作曲獎的提名。

他在電視方面的其他作品包括：為《吉姆
漢森的說書人》（The Jim Henson Hour）、
《賴瑞‧金現場》（Larry King Live）所寫
的主題曲，以及《美能牌》（By Mennen）
這首很紅的廣告歌曲；在電影方面則有為
莎拉‧潔西卡‧帕克（Sarah Jessica Parker）
主演的《愛在布魯克林橋》（If Lucy Fell）
，以及為珊卓‧布拉克（Sandra Bullock）主
演的《我與暴徒》（Me and the Mob）等電
影所譜寫的配樂。

唐‧皮蓬（Don Pippin）

東尼獎暨
艾美獎得主

唐‧皮蓬是百老匯最受尊崇的音樂總監
和作曲家之一，他監製過的作品包含音樂
劇《小酒館》（Cabaret）、《麥克與美寶》
（Mack and Mabel）、《歡樂梅姑》（Mame）
、《一籠傻鳥》（La Cage aux Folles）等，並以
《孤雛淚》（Oliver!）獲得東尼獎殊榮，以
《獻給朱爾史坦》（The Music of Jule Styne）
獲得艾美獎的百老匯最佳演唱歌曲。劇評
人獎表揚他對劇場界的貢獻，而百老匯經
典名劇《歌舞線上》（A Chorus Line）則為
他寫下金唱片的記錄。

他曾在紐約著名的無線電城音樂廳擔任12
年的音樂總監，並擔任過波士頓大眾管弦
樂團、洛杉磯和紐約愛樂管弦樂團，以及英
國皇家愛樂管弦樂團等著名大型樂團的客
席指揮。此外，由皮蓬先生擔任音樂總監
的大型音樂活動包括：《亞倫‧傑‧勒納之
夜》（An Evening with Alan Jay Lerner）慈善
音樂會，在卡內基音樂廳與倫敦愛德華王子
劇院演出、為美國當代音樂劇大師科爾‧波
特（Cole Porter）所舉辦的百年冥誕慶典，
以及在好萊塢露天劇場（Hollywood Bowl）
演出、由眾多歌星演唱傑瑞‧赫爾曼創作
的音樂劇歌曲之電視特別節目《傑瑞‧赫
爾曼的百老匯》（Jerry Herman's Broadway）
。他也與瑪麗蓮‧霍恩（Marilyn Horne）一
起巡迴演出，包括她在美國前總統柯林頓
就職典禮上的表演。

皮蓬先生是受古典音樂訓練的鋼琴家，
曾為佩姬‧李（Peggy Lee）、法蘭克‧辛
納屈（Frank Sinatra）、安琪拉‧蘭斯貝瑞
（Angela Lansbury）、茱莉‧安德魯斯 （Julie 
Andrews）、東尼‧班奈特（Tony Bennett）
等許多巨星伴奏。

目前，皮蓬先生最愛與他極富愛心的太
太一起，與所認養的動物夥伴們共度美
好時光。

奧斯卡金像獎暨
2次葛萊美獎得主

大衛‧夏爾曾因譜寫電影《諾瑪蕾》（Norma 
Rae）中的歌曲《本該如此》（It Goes Like It 
Goes），榮獲奧斯卡金像獎，而他為電影
《週末夜狂熱》（Saturday Night Fever）所作
的原創音樂，更使他榮獲2次葛萊美獎。由
他配樂的眾多知名電影包括：《對話》（The 
Conversation）、《亡命快劫》（The Taking of 
Pelham 1-2-3）、《大陰謀》（All the President's 
Men）及《索命黃道帶》（Zodiac）。許多巨
星都曾演唱並灌錄過他所創作的歌曲，其
中包括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
瑪麗莎‧曼徹斯特（Melissa Manchester）、
凡妮莎‧威廉斯（Vanessa Williams）、珍妮
佛‧沃妮絲（Jennifer Warnes），以及茱莉‧
安德魯斯（Julie Andrews）等，不勝枚舉。

夏爾先生為百老匯音樂劇《寶寶》（Baby）
及《飛進未來》（Big）所譜的音樂，皆
入圍東尼獎的最佳配樂獎。而他為外百老
匯譜曲的劇目則包括：曾入圍葛萊美獎的
音樂劇《從此時此刻開始》（Starting Here, 
Starting Now），和獲得外百老匯劇評人獎
的《從未這樣親近》（Closer Than Ever）。

他為許多著名電視劇所寫的配樂，更使他5
度入圍艾美獎，這些電視劇包括：由葛倫‧
克洛斯（Glenn Close）主演的《樸素又高大
的莎拉》（Sarah, Plain and Tall）、克里斯多
福‧李維（Christopher Reeve）主演的《後窗》
（Rear Window）、《火狐一號出擊》（Raid 
on Entebbe），以及由歐普拉‧溫芙蕾（Oprah 
Winfrey）製作的《布魯斯特街的女人們》
（The Women of Brewster Place）。

夏爾先生更與他才華洋溢的太太──曾演
出《火爆浪子》（Grease）的女星迪迪‧康恩
（Didi Conn），一起創作兒童音樂劇的電視
影集《迪迪歷險記》（Didi Lightful）。夏爾先
生除了擔任作曲家與作詞家協會的大使，也
擔任美國劇作家協會的執行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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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尼獎得主

演員與特邀明星

喬安娜‧安皮爾（Joanna Ampil）
飾演青青（Thanh）

得獎的國際戲劇女演員喬安娜‧安皮爾，在倫敦西區
劇院及其故鄉菲律賓均享負盛名。她曾與安德魯‧洛
伊‧韋伯爵士（Lord Andrew Lloyd Webber）、克勞德-米
歇爾‧勳伯格（Claude-Michel Schönberg）、傑森‧羅伯
特‧布朗（Jason Robert Brown）以及其他許多巨星合作
過。她除了在《西貢小姐》（Miss Saigon）這齣音樂劇
中飾演主角「金」（Kim）之外，也演出其他許多部音樂
劇，其中包括《萬世巨星》（Jesus Christ Superstar）、《
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吉屋出租》（Rent）與
《Q大道》（Avenue Q）。

葛蘿莉‧柯達（Glory Curda）
飾演玲玲（Linh）

葛蘿莉曾在西岸劇團推出的音樂劇《玫瑰舞后》
（Gypsy）中飾演「氣球女孩」一角，這是她首次在職業
劇場的演出。她近來的電視演出包括：美國國家廣播
公司的《法網遊龍：特案組》（Law & Order: SVU）和美
國廣播公司家庭頻道的《體操公主》（Make It or Break 
It），而她最近的電影作品是在《滿袋花香》（Pocketful 
of Posey）中擔綱演出，飾演主角妮莉（Nellie）。

