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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戲劇劇本 

【燈暗‧燈亮】 

 
 

 劇情大綱  

 

    曲高和寡的《莎士比亞劇團》被老闆告知將臨時替換女主角，以當紅宅男女

神「奶茶妹」的高人氣來挽救票房，守舊的老導演為堅持傳統戲劇精神向老闆抗

議，卻換來「停演、解散劇團」的決定。 

    被《莎士比亞劇團》奚落的奶茶妹，回家又被父親指責跳性感舞蹈敗壞門風，

與父親大吵，憤而離家。難過之餘，自組的舞團成員則予以安慰相挺，觸發奶茶

妹的靈感，她想編一齣以流行元素為主、談論「夢想」的「歌舞劇」作為舞團的

代表作！ 

    奶茶妹向老闆表達想法，老闆決定讓她的舞團接續劇團成為劇院的駐地團隊。

但同時奶茶妹得知劇團過往曾有的榮景，心中萌起對老導演的欽佩與同情… 

    老導演觀摩奶茶妹舞團的熱歌勁舞，內心頗受衝擊，他想起自己「追求夢想」

的初衷，當年他只是個單純愛演戲的小毛頭，一頭栽進小劇場運動，至今已將近

四十年的歲月… 

    「傳統藝術」與「流行文化」是否能結合？ 《莎士比亞劇團》與《奶茶妹

舞團》是否有可能撞出新火花？ 

    燈暗之後，燈總會再度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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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介紹  

 

(為求適合學生團體演出，演員較多，若要精簡亦可刪減部分實用角色。) 

 

劇團老闆：年約四十，聲音宏亮的生意人。過去曾是老導演的粉絲，喜愛劇場因

此成立劇院，聘請《莎士比亞劇團》作為駐地團隊，十年來卻為此虧

空近千萬，理想終於不敵現實，想結束莎士比亞劇團，改邀請當紅團

體進駐劇院。 

 

《莎士比亞劇團》成員： 

老導演：年約六十，看起來卻比實際年齡來的蒼老，總是皺著眉頭，咬字有外省

腔。台灣小劇場運動的重要人物，堅持傳統、重視古典戲劇，但曲高和寡。 

男主角(阿福)：年約三十，喜愛演戲，在本次演出中飾演羅密歐一角。對各類表

演都不排斥，深怕沒有舞台可以從事熱愛的表演工作。有點喜感，

動作略帶女性化。 

女主角(詩詩)：年約二十八，在本次演出中飾演茱麗葉。因長期演女主角，有些

許嬌氣，個性直來直往。 

女配角(小恬)：年約三十，熱愛小劇場，非常同意老導演堅持傳統戲劇的路線，

是個認真善良的女演員 

男配角(小 C)：年約三十，默默的愛著女主角，是為了女主角而參與劇團演出，

對於劇團將解散的消息非常緊張(因為不能和女主角天天相處了)，想告白

卻從來沒有勇氣。 

排演助理：憨厚老實，卻常常發出智慧之語，每次有苦差事都會輪到他。 

造型師兼演員：年約二十八，身兼服裝/造型/演員，在預算不多的劇團裡什麼事

都要幫忙，卻無抱怨。 

 

奶茶妹的父親：年約五十，手搖飲料店老闆，對女兒小嫕(奶茶妹)有深深的期許，

無法接受她類似「以美色賺錢」的行為，試圖以打罵「導正」女

兒，卻引發反效果。 

奶茶妹的母親：年約四十八，對女兒小嫕(奶茶妹)疼愛有加，女兒做的事都頗支

持，但在丈夫的強勢下也無法太維護女兒。 

 

《奶茶妹舞團》成員： 

奶茶妹(小嫕)：二十一歲，活潑外向，擁有精湛舞技，因常把自己跳性感舞蹈的

影片傳到往上而小有名氣，卻因為穿著低胸緊身衣搖波霸奶茶的畫面被

錄下上傳爆紅，成為超高人氣的宅男女神「奶茶妹」，不想甘於平凡，而

勇敢追夢，自組舞團接案表演，希望可以成為知名藝人。 

助理雅蘭：常被奶茶妹欺負，但是似乎甘之如飴。 

貞伶：二十二歲，口齒清晰、思路周全，是奶茶妹舞團的重要成員。 

LULU：二十歲，聲音好聽、認真負責，很會唱歌，是奶茶妹舞團的重要歌手兼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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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ㄋㄟㄋㄟ：二十一歲，是個胖胖性感的 Gay，對舞團的一切都相挺，個性搞笑，

歌聲、舞姿都可以忽男忽女，是舞團裡的開心果與重要表演者。 

夢：二十三歲，理性而多才多藝，擅長編舞。 

安娜/藍藍/庭庭/默默/靖怡：年約十九，是奶茶妹學校的學妹，所有一切尚在學

習中，也想向學姊一樣擁有自己的夢想。默默也是現場 live band

的電子琴樂手。 

ROB/暉凱/星見：舞團團員但能歌善舞還能演奏樂器(爵士鼓/吉他/貝斯…等)，每

次奶茶妹舞團演出時都會參與現場 live band 演奏。 

 

 

 場次介紹  

 

第一場：《莎士比亞劇團》排戲時，老闆臨時安排宅男女神奶茶妹空降為女主角，

完全不會演戲的奶茶妹惹惱眾人。劇團團員將她趕離排練場。 

第二場：在劇團受挫的奶茶妹回家又受到父親給予的壓力與責罵，家人對她夢想

的不諒解。 

第三場：奶茶妹自組的舞團成員給予奶茶妹關懷與力量，而早上的排戲經驗更讓

奶茶妹萌發新想法，想排練以「夢想」為題的「歌舞劇」。 

第四場：《莎士比亞劇團》到老闆辦公室表達若不維持劇團傳統，將集體辭演。

老闆不悅，透漏自己已決定解散劇團，改由《奶茶妹舞團》取代。 

第五場：劇團受挫，劇院內部問題浮現，互相指責，老導演覺得自己應負責任。 

第六場：老導演原想回去找老闆討論是否有轉圜餘地，見老闆已與奶茶妹籌畫新

演出，再次受挫離開，奶茶妹卻在此時得知老導演原來是台灣小劇場運

動的先行者，也曾是優秀演員，對他另眼相看。 

第七場：劇團團員與舞團團員在劇場排練時狹路相逢，劇團團員見識到另一種不

同於傳統的表演風格。 

第八場：《莎士比亞劇團》的最後一場演出，導演與演員黯然向觀眾告別。 

第九場：奶茶妹第一次看舞台劇，頗受感動，演出結束拆台時向老導演表示想請

他幫忙排練歌舞劇，劇團團員與奶茶妹舞團萌發合作的新可能。 

第十場：奶茶妹舞團的以「夢想」為題的音樂劇演出，震撼力十足獲得廣大迴響。

「傳統藝術」與「流行文化」似乎有結合的可能… 

第十一場：謝幕時刻，奶茶妹的父母獻花，奶茶妹的夢想終於化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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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舞台上就位) 

(燈亮) 

(造型師正在幫男配角與女配角量身) 

男主角：(專業的口條，充滿情感)啊！那是我的愛。唉～但願她知道我在愛著她… 

女主角：(專業的口條，情感稍少)喔!羅密歐羅密歐!你為什麼偏偏叫羅密歐？否認

你的父親，放棄你的姓氏吧… 

導演:停停停!茱麗葉，你的情緒不夠！這一段是最重要的，你要把羅密歐當成你

的夢中情人去呼喊,要充滿感情! 

女主角：(為難)夢中情人喔…可是演羅密歐的是他…(指向男主角)我實在很難表現

那種感覺耶…. 

男主角:ㄟㄟ!怎麼這樣說啊?!我們都配合那麼久了,難道你還不知道我的魅力？看

我英俊的面孔、雄壯的身材… 

造型師：(酸)你的身材尺寸我知道的一清二楚！(拉一下布尺，笑)…好像沒有雄壯

耶！ 

男主角：喂！ 

女配角:(偷笑)也許是因為你的魅力都被你的傻氣蓋過了? 

男主角:傻？我哪有傻! 你們說，我傻嗎？ 

(眾人點頭) 

男主角：(抱頭假哭)你們這樣我沒辦法入戲…讓我冷靜一下… 

(男配角/女配角/造型師偷笑聊天) 

女主角：(打圓場)好啦好啦，你不傻… 

(男主角高興) 

女主角：純粹是你魅力不夠啦! 

男主角:喂!(又蹲下抱頭沮喪) 

導演：(不悅)好了!再這樣下去還要不要排戲啊!專業一點，我們劇團已經成立這麼

多年，每次演出口碑很好，不要砸了招牌！ 

      (掃視一圈,看向女主角)妳說妳想像不出來?(看一眼男主角)是不容易… 

男主角：(撒嬌)導演~~ 

女主角：對啊！ 

導演：你應該把他想像成是…羅大佑，還是齊秦… 

女主角：(一臉沒興趣)這兩款才不是我的菜… 

導演：那哪個是你的菜! 

