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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角色 

 生命天使 

 趙雅儀，鄧太，Rosita (35 歲） 

 鄧偉豐 Brian（37 歲） 

 皮膚科專科醫生 (甘醫生飾演) 

 自然生育照顧服務醫生 (呂醫生) 

0025 

天使男：你的一生    充滿抉擇    你的將來，是你衆多選擇的結果福    或者禍    你

會選擇哪樣呢？ 

 

 

第 1場 

0041 

雅儀 (反應) 

偉豐： (反應)那    是不是公司壓力大呀？    幹脆別幹了^過過少奶奶的生活。 

雅儀： 我昨晚剛看完論壇^人家說職業女性和家庭主婦的壓力一樣大！ 

偉豐： 都說了不要看那麼多論壇^看多了會胡思亂想^現在你要放松下來    保持

心情愉快   這樣才能懷上孩子呀 

雅儀： 我也是想多看看資料^盡快給你生個小小峰啊 

偉豐： 女兒我也喜歡哪    一次生兩個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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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儀： （笑）一個都沒懷上還想生兩個     差不多半年了   基本上什麼方法都試

過了    我身邊的同事個個都當母親了^就差我了 

偉豐： (氣聲)別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明天我們一起    十點鐘見醫生    唔？   早點

睡吧好嗎？  

 

第 2場 

0157 

呂女： 自然生育法^是採用自然的方法^幫助夫婦計劃生育^這種方法的理念^是

尊重女性的身體構造並且與女性合作    主要通過記錄女性的生理週期    

了解生育的信息也就是子宮頸黏液     清楚知道可孕期和最接近排卵的日

子   夫婦把握好行房^達到懷孕的目的    

偉豐： 請問成功率大概是多少？ 

呂： 如果夫婦生育力正常的話    大約三個週期^已經有 90%的夫婦能成功懷

孕。 

偉/儀 (笑) 

 

第 3場 

0242 

偉豐： 好看嗎？     

雅儀 好看     

偉豐 (反應)貼畫也貼累了    也要是今天能早點兒睡就好了   

雅儀 (笑) 

偉豐 (笑)淡入三個月後的畫面 

 

第 4場 

0328 

偉豐 (唉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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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儀： 我朋友給了我一些試管嬰兒的資料 

偉豐： 你和我都健康正常^為什麼要試這種方法呢？    就算用這種方法^也只有

30%幾的成功率 

雅儀： 我知道^但如果其他方法都不行呢？ 

偉豐： 你知道嗎^研究報告顯示    試管嬰兒患自閉症和先天性疾病的風險比較

高。 

雅儀： 不是 Brian你聽我說    我… 

偉豐： 別再說了    以後再討倫好嗎？   唔？ 

 

第 5場 

0407 

偉豐 醫生   為什麼我太太還是沒懷孕呢？ 

呂 我建議你們倆個再做一些更深入的身體檢查^我已經把你們的資料交給了

一位專科醫生 

第 6場 

0420 

男醫生 輸卵管閉塞   (見嘴)我們推斷這個可能性很大 

偉豐 到底檢查清楚沒有？ 

雅儀 是先天性遺傳嗎？ 

男醫生 根據掃描和血液分析    應該是後天造成的     

偉豐 那好^現在找到原因了^能不能對症下藥呢？ 

男醫生 對不起鄧先生   按照現在的情況   無論是藥物還是手術   都無法將閉塞的

輸卵管打通     

偉豐 怎麼會這樣？    我們平時的生活很健康   又做運動^每年都做身體檢查 

男醫生 鄧太太   你介意我問你一些私隱的問題嗎？ 

雅儀 你問吧^我丈夫也想知道    

男醫生 你有沒有做過人工流產手術？^也就是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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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豐 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我跟太太是因為想要孩子才來找你們    你問她有沒

有過墮胎？ 

男醫生 我們是想知道鄧太太輸卵管閉塞的原因是什麼？ 

偉豐 沒墮過胎^你憑什麼這麼推斷？^你有專業操守嗎^這是對我和太太的極大

侮辱！ 

雅儀 我有    不只一次 

 

第 7場 

0528    

男醫生 這麼說    應該是手術處理不當    結果造成後遺症   而且你當時   沒有及時

察覺    所以錯過了最佳治療期    

0550 

偉豐 你能不能老實告訴我    做婚前檢查的前一天    你突然說要出差跟客戶頭

簽約    是真的嗎？ 

雅儀 婚前檢查的前一個禮拜   我已經找醫生檢查過    發現自己有問題    當時我

以為你不會那麼快要孩子    我可以慢慢調理身體^多做做運動    停止夜生

活    以後會好起來的    後來我就把這件事給忘了    我不是故意瞞著你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    會弄得現在生不了孩子    

 

第 8場 

0649 

男 (大笑) 

男/雅儀 (反應) 

雅儀 (反應) 

 

 

第 8場 

0717 

雅儀： （VO）直到遇到你    我才開始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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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場 

0827 

上司女： 有件事     我不知道該不該跟你說      

雅儀： 說吧^公司裡只有你知道我的事 

上司： 我不是說過    我同學認識你老公嗎？他看見到你老公去了律師行 

 

第 10場 

0939 

天使： Hellox4     我在這兒    往上看    朋友你好 

偉豐： 哦你好    你在叫我？ 

天使：    請問這兒除了你還有誰呢？     來^帮個忙    把下面那幾罐油漆遞給我^一

罐罐來 

偉豐： 油漆？   哪兒有啊？ 

天使： 好好找找 

偉豐： 罪過？     

天使：     別害怕    這罐罪過牌油漆人人都用過 

偉豐: 有這個牌子？    沒聽說過 

天使： 你是不是傻了     罪過的歷史十分悠久^誰敢說自己沒有罪過呢？    來吧    

帮我掛在上面    麻煩你把另一罐遞給我    我在你的後面    動作快點兒     

還有一場彌撒^拜托    啊^這罐承諾油漆很好用^刷了它是很難掉漆的^所

以    每次刷油漆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一旦刷上去^不論發生什麼事情     艱

難險阻    喜樂悲傷都要堅持下去    請把最後一罐給我    快快快快快       

偉豐 哇    『寬恕』？ 

天使： 無錯。 

偉豐： 哇     這罐怎麼這麼重？     

天使： 是嗎？    先把它掛上    你現在提一下    看看是不是還很重？      

偉豐 是啊     掛起來突然感覺輕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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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 它就是這樣^這罐寬恕就是這麼淘氣^不管誰拎著都很重^可一用了它    

馬上輕了^不僅對方^自己也突然輕鬆了^可是有些人為了面子     死活不

肯用而已    很好用的     

偉豐 奇怪了^這兒沒梯子你是怎麼上    喂^你怎麼下來了？   

天使 記住    這三罐油漆會使一切都變得有色彩^包括    你的生命！ 

 

第 11場 

1328 

偉豐： 對不起    我承認在這段時間裡    的確考慮過    我對這段婚姻沒信心   也

曾打算    放棄我們之間的承諾    前幾天我去了律師行     我咨詢過      關

於領養的安排    以後我會更愛你     你願意原諒我嗎？     我們一直走下

去？     

 

 

第三集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