戴西‧伊根（Daisy Eagan）
飾演葛瑞塔（Greta）

戴西‧伊根因飾演《秘密花園》（The Secret Garden）
的瑪麗（Mary Lennox）一角，而成為東尼獎有史以來
最年輕的得獎女星。她其他的戲劇演出包括《悲慘世
界》（Les Misérables）、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
的《死者》（The Dead），並因演出《瘋狂派對》（The 
Wild Party）而獲頒《洛杉磯週報》音樂劇類最佳女配角
獎。她的電影及電視作品則包括《生母養母的戰爭》
（Losing Isaiah）、《失蹤現場》（Without a Trace）、《靈感
應》（Ghost Whisperer）和《數字搜查線》（Numb3rs）。

卡荻‧胡夫曼（Cady Huffman）
飾演艾爾莎（Elsa）

東尼獎得主

卡荻‧胡夫曼在百老匯最為人知的成就，應是在《金
牌製作人》（The Producers）中飾演烏拉（Ulla）而獲得
東尼獎。卡荻在所主演的電影中，曾在《企業風暴》
（The Company Men）裡與班‧艾佛列克（Ben Affleck）及
克里斯‧庫柏（Chris Cooper）演對手戲，也與達斯汀‧霍
夫曼（Dustin Hoffman）、吉娜‧戴維斯（Geena Davis）
及安迪‧賈西亞（Andy Garcia）共同演出《小人物大英
雄》（Hero）。她也參與了許多電視演出，包括《人生如
戲》（Curb Your Enthusiasm）、《為你瘋狂》（Mad About 
You）和《歡樂一家親》（Frasier）。

貝蒂‧芭克利（Betty Buckley）

東尼獎得主

備受讚揚的貝蒂．芭克利，曾在著名百老匯音樂劇《貓》
（Cats）的原班卡司中飾演葛莉莎貝拉（Grizabella）一
角，而榮獲東尼獎。她也在《愛的勝利》（Triumph of 
Love）中演出海絲爾妮（Hesione）一角，獲得東尼獎提
名；又在《日落大道》（Sunset Boulevard）中飾演諾瑪
（Norma Desmond），獲得英國勞倫斯奧利佛獎（Laurence 
Olivier Award）提名。她的個人演唱專輯及有聲書，曾2
次獲得葛萊美獎提名。貝蒂也曾參與電視影集《八寶
喜事》（Eight Is Enough）的演出，並演出《魔女嘉莉》
（Carrie）、《溫柔的慈悲》（Tender Mercies）和《破天
慌》（The Happening）等多部電影。

菲麗帕‧喬妲諾（Filippa Giordano）

義大利得獎歌星菲麗帕‧喬妲諾的歌唱專輯曾登上
全球古典音樂暢銷排行榜，並獲金唱片佳績。她曾
與知名合唱團ABBA中的女主唱菲達（Frida），以及
奧斯卡金像獎得主范吉利斯（Vangelis）同台演唱，
並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表演過，
也曾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上演出。在2000年時，英國查
爾斯王子（HRH Prince Charles of Wales）邀請菲麗帕舉
辦一場音樂會；同年，她也很榮幸與紐約市長麥克‧彭
博（Michael Bloomberg）一同主持晚宴盛會。

雪莉‧瓊斯（Shirley Jones）
飾演婆婆

奧斯卡金像獎得主

奧斯卡金像獎得主暨獲3次艾美獎提名的雪莉‧瓊
斯，由於在《旋轉木馬》（Carousel）、《奧克拉荷馬》
（Oklahoma!）、《歡樂音樂妙無窮》（The Music Man）
等一系列音樂歌舞片中扮演健康形象的角色，被暱稱
為美國的灰姑娘甜心。她在1960年演出《孽海癡魂》
（Elmer Gantry），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女配角獎，
也由於在電視影集《鷓鴣家庭合唱團》（The Partridge 
Family）中演出家長一角而馳名。

特倫特‧科瓦利克（Trent Kowalik）

東尼獎得主

身為東尼獎得獎演員、舞者及歌手的特倫特‧科瓦利
克，首次在劇場演出是在音樂劇《舞動人生》（Billy 
Elliot）中飾演比利，這部音樂劇由艾爾頓‧強爵士（Sir 
Elton John）作曲，歌詞及劇本則由李霍爾（Lee Hall）
撰寫，特倫特由於演出這齣音樂劇而獲得東尼獎最佳
男演員獎、弗雷德‧阿斯泰爾獎（Fred Astaire Award）
、劇場世界獎（Theatre World Award）和圈外劇評人獎
的特別成就獎（Outer Critics Circle Special Achievement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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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恩‧溫特史黛拉
（Lynne Wintersteller）

穆因‧杰漢（Mueen Jahan）
飾演羅吉/印度苦行僧（Rajeev/Sadhu）

擁有藝術碩士學位的穆因，曾參與演出許多知名的戲
劇作品，諸如：《孟買夢》（Bombay Dreams）、《家寶/
喀布爾》（Homebody/Kabul）、《伽利略》（Galileo）、
《愛在黎明前》（Suburbia）、《雪后》（Snow Queen）
、《恐怖迎腥會》（Asylum）（他因演出此劇而獲洛杉
磯讚賞獎提名），及《無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另外，他在電視及電影的演出作品則有
《美利堅頌歌》（An American Carol）、《勝利之歌》
（Victorious）、《黑道家族》（The Sopranos）、《法網
遊龍》（Law & Order），以及《杰‧雷諾今夜秀》（The 
Tonight Show with Jay Leno）。

亞當‧帕斯卡（Adam Pascal）
飾演羅夫（Rolf）

東尼獎入圍者

亞當‧帕斯卡因在美國及英國音樂劇《吉屋出租》
（Rent）的原班卡司中飾演羅傑‧戴維斯一角，而入
圍東尼獎；他後來也參與電影版《吉屋出租》的演
出。他在百老匯除了主演經典歌劇《阿伊達》（Aida）
外，也在《酒館》（Cabaret）中擔任司儀一角。亞當目
前與賴瑞‧埃多夫（Larry Edoff）共組樂團「我與賴瑞」
（Me and Larry）。

羅伯特‧托帝（Robert Torti）
飾演柯勞斯（Klaus）

東尼獎入圍者

羅伯特‧托帝因為在《星光列車》（Starlight Express）
中演出柴油引擎火車「格瑞斯博爾」（Greaseball）而成
名，並因此入圍東尼獎。他演出的戲劇作品還包括《福
音》（Godspell）（因此劇獲頒劇評獎）、《西城故事》
（West Side Story）及《火爆浪子》（Grease）。羅伯特
還演出許多電視及電影作品，包括《杜魯‧卡瑞秀》
（The Drew Carey Show）、《飛越比佛利》（Beverly Hills 
90210）、《家庭關係》（Family Ties）。他因演出音樂歌
舞片《擋不住的奇蹟》（That Thing You Do!），而獲金
唱片殊榮。

