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我保護 
 

劇情大綱 

 

在台北唸大學的鈴恩，有一天突然收到媽媽住院的訊息，玲恩認為自己的

任性，讓媽媽背上家中沉重的經濟負擔，玲恩對此自責不而。 

經過一個月的奔波，媽媽才找出病因，卻發現患上重症肌無力，需要長期

的服藥，加上之前的治療費，是莫大的經濟壓力。 

後來他們希望保險費能緩和一點經濟問題，結果保險公司的業務人員告知

不受理，不但與一個月前所講的有出入，也很無理，為此媽媽十分無助，爸爸

亦感到氣憤。 

鈴恩為此在網路上找到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的資料，同時學校也剛

好在做相關的教育演講，為鈴恩一家再次燃起希望之光。 

 

 

 

 

 

 

 

 

 

 



人物介紹 

 

李鈴恩                    (女)    22 歲 

成績很好的優等生，標準身材稍有肌肉，高 166，家景貧窮，常為省錢不買吃

的，認為堅持唸大學是自己的任性，對家人感到內疚，特別是對媽媽。 

 

小萱                      (女)    22 歲 

鈴恩的麻吉，微胖，高 161，很照顧鈴恩，但常被嚇到。喜歡帥哥，常開成老

師玩笑，真心覺得「瘋子」這名字很適合成老師。 

 

李爸                      (男)    50 歲 

性格調皮，偏瘦但壯，職業是勞工，講話幽默，對家人很好，是個暖男，唯做

事有點失敗，並不可靠，賺錢沒媽媽多，是家中溫暖的靠山。 

 

李媽(黃珺慧)               (女)    48 歲 

家中經濟支柱，很疼孩子，性格堅強，雖然吃力但都堅持給孩子們想要的。長

久以來造成甚大的壓力，生病時表露出軟弱的一面，常哭紅了眼。 

 

成老師(成風芷)             (女)    32 歲 

綽號「瘋子」，偏愛鈴恩，是個充滿知性、喜歡有想法的人，跟鈴恩很談得來，

來歷不明的背景，但交友甚廣，了解鈴恩家中狀況，為鈴恩帶來莫大的幫助。 

 

何醫生(何寧)   [戴眼鏡]     (男)    35 歲 

成老師的朋友，從國外演講完回來，經神科頗有名，收費很貴但受成老師所

托，為李媽診治。 

 

陳經紀                    (男)    37 歲 

李媽的保險業務員，偏瘦，外表老實，但很官腔，與李爸見過一次後，便失蹤

了一個月。 

 

楊講師(楊忠碩)             (男)    40 歲 

成老師的朋友，高 188，長得帥，熟男型，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派來大

學做教育講座的經理，推廣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給更多人認識。 

 

甲同學  [戴眼鏡]           (男)    22 歲 

 

乙同學                    (男)    22 歲 



劇本 

 

場︰01 景︰大學教室 時︰中午 

人︰鈴恩、小萱、成老師、環境人物（同學） 天氣︰晴 

△教室零散地坐著同學，小萱桌上放著便當和筷子、湯匙，並低頭滑著手機。 

萱︰啊！(大叫) 

▲鈴恩從小萱背後突然撲上，嚇到小萱回頭看鈴恩。 

萱︰嚇死誰啊。(微笑) 

恩︰還玩手機？飯都涼了。 

▲鈴恩順勢食了一口飯。 

萱︰等你啊，(瞅了鈴恩的手一眼)你沒去買飯？ 

恩︰嘻…我還不餓啦。 

萱︰哎呀，到底是怎麼當學霸的啊，那一點點錢都不肯花給自己肚子。 

▲小萱把飯分出到便當蓋子上，連同湯匙推到鈴恩面前，鈴恩傻笑。 

▲鈴恩正拿湯匙食上第一口飯，電話傳來簡訊。她邊食邊看。 

爸︰(簡訊)「今天真的個特別的日子，我和你媽十週年結婚紀念日，你妹今早

還出發遊學團，讓我們二人世界呢」 

恩︰(微笑) (看著手機小聲地說)真是老頑童，放閃就對了。(妒忌) 

