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居生活

人物表
Tiffany ：中文三，社團和班上的公關，喜歡打逼， Tiffany 是她的 ID

0

文真：夜外文三，因為需要床位所以當樓長，跟室友們不熟，生活習慣不佳。

秀：中文三，插班生，和班上同學不熟，大部分時間都待在男友家。
怡君：中文三，成績優秀，生活規律，打算考中研所。

場景

樸軒 102 室，四人房，房內凌亂，到處掛滿了衣服。↑台君的隔壁床位是秀， Tiffany
和文真的床位比鄰，相對於↑台君、秀。有三台電腦，但是只有怡君的電腦可以上
網，所以其他二台電腦幾乎都沒有在使用。

第一幕

時間一早上 7

: 30

（房間裡的大燈沒開，燈光昏暗。突然，鬧鐘大響，↑台君急忙翻身下床按掉鬧鐘，

其他人仍然未醒。）
怡君： Tiffany 起床了

Tiffany ：喔．．．．
（↑台君睡眼惺怯的喊了 Tiffany 一聲，而 Tiffany 翻了個身，卻沒起床，↑台君轉身
走進浴室梳洗，浴室裡傳來嘩啦拉的水聲，寢室裡仍然沒動靜。過一會兒怡君從

浴室邊用毛巾擦臉邊走出來

)

怡君： Tiffany 你再不起床上課就會遲到了喔！

（坐回自己的位置上，拿出瓶瓶罐罐，開始往自己臉上塗 o Tiffany 豁的從床上
坐起，茫然的對著天花板發呆，文真仍然動也沒動的熟睡著。）
怡君：昨天你打逼打到幾點？

Tiffany:

跟中山醫的學伴好像

逼到三點半

（想了一下才說，說完才慢

吞吞的下床）

怡君：秀昨天又沒回寢室了喔？（往秀的空空的床位嘿一眼）
Tiffany ：秀是從開學到現在都沒回過寢室吧！

(Tiffany 拿了毛巾進浴室，浴室又再度傳來嘩啦拉的水聲，怡君繼續塗塗抹抹，
一會兒 Tiffany 走出浴室，也開始擦保養品。）

怡君：我快好了，你動作再不快一點我就不等你囉！（邊收書包邊說）

Tiffany ：就快好了，再等我一下下
(Tiffany 急忙塗完隔離霜，起身把書櫃上的課本往包包裡塞，↑台君不耐煩的看

看手銀。）
Tiffany ：我再加件外套就可以出門了。（打開衣櫃’吊在衣櫃和床邊的衣服卻不

小心全都掉到到地上）「叉，文其為什麼若是把她的衣服掛的到處都是？還掛到
我這裡來。

(Tiffany 皺眉，口氣不悅，又急急忙忙的把掉到地上的衣服撿起來，全都去到

文真的位置上，從自己櫃子裡拿了一件外套披上。）
怡君：快點，都已經八點十分了，上課遲到了啦！
Tiffany ：可是我肚子好餓，想買個早餐再去上課＼
怡君：好啦！好啦！動作得快點！

（二個人關掉寢室大燈，匆忙的關上大門，離開房間。）

第二幕

時間中午 12

: 00

（寢室內的光線明亮，文真仍睡在床上。一陣腳步聲後，↑台君和 Tiffany 提著中

餐推開寢室的門走進來。）

Tiffany ：你的文批報告寫了沒啊？明天就要交了＼！
怡君：資料都看過了，打算今天要寫，睡覺前應該可以寫完吧！

Tiffany ：那我慘了，我連書都還沒去借，你的書還了沒？沒還借我看好不好？
怡君：莫言的那本「紅高梁家族」很長＼，你今天看的完嗎？

（回到自己的位于上，↑台君從書櫃上抽出那本書，遞給 Tiffany

Tiffany :

0

)