迪克‧范‧派登（Dick Van Patten）
飾演公公

迪克‧范‧派登以演出知名的劇情喜劇《八寶喜事》
（Eight Is Enough）中的大家長湯姆‧布雷福德（Tom 
Bradford）而成名，演出作品豐饒的他，共演出27部
百老匯戲劇、600個電台節目以及數十部電影和電
視影集。范．派登先生在好萊塢的星光大道有一顆
鑲有他的名字的星形獎章，他也是數本暢銷書的作
者，他的最新著作是自己的回憶錄，書名為《八十
年不嫌多》（Eighty Is Not Enough）。

科里爾‧庫里什（Kiril Kulish）

東尼獎得主

科里爾‧庫里什是東尼獎得獎男演員，也是舞者、歌
手暨音樂家。他因為在艾爾頓‧強爵士與李霍爾共同
合作的音樂劇《舞動人生》（Billy Elliot）擔綱演出比利
一角而成名，也因此獲得東尼獎音樂劇類最佳男演員
獎。他也曾獲頒弗雷德‧阿斯泰爾獎、劇場世界獎和
圈外劇評人獎的特別成就獎。

費絲‧莉維拉（Faith Rivera）

艾美獎得主

費絲‧莉維拉鼓舞人心的樂曲曾在許多受歡迎的電視
影集中播出，其中包括《急診室的春天》（ER）、《實
習醫生》（Scrubs）和《激情》（Passions）。費絲的歌曲
《長相左右》（Forever Near）在2003年得到艾美獎的
最佳原創歌曲獎。她曾出過6張個人專輯，並與得過7
次葛萊美獎的艾爾‧賈若（Al Jarreau）及備受讚賞的藝
術家布萊恩‧麥肯奈特（Brian McKnight）合作錄製歌
曲《付出你的愛》（Give Your Love），以推廣和平。

湯姆‧史密德（Tom Schmid）

湯姆‧史密德令人讚賞的渾厚高音，使他在劇場界、
電影界及電視界都令人印象深刻。他在百老匯音樂
劇《變身怪醫》（Jekyll & Hyde）中一人分飾兩角，在
《歌劇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中飾演勞爾
（Raoul），並在《真善美》（The Sound of Music）中飾
演馮‧崔普上校（Captain von Trapp）。湯姆也在影集
《慾望師奶》（Desperate Housewives）、《犯罪現場：
邁阿密》（CSI: Miami）、《尋骨線索》（Bones）、《聖女
魔咒》（Charmed）、《奇異果女孩》（Gilmore Girls）及
其他影集中擔綱演出。

林恩‧溫特史黛拉是一位女高音，也是一位女演員，她
曾在外百老匯的熱門音樂劇《從未這樣親近》（Closer 
Than Ever）中擔綱演出，並獲得劇評人獎音樂劇類別的
最佳女演員獎提名。她的其他演出作品還包括《歡唱今
宵》（A Grand Night for Singing）、《安妮》（Annie）、《伴
侶》（Company）、《理查德‧科里》（Richard Cory）（她
因演出此劇獲得紐約音樂戲劇節的最佳女演員獎），
以及《幽靈與未亡人》（The Ghost & Mrs. Muir）（也因
演出此劇而獲洛杉磯讚賞獎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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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很美好，無上師寫的詩詞非常獨特、真誠，

具有巨大的能量，散發出非常平靜、具創造力又清

新的氛圍。」
菲麗帕‧喬妲諾（Filippa Giordiano）
義大利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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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齣音樂劇喚起一種如此強烈啟發愛力的情感，

只有我內心才能體會。」

多莉絲．梅森（Doris Mason） 
                                                                    「洛杉磯音樂週」董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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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Poem 原 詩

心有何用
清海無上師廿幾歲的詩作

原文為英文

真想拋卻此心

它日日折磨刺痛

為每滴血淚的不幸  

為風波慘澹的人生！

心，珍稀貴重

賣不掉，又不能扔！

心，如此纖小細嫩

卻背負天下苦難而跳動！

多想尋綠野仙蹤

將此心摘空！

從此了斷傷疼

不復染人世悲風

心，拿來何用？

心，如何對應？

日日煎熬

夜夜創痛！

憫世界而何奈？

愛同胞又何能？

舉步皆憂患

遍野見愁容

耳，聽聞天樂

目，承接美景

唇，吟哦詩句

心卻獨自泣雨！

難以輕鬆

倘若真有來生

願作芳花一叢

作香果草樹青青

決不再世人身

作紅塵「有情」！

德國慕尼黑 ─ 1978年9月
摘錄自《蝴蝶夢》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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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Poem 原 詩

今春憶昔春
清海無上師廿幾歲的詩作

原文為悠樂文

妹啊！有否美夢

往昔春臨梅開簷廊

現居遠洋遙遙西方

無限思念心中漾漾！

兄啊！有否美夢

錦衣繡鞋紅炮滿城

雲髮披肩飄然隨風

青青草上思念託映……

昨日夢迴舊日市城

兄弟話長情意難盡

落葵湯畔濃郁送香

哄兒喃喃吊床輕盪

啊！深深懷念往昔草屋

母髮斑白柔如椰影

嚴父威儀尊似堯舜

外婆蜜飯溫雨暖午！

姊妹共遊田野芬芳

往事舊情鬱如琴音

河曾飄血浪濤翻捲

水已流逝亂亦消隕

佇立西方雪舞蒼穹

憂悒思念綠草香江！

天地惆悵誰掉淚雨

倍覺淒冷遊子離鄉！

德國慕尼黑 ─ 1979年春
摘錄自《前身足跡》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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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Poem 原 詩

君與王國
清海無上師青年時期的詩作

原文為英文

不是為了這美麗的王國

而是這裡有我愛的人

即使擁有王國所有的魅力

我不會留戀於此，如果沒有你！

啊！那閃耀的風采

照亮我思想的每個角落

也令我心不得安寧

沒有理由

無需解釋！

也許是你微笑的方式

也許是出自你雙唇的柔和語調

或是你溫暖湛藍的雙眼……

我不知是什麼！

只知你是最優雅

最俊美的男人

在這個星球上！

每個地方我都看到你

難以忘懷

對著你的相片說哈囉

送飛吻

透過窗戶

嗨，嗨！我的愛

我在這裡，你知道嗎？

我在這裡，好接近

因為你，我在這裡

因為我要跟你在一起

某位隱形的魔法師

揮舞魔棒

隔開我們的路

你被送往宏偉的宮殿

而我孤獨的留在他處……

但他永遠無法抹滅

那曾經如此強烈的感情！

我們要有耐心

有一天魔法水會失效

愛的力量將瀰漫

那最俊美的臉龐

那討人喜愛的靈氣

不再遙遠……

童話故事

從此有了幸福快樂的結局

摘錄自《曠世情人》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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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Poem 原 詩