女主角：(嬌羞)他!(隨意指觀眾，可以指向現場的重要貴賓) 

導演：造型師！你現在去找那著誰…(指觀眾)的照片來，貼在羅密歐臉上！ 

造型師：(為難)到哪裡找啊……(離場) 

場次 1 場景 排練場(舞台上) 時間 日 

人物 劇團老闆、導演、造型師、男主角、女主角(詩詩)、女配角(小恬)、男

配角(小 C)、奶茶妹、助理(雅蘭)、排演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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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好了!趕快再來一次!! 

女主角：好的導演！ 

男主角：(沮喪自言自語)難道我不如…他(指向剛剛那位觀眾)嗎？ 

導演：認真一點！ 

男主角：(立刻變認真，從剛剛的玩笑態度轉為非常專業的舞台劇演員)啊！茱麗

葉，那是我的愛。唉～但願她知道我在愛著她… 

女主角：(深呼吸，往前走)噢!羅密歐!羅密歐!你為什麼偏偏是羅密歐?否認你的父

親，放棄你的姓氏吧!也許….這是強人所難…但，只要你發誓愛我，我願意放

棄凱普雷特家族… 

男主角：我該聆聽，還是回話？ 

女配角：(原本要來找茱麗葉)小姐…怎麼這麼晚了妳還不睡？ 

        (忽然發現男主角，趕忙躲在一旁窺視)他是誰？陌生人闖入花園，小姐

會不會有危險？我必須趕快告訴公爵… 

女主角：只有你背負的姓氏才是我的仇敵， 

你若不姓蒙特鳩，依然是羅密歐，那麼姓不姓蒙特鳩又有什麼關係？ 

(排練狀況順利，導演滿意的點頭) 

(奶茶妹入場,一臉懷疑的觀察周圍環境，並且往劇團人員中走去，露出不屑的表

情觀看) 

導演：情緒再多一點… 

女主角：(非常投入)玫瑰就算不叫玫瑰，還是一樣的香， 

       羅密歐如果改個名字...還是會一樣的可愛，一樣完美無缺… 

       羅密歐，拋棄你的名字吧！ 

       我願意把我整個的心靈，賠償你這一個身外的空名… 

男主角：(非常投入)那麼，一切都聽從妳了 

(奶茶妹慢慢的往男女主角中間走去) 

女主角：(看到奶茶妹，大驚)是什麼人躲在夜裡偷聽人家的秘密？ 

奶茶妹：妳說我喔？ 

男主角：我不知該如何說出自己的姓名！ 

奶茶妹：(對男主角，鄙夷)沒人問你叫什麼名字啊！她是問我！我叫小嫕，但是

大家都叫我奶茶妹… 

女主角：導演！搞什麼，這樣怎麼演啊！ 

(女主角生氣離開，男主角安撫) 

男配角：(怒)沒有人問妳！ 

女配角：(怒)我們在排戲！ 

導演：妳在這裡做什麼？ 

奶茶妹：(無視於他們)唉喲!這裡怎麼那麼小…又好舊，地板又髒…跟我想的完全

不一樣！而且好熱喔!!(搧風狀)雅蘭！雅蘭~~雅蘭！！(尖叫) 

雅蘭：(背著包包，拿著椅子急忙奔進)來了來了… 

奶茶妹：身為一個助理，我覺得妳非常不負責任…動作慢吞吞！腦袋不靈光！ 

(雅蘭連忙打開椅子，奶茶妹坐下後，雅蘭從包包裡拿出扇子幫她搧風) 



6 
 

奶茶妹：水呢？ 

(雅蘭趕緊從包包裡拿水並遞給她) 

奶茶妹：(怒)怎麼不是冰的啊?那麼熱還不給我冰的?!想渴死我呀? 

雅蘭：對不起… 

奶茶妹：去換一瓶！ 

雅蘭:…好的…(雅蘭拿著水退場) 

奶茶妹：等等,換果汁吧,我想喝果汁! 

雅蘭：是！ 

導演：(看著奶茶妹，驚訝看傻了眼)哇…原來別人對助理是這樣的呀！ 

      排助，排助，過來，學著點！ 

(排演助理上前) 

排助：導演，不好意思，我想我應該提醒妳，她打擾到我們排戲了… 

導演：(驚醒)對噢… 

(導演回頭，看到一排演員冷冷地瞪著他) 

導演：咳咳…(嚴肅的對奶茶妹)這位小姐，我們現在在排戲… 

奶茶妹：那你們排呀，幹嘛跟我說話？不是我說阿,剛剛一進來看到…(指女主角)

這個人，在那邊羅密歐羅密歐的，真老套，而且衣服看起來好俗！ 

男配角：奇怪，妳是耳朵有問題嗎？我們是請你離開，不是要妳發表意見! 

女主角：小姐，我們正在排戲，妳憑什麼在這邊比手畫腳? 

奶茶妹:為什麼那麼兇啊?而且我只是給一下意見，妳們演這種戲沒票房啦… 

女配角：(冷淡)小姐,不好意思,我們在排戲,實在不適合給人參觀,麻煩請離開。 

奶茶妹:好哇!妳們仗著人多就這樣欺負人家!好,我走!你們走著瞧! 

(奶茶妹起身離開,剛好老闆帶著飲料和雅蘭進場。) 

老闆:哎呀呀，我的大明星奶茶妹來了啊，還好助理跟我講，真不好意思沒有親自

迎接妳… 

奶茶妹：哼，我要走了！以後別再找我來！ 

老闆：怎麼了？妳生氣啦？別走啊…怎麼氣成這樣?來來來,坐下坐下… 

奶茶妹：還不是這些人!聯合起來欺負我，還要趕我走！ 

老闆:好好,妳先消消氣,雅蘭！還不快給奶茶搧風…(瞪視導演)導演,這是怎麼回

事? 

導演：(嚴肅)老闆，這位小姐在我們排戲時闖進來,排練是不可以受打擾的！ 

老闆:陌生人？你們不認識她？她是現在爆紅的宅男女神，很會跳舞，家裏在賣波

霸奶茶的奶茶妹！ 
導演：什麼波霸奶茶妹？ 

奶茶妹:是奶~茶~妹!才不是波霸奶茶妹！難聽死了！ 

劇團全體：明明就都一樣！ 

導演：總之，宅男女神跟我們一點關係也沒有… 

奶茶妹：(翻臉)討厭！我要走了… 

老闆：好了！(瞪視劇團全體)給我聽好了！是我重金禮聘，邀請奶茶妹來擔任這

次演出的「女主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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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團全體：什麼？ 

老闆：這次的演出，要藉著奶茶妹的高人氣來衝票房，所以對了,這次演什麼來著? 

奶茶妹:剛剛看他們在喊羅密歐啊羅密歐…… 

老闆：啊！對啦！奶茶妹就是要演這個…茱、茱麗葉! 

(劇團團員還在震驚中，無法說話，你看我我看你。) 

男配角:那原本的女主角呢?!詩詩該怎麼辦？ 

(女主角負氣轉身，卻難掩緊張) 

女配角：(斜眼看奶茶妹)不能現在換角啦，而且女主角台詞很多，她背不起來的！ 

排助：(打開排練本)這樣…幾乎要從頭來，大家又要加排了！(翻著排練本)時間上

根本來不及啊! 

男主角:更何況我們跟她根本沒有默契! 

導演:老闆……都快要演出了，臨時換人…不適合！ 

老闆：(動作誇張接起電話)喂！喂！你說什麼？我聽不到，收訊不好…是嗎？緊

急會議嗎？這麼大的事情？好的！我這就去…… 

(老闆急忙退場) 

男主角：(疑惑)你們剛剛誰有聽見電話聲? 

(眾人搖頭，然後一起轉頭看奶茶妹。) 

奶茶妹：好啦!我是妳們的女主角了!所以呢?我要做什麼? 

(女主角看著奶茶妹，大翻白眼。) 

男配角：這個女的…一看就知道不會演戲… 

導演:唉…(嘆氣)你們誰給她劇本看看，教她一下吧… 

女主角：(怒)導演!我該怎麼辦? 

導演：………我也不知道…這是老闆的決定，這次妳就委屈一下，當搬道具的吧… 

女主角：(怒)怎麼可以這樣？？ 

導演：排助！拿一本劇本給…奶茶妹。 

排助：好……奶茶妹小姐，你看，那個…茱麗葉講的…都是你的台詞… 

奶茶妹：(接過劇本)……茱麗葉喔？(唱起流行歌《梁山伯與茱麗葉》，加上性感

的舞步)我愛妳，妳是我的茱麗葉，我願意變成妳的梁山伯，幸福的每一天，

浪漫的每一夜，把愛~~不放開~~ 

導演：(抓頭大吼)好啦！！ 

(所有的人無奈翻白眼，一副快昏倒的樣子) 

奶茶妹：(嬌嗔)好兇喔~~~ 

導演：咳咳！那個…開始排戲吧。奶茶妹? 

