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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簡介 

周圍開滿桃花的大宅院中，住著為了躲避外頭世界戰亂的人們，某天他們平靜

的生活卻被一名突然闖進的外人所打擾。宅院中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祕密？到底

有誰可以相信？在交錯的現實與夢境裡，主角陷入了混亂與兩難。 

 

 

主要人物介紹 

1. 嚴磬國：心地善良但有些膽小的中年男子，快五十歲。在桃花源醒來時發

現自己斷了左手，且有些記憶片段遺失了 

2. 鞏唯雄：約六七十歲的老爺爺，喜歡抽煙斗，有些重聽但看起來既慈悲又

有威嚴。 

3. 顧月蓮：約五六十歲的大媽，有些碎嘴但待人親切，負責宅邸裡所有的家

務事和照顧傷患 

4. 紀曉曆：十歲左右的任性女孩，不會說話但博學多聞 

5. 黃清：二十多歲的知性青年，似乎在很早以前就認識嚴磬國 

 

 

1. 內景 一間微微泛黃的中式客房  午 

△廣場四周冒著白煙，人們倒地流著血，哀鴻聲遍野  

△嚴磬國驚醒，他試著坐起身，卻發現自己的左手斷了所以辦不到 

△顧月蓮推著充滿藥品的推車走進房間，她身穿圍裙和寬鬆樸實的漢服連身裙 

 

顧月蓮：嚴先生！您終於醒了！身體感覺如何呀，我來給您換藥了— 

嚴磬國：這裡是哪裡？我的手怎麼斷了？ 

顧月蓮：您別緊張，您在外頭受了傷，我們好不容易才把您帶回來的 

 

△顧月蓮開始幫嚴磬國換藥 

 

嚴磬國：我想不起我的名字了，還有我來自哪裡…通通不記得了 

 

△嚴磬國一陣暈眩，他抱著頭，表情痛苦 

 

顧月蓮：嚴磬國…嚴磬國先生!您別擔心，通常這種症狀過幾天就會恢復的。 

 

△嚴磬國回過神來，顧月蓮拿出一碗藥湯 

 

顧月蓮：來吧，先喝碗藥湯，您有辦法自己喝嗎？ 

 

△嚴磬國點點頭，從顧月蓮手中接過了湯，不發一語 

△顧月蓮拿出紙和筆，放到床旁邊的邊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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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月蓮：這裡有紙和筆，想到了什麼可以先記下來，這樣記憶回來得比較快 

 

△顧月蓮起身收拾藥品 

 

顧月蓮：我先去準備午餐，您有什麼事情儘管叫我。外頭的桃花正盛開著，您

沒事可以四處走走。如果不想出門，二樓走廊盡頭也有間圖書室 

。 

△顧月蓮走出房門，嚴磬國看著他的背影，用單手不協調的努力喝著湯  

 

 

2. 內景  挑高有樓中樓的圖書室  日落 

△圖書室有樓中樓和一大片落地窗，窗外開滿了一望無際的粉色花。 

△鞏唯雄坐在落地窗邊的搖椅上抽著菸斗，他約莫六七十歲，身穿軍服，看起

來非常有威嚴 

△嚴磬國打開圖書室的門，探了探頭後走了進去。 

 

嚴磬國：您好 

 

△鞏唯雄看向嚴磬國，但沒有說話。 

△嚴磬國走入書架間，他看到了一排暗紅泛金色封皮的書，書皮上沒有寫書

名。他好奇地爬上梯子想拿書時，轉頭時從書架間看到了紀曉曆，她的外貌大

約十歲左右，穿著十分古典華麗，彷彿和大宅院融為一體。嚴磬國看呆了，用

斷手去拿書時失去平衡從梯子上摔落。 

 

嚴磬國：我…我的腰… 

 

△紀曉曆活潑地繞過書架，走向狼狽的嚴磬國，將他扶了起來 

 

嚴磬國：謝謝你呀小妹妹 

 

△紀曉曆微笑著點了頭，卻在看見他的斷手時臉色大變，哭了起來 

 

嚴磬國：怎…怎麼了？我的老天，怎麼突然哭啦？ 

 

△紀曉曆指著嚴磬國的斷手，繼續抽抽搭搭的哭著，但沒有哭出聲音 

 

嚴磬國：這…這是被虎姑婆吃掉的!只要你當個好孩子，就不會跟叔叔一樣…別

哭了…這有什麼好哭的… 

 

△這時吃晚餐的鈴聲響起，顧月蓮走進圖書室 

 

顧月蓮：鞏老爺，午餐準備好了，紀曉曆，出來吃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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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唯雄依然沒有反應，顧月蓮尊敬的湊近鞏唯雄耳邊，提高音量 

 

顧月蓮：鞏老爺，午餐準備好了!  