我的明月
清海無上師的詩作
原文為英文

喔  我的明月

你的笑容多甜美

只為我而笑

啊  真歡喜！

沒人看見

無人知曉

我們對彼此的愛

雖然你關愛一切！

沒人可以

笑得如此甜美長久

只有你

你是唯一！

當我歌唱

你靜止不動

高掛於群山之上

你聆聽起舞

直到我心滿意足……

可愛、迷人的

大美人

你是銀河的佳麗

你與我分擔痛苦

    共享喜悅！

你是忠誠的

永恆摯友

你照亮我的道路

  在漆黑之中

你撫慰我的心靈

  當我正苦痛

有誰能夠

看見任何事物

勝過你的美！

我等待著你

在月缺之時

在多雲夜晚

在暴雨天空

請務必

與我同在

人生有何意義

若沒有我的明月?!

即使用全世界珍寶

交換半個你

我也不願意

閃亮美人

願我們永遠在一起  永遠

在浩瀚蒼穹中……

全世界愛你

我也愛你

感謝你成為

我的至友！

我愛你  月亮

我愛你  明月！

永遠愛你

我的明月！

摘錄自《曠世情人》詩集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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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Poem 原 詩

情濃
清海無上師青年時期的詩作
原文為悠樂文

愛宛如　比翼雙飛燕

任遨翔　天地無限

愛宛似　兩蝶舞翩然

春滿園　生命盛綻

愛有如　溪流水潺潺

千江匯　壯闊海瀾

相戀深　紅塵璀璨

相愛永　寰宇同歡

相愛真　人生唯一

蒼茫世　何所掛念

觀世變　高嶺成平川

河海枯　江山淪陷

唯獨見　愛在人間

滿蒼穹　遍及無限

呵，只要相愛

今生完滿

倆心魂　茁壯氣軒昂

身困塵暴　心在天堂

狂風驟雨　不倉皇

愛戀深

身外萬物忘

處處是天堂

我與你

夏娃與亞當﹗

摘錄自《金銅回憶》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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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Poem 原 詩

相知以來
清海無上師廿幾歲的詩作
原文為英文

於子之靜謐　我尋得自己

於子之泰然  我重享安寧

多少暗夜裡──輕柔　恬靜

你潺潺細語撫平我心狂亂

至情戀人！

輪迴百轉　誓諾千般

可依然記得 

累世纏綿　海枯石爛？……

……昔日情海揚帆　汲汲尋覓真愛

無奈　韻事多平淡　探險終倦煩

多少次　紅塵翻飛亂

我迷惘　困惑　悵然

過往風浪　如今煙散

你愛如春泉沁涼　平息我心火焚燃

航程漫漫　終盡了 

此岸歇帆　永停泊

德國Calmbach ─ 1979年
摘錄自《失落的回憶》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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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Poem 原 詩

週末之思
清海無上師廿幾歲的詩作
原文為英文

今晨在你臂彎醒來 

假期將盡

相思　已悄然來襲

難禁思緒翻飛

幾日後又是別離

我心與你相繫

人　卻分隔兩地！

……遠離你 

猜疑　寂寞　

窗外紛紛飛來！

無法思考　願諸事盡拋

奔向你

而你是否

期盼我到來？……

德國Allach ─ 1979年8月
摘錄自《失落的回憶》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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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Poem 原 詩

自 白
清海無上師三十幾歲的詩作

原文為悠樂文

曾有許久  我在虛偽中周旋

愛意未萌已經情誓滿天

口如蜜餞一般香甜醉人

話雖如盛夏  而心卻是冬天

在這場交易中我是輸還是贏呢？

絞盡了心力  又換回浮生幾錢？

我圓圓大腹是眾生的墳墓

血肉和屍骨滋養我到今天！

我曾有無數奢侈的夢幻

日夜不忘和世人比攀

肉身的慾望燃燒著身軀

靈魂仍然因孤單而痛苦痙攣！

走過無數海岸  泥濘或枯乾

曾洗盡鉛華  又脂粉重染

曾貪求名節  財富和豪宅大院

為豐足的生活而出賣理想

無數的災難終於令我猛醒

難道那就是生活  我問自己

不出幾個十年  身軀就會消蹤匿跡

名望財富  又有什麼意義？

當青春的紅潤褪盡  斑白染上兩鬢

何處又是今生的歸依？

當呼吸停止  面前是再生還是死寂？

耶穌和佛陀都談到天堂地獄

今日以眼觀心  我不知

生命是否仍在繼續

抑或死神將要到臨？

義大利 ─ 1980年
摘錄自《往日時光》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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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Poem 原 詩

跋涉尋覓
節選自清海無上師青年時期的詩作

跋涉尋覓

一點愛心，

一點愛心！

散播於十方種類1

劃破巨濤浪

飛躍古叢林

衝出狂風圈

橫越暴雨天2

跋涉尋覓

一點愛心，

一點愛心！1

你必須呼吸

天堂的空氣

你必須順著

風行的方向3

隨沙鷗伸展雙翼

迎接那初升的朝曦3

花蕊無語

唯上帝，化現於萬有！4

跋涉尋覓

一點愛心，

一點愛心！

跋涉尋覓

一點愛心，

一點愛心！

散播於十方種類

1〈幾許失望〉
原文為悠樂文
摘錄自《無子詩》詩集

2〈獨行〉
原文為悠樂文
摘錄自《無子詩》詩集

3〈吶喊〉
原文為英文
摘錄自《往日時光》詩集

4〈感恩〉
原文為英文
摘錄自《蝴蝶夢》詩集

備註：這首歌曲共節選四首原創詩作，
      為使詩文流暢，翻譯文字已微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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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齣音樂劇很美，真的扣人心弦。第一幕的最後一首歌〈留言〉

讓我非常感動。」
比佛利‧波梅潤慈（Beverly Pomerantz）
選角指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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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Poem 原 詩

