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仨生有倖 劇情大綱 

 

  三個絕望的青年在天臺上相遇了—— 

  楊小盷生長在單親家庭，在懵懂的童年時，爸爸的婚外情瓦解了她圓滿的家庭，留下母女兩

人辛苦扛起起家計。在母親的教導下，小昀逐漸成長為一位溫柔又自立自強的女子。然而 20

餘歲的她難敵對戀愛的憧憬，開始與自己心目中的羅密歐交往。但是愛情的真面目揭穿了，在

那個熱鬧的街頭，小昀遭遇對方正宮的羞辱。在氣惱與自責之下，憤然選擇衝上天台企圖自殺

這條路。 

  許翔是一個富裕家庭的獨生子，被愛慕虛榮的父母壓迫著讀書。在父母為他規劃好的人生菁

英道路上，考上臺大是個關鍵點。而在他沒有自由的心中，誕生出了一個黑暗的聲音，要求他

反抗這一切不公平。許音是許翔的另一面相，使許翔在父母命令與反抗聲音中搖擺不定。18

歲的夏天，他臺大落榜，被憤怒的父母遺棄，被許音嘲諷嫌惡。無法接受自己的完美人生失去

意義，於是打算自我毀滅。 

  李昱是一個深受校園霸淩文化之苦的男孩，唯一得到的關愛是來自他的朋友周夏，總是一臉

憂鬱的他，周夏的音樂是最能癒愈他受傷心靈的靈藥，兩人也在不自覺之中喜歡上彼此，許下

將來一起實現音樂人夢想之約。不料在一個冬天，周夏病逝，之後李昱也被同學陷害而勒令退

學。無助彷徨才 17歲的李昱，決定放棄自己再也沒有認同，沒有快樂意義的生命。 

  三個揹負著相異命運的人，在天臺上訴說自己的故事，理解到了對方不一樣的世界，逐漸開

始反思自殺的行為是否值得?以及生命中尚存一些依戀的事物。最終三人都回想起了人生中某

些溫暖的時刻，想起了生命中值得依戀的價值，想起了自己尚未完成的理想，因而理解活著比

死亡更需要勇氣的生命價值。 

  人生之歌由我們所譜曲，我們將站在舞臺上，傳唱到全世界每個哭泣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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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 

導演: 段明旭、朱琪 

編劇: 李旻靜 

舞臺監督: 張家寧 

道具: 林裕欽、蔡凱行 

服裝: 秦彤、周妤衡 

燈光: 林佳如、戴君宇 

化妝：張櫺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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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 

李昱: 王羿忻 

許翔/許音: 張文滔&賴威盛 

許壕: 曾子騰 

張嬣: 張家寧 

楊小盷: 周一如 

鄭宮: 張家寧 

楊勛: 林子恩 

李萱: 李珮瑄 

周鳶: 周妤衡 

周夏: 張兆翔 

楊校長: 楊楚宣 

同學 1、2、3: 李旻靜、秦彤、黃子沛 

路人 1、2、3、4: 李旻靜、秦彤、黃子沛、莊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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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景 

（燈亮）（所有角色靜止於臺上） 

李昱：今天我要來說一個故事。曾經，我差點消失在這個世界上，但是幸好，遇見了你們。讓

我們的故事，有了不一樣的結果。 

（燈暗）（全員離開） 

 

第一景 

天臺的相遇 

（燈亮） 

(小盷原地徘徊，不停看著手錶、手機，鄭宮走出) 

鄭宮：楊小盷？ 

(小盷懷疑地點頭) 

鄭宮：你就是那個和我老公每天在聊天室裡卿卿我我的……楊小盷？ 

小盷(錯愕)：你老公是誰？ 

鄭宮(指著小盷)： 你還敢問？(鄭宮憤怒的扇小盷巴掌)你知不知道你愛的人是已經有老婆的

人？你這個賤人！ 

(鄭宮跑掉，小盷捂著右邊臉頰，撥通手機) 

小盷(哭腔)： 你為什麼不說你已經有老婆了？你知不知道我最討厭小三？！ 

(小盷低頭哭泣)（燈暗）(楊家桌椅搬上舞台) 

 

（燈亮）（吉他伴奏） 

(李昱坐著，許翔有些害怕地蹲著，站起來) 

(小盷衝上天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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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盷：我乾脆死了算了！！ 

(三人訝異看著對方) 

許翔：你……你……也是來自殺的？ 

小盷：你們……都是來自殺的？ 

(許翔點頭，一陣沉默) 

許翔：呃……所以你…為什麼要自殺？ 

 

第二景 

小盷的回憶 

（鋼琴伴奏）(揚勛坐下綁鞋帶) 

小盷：爸爸媽媽和我以前生活的很幸福，但是，某個女人打亂了我們的生活。 

(楊勛坐著綁鞋帶，李萱從椅子上拿起公事包) 