奶茶妹：(很有精神)是的導演~~~ 

導演：(無精打采)呃…妳跟男主角排一下那個…花園的部分，來，羅密歐先來… 

男主角：(立刻戲精上身)那麼，一切都聽從妳了。從今以後我的名字，稱呼為，「愛」！

羅密歐的舊名我將拋棄! 

奶茶妹：(嬌聲大笑)啊哈哈哈哈…唉呦…這什麼啊？好老套的說法喔! 

導演：(怒)奶茶妹!現在是在排戲!麻煩妳說台詞! 

奶茶妹：(嚇到)…喔!...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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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重來！ 

男主角：(仍然戲精上身)那麼，一切都聽從妳了。從今以後我的新名稱呼為「愛」，

羅密歐的舊名我將拋棄… 

奶茶妹：那個…(看一眼劇本)…是誰？是哪個變態躲在夜裡，偷窺人家？ 

導演：(差點昏倒)奶茶妹，妳的台詞根本不是這樣！別亂改台詞！ 

奶茶妹：(撒嬌)唉呦~導演~~這些台詞又長又難記，反正差不多的意思嘛~~我這樣

簡單又好記又順口耶! 

女配角：台詞哪可能這樣讓你亂改！ 

女主角：妳超不專業，到底有沒有學過戲劇啊! 

奶茶妹：(兇)喂！我很專業!我當過車展模特兒、走過很多秀，還超會跳舞！(驕傲) 

(走秀音樂下，奶茶妹立刻走秀擺 POSE，真的很專業。) 

男主角：你的專業跟我們不相關吧？ 

導演：(無奈)你現在要演戲就好好演！照劇本演！別再搞亂七八糟的東西了! 

奶茶妹：我這是「提出建議」，讓我們這齣戲變得更 Fashion！更 Perfect! 

男配角：明明是你自己記不住台詞在那邊硬ㄠ… 

奶茶妹：哪有！導演~~你看！他欺負人家，明明人家說的方式比較好… 

導演：(大聲、憤怒)按照劇本好好演! 

奶茶妹：(撒嬌)導演~~ 

導演:夠了！你們誰來好好教教她? 

女配角：(打圓場)那個..我來教吧?至少不要讓這齣戲開天窗… 

排助：導演…我看，就算現在惡補也補不了多少! 

(女主角到旁邊生悶氣,男配角趕緊過去安慰她) 

女配角：奶茶妹，你要對羅密歐放感情，想像你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就被他英

俊的外表吸引… 

(男主角故作英俊) 

奶茶妹：(看了男主角一眼，噗哧笑出)……好難喔！ 

女配角：演戲就是這樣，不可能的事還是要化為可能… 

男主角：哪有什麼不可能，我明明就超帥的！ 

(奶茶妹努力的凝視男主角，培養愛意) 

女配角：對，就是這樣，想像你愛上他… 

(奶茶妹繞著男主角走，勾引、誘惑) 

男主角：(感覺開心)…嘿嘿，換了更漂亮的女主角，不錯嘛… 

(女主角瞪他，然後開始委屈哭泣，男配角忙著安撫) 

女配角：(嘆氣)就說你傻你還不信！看看場合再說話好嗎？那個…奶茶妹?我們先

來練練茱麗葉這段獨白… 

奶茶妹:喔…這段喔?咳咳!(清嗓子，尖聲，怪腔怪調)喔!蘿蜜喔~~~~蘿蜜喔~~~~~~ 

(全部演員驚嚇看著奶茶妹) 

奶茶妹：沒事，沒事，我還沒開嗓,等我一下!(開嗓練唱)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

~~好了，我們再試一次(假音)喔!羅密歐~~~~羅密歐~~~ 

(羅密歐嚇倒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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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配角：奶茶妹…不是這樣,用你平時的聲音念就好… 

奶茶妹：我平時就是這樣啊？不好嗎?可是我的粉絲超喜歡我這樣的~  

女主角：我們這齣經典的莎士比亞,會被她給毀了!導演!你確定要這樣下去嗎?! 

導演：呃……你們其他人的想法? 

男配角：這樣太糟了，不可能演嘛！ 

女配角：我沒有信心在開演前把奶茶妹教好… 

男主角：會嗎？我覺得挺有趣的！新挑戰… 

女主角:哪裡有趣？！麻煩清醒點!這樣下去我們劇團的名聲會完全毀了! 

女配角：奶茶妹實在不太適合茱麗葉的腳色… 

男配角:……導演…我認為我們該去抗議。只要奶茶妹演出，我們大家就拒演，好

不好？ 

奶茶妹：什麼？ 

男主角：蛤…可是我覺得他長得不錯啊。 

(大家瞪他) 

男主角：……可是演的不好啦！ 

奶茶妹：你們很過分耶！怎麼可以這樣？哼！說真的！你們演那種爛戲，我根本

就沒興趣,要不是老闆拜託我，我才不想演！去啊！你們去找老闆啊！我才

不屑什麼舞台劇… 

(奶茶妹氣憤離去) 

(大夥兒氣氛緊繃，你看我我看你) 

(燈暗) 

 

 

 

 

 

(電視報導聲音進) 

(舞台上有一張雙人沙發椅、一張單人椅與桌子，父親坐著看報，母親拿著遙控器

像是在轉電視。) 

(母看著報紙忽然眼睛一亮，開心) 

母：欸，妳瞧，這不是女兒嗎？今天又上報了，妳看…「點閱率破兩百萬，新一

代宅男女神…」，女兒這張照片好漂亮… 

父：(不悅)有什麼好高興的？不務正業。我看看…(拉過報紙看，驚訝生氣)穿這麼

少？這太露了！看起來跟跳脫衣舞的差不多！氣死我了！(看錶)都幾點還

不回家，又不知去哪裡瘋… 

母：唉呀，女兒大了，你別老是管東管西… 

父：就是被你寵壞了！ 

(奶茶妹小嫕邊講電話邊走入家中) 

小嫕：就是那個過氣的劇團啊！吼，我差點被氣死，你不知道他們有多討厭…唉

呀我不想講了啦，反正我本來就不想演什麼舞台劇，現在這樣最好，我又有

場次 2 場景 奶茶妹家中 時間 夜 

人物 奶茶妹、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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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了，明天我們再排兩支新舞… 

父：立刻把電話掛掉！ 

小嫕：(看母親一眼，不以為意繼續講電話)…我爸又不知哪根筋不對了…欸，月

底那個車展活動你先接起來，我們排 sexy 一點的舞，再找媒體來拍！ 

父：(走到奶茶妹面前，兇)現在立刻把電話掛掉，從今以後你不准跳舞！ 

母：唉呀，孩子的爸，你何必這樣呢？ 

父：你給我閉嘴！ 

小嫕：(有點驚訝、嚇到)……喂，我晚一點打給你。(掛掉電話)爸，幹嘛啦！ 

父：(兇)妳說，這休學通知單是怎麼回事？ 

小嫕：(遲疑)…………就…休學啊。 

父：(兇)為什麼休學？ 

小嫕：爸，念書不是我的興趣……而且，你知道嗎？我的舞團最近很紅喔！ 

母：(開心附和)是啊，女兒，妳今天上報啦！ 

小嫕：真的啊？我看我看~~(開心跑到母親身旁看)真的耶，拍的還蠻美的啊！ 

父：穿個內衣跳舞，有什麼美？ 

小嫕：爸，這種成功的機會是很難得的，不好好把握，大家很快就會忘記我的！ 

母：對啊，要打鐵趁熱，乘勝追擊！ 

小嫕：(欽佩的目光)老媽，就是妳說的這樣！快點快點，讓我看看記者怎麼講我… 

(母親與女兒兩人湊在一起看報，父親生氣地把兩人中間的報紙抽掉，用力丟在地

板上) 

父：小嫕，妳還年輕，不好好把大學讀完，連個文憑都沒有，以後會被人看不起… 

小嫕：爸…文憑不重要啦！追求夢想比較重要，很多事不趁現在努力，等我老了

就沒機會了！ 

父：夢想跟現實是不一樣的！你是學生，就要盡學生的本分… 

小嫕：我不是學生了，我休學了！ 

父：我絕不同意，妳明天立刻跟我去學校辦復學！ 

小嫕：我不要！(不悅)……爸，你難道沒有夢想嗎？難道你的夢想就是賣波霸奶

茶？ 

父：(被女兒的酸話激到，一時有些詞窮)妳…妳是看不起爸爸嗎？妳知不知道妳

害得我現在連波霸奶茶都不想賣了！什麼奶茶妹，真是丟臉！  

小嫕：奶茶妹…有什麼丟臉？ 

父：露個胸部跳舞給人家看，不三不四，穿的像特種營業，我們家的臉都被你丟

光了！ 

小嫕：我又沒做對不起你們的事！我是在表演，這是藝術！ 

父：藝術？能當飯吃嗎？妳給我回去讀完大學，找份正當的工作！ 

母：好啦，妹妹不喜歡讀書，你別逼她，她有自己的興趣… 

父：讀書才是正途… 

小嫕：爸，我也很想考第一名讀碩士讀博士啊，但我就不是讀書的料嘛！從小到

大我的成績都不好，你也知道啊，我就是記不起來課本上那些字… 

父：那是妳不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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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嫕：我是真的記不起來！書讀不好…也不全都是我的錯啊！我的專長就是跳舞！