留言
清海無上師三十幾歲的詩作
原文為悠樂文

汝回只見花草

院冷清　門已空！

縱我心鐵肝銅

軟化，熱淚已傷

為何生此＊娑婆

汝苦累　吾憂傷

何劫誓約相守

陷因緣網，此生！   

請汝減憂輕愁

讓我也少奮掙

一人尋求修道

一人世獨一身

    ＊＊＊

何時明覺真法

引汝脫了塵間

＊娑婆：梵文，意指塵世間

德國慕尼黑 ─ 1980年代早期
摘錄自《蝴蝶夢》詩集

吾愛汝
清海無上師三十幾歲的詩作
原文為悠樂文

愛汝彷彿吾愛己

似愛山河與五洲

明日別離誰哭泣

一拜償汝深切義！

      ＊＊＊  

誰知何時才相逢

憐汝青絲情已老

      ＊＊＊    

盼我伸手入高天

期許滄海田夷平！

德國慕尼黑 ─ 1980年代早期
摘錄自《無子詩》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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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Poem 原 詩

尋佛
清海無上師三十幾歲的詩作
原文為悠樂文

我往各處尋找佛

拋絲忘絨留愛戚！

看人生如路客棧

功名鼎鐘一場戲

我各地找佛誕生

竣山浩海祂何處？

世界人類滿艱苦

恆沙種類望祢足

南無當來彌勒佛

慈悲憐愛救眾生

毫光啟亮無明世

聖靈降渡苦難間！……

 
印度 McLeod Ganj ─ 1980年代早期
摘錄自《無子詩》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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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Poem 原 詩只有今天要休息而已
清海無上師三十幾歲的詩作
原文為英文

即使世界的愛人也會可憐我的心

但是您好像冷漠

世界的愛人隨時可以相見

可是您的門永遠不開

鎖上，冷清高雅！

每次我要進去還是沒辦法

門依舊關著

還有窗簾永遠掛

發出只有微弱的光，從內在

但是您的容貌不能看見

您在裡面我曉得

就是您的門我不能開

有一天我一定帶一隻鎚子

        ＊＊＊＊＊

我知道我不值得

但是我可以保證，任何人都一樣

所以師父，不要慢慢

快點把我從黑暗的深淵拉上來

放我在一個暖和有陽光的地方

享受您無量的疼愛

師父！您是不是還有人類的耳朵？

您應該有！

否則您聽不到我心求的聲音

我想明天我要買一副人類耳朵送給您

        ＊＊＊＊＊

我懷疑您的心已失

路上，在您上去天國時

否則您會認識我的苦心

因為它現在掛在肩膀

懇求要供養

師父，如果您真的失掉人心

拿我的！

這樣子您會有同情心

可以認識我們學生修行的渴望

您有無限救命水

怎麼一二滴都不給？

我們已經口渴好幾千萬劫

          ＊＊＊＊＊

師父啊！您一定有失掉您的人眼

現在您的佛眼開了嘛！

所以您看不到我在一個孤單的角落等您

渴望到人快消失

您只看到輝煌美麗的高境界

對您來講

如果我在黑暗的地球爬來爬去

都無所謂

噢！聽說您是完美的菩薩

怎麼眼睛不在？

我很歡喜供養您──我凡夫的眼睛

請您裝上去吧！

二十四小時

這樣子您才能夠看得到

我已經變得如何軟弱

已久，走在寂寞的路上

天天尋求您忽現的容貌

          ＊＊＊＊＊

整個早上，我單獨坐在這邊

等著您

但是您沒有來

整個下午，我單獨坐在這邊

在我的深心山洞

整個宇宙都看出我的耐心

您還是不來

整個晚上，我的眼睛合不上

等您在我黑暗的房子

甚至一道光您也不照到

師父！好啊！您走

隨願可去

我的心已碎

我的忍辱已失

我只是一個軟弱俗子

我們的馬拉松競賽我一定放棄

（只有今天要休息而已）

1980年代
摘錄自《沈默的眼淚》詩集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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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Poem 原 詩

思念否？
清海無上師青年時期的詩作
原文為悠樂文

你天邊遠走

我此間守候

欲問你湖色深眸      

藏幾多離愁? 

寒波澹水各漂流

玫瑰花簇凝孤愁

擁被枕寂寞

入夢雲月遊

盼遠人未返

嘆萬事索然

欲問你飽滿豐唇

含幾多想念？

海鷗低飛戀風帆

心事訴舟船

遠眺海灣空午後

芳息化思念

日夜如流水

思君永不斷

摘錄自《金銅回憶》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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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Poem 原 詩

恆河畔
清海無上師三十幾歲的詩作
原文為英文

願坐恆河之畔

聞波濤湮滅

鳶鳴水天

願坐恆河之岸

看忘川消逝

覺音清遠

祢揚我生命之帆

乘江流海瀾

明朝輕舟還鄉

共赴彼岸

願坐恆河之畔

憶您眸盈熱淚

歎悲情世間

印度恆河 ─ 1980年代早期
摘錄自《蝴蝶夢》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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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Poem 原 詩

今生若非有你
清海無上師廿幾歲時的詩作
原文為英文

今生若非有你

已奔嫦娥仙居

廣寒宮前獨倚

如喪家犬憂鬱！

 

今生若非有你

我將千般孤淒

宛如向陽花般

不見日光和煦！

 

今生若非有你

我將何處飄零？

或歸庵寺青燈

常伴孤尼清影 

更歎此身伶仃！

德國慕尼黑 ─ 1979年秋
摘錄自《失落的回憶》詩集

245

真愛 The Real Love



246 真愛 The Real Love



247真愛 The Real Love



這真是個了不起的故事，對於像清海無上師這樣在墜入愛河後，卻又為了要邁

向更崇高的道路而不得不割捨那份愛情的人而言，這是多麼艱難的課題呀！

我在欣賞此劇時，不禁數度落淚。」

斯多米．賽克斯（Stormy Sacks）
作曲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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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Poem 原 詩

相聚時光
清海無上師廿幾歲的詩作

原文為英文

你我共度的時光

我會永久珍藏

勿忘溫馨記憶，只因

愛是唯一至上

誰說世界無常？

執子手──永世芬芳

當靈魂合而為一

夢與真琴瑟交響

內心寧，天下祥

當下即見天堂！

當靈魂覓得真愛，深處有

天國之花綻放

生於上帝，生於人

生於幸福無疆

步入美，遊於至樂

盡情歡笑歌唱

勿忘我，勿忘你我

我們互為一切

曾經滄海難為水

何以潤解靈魂渴望？

愛，分享即是珍藏

愛，由天國恩臨地壤

愛，發乎你心我心

同源慈悲無上！

摘錄自《蝴蝶夢》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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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Poem 原 詩