 

△顧月蓮走入書架間，笑容可掬地看向紀曉曆和嚴磬國兩人 

 

顧月蓮：您起床啦！咱們一起去餐廳吃飯吧 

 

 

3. 內景  餐廳  晚 

△四人移動到餐廳時，晚餐已經放在圓桌上了。四人依序坐下，嚴磬國坐在鞏

唯雄的左邊，紀曉曆坐在鞏唯雄右邊，顧月蓮坐在鞏唯雄對面 

 

顧月蓮：我們能吃得這麼豐盛，都得感謝鞏老爺呀，戰爭時期想吃肉可真不容

易。 

 

△顧月蓮幫大家盛飯，鞏唯雄和藹的伸出手拍了拍嚴磬國的右肩膀，一旁的紀

曉曆還在啜泣 

 

顧月蓮：小曆呀，別哭啦，快吃飯吧 

 

△紀曉曆搖頭，任性的啜泣著 

 

顧月蓮：嚴先生，不好意思呀，小孩子嘛，餓的時候哭，不餓的時候也哭 

嚴磬國：可能是我這斷手太駭人，嚇著她了… 

 

△顧月蓮盛了碗肉湯遞給嚴磬國，此時，紀曉曆卻突然起身，用力拍了桌子，

嚴磬國單手一個沒拿穩碗，把湯給撒了 

 

嚴磬國：啊！  

顧月蓮：哎呀！小曆！ 

 

△顧月蓮和嚴磬國手忙腳亂的清理著撒了滿桌的湯 

 

鞏唯雄：小曆呀，這樣是不對的，快和嚴叔叔道歉 

 

△小曆瞪了鞏唯雄一眼，便跑離餐桌了 

 

嚴磬國：鞏爺爺，沒關係啦，是我自己沒拿穩打翻的 

顧月蓮：你這個音量他聽不到的，他年輕時被砲彈給震的半聾啦。不過你別看

他這麼老了，你可是他扛回來的呢。 

鞏唯雄：什麼？ 

顧月蓮：(向鞏唯雄大喊)在講您的豐功偉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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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唯雄：只要戰爭一日不停，我這把老骨頭也只好繼續衝鋒陷陣。看年輕人們

受皮肉之苦，我實在是於心不忍啊… 

嚴磬國：鞏爺爺…真的很謝謝您 

鞏唯雄：什麼？ 

嚴磬國：(向鞏唯雄大喊)謝謝您啊！ 

鞏唯雄：別客氣，快吃飯吧！多吃點，傷口才好得快。 

 

△三人相視而笑，氣氛溫馨 

 

 

4. 外景  花園  早 

△嚴磬國走出大門，回頭在大門的匾額上看到了桃花源三個大字。他看向四

周，是一望無際的桃花林 

△嚴磬國走到桃花林中撿了一袋的落花，他坐在草地上，拿起紙和筆，試著回

憶失憶前發生的事。 

△他提筆寫下「毒氣、哀號」 

△他看了看自己的斷手和繃帶上的血漬，於是插了一些落花在繃帶上。 

 

 

5. 內景  走廊  早 

△嚴磬國經過了蜿蜒的樓梯和走廊，經過了一條有許多房間的安靜走廊。最後

抵達圖書室 

 

 

6. 內景  挑高有樓中樓的圖書室  午 

△嚴磬國在書架間找到了紀曉曆，她看起來十分疲憊，蹲在地上看著一本厚重

的書。她的身邊還擺著幾本暗紅泛金色封皮的書，書皮上沒有寫書名。 

 

嚴磬國：你在看什麼？ 

 