這還不是你生給我的！怪誰啊？……你自己咧？妳有多會讀書？你連國中

都沒畢業… 

(父親一巴掌重重打在奶茶妹臉上) 

父：妳給我閉嘴！ 

母：(急忙制止)欸，欸，妳怎麼…妳怎麼動手呢妳… 

小嫕：(驚訝不可置信)你打我？你竟然打我？ 

父：妳這個不孝女！ 

小嫕：……這個家，我再也不要回來了！ 

(奶茶妹負氣離去) 

母：妳再怎麼樣也不可以打人啊，女兒都這麼大了… 

父：連你也怪我？連你也看不起我嗎？我就是沒有讀書，什麼都不會，才不想要

女兒像我們一樣辛苦，想要她更有前途… 

母：這年頭，讀書不是唯一的出路啊！女兒…也很認真，報紙上大家都誇她的呀，

你怎麼不給她一點鼓勵呢？ 

父：我…我這是為她好！夢想沒辦法當飯吃的！不打她，她不會懂！ 

母：(怒)你！……唉……女兒會恨你的！ 

(母親搖頭坐下，生氣不語) 

(父親看著奶茶妹離去的方向) 

(燈暗) 

 

 

 

 

 

 

(熱門音樂下) 

(燈亮) 

(貞伶站在藍藍、庭庭、默默、靖怡面前帶舞蹈動作，夢在旁做筆記、LULU 拿著

手機錄影) 

(跳約二十秒) 

貞伶：好！先到這裡。 

夢夢：不錯嘛，動作都快記起來了，超有效率的！ 

貞伶：(得意)也不看看是誰編的舞，好看又好學… 

藍藍：是我們聰明記得快吧？(回頭看庭庭、默默、靖怡)對不對？ 

(女孩們點頭得意) 

貞伶：(調皮的扮個鬼臉)哼~~ 

LULU：我有錄起來，我傳給團長看。 

貞伶：(對著四個小女生宣布)各位，這是月底車展的開場舞，妳們要加油喔，團

長說會找媒體來拍，動作記得再大一點，每個細節的點都要到位… 

場次 3 場景 舞團團練室 時間 夜 

人物 奶茶妹、雅蘭、貞伶、夢夢、LULU、藍藍、庭庭、默默、靖怡、星見、

ㄋㄟㄋㄟ、奶嘴、暉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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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LU：欸，那我們另一首要表演什麼？ㄋㄟㄋㄟ咧？ㄋㄟㄋㄟ又跑去鬼混了，ㄋ

ㄟㄋㄟ~~ㄋㄟㄋㄟ~~ 

(ㄋㄟㄋㄟ和奶嘴拿著零食走過來) 

LULU：妳們不要再吃了啦，妳看他們的舞都編好了，我們怎麼辦啦？ 

ㄋㄟㄋㄟ：怕什麼，有我在，隨便上去隨便跳大家都會拍手！ 

LULU：聽妳在放…(做出屁的嘴形但是消音) 

ㄋㄟㄋㄟ：欸，妳不相信？來，隨便來段音樂… 

(音樂下) 

(ㄋㄟㄋㄟ隨音樂即興跳 SEXY 熱舞約五秒) 

ㄋㄟㄋㄟ：(瞪著觀眾，大聲)欸，還不拍手？ 

(觀眾大聲拍手時，ㄋㄟㄋㄟ更 high 的熱舞) 

ㄋㄟㄋㄟ：(吆喝身後的舞團團員)姊妹們，一起跳！ 

(舞團團員一起隨音樂熱舞，炒熱現場氣氛) 

(奶茶妹默默地走進，坐在角落不說話。) 

(LULU 邊跳邊看到奶茶妹) 

(音樂漸小) 

LULU：團長來了，團長，妳看我們超認真的在練舞~ 

貞伶：(吐槽)哪有，是我們比較認真好嗎？妳們這組只在亂跳而已… 

ㄋㄟㄋㄟ：喂，妳看我跳那麼好，像亂跳嗎？ 

(藍藍、庭庭、默默、靖怡四個小女生發現奶茶妹怪怪的，你看我我看你，走到奶

茶妹身邊關心她) 

靖怡：團長，妳怎麼了？好像不開心… 

默默：團長，妳的臉…怎麼腫腫的，還有點紅… 

奶茶妹：(轉過身去，冷冷的)我沒事。 

(大家立刻停止討論，擠到奶茶妹身邊)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團長，你怎麼了？ 

奶茶妹：我沒事啦…(委屈想哭) 

ㄋㄟㄋㄟ：(粗聲，大聲)誰欺負妳了！我幫妳出氣！(比出誇張動作)用奶擠爆他的

頭！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不要一起說)對啊！誰敢欺負團長，我們去罵他… 

奶茶妹：(嘆)沒有啦，我剛剛…被我媽打一巴掌。她說…我丟她的臉。 

貞伶：什麼啊！怎麼會這樣！ 

LULU：哪裡丟臉了？ 

藍藍、庭庭、默默、靖怡：團長是我們的偶像！ 

奶茶妹：我才不是什麼偶像…我書讀不好，戲也演不好…想追求夢想，還被看不

起… 

夢：團長，妳不要難過，我們挺妳！ 

奶茶妹：(擠出一絲微笑)還好有妳們。(情緒稍微緩和，開始抱怨)妳們知道嗎？我

今天真的很倒楣，莫名其妙被一個劇團整了一頓，回家又被我爸罵，還

被打…我覺得我什麼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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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夥兒不知道如何安慰，露出擔心的表情) 

LULU：(下定決心舉自己的例子)團長，我以前…找不到人生的目標，可是和妳一

起練舞之後，我發現生活的重心，我現在知道我想追求什麼！ 

貞伶：我也是…以前的我很害羞，根本不敢想像自己有一天可以站在舞台上… 

夢：妳組這個舞團，給了我們機會，也讓我們找到自己的興趣！ 

奶茶妹：我爸說，興趣絕對不可能當飯吃… 

藍藍、庭庭、默默、靖怡：團長，我們會團結在一起，我們會成功！ 

ㄋㄟㄋㄟ：跳舞為什麼不能當飯吃！妳們看，現在愈來愈多廠商要邀請我們去表

演，我們可以創一個…舞蹈工作室，編更多的舞… 

LULU：我們也可以…改變路線，不一定只是穿得少少的跳舞，說不定可以…做更

有內涵的表演？ 

貞伶：像什麼啊？ 

奶茶妹：(眼睛一亮)或許…編一齣關於夢想的歌舞劇？ 

大家：(不要太整齊，你一言我一語)歌舞劇？關於夢想？ 

奶茶妹：你們小時候的夢想是什麼？ 

貞伶：(扭捏)…其實……我小時候的願望是當醫生耶… 

LULU：哇！那我絕對不敢給妳看病！ 

貞伶：喂！ 

藍藍：放心啦，她現在不是醫生！ 

貞伶：吼…… 

藍藍：我想當新娘秘書！ 

貞伶：那我結婚絕對不找妳！ 

藍藍：(鄙視)妳確定妳嫁得出去？ 

貞伶：廢話！ 

庭庭：那…我結婚藍藍妳幫我畫！ 

藍藍：好啊！ 

靖怡、默默、安娜：那我們也要！ 

夢：嘿嘿…妳們確定有人要娶妳？ 

藍藍、靖怡、庭庭、默默：(異口同聲)廢話！ 

安娜：我的夢想是當模特兒！(對著觀眾擺 POSE) 

LULU：我的夢想是當歌手！(立刻唱上兩句，擺 POSE) 

夢：我的夢想是當明星！(對著觀眾擺 POSE) 

ㄋㄟㄋㄟ、奶嘴：(異口同聲)我也是！ 

ㄋㄟㄋㄟ：(瞪奶嘴一眼)我比較美啦！(把大家推開) 

奶嘴：(用力把ㄋㄟㄋㄟ擠開)我比較美啦！ 

安娜：是我！ 

夢：是我！ 

(大家互相推擠) 

奶茶妹：(從原本的憂鬱開始出現笑容)好了啦妳們！ 

貞伶：吵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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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茶妹：(問其他人)那你們呢？ 

庭庭：我想當畫家… 

默默：我想當鋼琴家… 

靖怡：我想當警察… 

庭庭、默默：(驚訝)哇！妳們好跳 tone 喔！ 

靖怡：那暉凱呢？ 

(暉凱聳聳肩。不說話。) 

星見：我…我也不知道我想當什麼？ 

雅蘭：那…你來當奶茶姐的助理好了… 

(大家紛紛大笑) 

奶茶妹：(翻白眼)怎樣，當我助理是怎樣？ 

雅蘭：(顧左右而言他)…呃，沒有，我小時候的夢想就是當奶茶姐的助理… 

(大家大笑) 

LULU：如果我可以在台上唱歌，那就實現我當歌手的夢想囉！ 

貞伶：我還是想跳舞！ 

ㄋㄟㄋㄟ：我可以演戲嗎？ 

其他人：我們也要演… 

奶茶妹：那我們現在就…立刻開始想這個歌舞劇的內容，妳們說好不好？ 

大家：(異口同聲，大聲)好！ 

奶茶妹：謝謝妳們那麼挺我，原來我不孤單… 

(奶茶妹想哭) 

LULU：怎麼又哭起來了妳… 

奶茶妹：我感動嘛！(兇)雅蘭！雅蘭！是不會拿衛生紙唷？ 

(雅蘭急忙翻背包) 

雅蘭：來了來了！(遞衛生紙) 

貞伶：不哭不哭眼淚是珍珠喔! 