和平追尋者
清海無上師三十幾歲的詩作
原文為英文

從前有一位和平愛好者

全宇宙浪跡

為了尋求永恆的快樂

她走遍地球表面、太陽、月亮、雲上

最後，她發現

原來快樂心隱藏在她內在

那個時候她坐下，即將享受

當時她忽然看下去

看到無數的眾生，在黑暗中忙求

因為他們尋找永恆的快樂，從外面

和她以前一樣弄錯，百千萬劫

她感動地流淚

一滴、二滴、還有無數滴

立刻虛空充滿閃亮的珠寶

這個，我們說星宿

它們白天很害羞

晚上又不能睡覺

對那些要找真理的人

星宿永恆照亮

這個奧妙道

啟示他們一位聖人的大悲心

1980年代
摘錄自《沈默的眼淚》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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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最後結局時，我哭了，我熱愛這齣音樂劇，具有不可思議的製作

價值。最後一曲〈和平追尋者〉很動聽，讓我感動落淚。我隨著

劇中人物感受到一種淨化，那真是很美妙的時刻。

我很榮幸能與無上師見面，她很真誠。世上有許多人講的話跟

無上師說的很相似，但不是出於真心，而她卻是真心的。她是如此

充滿愛心，慷慨、仁慈並善解人意。」

凱瑞‧布朗（Cary Brown）（純素者）
3度艾美獎得獎電影製作人
美國加州第41區議會代表

「



我只想說謝謝您，無上師，萬分感謝您過去及現在為人類所做的一切貢獻。

也很感謝您促成這齣非常美妙感人的音樂劇，它完全是出於您的詩作

以及您對人類的愛。我們感謝您，我們大家都感恩您。」

雪莉‧瓊斯（Shirley Jones）
奧斯卡金像獎得獎
女演員/歌手

「





「這是一個最美麗、最鼓舞人心的時刻。」
                            卡蘿‧康納斯（Carol Connors）
                            獲2次奧斯卡金像獎提名創作歌手

「我從《真愛》音樂劇了解到，清海無上師真心

悲憫與關愛受苦的人，因而捨棄幸福的婚姻和

無憂無慮的生活，前往追求靈性開悟。

地球能夠保存至今，都要感謝清海無上師及眾

生共同付出真愛，將來我們需要更多的愛，以持

續保護地球的安康。

我十分贊同清海無上師傳達的訊息，在這個時

代，將純素主義付諸實踐才是真愛。」

李在庸博士（Dr. Lee Jae-Yong）
韓國第十任環境部長

「清海無上師是位了不起的女性。我的意思是，

她非常神聖，但又不拘泥於任何宗教形式，這讓我留下非

常深刻的印象。

我十分喜歡她這些以詩入歌的作品，讓我想起鮑勃‧迪倫

（Bob Dylan）那種充滿真誠、奉獻、毫不虛假的風格，我好

喜歡。演員們的演出很真摯，栩栩刻劃出她的生命歷程。」

邁可‧勒納（Michael Lerner）
獲奧斯卡金像獎提名男演員 

「真是太不可思議了，故事非常美好又

溫馨感人，是人人都會喜歡的劇情。欣賞這齣音

樂劇就是個恩賜，令人覺得今晚過後，會想要去

做些好事……不再只想到自己，而會多想到全人

類。」

泰瑞莎‧甘賽爾（Teresa Ganzel）
女配音員《瓦力》（WALL-E）、《怪獸電力公司》（Monsters, Inc.）

「《真愛》唱出我們的真情

至性，讓人沉醉其中，也啟迪了我們的靈性……」

艾維琳‧克里斯特-達薩（Evelyne Christ-Dassas）
法國女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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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而言，真愛是指愛人類同胞和萬物夥伴，愛動物王國裡所有

的動物。我完全支持素食主義和清海無上師的所有洞見。」

小艾德‧伯格里（Ed Begley, Jr.）
純素者
獲6次艾美獎提名男演員

「這齣戲太精采了，是罕見的百

老匯風格佳作，我非常喜歡。

一想到『真愛』，內心便浮現各種不

同的意涵。最先想到的是，上帝是傳

送真愛的源頭，端視我們自己是否確

實將真愛付諸行動，這點正好與清海

無上師所傳達的訊息一致。」

唐‧伍伯斯博士（Don Wuebbles, Ph.D.）
大氣科學系教授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真愛》音樂劇的製作過程，處處流露無微不至的愛心、

充滿光亮和奉獻的精神。能有這麼多傑出藝術家參與其中，

實在令人驚嘆！

配樂和舞台布景反映出細膩敏銳的心思，以及對生命的那份

熱愛。她生平的故事藉由戲劇傳神地刻劃出來，觸動了每一

位觀眾的心。

以音樂劇來闡述清海無上師這樣的偉人的生平大事，是很

大的挑戰，但《真愛》音樂劇成功做到了。

我希望藉由這部音樂劇，能將愛、相互尊重、尊重自然和一切

眾生的訊息，傳遞給許多世人。清海無上師正是我們最佳的

典範。」

德國霍亨索倫皇室
瑪雅公主殿下
（Princess Maja von Hohenzollern）

                                                                    

「這是個引人入勝的真實故事，整場

演出散發滿滿的愛力，觀賞這齣音樂劇就是一份禮物。我深受啟迪且充滿感激，我

並非只是『看』了一齣音樂劇，而是體驗到一部完全由愛所構建而成的藝術作品。」

莉雅‧葛瑞森（Leah Grimsson）
純素者

美國女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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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千載難逢的機緣，