（看看手上的那本書，搖搖頭，又把書遞還給怡君）我明天還是不交算

了，一定看不完的！而且我晚上還要去社團開會，不知道會弄到幾點才能回寢
室。
怡君：開什麼會啊？

（二個人打開買回來的便當，邊吃邊說）
Tiffany ：就是社團寒訓的二籌啊！這次的寒訓要跟中部其他學校一起合辦，我是
公關，社長要我陪她一起去，所以不到不行。
怡君：那你的報告怎麼辦？

Tiffany ：再說啦！再跟老師凹凹看了，反正班上一定不會只有我一個人缺交。

文真：好香喔，你們在吃什麼啊？（從床上坐起，往二人的位于張望過去）
Tiffany ：醒了啊？

文真：你們有沒有幫我買？
(Tiffany 和怡君尷尬的對看了一下，沒有回答。文其從床上爬下來，打開櫃子

拿出盟洗用具，從椅子上隨手拿了幾件衣服，準備進浴室。）

文真：算了，我先洗個澡，等一下自己再去買。
Tiffany ：文真，跟你商量一下，以後可不可以請你不要把衣服掛的整間房間到處
都是，這樣我們的空間會不大夠用。
文真：可是我的衣服都很乾淨啊！
Tiffany ：這個不是乾不乾淨的問題，只是希望你不要這樣而已。

文真：我一回寢室就把衣服換下來了，這些衣服都是很乾淨的，乾淨的衣服掛著

又沒關係’這樣我要穿才不用再從櫃子裡拿啊！

Tiffany :

（一臉被打敗了的表J倩）好，好，你要掛可以，就掛到秀的位置上去，

反正她的衣櫃是空的，不要掛到我的位置上，這樣我的東西會沒地方放。

文真：好吧！等我洗完澡出來我再把我的衣服掛到秀的位置上。
（文其說完即走進浴室，浴室裡發出沖水洗澡聲，↑台君和 Tiffany 邊吃午餐邊小
小聲的對話）

Tiffany ：怪人！好像講什麼都聽不懂。
怡君：我們好像睡在帳棚裡喔！（看看四處掛著的衣服）

Tiffany ：她好像都不大洗衣服＼’還好現在是冬天，衣服比較沒什麼味道，可是
我很難想像寢室裡夏天時候的樣子。（做了一個噁心的表J情）
怡君：她不洗澡就睡覺是個人衛生問題，可是我也希望她不要再把衣服掛的到處

都是了，不然我們寢室看起來總是亂糟糟的，而且我也不喜歡我的位置上有別人
的東西。

Tiffany ：只是跟她說好像也沒用＼’我覺得她若是搞不清楚狀況。
怡君：慢慢跟她說吧！也只能這樣了。（一臉無奈）

Tiffany ：時間也快差不多了，弄一弄要去上課了。
怡君：我把剛吃的餐盒收一下。
（↑台君把二個人中午吃的便當疊好，收拾了一下書包，和 Tiffany 準備要出門）

文真：等一下！等一下！（滿嘴牙膏泡泡，還刷牙從浴室裡衝出來）
（↑台君和 Tiffany 停下腳步轉身看文真）
文真：↑台君，你哪個時候會回寢室？（口齒不清）
怡君：我要去圖書館找報告的資料，可能五點左右才會回寢室。

文真：那你的電腦借我上網。

怡君：好，但是你收信要小心一點，不要讓我的電腦中毒了！

文真：沒問題啦，我會小心的！（比了一個 OK 的姿勢，又走進浴室）

怡君：（小小聲的對 Tiffany 說）其實我還是很擔心
Tiffany ：希望你的電腦福大命大。（拍拍怡君的肩膀）

（二個人小聲對話悉悉翠翠地走出寢室。）

第三幕

時間下午 5 : 00
（寢室裡的燈光已轉開，大亮，只有文其一個人坐在怡君的桌子前打電腦，房間
裡的衣服仍然掛的到處都是，只有霹哩啪啦的鍵盤聲，沒多久，怡君提著晚餐走
進寢室）
怡君： Tiffany 沒回寢室喔？（怡君持著晚餐便當站在自己的書桌位置旁，等文