夢：什麼老掉牙的說法啊？ 

ㄋㄟㄋㄟ：別哭了啦，妳睫毛膏掉了超醜的！  

奶茶妹：(怒)妳才醜咧！ 

(大夥兒大聲嘻嘻笑笑) 

(燈暗) 

 

 

 

 

 

 

(老闆在辦公室辦公) 

(燈亮) 

(莎士比亞劇團團員走到辦公室外) 

場次 4 場景 老闆辦公室(桌/椅/門) 時間 日 

人物 劇團老闆、導演、造型師、男主角、女主角(詩詩)、女配角(小恬)、男

配角(小 C)、排演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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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敲門) 

老闆：請進。 

(團員進入辦公室) 

老闆:這是怎麼了?怎麼大家都來了?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 

老闆：導演，你帶他們來…有什麼事嗎？ 

導演：有些事想跟老闆您討論……這個…詩詩，你說！ 

女主角：(不滿)為什麼是我說？(對男配角)小 C 你說啦… 

男配角：怎麼說啊？(推女配角)小恬，妳比較會講話… 

女配角：我…這種事我不會講… 

(大家開始你推我我推你,最後把排助推出來) 

排助：呃...老闆,是這樣的,正式演出的時間快到了,我們擔心奶茶妹在演出前無法

準備好,所以我們來請示你是不是可以讓原本的女主角演出? 

老闆：不能準備好?怎麼可能!…不行！奶茶妹是宅男女神!有她才會大賣! 

女主角：她根本不會演戲… 

男主角：她比較會跳舞跟走台步… 

老闆：這樣也好啊，刪一些戲,讓奶茶妹上去唱歌跳舞也行啊!更有市場… 

導演：(怒)這怎麼可以!羅密歐與茱麗葉可是經典之作，每一場戲都不能刪!!讓茱

麗葉在台上唱歌跳舞，成何體統？ 

老闆：(低聲埋怨)真是老古板…(怒)不想刪戲就快去排戲！如果時間不夠就不要來

跟我盧! 

女主角：老闆!這麼說好了,我們大家都沒辦法接受奶茶妹演出女主角… 

女配角：如果…如果你執意要給他演茱麗葉，那會毀了這齣戲，我們寧可…全體

辭演! 

老闆：(怒)嘖!口氣真大啊!辭演?哼!你們以為你們多有名啊?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被老闆的態度嚇到) 

老闆：(怒)導演,你說說看!你們之前還有多少觀眾來啊? 

導演:呃……上一場有…超過五十個… 

老闆：五十個！虧你還敢說！(老闆開始繞著大家數落) 

     你們看看!那麼大一個劇團，這麼大一台戲，也才五十個人來看!還經典?我

呸! 

     現在就只有你們在「經典」，大家全轉型了!就你們在給我不斷地賠錢! 

導演：(支吾)老闆…可是我們要尊重傳統啊!我們都堅持這麼多年了… 

老闆：你們知道現在最紅的是什麼嗎?大嘴巴、EXO、少女時代…都是一些偶像藝

人，知道嗎? 

男主角：我現在喜歡 4mini 的泫雅… 

女主角：你到底是哪一邊的啊……(翻白眼) 

導演：那種表演不入流！ 

老闆：那叫潮流！現在的人都喜歡這款的!才會紅!才會賺!老實跟你們說吧!你們賠

錢太久了,公司因為你們，早就經營不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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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助：老闆，所以你的意思是？ 

老闆：既然你們不想讓奶茶妹演，那就照你們原本的演吧！…不過，演完這場就

解散。 

眾人：解散！？ 

老闆：(下定決心似的宣布)我本來不知道該怎麼開口，藉這個機會，我就明白的

說吧。「解散劇團」，是挽救這個劇院的最後一個辦法了！養著你們…每個月

的薪水…從來沒有跟票房收入成正比。本來還想藉奶茶妹的名氣試試票房能

不能起死回生…但既然你們也不願意，就…好聚好散吧。 

男主角：(大喊)我不要解散劇團！…(回頭對大家)欸，我們跟奶茶妹一起演，好不

好？ 

女主角：(冷冷地低聲道)不好。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看向導演) 

導演：……沒有轉圜的餘地了嗎？那，劇場未來打算…… 

老闆：奶茶妹本來就有一個舞團，我…應該會把她整團請來…調整劇場的經營方

向。也有可能…結合音樂舞蹈…做現場 live show 的餐廳。 

男配角：live show？我們這裡適合嗎？ 

女配角：(冷笑)哼，適不適合老闆說了算。 

男主角：(忽然覺得不錯)像紅磨坊那樣？(立刻唱起紅磨坊經典曲目，搔首弄姿) 

Gitchi gitchi ya ya da da~Gitchi gitchi ya ya hee~ 

女主角：你鬧夠了沒啊？ 

(男主角默默停下) 

老闆：(嚴肅的表情)各位，經濟不景氣，劇場的蕭條，也是大勢所趨，沒辦法的

事…而你們，看是要去找別的工作，還是留下來…當助理或舞群，自己考慮

吧。 

眾人：(你一言我一語)助理?舞群？ 

導演：(不敢置信的瞪著老闆)……你！ 

老闆：(不想直視導演)就這樣決定了！這個月底的演出，好好加油，我累了，你

們回去吧！ 

男配角：老闆，你這樣…太過分了！ 

導演：(威嚴)別說了，我們走！ 

(導演狠狠的瞪了老闆，轉身離去，大家跟上。) 

(大家離去後，老闆頹然，喃喃自語) 

老闆：我真的……撐不下去了…對不起…… 

(辦公室燈區暗) 

 

 

 

 

 

(辦公室外燈區亮) 

場次 5 場景 辦公室外(空景可) 時間 日 

人物 導演、造型師、男主角、女主角(詩詩)、女配角(小恬)、男配角(小 C)、

排演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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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在台上焦急地走來走去) 

導演:這…這該怎麼辦？劇團要解散…要解散？ 

排助:導演，冷靜點! 

女配角:(抱頭)怎麼辦…要失業了!!!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男主角：(指女主角)都怪你，要不是你討厭奶茶妹，事情可能就不會到這種地步！ 

女主角:關我什麼事，你們覺得是我的錯嗎？ 

排助:其實……這不關詩詩的事…… 

男配角：排助，你是不是知道些什麼？ 

排助：……其實，就算沒有奶茶妹這件事,老闆也已經決定要解散劇團了…只是我

沒想到這麼突然… 

女配角:妳是說妳早就知道?! 

(排助不敢多說) 

女配角：你快說啊！ 

排助：呃……我只是…無意間，在老闆的桌上，看到老闆負債，要賣掉劇場的文

件…老闆這幾年，為了支撐這個劇場，借了…超過一千萬… 

男主角：(驚訝)超過一千萬？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 

導演：…原來…老闆……也有他的苦衷。 

男配角:……接下我們該怎麼辦? 

導演： …至少我們還有最後一次努力的機會。就盡力演吧！ 

女配角：最後一次？(非常悲傷)可是…舞台就是我的一切，那…以後該怎麼辦？ 

排助：或許…我們可以考慮看看轉型，或…添加一些元素? 