△紀曉曆轉頭看向嚴磬國，將書本封面拿給他看，封面上寫著植物百科圖鑑。 

她看到嚴磬國繃帶上的花，眼睛一亮，將圖鑑翻到了桃花那一頁，指給了嚴磬

國看。 

 

嚴磬國：你喜歡桃花嗎 

 

△紀曉曆點點頭 

 

嚴磬國：我這裡有一袋，你如果喜歡就都給你吧 

 

△紀曉曆開心的拿了好幾朵花，打開了暗紅泛金色封皮的書，將花壓在裡面。

書本內頁寫著日記兩個字。 

 



5 
 

嚴磬國：你幾歲了呀？這些書都不好讀吧 

 

△曉琍掩嘴笑了，之後看向自己的左手，比了個四，眼神卻突然疑惑了起來，

她再用右手比了個六，突然恍然大悟的兩手一拍後，聳了聳肩。 

 

嚴磬國：嗯…這是幾歲呢…是什麼暗號嗎 

顧月蓮：你問不出來的，她沒有一次的答案是一樣的 

 

△顧月蓮不知何時在書架的另一側掃著灰塵 

 

嚴磬國：你們也不知道嗎？ 

顧月蓮：是阿，在我們來這裡之前，她就已經在這裡了。也不知道以前是怎麼

生活的。 

 

△顧月蓮看向嚴磬國的那袋桃花 

 

顧月蓮：你那些桃花放著會長蟲哦，如果沒有要做什麼還是別帶進室內比較

好，也不知道是因為上面有蟲卵還是什麼的，其實啊，我覺得這些花，很有可

能是我過敏的元凶… 

嚴磬國：好好好，我等等拿去外面 

 

△嚴磬國講完話後，轉身又從袋子裡抓了好幾朵花給紀曉曆，用手指比了個

「噓」的手勢，兩個人相視而笑。 

 

 

7. 外景  二樓的風雨走廊  日落  

△嚴磬國拿著那袋花，來到了半露天的走廊，將手上的花倒到了樓下。此時他

看見了一名身穿軍服的年輕男子滿身是傷的走向大門。 

 

△嚴磬國緊張的跑回圖書室找鞏唯雄和顧月蓮 

 

 

8. 內景  宅院大門  日落 

△在大門前，鞏唯雄手拿獵槍，顧月蓮甚至拿出了菜刀，嚴磬國手無寸鐵，只

敢躲在兩人後面。 

 

鞏唯雄：來者何人？ 

 

△大門開啟時，黃清走入，踉蹌幾步後跌倒在地，眼鏡掉到地上，碎了一邊。 

△鞏唯雄蹲下查看黃清的狀態，發現他軍服和自己的款式是差不多的。 

 

鞏唯雄：看來是同伴，幫他準備個房間吧。 

顧月蓮：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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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月蓮轉身拍拍嚴磬國 

 

顧月蓮：沒事吧，我看你很緊張。這裡三不五時還是會有人拜訪的 

嚴磬國：原來如此。希望他的傷沒事… 

顧月蓮：他需要多休息，你也是，我等等再幫你準備一碗藥湯吧 

 

 

9. 內景  年輕男子房間  半夜 

△顧月蓮推著餐車走出黃清的房門，嚴磬國見她轉進走廊轉角下樓後，跑到房

門前敲了門幾下 

 

黃清：請進 

 

△嚴磬國進入房間，黃清卸下了軍人的裝扮，和嚴磬國穿著一樣的衣服 

 

嚴磬國：你的傷還好嗎？ 

 

△嚴磬國逕自在床旁邊的藤椅上坐了下來 

△黃清注意到了嚴磬國的斷手，因為近視所以吃力地凝視了幾秒 

 

黃清：小傷，你的看起來嚴重多了。 

 

△黃清拿起自己裂開了的眼鏡，用一塊布擦拭完後戴上 

 

黃清：你還記得自己是怎麼來到這裡的嗎？  

嚴磬國：記不大清了，其實我當時連名字都記不大清了，他們說是鞏爺爺把我

給救過來的。 

 

△嚴磬國不好意思地抓了抓頭 

 

黃清：你喝了他們給你的藥湯，對吧 

嚴磬國：對呀，怎麼了嗎？ 

 