▲成老師進教室，鈴恩督了一眼，手放到桌下正要回恭喜時，爸爸又來一封簡

訊。 

爸︰(簡訊)「開心到你媽進醫院呢」 

▲爸爸的訊息嚇到鈴恩了，鈴恩顯得緊張立馬回覆。 

恩︰(簡訊)「怎麼突然進醫院了？」 

▲看到爸爸馬上又來音訊回覆，鈴恩立馬躲在桌下聽音訊。 

爸︰(音訊)「別擔心，已經辨好住院了，在查病…」(聲音漸出) 

成︰(停下講課，看著鈴恩)「李鈴恩，PPT 甚麼時候跑到你桌下了？」(老師皺

眉) 

▲鈴恩抬起頭裝作繼續聽課，但淚已經快要落下來了。鈴恩趁著大家還沒發現

跑出了教室，落下一滴眼淚，繼續拿出電話聽爸爸的音訊。 

爸︰(音訊)「別擔心，已經辨好住院了，在查病因，你媽今早突然眼睛睜不

開，你應該要上課了吧？就是讓你先知道，去上課吧，不用擔心，爸看著」 

▲鈴恩邊聽音訊、邊擦眼淚、深呼吸。 

 

 

 

 

 



場︰02 景︰台南的醫院 時︰中午 

人︰李爸、李媽、環境人物（病人） 天氣︰微陰 

▲病房門口剛出來一位護士，李爸剛好發完音訊要收到褲袋內，護士看到李爸

點了一下頭，李爸回以微笑後拿著便當進病房往李媽的床位走去。 

△李媽蓋著被子躺在床上，眼睛閉合，眼皮呈紅腫。 

爸︰媽媽，食飯囉。(笑臉) 

▲李媽皺眉，一邊坐起來一邊用力睜開眼皮，只露出不到一半的眼睛。 

▲李爸在一旁幫忙喬枕頭的位置。 

爸︰食了藥有沒有好點？ 

媽︰還不是這樣，看東西都糊糊的。(重鼻音) 

爸︰先食點東西吧，待會再做檢查，別哭了，再哭對眼睛不好。(邊說邊遞上一

口飯給李媽食) 

媽︰我能不哭嗎？不想想恩恩她們學費都哪來，要是我以後都看不見了…(哭

腔) 

爸︰深呼吸，呼，來，醫生不是說先冷靜別再哭？會沒事的。 

▲李爸放下手上的飯，緊抱著李媽。 

△(zoom out)病房充滿病人、護士、探病的來來回回。 

 

場︰03 景︰大學教室 時︰早上 

人︰鈴恩、小萱、成老師 天氣︰晴 

▲鈴恩打了個大大的哈欠，雙眼掛著黑眼圈。看著前方發呆，小萱喝著紅茶走

到鈴恩身旁，甩了一下手上裝著蛋餅的袋子撞上鈴恩的臉。 

萱︰你幾點回來？ 

▲鈴恩拿掉小萱的蛋餅，有氣無力的小小食一口。 

恩︰(直視前方)2 小時前…本來想回家洗個澡躺一下，但應該會睡過頭就直接來

學校了。 

萱︰哎呀，累死你耶，你這樣跑台南，有結果了嗎？(擔心) 

▲鈴恩頭低下，搖搖頭。 

△教室已坐滿人，成老師也到了，小萱也回到鈴恩旁邊的座位上。 

成︰(生氣)上次的程式，沒人會寫嗎？我只講這一次，看著！期中考自己看著

辦。(黑板轉身，突然想起甚麼又轉回來) (溫和)啊，對了，鈴恩(指了一下鈴恩)

待會下課你來找找我。 

▲鈴恩楞了一下，挺直坐姿。 

成︰(繼續轉回身，往黑板寫字)這程式碼要用迴圈，設 i 等於…(聲音淡出) 

▲鈴恩趴下，側臉睡在桌上，嘆了一口氣。 

 

 

 