李萱：你要去哪裡？ 

楊勛：沒有，我沒有要去哪兒。 

(李萱走上前，把公事包砸到楊勛身上) 

李萱(忍淚)：我不想知道你做了什麼，但請你離開這個家吧，不要再回來了，不要再傷害女兒

了……你怎麼可以這樣！(用力捶打楊勛，楊勛抓住她的手) 

楊勛：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傷害女兒，從來沒有！……我不會再回來了。(甩開) 

(李萱走掉，楊勛開門離開，仰頭望天歎氣，周鳶走上前牽手) 

周鳶：親愛的！跟那個女人離婚吧！這樣我們就能在一起了，瞧！寶寶在等著你呢～(摸肚子)  

(楊勛與周鳶手挽手走開) 

(李萱提出洗衣籃，跪在地上摺著衣服)(小昀移步走向李萱) 

小盷：媽，你今天心情好像不錯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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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萱(微笑)：對啊！因為我有乖女兒陪伴啊。 

小盷：爸爸離開這個家的事……你還生氣嗎？ 

(李萱停下了手邊的事，笑容凝固，逐漸沉重。) 

李萱：……沒有。媽沒有生氣。 

小盷(激動站起)：你騙人！！你怎麼不討厭爸身邊那個女人呢？如果不是她，爸現在還在這裡

跟我們生活！如果不是她，我們就不會過得那麼辛苦了！ 

(話音未落，李萱徑直站起，將手中的衣服用力摔在地上，小盷錯愕) 

李萱(面對小盷，語氣憤怒)：不要再說了！我最恨的就是這種破壞我們家庭的女人！ 

小盷：媽，不要難過了……(李萱抬起頭，用力搖晃小盷肩膀) 

李萱(語氣激動)：小盷，答應媽，以後絕對不能成為這種人！ 

小盷(點頭肯定)：放心吧，媽！我發誓絕對不會做破壞別人家庭的小三！ 

(李萱離開)（燈暗） 

 

（燈亮）(天臺上) 

小盷：……媽媽那麼辛苦的把我養大，我卻做了別人的小三。 

許翔：就這樣你也要自殺啊？你又不知道自己做了小三。要死也是那個男人死才對吧！你應該

跟那些小說一樣，成為成功的人士再報仇嘛！ 

小盷(推許翔一把)：成功人士？哪有那麼簡單啊？又不是所有事情都跟書上一樣，你真的很書

呆誒。 

許翔(臉突然冷下來)：書呆啊……我確實是呢。我大概才是世界上最悲慘的人吧！ 

 

第三景 

  許翔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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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音走出，雙手像被銬住，不停掙扎) (搬出兩把椅子和桌子) 

許翔：打從一開始，地球就運行在他的軌道上， 

許音：而我也運行在我父母為我鋪設的軌道上， 

兩人：從未停止。 

(許翔、許音一起坐回椅子) (張嬣拿著講義與許壕走出) 

張嬣：你是我們家的希望，你是要繼承我們家族事業的人，(丟下講義，離開書桌進入想像狀

態)，所以你一定得是最完美的，最優異的……(動作定格) 

許音(站起來)：我就這樣被掌控了嗎?(許翔站起)反抗嗎？反抗吧！ 

張嬣：…永遠不能被別人超過的人。那樣我才有臉跟那些大老闆和夫人們炫耀！ 

許翔(坐下)：媽媽，你說的沒錯，我會努力的。(許音無奈跟著坐下) 

許壕：我的兒子只會是第一。聽著，你的人生只有一個目標，那就是成為社會菁英。 

許音(憤怒站起)：完美無缺？只能是第一？當我機器啊？ 

許壕：……而考上台大，就是你完美人生的第一步！ 

許翔：爸爸，你說的沒錯，我會努力的。 

(父母心滿意足離開) 

許翔(站起)：我人生唯一目標就是考上台大，我會犧牲所有時間去奮鬥的。 

許音：真是莫名其妙，我又不想上臺大，(雙手掙脫)什麼完美人生啊？我呸！ 

許翔：你走吧！這裡不需要你！ 

許音(詫異)：你……！唉！(轉身) 

許翔(面對觀眾)：雖然，我人生唯一目標就是考上台大，但是，我從沒想過為什麼！ 

(許翔低頭，父母出現) 

許壕(大怒)：你居然沒考上台大！你真是我們家族的恥辱、笑柄！你把我們的臉都丟光了！ 

張嬣(痛哭)：我的豪門貴婦夢！就這麼破碎了！你這個兒子一點也不中用！我沒臉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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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離開，許音出現) 

許音(嘲諷)：台大，一個簡單的台大你也考不上啊！你這個廢物！連我都看不起你了！你還是

好好面對你的失敗人生吧，永別了。(離開) 