△黃清久久未說話，默默起身坐到床腳邊，和嚴磬國此時只有一步的距離 

△黃清表情複雜的從桌上的包中拿出菸和火柴，熟練的點了起來 

 

黃清：喝了也好，喝了就全忘了。忘了就能感到幸福了。 

嚴磬國：那不就是治病用的藥湯嗎？ 

 

△黃清從床上站起，走到窗邊，若無其事地抽了幾口煙後 

 

黃清：我明天就要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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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磬國：你傷得也不輕，待久一點比較好吧，這裡是個好地方。 

黃清：表面上平靜而已，我建議你和我一起走。 

嚴磬國：但外面現在不是很亂嗎？這裡衣食無缺，有什麼離開的理由嗎？ 

黃清：是阿，戰火連天，人們活在看不到未來的恐懼中 

嚴磬國：既然外面那麼糟糕，為什麼是帶我離開，而不是把其他人一起帶過來

呢？這座宅子這麼大  

黃清：你難道都不覺得奇怪嗎？為什麼在這座大宅子裡都碰不到其他人？ 

嚴磬國：奇怪的是你吧？誰會想回讓自己斷手的地方？ 

 

△嚴磬國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舉起了自己的斷臂，彷彿控訴一般 

△黃清愣了一下，他嘆了口氣，把菸熄了，往嚴磬國的方向靠近 

 

黃清：你應該有親人和朋友吧？他們都還在外頭等著你呀 

嚴磬國：如果是為了帶他們進來，我會出去的 

 

△黃清內心激動但強裝沒事，他抓住嚴磬國的右臂 

 

黃清：那我們先一起離開這裡，之後再看要怎麼行動，如何？ 

嚴磬國：你這麼堅持的理由是什麼？ 我們才剛認識沒多久吧？ 

 

△黃清失落的放開嚴磬國 

 

黃清：沒想到你連我是誰都忘記了… 

嚴磬國：我們有見過面嗎，我不記得我認識你 

 

△嚴磬國轉身想離去 

 

嚴磬國：時間不早了，你也該休息了 

 

△嚴磬國走沒幾步，突然一陣頭暈目眩，一個重心不穩，絆到了地上的毯子，

撞向一旁的書櫃，跌倒在地。他反射性的想馬上爬起來，抬起頭來時，卻發現

黃清的臉變成了年輕時的自己 

 

黃清：我想盡辦法來到這裡，就是為了帶你離開的 

 

△黃清試著去扶跌坐在地的嚴磬國 

△嚴磬國嚇得連滾帶爬得衝出黃清的房間 

 

 

10. 內景 長走廊 半夜 

△嚴磬國死命地跑，轉頭時有好幾次看到黃清跟在他後頭，走廊的各個房間裡

傳出哭聲和哀號聲。嚴磬國回過神後慢慢停下腳步，卻發現後頭沒有人，也不

知道自己跑到了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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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牆上的黃燈忽明忽暗，窗外的桃花在風中簌簌落下。 

△突然有幾聲喘息聲，嚴磬國沿著聲音走去，發現是圖書室裡傳出來的聲音。 

 

 

11. 內景  挑高有樓中樓的圖書室 半夜 

△圖書室內燈光昏暗，氣氛顯得有些詭譎，嚴磬國順著聲音繼續往前走。 

 

嚴磬國：怎麼會… 

 

△鞏唯雄在性侵紀曉曆，紀曉曆側過身時無助的看向嚴磬國，嚴磬國害怕的往

後退，一個不小心撞上了書架，發出了巨大的聲響，從書架上掉出了好幾本

書，其中正巧有幾本裡有桃花的押花。 

△鞏唯雄聽到聲音，和嚴磬國對上了眼 

△嚴磬國不顧一切的逃出圖書室 

 

 

12. 內景 長走廊 半夜 

△嚴磬國彷彿聽到了吼叫聲以及槍聲，他死命地跑往餐廳的方向跑，打開餐廳

的門時，卻發現裡面沒有人。 

 

嚴磬國：顧姊…你在嗎？顧月蓮？ 

 

 