場︰04 景︰夢中 時︰不清楚 

人︰鈴恩、李媽、李爸 天氣︰不清楚 

△黑暗中一片矇矓，鈴恩看到了李媽坐在白色的椅子上，李媽眼睛依舊睜不開

而且哭得紅腫。 

恩︰(衝向前)對不起，媽！對不起…要不是我… 

△李媽依舊沒說話，只是哭得很痛苦，哭得上方好像有股氣壓，李媽身體被壓

得背彎起來，坐不直。 

爸︰你還敢不敢唸大學，要是你乖乖出來打工，你媽就不會這樣，醫藥費要怎

麼辦，乾脆退學了啦。(兇惡) 

恩︰爸！對不起，我會好好唸書的，錢…錢我會多打幾份工…(回音+聲音淡出) 

 

場︰05 景︰大學教室 時︰早上 

人︰鈴恩、成老師、小萱 天氣︰晴 

△成老師手交叉地看著鈴恩趴在桌上，旁邊的小萱一臉尷尬，其他同學都下課

離開了。 

▲成老師翻了個白眼，敲了幾聲桌子，鈴恩皺著眉嚇醒，抱歉地站起來看著成

老師。 

成︰(坐下來)你到底怎麼了。 

恩︰對不起老師！ 

成︰我知道你家人病了，但上課時就認真上，不然你怎麼對得起他們辛苦供你

唸書？你再這樣下去，我不知道你下學期還拿不拿得到獎學金喔。 

恩︰……(沉默) 

成︰媽媽的情況如何？病因找到了嗎？ 

恩︰還沒，但神經科反而診斷出她有輕微憂鬱症…(停頓，講不下去) 

成︰(擔心)唉…要長期治療啊…醫藥費也是個問題，你還不好好唸書！你成績

如果保持下去未來肯定能跟家人過上好生活的，得第一不難，保持才最難，知

道嗎？(正視鈴恩) 

▲鈴恩點點頭，快要落淚了。 

成︰把你叫下來，不是為了罵你，(遞上名片)這是我的朋友，剛從國外演講完

回來，打電話去預約吧，帶你媽媽看一下，我有先打聲招呼了，不會很貴的，

看個好點的醫生趕快好起來吧(說完就要離開了)。(碎碎唸)都不知道現在的醫生

是怎麼考來的，一個月都看不出個病因來… 

▲鈴恩拿出名片看。(名片上寫著)「經神科   何寧醫生」 

萱︰嘩塞！猛耶(伸頭來看名片)，果然是成瘋子的愛將啊？我們畢製時你們倆

也聊得好投契。 

恩︰那是因為她是個有想法也很能啟發我的好老師。(收好名片) 

萱︰不過她認識的人也真多，下個月那個來演講的人好像瘋子也認識？ 

恩︰甚麼講座？ 



萱︰甚麼評議中心的講座？ 

恩︰金保法那個？ 

萱︰是啦，好像是，隨便啦。(抓住鈴恩的手)我們去買點食的好不好？我想食

甜的，順便…看球場的帥哥，嘻…(奸笑) 

▲鈴恩笑了一下，不甘願地跟小萱走。 

萱︰耶！(勾著鈴恩的手走)啊，搞不好那個醫生是瘋子的醫生，你看，經神科

嘛…她也蠻需要去看看的。(歡笑聲)(淡出) 

 

場︰06 景︰診所 時︰早上 

人︰鈴恩、李媽、何醫生 天氣︰陰 

△何醫生翻著診斷紙，再正視李媽。鈴恩手放李媽肩上，兩母女凝重的看著何

醫生。 

何︰…簡單來說呢，黃小姐你患的是重症肌無力，因為某種不明的因素，令你

體內的抗體破壞了肌肉上的一種特別構造，使肌肉無法接受神經的指揮而收

縮。  

媽︰(緊張)那有得根治嗎？(身體往前傾，抓緊拳頭) 