許翔：台大落榜了，我的完美人生怎麼會出了差錯呢？不完美的人生還有什麼意義可言呢！ 

（燈暗）(收桌椅) 

 

（燈亮）(天臺上) 

李昱(轉身站起，輕蔑的口氣開口)：原來自殺對你們而言……是這麼輕易的決定嗎？ 

許翔(生氣)：你什麼意思啊？我就不信你還能慘到哪去！我爸媽怎麼可以、怎麼可以只把我當

炫耀用的工具！你們這種平凡人根本不懂吧！(憤怒拽起李昱的衣領再用力推開) 

小盷：反正都要死了，這種事有什麼好吵的。 

李昱(無所謂的一笑)：我還能慘到哪去啊？這是個好問題呢…… 

 

第四景 

李昱的回憶 

(李昱低頭綁鞋帶)( 搬出匾額【優良高中】)(黃子沛、秦彤從另一端走出，秦彤碰了碰黃子沛，

指向李昱) 

黃子沛：幹嘛？ 

(黃子沛走上前搭住李昱的肩膀，秦彤擋在李昱前方) 

黃子沛：喲？精神不好呀？思念你的小男朋友嗎？ 

李昱(繼續低頭）：……你擋住我的路了，死矮子。 

秦彤：你有種再說一次啊？(憤怒推倒李昱)你們搞同性戀的腦子都燒壞了吧！ 

(黃子沛再踹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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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夏衝出來生氣地指著兩人) 

周夏：有完沒完！你們再敢欺負他我就不客氣了！ 

兩人：哼！走著瞧！ 

(黃子沛、秦彤逃走，周夏轉身扶起李昱) 

周夏：別哭啦，你這麼膽小，一輩子都會被他們欺負。 

李昱(抬頭)：反正…你會幫助我啊…… 

周夏：那假如有一天我不在你身邊呢？ 

李昱(轉過頭不看周夏)：不會有那一天的！ 

周夏(笑)：這可難說，你不怕我哪天丟下你，自己走了？ 

李昱(急忙看向周夏)：……絕對不會！(激動轉低聲)周夏,你應該不會做這種事吧。……你可

是我唯一的知己了。 

周夏(搭肩)：我開玩笑的啦，別當真，好了！我先回家了。(回頭)要快樂哦！ 

(周夏離開，李昱停住) 

(楊校長、李旻靜走出) 

楊校長：你明白問題的嚴重性了嗎？你跟男生交往這件事已經鬧得不小了，若是傳出去，豈不

是毀壞本校幾十年來的名譽？ 

李旻靜(諂媚巴結)：就是啊，校長可是獲得“臺北市優良高中”的校長誒！(彎下身看著李昱)

你……還是趕快承認吧？搞不好校長還可以幫幫你呢！ 

李昱(低頭手緊握)：不是我做的。 

楊校長(慍怒，皺眉)：不承認的話，我就把你轉到別的學校去。你這種小孩啊，不適合我們學

校。看到了嗎！(手指匾額)優良高中誒！！我請問你這種人除了敗壞校譽還會幹嘛！ 

李昱(激動)：就說了不是我做的啊？！ 

楊校長(激動)：你……你這小子(手顫抖)，本校最聰明、榮獲奧林匹亞冠軍的學生(指著李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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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都說是你偷了她的手錶！這種學生還會騙人嗎？ 

李旻靜：沒錯，就是你偷的！ 

校長(憤怒)：本校的名譽，我的名譽！都被你給毀了！你，被勒令退學！ 

(李旻靜與楊校長離開)（燈暗） 

 

（燈亮）(天臺上) 

李昱：退學以後，每個人都用那種我是小偷的眼神看我，每一天都是如此。 

(許翔、小盷用一種訝異的眼光看著李昱) 

許翔：……抱歉，我剛說得太過火了。我沒想到你會有這樣的故事…… 

李昱：我也沒有想過……我會有這樣的人生啊。(滄桑) 

(沉默) 

小盷：但，人生應該還是有那麼點……令人捨不得的回憶吧。(一抹淡笑) 

 

第五景 

最後的聲音 

許翔：是啊，我有一隻野貓朋友，牠摸起來很溫暖很舒服，每當我熬夜 K書時，它都會跳到書

桌上陪伴我，讓我不再寂寞。但是，我死後就沒人照顧它了…… 

小盷：我也捨不得我的媽媽。就算我們家再怎麼經濟拮据，每次生日她都會送給我最好的禮物，

就像我穿的這條裙子，我一直很珍惜……可惜我過不到下一個生日了…… 

李昱：我倒真的沒什麼掛念的。(許翔轉頭看李昱) 

許翔：真的……什麼都沒有嗎？ 

(李昱猶豫了一會兒)(周夏走出) 