13. 內景 廚房 半夜 

△從廚房傳來了切菜和洗碗的聲音，嚴磬國走進廚房，卻沒看到人 

△一鍋水正在沸騰著，旁邊擺著二十隻人類的斷手，和大腸、小腸，還有蔬菜

等等配料擺在一起。 

 

14. 內景 一間微微泛黃的中式客房  晨 

△廣場四周冒著白煙，人們倒地流著血，哀鴻聲遍野  

△白煙的中心有一只非常巨大的湯鍋，裡頭裝滿了許多人，彷彿是地獄 

△嚴磬國驚醒，他的床旁邊坐著顧月蓮。她扶起了掙扎著想坐起身的嚴磬國 

 

顧月蓮：昨晚發生了什麼？你怎麼會睡在走廊上呢？ 

嚴磬國：走廊？怎麼可能，該不會是我夢遊了吧 

顧月蓮：是嗎，沒事就好，那你還記得自己夢到了什麼嗎 

嚴磬國：嗯…沒什麼印象呢，好像是在桃花林裡散步吧 

顧月蓮：昨晚天氣有些涼，你這樣很容易感冒的！ 

△顧月蓮從身旁的推車上拿起一碗藥湯，放在床邊的邊桌上 

 

顧月蓮：我熬了熱湯，趁熱快喝了吧 

 

△顧月蓮起身離開房間，嚴磬國聽他走遠後，拿出了桌上的紙筆，卻發現紙的



9 
 

上頭有被煙灰燒破的痕跡 

△嚴磬國看向了那碗藥湯，覺得十分不安。他從床上站起，在房間裡踱步，將

手插入口袋時，發現口袋裡有一片桃花的押花。 

 

 

15. 內景  挑高有樓中樓的圖書室  午 

△嚴磬國鼓起勇氣走進圖書室，一切如往常一般，氣氛祥和 

△黃清和鞏唯雄面對面坐著，兩個人都在抽菸，沒有人理他。 

△他走到書架前，書架上那排暗紅泛金色封皮的書不見了，也沒看到紀曉曆。 

 

 

16. 內景  餐廳  午 

△嚴磬國、鞏唯雄和黃清三人坐在餐廳，紀曉曆的位子空著，但仍有她的碗筷 

△黃清閉目養神，鞏唯雄抽著菸，望向窗外，嚴磬國坐立不安的不停換坐姿 

△顧月蓮端出一盤菜 

 

顧月蓮：來，這是五更腸旺。四寶湯等等馬上端上。 

 

△顧月蓮走回廚房，嚴磬國偷偷的瞄了廚房一眼 

△顧月蓮端著湯走進餐廳，突然，黃清伸出腿踢了她的膝蓋後方，整鍋湯灑了

一半在她的身上 

 

顧月蓮：好燙啊！好燙！ 

 

△鞏唯雄仍然坐著，表情不為所動 

 

鞏唯雄：年輕人，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 

黃清：你以為沒人知道你們在這間宅子裡做什麼勾當嗎！ 

鞏唯雄：勾當？這一切都是為了保護桃花源裡的人們 

 

△黃清站起，將桌上的菜掃到了地上 

 

黃清：外面的人就不是人嗎！ 桃花源裡那些記得外面發生過什麼的人，也都在

你們肚子裡了吧！ 

 

△嚴磬國看著鞏唯雄和黃清開始爭吵，顧月蓮不停哀嚎，但他只聽得到耳鳴的

聲音。他看向灑了一地的肉湯，裡面好像有人的手指，他不禁一陣反胃，跪倒

在地 

△突然有一陣槍響，打斷了嚴磬國的耳鳴，他抬起頭來，看到黃清拔槍射傷了

鞏唯雄 

 

鞏唯雄：你…你小子造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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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唯雄從椅子上跌落，鮮血不停從他的左胸流出，顧月蓮哀號著爬到了他的

身旁，試著幫他止血 

△黃清在嚴磬國身旁蹲下，抓住了他的肩膀 

 

黃清：快走吧 

 

△嚴磬國有些迷茫，但還是站了起來，隨著黃清離開。在離開餐廳前，他看了

趴在地上哀號的顧月蓮和倒地抽蓄的鞏唯雄 

 