何︰暫時的醫療是還沒能完全根治，但是可以用藥物控制，有些人也可以到完

全緩解，只有在重大疾病才發作的。 

恩︰所以要長期食藥嗎？ 

何︰(微笑)不必擔心，目前黃小姐的病情還算不嚴重，先開點藥給你食吧？兩個

星期後再來覆診一次，(李媽點頭)以後可能有一段長時間要保持來定期覆診，病

情穩定下來的話，可能可以慢慢減少藥量和看診頻率，可是還是得看情況，所

以記得要準時來覆診喔！(微笑) 

▲兩母女對看了一眼 

媽︰謝謝醫生。 

恩︰(扶李媽起身)(回頭)真的非常謝謝你。(皺眉+微笑) (繼續扶李媽離開) 

 

場︰07 景︰小食店 時︰傍晚 

人︰李爸、陳經紀、環境人物(客人、服務員) 天氣︰微雨 

△李爸看著手機喝著茶，身邊還有很多食客，李爸桌上放著一小疊單子和文

件。 

▲李爸正在回覆鈴恩訊息「沒事就好，你們先食飯吧，我這邊處理好就回家

(「啾」表情符號)」另一隻手把剛喝一口的茶放下。 

陳︰嘿！李先生。(微笑+揮手) 

爸︰(抬頭)哎呀！陳先生，來來來，坐。 

▲陳經紀拿出紙巾擦汗跟雨。 

爸︰不好意思啊，麻煩你大老遠的跑來，可是那些東西我們老頭不會用。 

陳︰沒關係，就是這些嗎？我看看。 

https://www.foi.org.tw/index.html


△陳經紀一張張單子和醫生證明看，李爸略顯緊張。 

陳︰好的沒問題，那我就帶走了？ 

爸︰這樣就好嗎？(不安)全部都可以申請嗎？ 

陳︰都合乎資格，我們會把錢下來，你們去銀行看就可以了(微笑)。 

爸︰哦！(鬆一口氣)那今天我老婆有確診了，以後要長期服藥，那那個…？ 

陳︰(皺了一下眉)(微笑)李先生，不然你再叫你女兒傳那份證明給我好了，我幫

你申請。 

爸︰(安心+笑)好好好！謝謝你喔！謝謝！(笑) 

 

場︰08 (轉場) 景︰轉場 時︰轉場 

人︰沒有 天氣︰轉場 

(字幕)︰「一個月後」 

 

場︰09 景︰李家 時︰中午 

人︰李爸、李媽 天氣︰陰 

△李媽焦急地打電話，手上拿著銀行本子，坐立不安。李爸經過。 

爸︰怎麼了？ 

媽︰(焦急)那個陳經紀一直不聽電話，而且上次申請的錢一直不下來，女兒下

學期的學費又要開始湊了，我又有一段日子沒上班。 

爸︰上次的還沒下嗎？是不是要點時間啊？ 

媽︰沒有下，所以才要問清楚啊…(皺眉) 

△李媽手機突然響起來。 

媽︰(緊張地立馬接)喂，哎呀！陳先生啊…對，是我…因為想問問你那個保險

金… 

媽︰吓？(驚嚇)甚麼！(大叫)甚麼叫不行啊？ 

▲李爸緊張起來想搶聽電話，李媽把李爸的手打掉，轉身繼續談。 

媽︰(生氣)甚麼不合資格？(皺眉)是要我死了才行嗎？等甚麼等，我不買你了！

(掛電話)(呼吸急促) 

爸︰怎麼說？(小心翼翼地看著李媽) 

媽︰還怎麼說，說公司並不受理，我不合資格囉。 

爸︰怎麼會這樣？上次都好好的？ 

媽︰(看著李爸)現在怎麼辦？ 

爸︰(緊握李媽的手)……(安靜) 

 

 

 

 

 



場︰10 景︰大學講廳 時︰中午 

人︰楊講師、小萱、成老師、環境人物(同學) 天氣︰晴 

△同學坐滿講廳，小萱也坐在近走道的位置，旁邊留了個空位並東張西望，成

老師坐在前方的角落。 

▲楊講師看同學都坐好了，拿起麥克風講話。 

楊︰謝謝成老師的邀請，大家好，我是來自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楊忠碩

經理，有人聽過金融消費評議中心嗎？(舉起手)舉個手來讓我看看。 

▲楊講師看了一下台下。 

楊︰數量不多吼，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我們的工作喔，所以今天要來介紹一下，

我們的「金保法」給大家聽。也希望大家能好好利用，保護你們自己、也保護

你們身邊的其他金融消費者自身的權益。我們單位是提供消費者公平合理、迅

速有效的方式，去處理金融消費上的紛爭。(微笑) 