其起身）
文真：沒有！（頭也不回的繼續盯著螢幕看）

怡君：我想吃飯了，你先回你的位置上好不好。

文真：再等一下嘛，我還有多封信還沒看＼！我等一下就要去上課了，電腦再借

我一下嘛！
（↑台君翻翻白眼轉身走到秀的位置上，用力的把餐盒去在桌上，故意很大聲的把
椅子拖出位置，臉色不善的打開飯盒悶著頭吃晚餐，而文真則惘若未間的繼續用
著怡君的電腦。電鈴突然響起，怡君嘿了一眼文真，不J倩願的起身去開門，看到

秀抱著一個大箱子站在門外一臉氣憤的樣子，↑台君露出驚訝的表J情。）
怡君：你這個箱子裡是裝什麼啊？

秀：裝我的衣服和書，我要搬回來住了，孫志信那個豬頭，我要跟他分手！

（聽到秀的話，文其停住了手上的動作，驚訝的轉頭看了秀一眼又把視線轉回螢
幕上。秀氣沖沖又很吃力的把箱子搬到自己的位置上，撥開怡君吃到一半的便當，
坐在椅子上嘟著嘴喘氣！怡君只好拿著便當又走回自己的位置，站在文真旁邊）

怡君：文真，我想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吃飯了，位置可以還給我了嗎？（強忍怒氣，

口氣儘量平和的說。）
文真：好啦！我也該去買晚餐了。
（文真快速的關掉網頁後起身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拿了錢包出門。）
怡君：秀，妳跟孫志信是怎麼了啊？

秀：那個豬頭，說到我就氣！（一臉委屈）
怡君：到底怎麼了？

秀：他昨天晚上一整晚都沒回來，原因居然是去跟大一的學妹連誼，連誼也沒什

麼，跟我說一聲就好了，我也不會不讓他去，可是他事先沒跟我說一聲就讓我覺
得他心裡有鬼！

妹

而且更扯的是他誰不去連誼，找的居然是我們系上的大一學

很去臉＼！如果以後我跟他走在學校裡，遇到系上的學妹，尷尬死了！昨

天還唱通宵的 KTV ，回房間倒頭就睡，今天一節課也沒去上，我今天上完課回

房間了看到他還在睡，就很生氣的搖醒他

後來，我們二個就大吵一架了！

怡君：所以你就抱著一個大箱子氣呼呼的回寢室了。

秀：對！而且我要跟他分手！
怡君：（笑笑的說）別氣啦！吃晚餐了沒？

秀：還沒！
怡君：那你要不要我陪妳去買？

秀：好，謝謝，這個時候還是姊妹們最好了
（電話鈴在這個時候響起

)

秀：我去接！（急急忙忙的跑去門口，把電話接起 0
媽

（口氣失望）嗯嗯，剛下課，昨天

)

喂，我就是

噢，

？昨天你幾點打的？五點半？喔

沒有啦！那個時候我還沒回寢室，我去買晚餐啦！我的手機沒電了啊！所以才不
知道你有打電話來，對不起嘛

有什麼事嗎？沒事就好

嗯嗯，好，那

媽，你可不可以匯個 5 千塊到我的一銀戶頭啊！因為我身上的錢不夠了，好
好

媽，你以後儘量打我的手機啦，宿舍電話不方便接，不方便呃，因為會

吵到室友啊！

好啦，媽，就這樣，拜拜。

怡君：你媽打電話來查勤了啊？（邊說邊打包便當）

秀：對啊！我剛叫她儘量打我手機，不然的話我每天都要回寢室，可是我媽居然
說我的手機號碼太長記不起來 （一臉被打敗的樣子）然後堅持打我的宿舍電話，

算了 要打就讓她打好了

（無所謂的樣子）走吧！我們去買晚餐吧！

（二個人關燈關電腦，走出寢室。）

第四幕

時間晚上 10

: 00

（寢室裡的大燈亮，只有怡君和秀在。↑台君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打著報告，秀站在
門邊講電話，說話的聲音很低，表J情凝重。怡君在打字打到告一段落以後起坐轉