顧月蓮：嚴磬國啊…你是被他催眠了…快回來呀 

 

 

17. 內景 長走廊 午 

△嚴磬國跟著黃清跑下一圈又一圈的階梯，經過一條長長的走廊 

 

嚴磬國：年輕人，我還不知道你叫什麼名字呢 

黃清：我是黃清，其實你知道的，只是暫時忘記了，嚴磬國也不是你原本的名

字 

嚴磬國：那我是誰呢？ 

 

△黃清正要回答時，在一個轉角遇到了紀曉曆。她看起來兩眼無神，手裡不知

道篡著什麼東西。 

 

嚴磬國：小曆，你怎麼在這兒？ 

黃清：快點，我們時間不多了 

嚴磬國：小曆，要不要和叔叔一起走，外面…外面有很多桃花喔！ 

 

△紀曉曆點了點頭，跟了上去 

 

 

18. 外景 大門 日落 

△嚴磬國和黃清跑出大門幾步後，卻發現紀曉曆呆站在門口。 

 

嚴磬國：你怎麼不過來呢 

 

△嚴磬國往回向紀曉曆的方向走去。 

△紀曉曆不停地掉著眼淚，動作扭曲著的伸出了緊緊握著的手，拳頭裡握著的

是桃花的押花。 

△嚴磬國見狀，疑惑的緩慢停下腳步 

 

嚴磬國：小曆？ 

黃清：快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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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曉曆突然像是提線木偶一般，拿出了一把小把的手槍，一槍射穿了嚴磬國

的頭。 

 

黃清：爸！ 

 

△黃清衝向前，連忙也掏出槍來，卻被不知何時埋伏在旁中的顧月蓮一斧劈斷

了左手。倒地前，他看見全身是血的鞏唯雄，站在兩眼無神的紀曉曆身旁，摸

著她的頭 

 

 

19. 內景 一間微微泛黃的中式客房  午 

△馬路上四處冒著白煙，人們倒地流著血，哀鴻聲遍野  

△子彈像是雨一般，把嚴磬國打成了蜂窩，走近一看，屍體上的臉卻是黃清的

臉 

△黃清驚醒，他試著坐起身，卻發現自己的左手斷了所以辦不到 

△顧月蓮推著充滿藥品的推車走進房間 

 

顧月蓮：嚴先生！您終於醒了！身體感覺如何呀，我來給您換藥了 

 

△顧月蓮開始幫黃清換藥 

 

顧月蓮：您在外頭受了傷，我們好不容易才把您帶回來的 

黃清：我想不起我的名字了，還有我來自哪裡…通通不記得了 

 

△黃清抱著頭，將整個臉埋入了棉被中 

 

顧月蓮：嚴磬國…嚴磬國先生!您別擔心，通常這種症狀過幾天就會恢復的。 

 

△顧月蓮拿出一碗藥湯 

 

顧月蓮：來吧，先喝碗藥湯，您有辦法自己喝嗎？ 

 

△黃清點點頭，從顧月蓮手中接過了湯，不發一語 

△顧月蓮拿出紙和筆，放到床旁邊的邊桌上，邊桌上有著一副全新的眼鏡 

 

顧月蓮：這裡有紙和筆，想到了什麼可以先記下來，這樣記憶回來得比較快 

 

△顧月蓮起身收拾藥品 

 

顧月蓮：我先去準備午餐，您有什麼事情儘管叫我。外頭的桃花正盛開著，您

沒事可以四處走走。如果不想出門，二樓走廊盡頭也有間圖書室 

。 

△顧月蓮走出房門，黃清聽著她的腳步聲離去後，遲疑了幾秒，起身將整碗湯



12 
 

倒到了窗外  

 

 

20 外景  花園  日落  

△黃清走出側門，到桃花林散步，他抬頭從窗外看見了坐在二樓圖書室落地窗

邊的鞏唯雄，一樣在抽煙斗。 

△黃清走入桃花林，看向這個大宅子，像是一座城堡一樣，不再走遠一些幾乎

看不到邊際 

△一名身穿軍服的年輕男子滿身是傷的走向大門。 

△黃清站在遠處看著他離去後，躺到了滿是桃花的草地上，無力的望向了日落

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