李昱：……我有一個很愛很愛的人，也是唯一能理解我的人……但他是個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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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夏彈著吉他出現，坐下) 

周夏(伸懶腰)：啊～今天的陽光真暖和啊，最適合在天臺上睡覺了！ 

李昱(走近)：最近你都往醫院跑，是身體出了什麼問題嗎？我很擔心…… 

周夏(別開目光)：沒什麼啦！小毛病而已。別擔心，我身體比你強壯十倍！ 

李昱：可是…… 

周夏(抱起吉他)：別說這個了，李昱，聽我唱首歌吧！ 

  【失去微笑的你/孤單坐在那裡  我就要窒息/多麼想要為你打氣】 

(周夏自彈自唱，李昱微笑，看著周夏) 

李昱：好厲害啊，周夏。你以後要當歌手嗎？ 

周夏：其實我比較想當作曲家呢！等我長大成名後，一定會為你寫一首歌的！ 

李昱(笑得很開心)：是嗎？加油哦。 

周夏(指著前方): 李昱你看，那裡是我們學校，那裡是我家……哇，從這裡看 101超清晰的！ 

李昱(抬頭)：我還沒去看過 101的煙火呢，以前都是在電視上看的。 

周夏：那……我們今年一起去吧。再一個月就元旦了。 

李昱：好啊。 

(兩人起身，周夏離開) 

李昱(傷感)：……他曾經說過他會陪我走過一生，可是，他拋下我先走了。 

李昱(轉為安定)：不過，能在死前遇到你們兩個朋友，也蠻開心的。 

小盷：也是。 

許翔：是啊，我也很高興認識你們…… 

(李昱默默往舞臺前方走去，然後望向遠方。) 

許翔：喂……！(許翔站起來衝過去，小盷驚慌) 

李昱(望著前方)：從這裡可以看到 101呢……我現在很快樂呢。(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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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夏站在後方，兩人拿著手機) 

李昱：喂？周夏，我已經到天臺上了，你在哪裡？煙火就要開始了，你不會忘了吧？ 

周夏(聲音顫抖虛弱)：我當然記得。……抱歉，李昱，我不能和你一起看煙火了。 

李昱(焦急)：……什麼？你現在是不是又在醫院裡？ 

周夏：……病情突然惡化了，得動手術。 

李昱：你給我等著！我現在就過去！ 

周夏(笑)：這樣你得等到明年才能看煙火了。好了，開著手機對著 101，我們一起看煙火吧！ 

(路人 x4從翼幕跑出，奔到台前) 

李旻靜：快點快點，快來不及啦！ 

路人們： 5、4、3、2、1、新年快樂！ 

(相互擁抱，興奮，望著煙火，陸續轉身離開) 

李昱：煙火！煙火！你看見了嗎? 

周夏(咳嗽)：看見了…謝謝你了。 

李昱：周夏，等你康復後，我們再一起唱歌吧！ 

(周夏離開)（燈暗） 

 

第六景 

忘記的事情 

（燈亮）(李昱站在天臺邊緣) 

李昱：他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還一直跟我說著謝謝，其實，該說謝謝的人是我啊。 

李昱：全世界的人都討厭我。只有他一直、一直鼓勵著我…… 

周夏(聲音從別處響起) ：李昱，要快樂哦。 

李昱：快樂，我一直在尋找快樂。……可是我找不到。(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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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翔、小盷在原地愣住，不知如何是好) 

(配樂響起，是周夏唱過的歌，李昱抬起頭) 

小盷(張望)：那是什麼聲音？ 

(許翔攤手) 

李昱(拿出手機盯著)：……是周夏留給我的手機鈴聲，是他為我唱的歌！ 

(許翔和小盷對視) 

李昱：我……差點忘記了，周夏的夢想，還沒有完成。想要做的事，還沒有做呢。 

許翔：其實，我也還不想死呢。我想離開那個家，獨自去過平凡人的生活。 

小盷：說了這麼多，發現自己還有很多事沒有做。媽媽還在家裡等著我呢。 

小昀(面對觀眾)：如果現在就放棄的話，這些事情，還有夢想，就再也沒有機會去完成了。  

（燈暗） 

 

 

最終景 

我們的歌 

（燈亮）(眾人在舞台上靜止) 

(李昱站在臺上) 

李昱：故事說完了。因為你們，我活了下來。能認識你們，是我三生有幸。 

(吉他伴奏，各組分別表演)  

(合唱) 

怎麼了/看起來有些憂鬱呢 

天空濛去了彩色/你的心中裝滿不快樂 

失去微笑的你/孤單坐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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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要窒息/多麼想要為你打氣 

我不要做那星星/掛在天上放光明 

我要做一隻流螢/在旁溫暖你的心 

不會伸手遙不可及/而是往前就能抓緊 

(全體鞠躬謝幕)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