轉身體，打開熱水器，從衣櫃裡拿了換洗衣物，準備洗澡。）
怡君：我要洗澡啦！

（秀看了怡君一眼，示意點點頭。↑台君拿著換洗衣物進浴室，浴室裡傳出嘩啦拉

的水聲。這個時候寢室門被推開，文真走進寢室。）
文真：好～累～喔！

（秀看了文其一眼，沒有搭理她，繼續講電話。）
文真：誰在洗澡？
（秀電話講到一半，把話筒搗住，用嘴型說出：怡～君～）

文真：喔那我先用一下她的電腦收個倍。
（文真把包包放回自己的位置後就坐到怡君的椅子上開始玩起電腦，過了一會兒，
怡君頭髮包著毛巾從浴室走出來，看到文其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表J情不悅。）
怡君：我要用桌子，可不可以請你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文真：好啦，等一下！
怡君：（加重語氣）我～現～在～就～要～用！

文真：好啦！
（文其關掉網頁，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怡君拿下盤在頭上的毛巾，坐下來擦頭髮。）
怡君：咦？（驚呼）我剛剛打的報告呢？

（文真和秀轉頭看↑台君。）
怡君：高文真小姐，我的報告呢？

文真：什麼報告？

怡君：我電腦上打到一半的報告啊！那是我明天要交的文批報告＼，為什麼我洗

了個漂以後就不見了？
文真：我

是我剛剛關掉的那一個嗎？（小心翼翼的問）

怡君：不然還有哪一個？

文真：對不起，我以為你有存檔了
怡君：我

妳

妳也太過份了吧！真的是一點教養也沒有，這是我的電腦＼’

平常你們用的很不客氣就算了，這次還把我打到一半的報告給砍掉，真奇怪，這
是我的電腦還是你的電腦啊！妳為什麼要用之前不先問問我？這下子明天我的

報告交不出來妳要幫我去跟老師解釋嗎？

（秀聽到了二個人的爭吵，急急忙忙的掛上電話。）

秀：怎麼了？
怡君：還有怎麼？我的報告被某人砍掉了。

文真：我怎麼知道妳沒存檔啊！（無辜的說）
怡君：喔！原來我沒存檔是我的錯啊！

秀：好了啦！不要生氣了嘛，文真，妳也道個歉啊！是你不小心把人家打到一半
的報告砍掉的。

文真：好嘛，對不起嘛
怡君：說對不起有什麼用，知道錯妳早就該把掛的整個房間都是的衣服整理一下，
還有，請妳不～要～再～碰～我～的～電～腦～了！妳自己又不是沒有電腦！

秀：好啦好啦，文真都道歉了，就算了嘛
（↑台君不吭聲的坐下，哭喪著臉繼續擦頭髮，文真則無辜的坐回自己的位置，打
開書包，拿出空英，轉開收音機準備聽廣播，秀也回到自己的位置上，開始打手
機 0

)

秀：喂，志信，嗯嗯

續

剛剛寢室裡有點小問題，你在打一次寢室電話，我們繼

現在沒事了，我等等在跟你說啦

！（搗著嘴小小聲的講，語調輕快、興

奮。）
（電話響起，秀接聽）
秀：喂，我是，告訴你喔，剛剛
（秀講電話的聲音漸小，但表J情愉快﹔↑台君仍然氣惱的面對著電腦螢幕發呆﹔文

真則若無其事的聽著廣播）

第五幕

時間半夜 12

: 25

（寢室燈光大亮，寢室裡到處掛著的衣服已經收下，秀仍在講電話，神色愉快，
和孫在電話裡有說有笑，↑台君仍在打報告，文真則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百無聊賴的