竟然能在同一齣音樂劇中看到這麼多菁英薈萃，

大家滿懷無比的愛心，致力擁護藝術和愛，令我感激不盡，

這就是真愛──你們的愛。

愛是物質世界中最珍貴的東西，所以我們必需保護各種愛，

無論是夫妻之間的愛，親子之間、朋友之間、人類同胞之間的愛，

或者是動物彼此之間的愛、人類與動物之間的愛，

甚至花草樹木之間的愛。

尤其在此時此刻，我們需要真愛來保護我們的世界。

如果我們有愛，所有好事都會發生在我們身上。愛動物──

就要吃素；愛地球──就要環保；愛這個世界──就拯救地球。

純素生活，創造和平──這就是我們所要做的，還要有愛。」
                                           

～清海無上師
2011年8月27日 

「無上師電視台」5週年慶：《真愛》音樂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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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湯姆‧史密德（Tom Schmid），男演員/歌手
2. 莉雅‧葛瑞森（Leah Grimsson）及莎夏‧史塔博（Sasha Stuber），女演員（純素者）
3. 迪‧華勒斯（Dee Wallace），女演員《E.T.外星人》（E.T.:The Extra-Terrestial）
4. 史蒂夫‧李‧瓊斯（Steve Lee Jones），金球獎暨艾美獎入圍製片
5. 林恩‧溫特史黛拉（Lynne Wintersteller），女高音
6. 朵莉絲‧羅勃茲（Doris Roberts），5次艾美獎得獎女演員
7. 唐‧麥克林（Don McLean），美國偶像創作歌手
8. 雪莉‧瓊斯（Shirley Jones），奧斯卡金像獎得獎女演員
9. 邁可‧勒納（Michael Lerner），奧斯卡金像獎入圍男演員
10. 費絲‧莉維拉（Faith Rivera），艾美獎得獎創作歌手
11. 泰瑞莎‧甘賽爾（Teresa Ganzel），女配音員《瓦力》（WALL-E）、《怪獸電力公司》   
   （Monsters, Inc.）
12. 卡蘿‧康納斯（Carol Connors），2度奧斯卡金像獎入圍創作歌手
13. 小艾德‧伯格里（Ed Begley, Jr.），6度艾美獎入圍男演員（純素者）
14. 戴西‧伊根（Daisy Eagan），東尼獎得獎女演員
15. 佛蘿倫斯‧拉魯（Florence LaRue），葛萊美獎得獎歌手
16. 布莉特妮‧艾莉克西斯‧帕默（Brittany Alexis Palmer），女演員《我所有的孩子 
     們》（All My Children）
17. 艾比蓋兒‧梅森（Abigail Mason），得獎女演員
18. 金‧波利爾（Kim Poirier），女演員

19. 大衛‧弗萊里克（David "Shark" Fralick），男演員《不安分的青春》  
    （The Young and the Restless）
20. 格蘭特‧亞歷山大（Grant Aleksander），4次艾美獎入圍男演員《我所
     有的孩子們》（All My Children）（素食者）
21. 法蘭克‧史特龍（Frank Stallone），金球獎暨葛萊美獎入圍詞曲創作
     者及演員
22. 海莉‧瑪麗‧諾曼（Hayley Marie Norman），電影女演員及電視遊戲節
      目「一擲千金」（Deal or No Deal）的模特兒（純素者）
23. 卡荻‧胡夫曼（Cady Huffman），東尼獎得獎女演員
24. 多明尼克‧佩斯（Dominic Pace），得獎男演員
25. 亞當‧帕斯卡（Adam Pascal），東尼獎入圍男演員

26. 艾琳‧莫菲（Erin Murphy），電視女演員《神仙家庭》（Bewitched）
27. 喬安娜‧安皮爾（Joanna Ampil），得獎女演員/歌手
28. 霍華德‧菲什曼（Howard Fishman），美國加州赫摩薩海灘市市長
29. 朱莉安娜‧羅斯（Julianna Rose），艾美獎入圍女演員《懶人小鎮》（Lazy Town）
30. 羅伯特‧托帝（Robert Torti），東尼獎入圍男演員
31. 唐‧伍伯斯博士（Don Wuebbles, Ph.D.），大氣科學系教授，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32. 特倫特‧科瓦利克（Trent Kowalik），東尼獎得獎男演員/舞者/歌手 《舞動人生》音
     樂劇（Billy Elliot）
33. 科里爾‧庫里什（Kiril Kulish），東尼獎得獎男演員/舞者/歌手《舞動人生》音樂劇
    （Billy Elliot）
34. 卡拉-希（Cara-C），葛萊美獎入圍小提琴家（純素者）
35. 克莉絲汀‧鮑爾（Kristin Bauer），女演員《真愛如血》（True Blood）（素食者）
36. 馬可‧安東尼歐‧雷吉爾（Marco Antonio Regil），墨西哥電視名主持人（純素者）
37. 瑪麗‧蘇（Mary Su），美國加州核桃市代理市長
38. 瑪莎‧麥克林（Marsha McLean），美國加州聖塔克拉利塔代理市長
39. 卡蒂亞‧路易斯（Katia Louise），得獎製片家
40. 菲麗帕‧喬妲諾（Filippa Giordano），義大利女高音
41. 伊蓮‧亨德里克斯（Elaine Hendrix），電影女演員《天生一對》（The Parent Trap）
    （素食者）





「無上師電視台」為歡慶成立5週年，於2011年8月

27日在美國加州著名的帕薩迪納市立音樂廳舉行

《真愛》音樂劇世界首演，3000多位嘉賓共同體驗了一場

精采絕倫的旅程。

這是一齣前所未有的音樂劇：一個美麗的愛情故事，拓展

了我們的勇氣與犧牲奉獻的精神。《真愛》音樂劇改編自

世界知名的靈性導師、人道主義者、詩人暨藝術家「清海

無上師」一段感人的人生經歷。美國傑出作曲家艾爾‧卡

夏慧眼識出清海無上師的傳奇人生正如一齣音樂劇，等著

與世人分享。不久，在百老匯及好萊塢最有才華的菁英合

力下，這齣音樂劇便奇蹟般地誕生了。

《真愛》音樂劇取材自清海無上師優美的詩作，並由5位

傑出作曲家譜曲，使它顯得格外不同凡響，這些作曲家包

括：奧斯卡金像獎暨5次艾美獎得主比爾‧康迪、2次奧斯

卡金像獎得主艾爾‧卡夏、艾美獎得主道格‧卡薩羅斯、

東尼獎暨艾美獎得主唐‧皮蓬，以及奧斯卡金像獎暨2次

葛萊美獎得主大衛‧夏爾。另外還囊括了夢幻演員陣容：

西區劇院女演員喬安娜‧安皮爾（Joanna Ampil）、東尼
獎得主戴西‧伊根（Daisy Eagan）及卡荻‧胡夫曼（Cady 
Huffman）、東尼獎入圍者亞當‧帕斯卡（Adam Pascal）
及羅伯特‧托帝（Robert Torti）等，同時結合了出色的24
人舞團共同演出。

特邀明星包括：東尼獎得主貝蒂‧芭克利（Betty Buckley）
、義大利古典聲樂家菲麗帕‧喬妲諾（Filippa Giordano）
、榮獲奧斯卡金像獎的傳奇女演員雪莉‧瓊斯（Shirley 
Jones）、東尼獎得主特倫特‧科瓦利克（Trent Kowalik）及
科里爾‧庫里什（Kiril Kulish）、艾美獎得獎創作歌手費
絲．莉維拉（Faith Rivera）、著名演員湯姆‧史密德（Tom 
Schmid）、銀幕常青樹迪克‧范‧派登（Dick Van Patten）
及女高音林恩‧溫特史黛拉（Lynne Wintersteller）等人。
這個一時之選的組合還包括了頂尖的創作團隊及全心投入