導演：那都不是我熟悉的領域… 

男主角：導演！你只想到你自己，你有為我們的未來著想過嗎？你不改變，倒楣

的就是我們！ 

女主角：喂，你不准對導演這種態度！ 

男主角：(怒氣燃起，卻壓抑)妳……算了！…我要去冷靜一下。 

(男主角離去) 

(女主角扶住導演，女配角、男配角陪著導演) 

導演：(回頭看著大家幾秒，吃力的問)我…害了你們嗎？ 

(眾人搖頭) 

(導演悲傷地看向遠方) 

(導演獨自走向遠方，其它燈區都暗，只有導演身上有光，他默默的思考，神情憔

悴) 

(導演燈區的燈漸暗) 

 

 

 

 

 

場次 6 場景 老闆辦公室(桌/椅/門) 時間 日 

人物 劇團老闆、導演、奶茶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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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燈區漸亮) 

(老闆與奶茶妹正拿著舞台設計圖在討論) 

奶茶妹：所以原本的音響設備要重新調整，我們需要更好的聲光效果…這裡、這

裡、這裡都要有燈，音響也要有重低音… 

(老闆頻頻點頭) 

(導演默默走近，在門旁猶豫，想敲門又猶豫不決) 

奶茶妹：我們的服裝也有重新設計喔，我有帶，拿給你看… 

(奶茶妹開門，被門口的導演嚇到) 

奶茶妹：啊~~~鬼啊！ 

(導演也被嚇到，捂著心臟一副痛苦的樣子) 

奶茶妹：吼！是你喔？你幹嘛躲在這裡啦！ 

導演：我找…他……(導演走向老闆，回頭看奶茶妹，問老闆)她在這裡幹什麼？ 

老闆：我跟奶茶妹在討論下個月的演出。她很用心，已經幫舞團編了全新的歌舞

曲目。(開心的笑)我簡直不敢相信，奶茶妹的演出資訊才剛公布兩天，前三

場的票就全賣光啦！哈哈哈，我這這次的票房保證長紅… 

(導演到嘴邊的話又縮回來。) 

(奶茶妹得意地抬起下巴瞪了導演一眼。) 

老闆：對了，導演，你找我什麼事？ 

(導演想說話，卻顫抖著雙唇無法開口) 

導演：我想…我想問……有沒有可能……… 

老闆：(不耐)可能什麼？ 

導演：(看看奶茶妹，又看看老闆，搖搖頭)沒…沒什麼…算了，我……先走了。 

(導演擠出一絲悲傷的笑，頹然離去，背影看起來更老了) 

奶茶妹：(冷笑)哼，超奇怪。 

(導演關上門) 

老闆：你別看他那樣，像個糟老頭似的，他三十年前可是劇場界的大明星。我大

學時最喜歡看他演戲，他那時是蘭陵劇坊的當家小生，蘭陵劇坊，你沒聽過

吧？ 

(奶茶妹搖頭) 

老闆：那可是台灣第一個實驗劇團，他演的那齣「荷珠新配」真是紅遍了大街小

巷，也讓台灣興起一股劇場旋風… 

奶茶妹：(大驚，帶點不屑)他是演員？ 

老闆：還是非常厲害的演員！ 

奶茶妹：看不出來耶…(看著導演離去的方向，不敢置信) 

老闆：我三十歲那年…下定決心，想蓋劇院讓優秀的劇團做定幕劇，才邀請他來

導戲……唉…夢想終歸是夢想，要靠夢想吃飯……真的…就是做做夢吧。 

奶茶妹：我不這麼認為，我覺得夢想一定可以跟現實結合！ 

老闆：(苦笑)你啊，小女孩，你還年輕，還天真…… 

奶茶妹：你怎麼跟我媽這麼像啊？哼… 

老闆：不過你這次的構想很好。我這個劇院…未來就交給妳了！噢對了…(遞了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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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票給奶茶妹)這個周末，莎士比亞劇團最後一場演出，我請妳來看戲。 

奶茶妹：(接過票，若有所思)好，我一定會到。 

 

 

 

 

 

(導演正在給全部演員筆記) 

導演：(抑鬱不樂，低聲)記得聲音的運用上要更自然，情感既壓抑，又洶湧…那

刻骨銘心的愛情，才能展現… 

(演員們頻頻點頭) 

導演：好了，就這樣。大家回家多練習。 

(此時，奶茶妹舞團的團員們紛紛背著包包走入，雙方擦身而過時互瞪一眼。) 

導演：(問排助)他們是？ 

排助：呃…老闆說…今天晚一點場地給她們用… 

雅蘭：(態度比以前高傲一點)我們來排練，很快的…這裡就換我們表演了！(對排

助)欸，你快點收一收，等一下來跟我交接一下… 

排助：噢，好！ 

(排助跟雅蘭走掉) 

導演：(失落)……好吧，走吧。 

(導演往前走，其他人跟上，男主角不動) 

男主角：欸，我想留下來看看耶。 

女主角：(冷冷的)我也想留下來。我想看看…奶茶妹和她的舞團憑什麼這麼紅。 

(導演見大家不動，亦轉身觀看。) 

(奶茶妹舞團們紛紛暖身做拉筋動作) 

夢：先來哪一首？ 

貞伶：性感一點的…New Thang 好了！ 

(韓國女團 New Thang 音樂下。) 

(舞團成員隨歌舞性感舞動。一首歌跳完，舞團成員彼此鼓勵拍手。) 

奶茶妹：(驕傲)怎麼樣？比你們在那邊「羅密歐羅密歐」的叫叫叫，來的性感火

熱多了吧？觀眾的眼睛根本離不開我們！ 

女主角：(不屑)拜託！這些…不過就是唱唱跳跳賣弄風騷，一點深度也沒有！(對

其他莎士比亞劇團的團員喊)我們走！ 

(奶茶妹舞團的成員們聽到了不高興，紛紛嗆聲。) 

LULU：過氣劇團！ 

夢：再跩也沒幾天了！ 

奶茶妹：(看著劇團團員離去，若有所思，問團員)…欸，我們是不是真的很沒深

度啊？ 

貞伶：才不會咧團長，妳不要被他們影響了… 

夢：走啦我們繼續去練舞… 

場次 7 場景 排練場(舞台上) 時間 日 

人物 全部角色(父母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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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茶妹被團員拉走練舞。) 

(奶茶妹舞團區燈漸暗，莎士比亞劇團燈區微亮。) 

(女主角、男主角先行離場快換) 

女配角：原來…現在的觀眾，愛看的…是這些…… 

男配角：這些怎麼比得上經典的名著劇本？也比不上我們用心排練的舞台劇！ 

造型師：可是…聽說他們全部的票都賣光了… 

女配角：這種表演…根本是綜藝節目，不是我想要的！身為演員，就應該在專業

領域裡用心詮釋角色！ 

男配角：唉呀，就算妳們說的再有道理…現實，還是擺在眼前！ 

(導演默默地往前走。沮喪、頹廢。) 

(女配角拉拉男配角，指導演，大家不敢再講話。) 

導演：(悠悠的)是我的錯，我害了你們。都怪我太古板，不肯接受這個時代的改

變，劇團才會走到這個地步。 

女配角：沒有啦，導演…這是…大環境不好，經濟不景氣，少子化，唉唷…很多

原因啦！ 

造型師：對啊，跟你沒關係。 

(導演像是沒有聽見大家的勸慰，仍沮喪。) 

導演：難道，傳統的戲劇…真的已經沒有存活的機會了嗎？ 

難道…我真的該退休了嗎？ 

男配角：導演…我想…我們…就好好把握最後一次的演出吧！至少不要有遺憾！ 

(燈暗) 

 

 

 

 

 

(羅密歐茱麗葉經典配樂進) 

(男女主角都穿著傳統的莎士比亞戲服，飾演羅密歐茱麗葉) 

(茱麗葉倒在台前，羅密歐擁抱著她) 

(燈亮) 

男主角：(悲傷)喔!我親愛的茱麗葉，妳為什麼要拋棄妳的愛人，獨自前往那冰冷

的世界？別怕，親愛的，我不會讓你孤單一人的…請等等我，我將前往

黃泉之路，在九泉之下沒有人可以將我們分開… 

(羅密歐喝下毒藥，毒發身亡) 

(茱麗葉緩緩甦醒) 

茱麗葉：(看向羅密歐，驚恐)羅密歐？羅密歐？…你怎麼了?你怎麼了？醒醒啊！

我的愛人!你怎麼那麼傻？為什麼要……明明…明明再過幾分鐘我就會

醒過來…老天啊，為什麼要對我們開玩笑？ 

(茱麗葉舉起毒藥，悲痛) 

茱麗葉：既然這樣……就讓我隨你而去吧! 