 

場︰11 景︰大學圖書館 時︰中午(與上場同時進行) 

人︰鈴恩 天氣︰晴 

▲鈴恩看著電腦，打上「保險 金融 糾紛 申訴」搜尋，點進了「財團法人金融

消費評議中心」的網頁，又點了「法規」。 

 

場︰12 景︰大學講廳 時︰中午 

人︰楊講師、小萱、甲同學、環境人物(同學) 天氣︰晴 

楊︰所謂的金融消費爭議，是指金融消費者與金融服務業之間，因為商品或服

務產生的爭議。(遙控身後的 PPT)我們所定的金融服務業，包括銀行業、證券

業、期貨業等。可是！(手指點了兩下，表示肯定的語氣)並不包括(搖搖頭)證券

交易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期貨交易所和其他經主管機

關公告的事業，只要是合乎以上的爭議皆可向我們提出申請。 

△講廳正中央有一位同學舉手，楊講師示意他發問。小萱和其他同學往那位甲

同學看過去。 

甲︰(站起來)所以甚麼人都可以向你們提出申請嗎？ 

楊︰噢，這個問題問得好… 

 

 

 

 

 

 

 

 

 



場︰13 景︰大學圖書館 時︰中午(與上場同時進行) 

人︰鈴恩、楊講師(畫外音) 天氣︰晴 

▲鈴恩皺著眉，若有所思。 

楊︰(畫外音) 我們對金融消費者有明確的界定，只要是接受金融服務業提供的

金融商品或服務的人，又並非專業投資機構或符合一定財力或者(加重語氣)專業

能力的自然人或法人那就可以了。 

▲鈴恩拿出電話撥給某人。 

恩︰媽，我好像找到一個機構可以解決。 

▲鈴恩認真的看電腦其滑著滑鼠。 

恩︰嗯…(點頭)嗯…(點頭) 

恩︰我看我們都符合他的申請資格，嗯…就是財團法人的那個金融…消費評議

中心。對對對…那…反正我有留你的那些資料，我就申請囉？(在電腦看到甚

麼)(大叫)哎呀！ 

 

場︰14 景︰大學講廳 時︰中午 

人︰楊講師、甲同學、乙同學、環境人物(同學) 天氣︰晴 

△甲同學坐下，乙同學看著他又接著舉手，還沒等楊講師的指示，看他剛回答

完問題，剛好對到眼就搶先說話。 

乙︰(並沒有站起來的打算)真的合乎資格就好嗎？那我啊嫲被騙的錢也能申請

囉？可是她老人家，怕麻煩，申請的步驟會不會很難啊？ 

楊︰這位同學看來很疼你啊嫲啊？都來不及等我就自行發問了。(開玩笑的語

氣) 平日上課也這麼有求知慾吼？ 

△同學們被逗笑，乙同學因為自己不禮貌的行為感到羞愧，紅著臉把腳上的書

包抱起來遮臉。 

楊︰其實他問得很好(環視了台下所同學)，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們評議中心有期

限，而錯過了申請的機會，所以在此希望各位同學記住，也向身邊的人宣導一

下。甚麼東西都有他的順序(向乙同學給予個微笑)，(看向另一邊的同學)只要搞

清楚就能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場︰15 景︰大學圖書館 時︰中午(與上場同時進行) 