翻著雜誌，桌上全都是剛剛收下的衣服，隨便的堆在桌面上， Tiffany 不在寢室

裡。）

秀：好了，好了，不要再講了，其他室友要休息了，我們見面再說囉！拜拜
（掛上電話以後秀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快速的把桌子上的書又塞回紙箱裡’又很
簡單的整理了一下桌面。）

秀：我要走啦！
怡君：咦？

秀：我跟孫志信和好了，他要來載我，我得趕 12 點半前出宿舍！
怡君：那你今天不在寢室睡啦？

秀：不了，拜拜
怡君：拜拜。

（文真只是略略的點頭示意一下就又低頭看她的雜誌，秀一個人抱著大箱子匆匆
忙忙得出了寢室，寢室裡只剩下怡君和文其二個人，沒多久， Tiffany 喘著氣走
進寢室裡。）
Tiffany ：呼～剛剛差點被關在外面。
怡君：回來啦！

Tiffany ：我剛剛看到秀抱著一個大箱子走出去，孫志信好像在門口
怡君：喔，秀今天跟孫志﹛盲目少了一架，氣的她抱著一個大箱子說要回寢室住，還

說要跟孫志信分手，不過剛剛看到她那麼開心的樣子，二個人應該又和好了吧！
（頭也不回，還說邊打字。）
Tiffany ：喔，反正也沒差，早就習慣秀不在寢室裡過夜了。（無所謂的聳聳肩）
我要去洗澡啦！
(Tiffany 打開熱水器，從衣櫃裡拿了一些衣服走進浴室裡 o 寢室裡又剩怡君和
文真，二個人仍然不講話，只有鍵盤打字和廣播的音樂。）
怡君：文真，妳的音樂可不可以調小聲一點？

文真：喔，好，對不起！

（文真把廣播的聲音轉小，↑台君打字打了一會兒，還是拿出耳機戴上 0

)

怡君：呼～終於打完了！
（↑台君哇口氣，起身伸伸懶腰。 Tiffany 這個時候從浴室裡走出來。）

怡君：（對 Tiffany ）我把報告打完囉！呼～好累，肩膀真酸，刷個牙以後我要去

睡了。
Tiffany ：妳要睡啦？那電腦借我。

怡君：呃

（猶豫的樣子）妳要用我的電腦要小心一點，不要中毒了！

Tiffany ：不會啦！我只是打個逼而己，沒有要收信啦！

怡君：那我就放心了。
（↑台君講完走進浴室裡’ Tiffany 坐到怡君的位置上，開始打逼，文真仍舊看著
她的雜誌，↑台君刷完牙走進寢室。）
怡君：我關大燈囉！

Tiffany : 女于 !
（↑台君爬到床上躺好，寢室裡只剩下怡君和文真的桌燈還開著，廣播仍放著流行
音樂，文真邊哼哥大開始整理她堆了滿桌的衣服， Tiffany 霹哩啪啦的打著逼，沒

多久， Tiffany 的手機響起。）
Tiffany ：喂，還沒睡，是啊！明天開會？幾點？

好啦！我會去啦！

可是我要寫報告，啊～好啦！

就這樣囉！拜拜。

文真：（哼歌）期待著一個幸運和一個衝擊，多麼奇妙的際遇，翻越過前面山頂

和層層白雲’綠光在哪裡

.Green light I ’ m searching for you,always 不會卻步，

OH 真愛，不會結束， green

light in my life.

（越唱越大聲）

怡君：你們夠了沒啊！（躺在床上大叫）
（文真和 Tiffany 停住手邊的事，心虛的對看一眼，寢室裡只剩下收音機裡流洩

的女聲，和電腦不停傳來「咚」的水球傳遞聲，不久，桌燈關掉，寢室一片黑暗，

接下來是電腦關機的聲音，廣播唱到一半的歌曲被嘎然而止，寢室裡又恢復了夜
晚的寧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