場次 8 場景 舞台上 時間 日 

人物 導演、男主角、女主角(詩詩)、女配角(小恬)、男配角(小 C)、造型師(飾

神父)、奶茶妹、分飾觀眾的舞團團員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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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麗葉舉起毒藥喝下，燈光變幻為紅色，茱麗葉倒下) 

(悲傷的音樂流轉) 

(神父緩緩走出，在胸口比劃十字，朝天祈禱獨白) 

神父(造型師飾演)：為了撲滅那虛榮的怒火，這對苦命的戀人選擇最殘酷的解脫。 

也許美麗生命的逝去，將使憤怒的人們審視自己的心靈。 

當曙光照亮大地，維洛那，將迎來新的黎明。 

(蒙特鳩家族的人匆忙來到) 

蒙特鳩家族兄長(男配角飾)：羅密歐！天啊，蒙特鳩家族的傳人…已然殞落… 

(凱普雷特家族的人來到，悲泣) 

凱普雷特家族姊妹(女配角飾)：噢，茱麗葉，噢…我不相信…溫柔的妳是凱普雷

特家族中最美的白玫瑰，(瞪視蒙特鳩家族)都是你們！蒙特鳩家

族造下的孽！ 

蒙特鳩家族兄長：(跪看羅密歐與茱麗葉，哀傷)對…是我們…是我們，是我們兩

家造下的孽…無名的怒火蒙蔽我們的耳朵，使我們無法傾聽心

靈的聲音…難道我們兩家只能注定成為仇敵？ 

凱普雷特家族姊妹：…從我出生以來，我就被教育要仇視你們！ 

蒙特鳩家族兄長：正是…我們身上所背負的枷鎖…害死了這對可憐的愛人……(下

定決心)和解吧！凱普雷特家族，看在這對天使的份上，讓我們

化解仇恨… 

(凱普雷特家族姊妹看著蒙特鳩，猶豫許久，伸出手。) 

(凱普雷特家族姊妹與蒙特鳩家族兄長，兩手緊握。) 

(燈漸暗，動人音樂響起，《羅密歐與茱麗葉》演員謝幕。) 

(觀眾掌聲如雷。) 

(導演走上台謝幕。) 

導演：這是……我們…最後一場演出了。謝謝各位觀眾…對《莎士比亞劇團》這

麼多年的支持…… 

(劇團團員眼眶泛淚，緊緊握住彼此的手，準備敬禮) 

台下觀眾 A：(可安排工作人員於台下幫忙喊)導演！我們支持你！ 

台下觀眾 B：我們還想看莎士比亞劇團的戲！ 

(老導演愣愣地看著觀眾的方向，有點感動，然後他發現也坐在台下的奶茶妹，他

忽然吃力地走下台，拉起奶茶妹走回台上。) 

老導演：這個……奶茶妹小姐，將接替我們，繼續在這個劇場為大家帶來精彩的

歌舞表演…謝謝大家…謝謝老闆…多年的照顧。我們…不說再見了…… 

(奶茶妹看著老導演，覺得有點尷尬，卻也想通什麼。) 

(演員們與導演與奶茶妹手牽手，深深鞠躬敬禮。) 

(燈暗) 

 

場次 9 場景 舞台上(演出結束拆台中) 時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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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大家在收拾東西。) 

(排助努力的搬道具、打掃。) 

(男主角、男配角幫忙拆道具，造型師、女配角則在收折衣服。) 

(老導演愣愣地發呆。) 

(奶茶妹走進舞台，猶豫片刻，往老導演走去) 

奶茶妹：導演…你知道嗎？這是我第一次看舞台劇。 

老導演：(略為皺眉)…妳……以後可以多看，可以陶冶妳的氣質。 

奶茶妹：(對女主角)欸，妳演得很好。 

女主角：(正在卸妝收東西，手停在半空中)…妳不用說這些話諷刺我。 

奶茶妹：我是說真的，有些地方我都快哭了… 

(大家不理奶茶妹，繼續收拾) 

排助：(冷淡)奶茶妹小姐，如果沒事的話，我們要拆台，妳可以先離開了。 

男主角：(不悅)反正明天過後，這裡就屬於妳的舞團，你明天再來吧。 

奶茶妹：如果……我是說如果啦…如果，我們一起留下來呢？ 

(大夥兒驚訝抬頭) 

奶茶妹：我覺得…這個時代，不能只是待在一個小框框裡封閉自我，如果我的舞

團只會跳舞，只能賣弄風騷，也沒有未來。我…對於戲劇完全不懂，可是…

我想做…音樂劇，或是歌舞劇，你們可以幫我嗎？ 

(大夥兒你看我、我看你。) 

男主角：(舉手)我想加入！ 

女主角：(瞪)你！ 

排助：那…這次，我可以不要再當助理，可以給我一個角色嗎？ 

奶茶妹：好啊，叫我的助理雅蘭兼任你們的助理就好啦！對不對，雅蘭？雅蘭咧？

雅蘭！雅蘭？ 

(雅蘭匆忙跑上) 

雅蘭：(喘)來了來了…… 

奶茶妹：(翻白眼)現在的助理真的很不專業耶……(換個態度，媚笑對導演)導演，

你說呢？ 

導演：(驚慌推辭)那…不是我的領域… 

奶茶妹：(撒嬌拉著導演)導演…導演……(搖晃導演的手)幫我們排戲嘛…拜託

啦……我想要排一齣，關於夢想的歌舞劇，有唱、有跳，有演戲，從我們真

實的故事出發… 

導演：欸…我想想，我想想…… 

奶茶妹：(對大家)時間不多了，我需要集合你們大家的力量…一起加入好嗎？ 

男主角：要怎麼做？ 

(其他角色也放下手邊工作，靠近。) 

人物 導演、男主角、女主角(詩詩)、女配角(小恬)、男配角(小 C)、奶茶妹、

助理(雅蘭)、排演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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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夥兒聚在一起討論，燈漸暗) 

 

 

 

 

(

(樂手區燈亮，已放置爵士鼓、電子琴…等 live band 所需的樂器。有的歌曲可現

場演奏，有的則可播放音樂。) 

(樂手們演奏音樂。) 

(《沒有人在乎你在乎的事》音樂下) 

***以下六首歌舞曲目皆有特殊設計，希望讀劇可同時聆聽該曲(Youtube 皆可播

放)，更能體會劇中情境。*** 

△ 歌唱部分以標楷體表示，台詞部分以新細明體表示。 

 

【音樂曲目《沒有人在乎你在乎的事》(原唱：那我懂你意思了)】 

(ㄋㄟㄋㄟ演唱時 spot light 投射) 

ㄋㄟㄋㄟ(主唱)：沒有人在乎你在乎的事 就像我 就像你 

沒有人在乎你在乎的事 就像我 就像你 

沒有人在乎我在乎的事 就像我 就像你 

沒有人在乎我在乎的事 就像我 就像你 

(舞台燈微亮，帶點神祕的狀態。) 

(隱約可以見到所有舞團團員們或坐或站在舞台上，表情冷酷不屑。) 

(合唱) 

他們說讓這個世界毀滅吧 他們說沒關係 他們說沒關係 

他們說讓快樂痛苦都被遺忘吧 他們說沒關係 他們都不在意 

(分配唱歌的次序) 

沒有人在乎你在乎的事 就像我 就像你 

沒有人在乎我在乎的事 就像我 就像你 

(歌曲間奏間，燈光轉換，連續 30 秒的口白，舞團演員道出自己的痛苦、憂傷) 

暉凱：沒有人在乎我！ 

星見：沒有人關心我！ 

安娜：沒有人了解我！ 

夢：他們只想逼我！ 

靖怡/庭庭：他們只會罵我！ 

安娜：他們只會規定我要做什麼！ 

藍藍：他們只想要我做他在乎的事… 

貞伶：他們以為是為我好，但是… 

大家(合)：那只是…他們在乎的事。 

暉凱：我不在乎！ 

星見：我不在乎！ 

場次 10 場景 舞台上 時間 日 

人物 導演、男主角、女主角(詩詩)、女配角(小恬)、男配角(小 C)、奶茶妹、

助理(雅蘭)、排演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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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怡/庭庭/藍藍：我不在乎！ 

(30 秒間奏結束，繼續回到歌曲) 

ㄋㄟㄋㄟ(主唱)：沒有人在乎你在乎的事 

我們把希望寄託在另一個世界裡 然後才能面對這殘破的生命 

有誰又為了別人而犧牲自己 我們又學到了什麼生命的意義 

他們說讓這個世界毀滅吧 

他們說沒關係 

他們說沒關係 

他們說讓快樂痛苦都被遺忘吧 

他們說沒關係 

他們都不在意 

(合唱) 

他們說讓這個世界毀滅吧 

他們說讓這個世界毀滅吧 

他們說讓這個世界毀滅吧 

他們說讓這個世界毀滅吧 

沒有人在乎你在乎的事…… 

(音樂結束) 

(燈全亮) 

貞伶：我小時候曾經想當醫生，但是沒人相信我做得到。 

LuLu：我現在的夢想是當歌手，但是沒人相信我做得到。 

夢：我喜歡表演，我想當明星，但是沒人相信我做得到。 

奶茶妹：我的夢想是當個舞者…在台上發光發亮…但是沒人相信我做得到。(大喊)

沒有人在乎我！ 

大家：(跟著大喊)沒有人在乎我！ 

奶茶妹：沒有人了解我！ 

大家：(跟著大喊)沒有人了解我！ 

奶茶妹：我的爸爸，聽到我的夢想…只會賞我一巴掌。(苦笑)哼……能怎麼樣呢？

他是我爸。 

(Daddy 前奏音樂下) 

(燈光變化) 