人︰鈴恩、楊講師(畫外音) 、環境人物(同學) 天氣︰晴 

恩︰(還拿著電話)媽，我們有到一個月了嗎？ 

▲旁邊的同學受不了，皺著眉向鈴恩做了安靜的動作。鈴恩還以一個抱歉的表

情。 

恩︰(小聲的說)我先打電話去問問，晚點再跟你說。 

▲鈴恩掛電話後，快速地把電腦上的申訴專線「0800-789885」記錄在紙上，並

把包包和其他東西收好離開。 

楊︰(畫外音)為了避免來自於誤解或者處理不當的情況，給予金融服務業者機會



對於糾紛採取補救，依規定金融消費者要先向金融服務業提出申訴。如果 30 天

後，得不到回覆或還是不滿意他們的處理方式，才能在 60 天內再向評議中心，

申請評議。 

▲鈴恩在圖書館門口拿出電話，看著紙上的號碼撥打。 

恩︰(小聲的嘀咕著) 08…00…78…9…885 

楊︰(畫外音)我們官網上除了有附上評議申請書的範例外，如果真的太擔心家人

不會處理，可以以委任書為委託人代為提出申請。 

恩︰(電話接通了)喂…你好，我想問…(聲音淡出) 

楊︰而且可以先打電話到金融消費者的申訴專線，有專人會協助一切疑問。 

▲鈴恩邊走邊聊。 

 

場︰16 景︰大學講廳 時︰中午 

人︰楊講師、鈴恩、小萱、環境人物(同學) 天氣︰晴 

△楊講師靠在台上的桌子上坐著，雙手叉著。 

楊︰當然我們最不希望是真的有這樣的糾紛產生。(慢慢站起來往台前走) 

▲鈴恩從後門偷偷地進來，儘量不發出聲音，小萱還沒注意到鈴恩走到旁邊了 

楊︰可是鑒於大眾購買金融服務業所提供的金融商品和服務，愈來愈普遍，而

那些金融商品或服務又日趨複雜、專業 (聲音淡小)。 

▲鈴恩坐到小萱旁邊的空位上。 

恩︰(在小萱耳邊，小聲地問)講到哪？(滿臉笑容) 

▲小萱被鈴恩嚇了一跳，打了鈴恩手臂一下。 

萱︰嚇死誰啊。(以手上的小冊子遮著臉，小聲地講)去哪了啊？(頭往楊講師的

方向甩了一下)你看…蠻帥的 (微笑)。 

△台中光線很充足，楊講師繼續站在台中間稍前的位置，台下的同學都聆聽

著。 

楊︰(畫外音，聲音很小)消費者和金融服務業在財力、資訊及專業面實質不對

等，容易發生交易糾紛，所以透過評議中心希望一旦發生相關爭議時，以「金

融消費者保護法」保障到消費者權益，解決民事爭議，若循司法途徑救濟所耗

費之成本不符經濟效益，因此有必要於訴訟途徑外的方法(聲音淡出) 

恩︰(小聲地)Sorry，要處理媽媽的事耽誤了點時間。……是長的還可以啦，

欸？他在講「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認真地聆聽) 

萱︰是啊，都快講完了你才來。我覺得長得不錯啊… 

▲小萱看了一下鈴恩，鈴恩正聽得認真。 

萱︰嘻…還說不帥。 

△楊講師往前站到講台的正前方，舉著麥克風高昂地講最後的總結，背後的燈

光照亮著，顯得他氣宇軒昂。 

楊︰(正氣凜然地以雄渾的聲線)因此，「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為保護金融消費

者權益，公平合理、專業迅速地處理金融消費爭議，讓消費者對市場重新建立



信心，促進金融市場健全的發展！謝謝大家。 

△台下同學們拍手。 

楊︰如果有甚麼問題，歡迎留下來問我(微笑)。 

△同學們陸續地離開。 

▲鈴恩立馬拿起書包跑下去要留下楊講師，小萱見狀也要跟上，但狼狽地把書

包和小冊子等東西拿起。 

萱︰(手忙腳亂)有沒有這麼心急啊，等我啊！(向鈴恩大叫) 

△鈴恩跑到台前，停在楊講師面前，楊講師(在畫面左方)微笑地對旁邊的同學

講「bye bye」，轉過身來就看到鈴恩(在畫面右方)，兩人互看，楊講師微笑著，

鈴恩滿臉期待又開心地看著楊講師，仿佛看到希望一樣。 

=全劇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