的劇組成員，以及世界級的21人管弦樂團聯合演出。

讀者可在本書欣賞到《真愛》音樂劇的完整劇本、歌詞、

樂譜及全彩劇照。這是一齣紀念世上一段最引人入勝的旅

程與最偉大的愛情故事的音樂劇。

「超棒的音樂劇！籌備的時間很短，但儘管如此，劇組

人員可都是一時之選。這是一齣以詩詞配樂而成的音樂

劇。當我聽到這齣劇時，就明白：『哇，這真的非常、

非常不同凡響！』超有魅力的，我整個人都陶醉了！」

～雪莉．瓊斯（Shirley Jones）
奧斯卡金像獎得獎女演員

「我最初離開先生前往喜馬拉雅山時，也感到很

痛苦。然而我個人的苦楚，比起全世界我所目睹

的廣大苦難，顯得多麼微不足道。這條路我就繼

續走下去。

從小我就體察到人生苦海無涯。我到寺廟，也去教堂。

然而，內心的糾結依然難解，世間的苦痛令我深感憂

傷，不知如何是好。而那時，我的先生不斷追求我，堅

持要娶我。他追了我很久，非常真誠，於是我就嫁給他

了。婚前，我就常常想要出家，去尋找開悟明師。但是

他說：『沒這個必要啊，妳在家就有一個佛堂了。』他

為我設了一個佛堂，每天帶鮮花回來讓我供養佛。

從電視上看到世界各地都充滿苦難，我內心真的平靜不

下來。我也和先生談論這些，他也了解。正巧在那段時

間，我遇到好多人跟我提起，印度有許多明師及修行

者；或許到那裡尋訪他們會好些。這也是為什麼我會到

印度，離開我深愛的、瀟灑、斯文、心地善良、慷慨、

聰明又英俊的先生的原因。

我遍訪各地，與熊、蛇、蠍子等為伍。我獨自一人拄著

一根手杖上路，睡袋就掛在杖上，那就是我全部的家

當，裡頭一套印度旁遮普衣服，就這樣。很多人因為土

石流、暴風雪或道路崩塌，而喪命途中。

或許我命中注定要走一趟喜馬拉雅山，但是你們的命運

和我不一樣。如果你們想和內在最高力量溝通，你們可

以在任何地方打坐，在家裡、在辦公室、在火車、巴士

上……。而且，如果我們達到天人合一，喚醒了我們內

在的偉大力量，那麼沒有什麼我們做不到的。我們的內

心會感到和平，這份和平將會往外擴散出去，更有助於

地球和平的締造。」

～清海無上師
世界知名靈性導師、慈善家、詩人暨藝術家

（摘錄自歷年訪問及開示）

本專輯完整收錄《真愛》音樂劇劇本、歌詞與樂譜

根據真實故事改編
歌詞：改編自清海無上師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的詩作

 劇本：法蘭克‧伊凡斯 (Frank evans)、湯姆‧謝爾登 (tom shelton)

作曲：奧斯卡金像獎暨5次艾美獎得主比爾‧康迪 (Bill conti)
              2次奧斯卡金像獎得主艾爾‧卡夏 (al kasha)

              艾美獎得主道格‧卡薩羅斯 (Doug katsaros)
               東尼獎暨艾美獎得主唐‧皮蓬 (Don pippin)

               奧斯卡金像獎暨2次葛萊美獎得主大衛‧夏爾 (DaviD shire)

無 上 師 電 視 台   週 年 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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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票難求……《真愛》音樂劇世界首演」

《百老匯世界新聞編輯台》


「『無上師電視台』

在好萊塢影視界造成極大轟動」

卡爾‧卡斯洛斯基—《帕薩迪納週報》

「人文薈萃、創意雲集」

PJ歐奇朗—莫札特古典音樂台調幅1260


「奧斯卡得獎作曲家

為一齣嶄新音樂劇注入了生命力」

大衛‧岡薩雷斯—加州第9頻道電視台

《真愛》音樂劇

www.TheRealLoveMusic.com

無上師電視台
122-A East Foothill Blvd. #306, Arcadia, CA 91006, USA
電話：+1 626.444.4385   傳真：+1 626.444.4386

www.SupremeMasterTV.com   電子郵件信箱：peace@SupremeMasterTV.com

融合百老匯及好萊塢風格之原創音樂劇《真愛》，是根據世界知名的靈性導師、慈善家

暨藝術家清海無上師非凡的真實故事改編而成。

1970年代，年輕秀麗的悠樂女子──青青（倫敦西區劇院女演員喬安娜‧安皮爾飾），在

慕尼黑紅十字會和一位崇尚物質生活的德國女友艾爾莎（東尼獎得主卡荻‧胡夫曼飾）一起

工作。青青經常陪同難民到醫院就醫，深為世間疾苦而痛心。她受到多位醫師的愛慕追求，

例如個性詼諧的柯勞斯（東尼獎入圍者羅伯特‧托帝飾）。然而只有文質彬彬的醫生兼牙醫

師羅夫（東尼獎入圍者亞當‧帕斯卡飾）贏得芳心。藝術家葛瑞塔（東尼獎得主戴西‧伊根

飾）鼓勵她聽從內心的召喚，這促使青青面對困難的抉擇：留在羅夫身邊，過著幸福美滿的

婚姻生活；抑或踏上前往喜馬拉雅山的艱險之旅，為全人類追尋永恆的快樂。

劇中歌詞改編自清海無上師的雋永詩作，並由多位著名作曲家共同譜曲，如奧斯卡金像獎暨5

次艾美獎得主比爾‧康迪、2次奧斯卡金像獎得主艾爾‧卡夏、艾美獎得主道格‧卡薩羅斯、

東尼獎暨艾美獎得主唐‧皮蓬，以及奧斯卡金像獎暨2次葛萊美獎得主大衛‧夏爾等。這齣提

昇人心的音樂劇，為我們所有人重新注入了勇氣與愛心。

「每逢有新的音樂劇創作，總是讓人興奮無比。『無上師電視台』製作的《真愛》音樂劇正

是如此。該劇不但演員陣容令人刮目相看，由比爾‧康迪、大衛‧夏爾、唐‧皮蓬、艾爾‧

卡夏等作曲家根據清海無上師詩詞所譜寫的樂曲，更是無與倫比。這真的是一齣非常獨特的

舞台音樂劇。」

傑瑞‧赫爾曼（Jerry Herman）

3次東尼獎暨葛萊美獎得獎作曲家

（代表作：《我愛紅娘》、《假鳳虛凰》、《瑪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