(舞者轉換位置，排好《Daddy》舞曲的隊形，Rob 從樂手區走出，以刻意非寫實

的舞蹈肢體扮演奶茶妹父親，假裝給奶茶妹一巴掌) 

(奶茶妹怒瞪 Rob，兩人擺好雙人舞的姿勢) 

【音樂曲目《Daddy》(原唱：PSY)(韓)】 

(舞群、奶茶妹、虫虫，唱跳熱舞) 

從從(主唱)：I got it from my DADDY… 

DADDY… 

I feel nice…. you look nice…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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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聲合唱)Where did you get that body from 

(女聲合唱)Where did you get that body from 

(女聲合唱)Where did you get that body from 

I got it from my DADDY 

I got it from my DADDY 

I got it …got it… 

(歌曲唱跳過程中，燈光閃爍變化) 

(歌曲結束，SPOT Light 投射從從與奶茶妹) 

虫虫：(怒吼)我是你爸！你給我乖乖聽話！好好當個乖女兒！ 

(虫虫轉身離去) 

(奶茶妹委屈難過，獨白) 

奶茶妹：夢想就不能成真嗎？做我喜歡的事，就什麼都不是嗎？爸，我多麼希望

你可以聽我說… 

【音樂曲目《超級偶像》(原唱：吳海文)】 

(音樂前奏進) 

奶茶妹：難道我只能簡簡單單，沒有夢想的過一輩子嗎？像爸媽期望的那樣，讀

書、考試、上班、結婚、生子……這就是我的人生嗎？ 

(燈漸暗) 

(主歌開始)(可分配角色演唱) 

______唱：是不是能不要回去  回去我的平凡生活 

活在日復一日生活  我就像是困獸 

有一種人只找藉口 

而我只想找到出口 

抓不住風的我  只能抓緊我麥克風 

_______唱：一直一直在找一首歌  屬於我的歌 

一字一句完整說出  我的愛和痛 

合唱：是不是在你的心中  是不是會有一個我 

是不是我用力的唱  是不是你就會感動 

是不是在我的天空  是不是有一刻煙火 

不求作超級的偶像  但求一刻你能傾聽我 

_______唱：是不是我心中追求 

早已變成一種奢求 

就算奢求是一種錯 

讓我錯 讓我夢 

_______唱：誰不夢想萬人簇擁 

誰不夢想變成傳說 

誰不夢想故事最後 

被崇拜 被歌頌 

_______唱：一直一直在找一首歌 屬於我的歌 

一字一句完整說出 我的愛和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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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是不是在你的心中  是不是會有一個我 

是不是我用力的唱  是不是你就會感動 

是不是在我的天空  是不是有一刻煙火 

不求作超級的偶像  但求一刻你能傾聽我 

奶茶妹唱：誰能變成天王天后 

誰卻還在天天等候 

誰的舞台正在等我 

合唱：是不是在你的心中  是不是會有一個我 

是不是我用力的唱  是不是你就會感動 

奶茶妹唱：是不是在我的天空  是不是有一刻煙火 

不求作超級的偶像  但求一刻你能傾聽我 

合唱：是不是在你的心中  是不是會有一個我 

是不是我用力的唱  是不是你就會感動 

是不是在我的天空  是不是有一刻煙火 

不求作超級的偶像  但求一刻你能傾聽我 

不求作超級的偶像  但求一刻你能傾聽我 

傾聽我… 

(其他團員紛紛走來安慰) 

LULU：(對從從的方向喊)我們有權利選擇我們的夢想、我們的人生！ 

貞伶：你別難過，我們挺你！ 

藍藍/靖怡/庭庭：要堅持往夢想前進！ 

(音樂前奏下) 

(默默彈 KB) 

(唱歌的過程奶茶妹並未跟著唱，只是坐在一旁欣賞) 

【音樂曲目《淋雨一直走》(原唱：張紹涵)】 

LULU：噢~ 人都應該有夢 有夢就別怕痛 

貞伶：有雷聲在轟不停 

雨潑進眼裡看不清 

誰急速狂飆 溅我一身 的泥濘 

很確定我想去哪裡 

往天堂要跳過地獄 

也不恐懼 不逃避 

夢：這不是脾氣 是所謂志氣與勇氣 

你能推我下懸崖 我能學會飛行 

從不聽 誰的命令很獨立 

耳朵用來聽自己的心靈 

合唱：淋雨一直走 是一顆寶石就該閃爍 

人都應該有夢 有夢就別怕痛 

淋雨一直走 是道陽光就該暖和 

人都應該有夢 有夢就別怕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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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伶：有前面盤旋的禿鷹 

有背後尖酸的耳語 

黑色的童話 是給長大 的洗禮 

夢：要獨特才是流行 

無法複製的自己 

讓我連受傷 也有型 

靖怡：這不是脾氣 是所謂志氣與勇氣 

你能推我下懸崖 我能學會飛行 

從不聽 誰的命令很獨立 

耳朵用來聽自己的心靈 

合唱：淋雨一直走 是一顆寶石就該閃爍 

人都應該有夢 有夢就別怕痛 

淋雨一直走 是道陽光就該暖和 

人都應該有夢 有夢就別怕痛 

Lulu：有時掉進黑洞 有時候爬上彩虹 

在下一秒鐘 命運如何轉動 沒有人會曉得 Oh~ 

我說希望無窮 你猜美夢成空 

相信和懷疑 總要決鬥 

合唱：淋雨一直走 是一顆寶石就該閃爍 

人都應該有夢 有夢就別怕痛 

淋雨一直走 是道陽光就該暖和 

人都應該有夢 有夢就別怕痛 

(音樂結束) 

(大家跑向奶茶妹身邊，悶悶不樂的奶茶妹站起來，微笑，握住大家的手) 

奶茶妹：謝謝你們，給我希望…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做…才能符合我爸的

期待，又能讓大家喜歡我… 

貞伶：不要想那麼多，就做你自己，拿出最有自信最有勇氣的一面，就是最美的

你！ 

LULU：說的一點都沒錯！ 

(音樂前奏下) 

(默默彈 KB) 

【音樂曲目《做我自己》(原唱：A-Lin)】 

Lulu(主唱)：(直接唱第二段)  

就請你秀出自己的勇敢 請走出來 

讓生命起步變得更澎湃 活的自在 

苦痛與寂寞統統都不再擾亂 把握現在 

充實你自己每一天你會過得很精彩 

(合唱) 

請別再去想別人怎麼看 就做你自己就會很 All Right 

放開你胸懷大聲吶喊什麼都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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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再去想別人怎麼看 我就是喜歡自己很勇敢 

就請你和我跟著音樂一起來搖擺 

Lulu(主唱)： 

如果你現在覺得頭痛 別躲在家裡自己寂寞 

不如就和我一樣一起大聲吶喊 放開所有一起來 High 

(合唱)請別再去想別人怎麼看 就做你自己就會很 All Right 

放開你胸懷大聲吶喊 請你什麼都不必再管 

(奶茶妹唱)我不再去想別人怎麼看 我就是喜歡自己很勇敢 

就請你和我跟著音樂一起來搖擺 

我不再去想別人怎麼看 我就是喜歡自己很勇敢 

現在我只想做我自己 真的很愉快 

(音樂結束，舞團團員一起歡呼) 

(燈全亮) 

奶茶妹：我懂了！無論如何，人生是我自己的，有夢想，就要追！就要往前衝！ 

LULU：沒錯，只要我們團結在一起，什麼都不怕！ 

全體：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 

(音樂下) 

(燈光七彩變幻) 

【音樂曲目《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原唱出處：歌舞青春)】 

(全體唱跳，連劇團團員都一起出場) 

合唱：Together, together, together everyone 

Together, together, come on lets have some fun 

Together, were there for each other every time 

Together together come on lets do this right…… 

(一片歡樂熱舞中，演出進入尾聲。) 

 

 

 

 

(所有演員謝幕) 

(直接使用上場最後一首歌 Together，以走秀方式讓每個演員謝幕。) 

(壓軸為奶茶妹謝幕，此時，奶茶妹的父母手持花束上台獻花。) 

奶茶妹：(驚喜)媽，你怎麼會來？ 

(母親露出微笑，把花交給女兒。然後奶茶妹看到父親。) 

奶茶妹：(笑容有點勉強)…爸…… 

父親：(有點激動、有點感傷)小嫕… 

奶茶妹：我這次有丟你的臉嗎？ 

父親：(搖搖頭)你的夢想…我看見了…… 

(奶茶妹與父親擁抱) 

奶茶妹：最後，謝謝我們的導演… 

場次 11 場景 舞台上 時間 日 

人物 全體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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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茶妹手指向導演，導演走入場中謝幕) 

奶茶妹：也謝謝辛苦支持劇場藝術的老闆… 

(奶茶妹手指向導演，老闆走入場中謝幕) 

(燈光五彩變幻，熱鬧歡樂的音樂進，演員即興熱舞，老導演、老闆也跟著跳。希

望全場的觀眾也可以動起來…) 

………全劇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