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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宵 

人物介紹 

男主角：銘義 

單親家庭，獨子，不擅與人交往，喜愛各種創作。資工系大一，高中曾當過駭客，

對未來感到徬徨，不知什麼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和目標。 

 

女主角：小圓 

生命科學系大四，外表衝動，內心纖細，喜歡接觸大自然，本身就有豐富的登山

經驗。曾任樂團吉他手，有次在樂團比賽中因電吉他故障而整首曲子報銷，覺得

對不起隊友而離開了樂團，也因此和主唱男友哲安分手，從此不再碰音樂。 

 

故事大綱 

銘義在學校圖書館讀書時接到一封信，威脅他一定要到人社院教室，否則就

公開他的秘密。銘義不得已赴約，教室有另一名同學小圓，共同被委託參與計畫，

內容很簡單，就是將桌上的盒子在半夜十二點前送到校外的教堂頂樓。兩人決定

接受這個委託。 

兩人拿著盒子踏入便利商店時，突然穿越時空，來到十九世紀的酒館，在酒

館中遇到一名叫做艾琳的女性，要他們保護盒子，並找到開啟的密碼。回到學校，

居然在廊道中遭遇小圓前男友的槍擊，小圓小腿受傷，千鈞一髮打開門跌入失落

的世界。在南美高原上，一位醫生駕著吉普車帶他們到營地過夜，最後在迅猛龍

的追捕下，逃往山崖的洞穴，回到現世。 

最後在校門口遭遇襲擊，小圓被哲安帶走，銘義穿越教堂大門到達萊辛巴赫

瀑布。在宅邸中，教授說出了小圓隱藏在心中的秘密，並威脅銘義交出盒子，銘

義在危急時刻終於解開密碼，福爾摩斯突然出現和教授纏鬥，最後兩人雙雙跌落

瀑布，小圓和銘義在午夜十二點時終可安然歸來。 

 

全片長度：預估 6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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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本 

場 01 夢中，時間不明 內景／廣闊、陰暗

的書房 

銘義、謎之聲 

△在陰暗又廣闊的書房中央有一副電腦桌椅，周遭圍繞著擺滿書的書櫃，桌子上

只有一台筆電和一個精巧的盒子。銘義微微顫抖地坐在椅子上，很焦急地按著鍵

盤搜尋程式碼，同時看著那個盒子上的密碼鎖。突然，門外傳來腳步聲，有人靠

近，時間更加緊急，如果沒有在時間內打開盒子，後果會不堪設想。 

銘義：密碼到底是什麼？ 

△傳來腳步聲。 

銘義：怎麼辦？ 

迷之聲：不要著急，反常的跡象往往是引導而非障礙。 

銘義：誰？ 

△銘義停了下來，若有所思。 

△一聲巨響，門突然被手槍打破。 

銘義：原來如此。 

△銘義按下了盒子的密碼，正確無誤，立刻打開盒子時，一陣白光將銘義吞沒。 

 

場 02 夜晚 8 點 內景／圖書館 銘義、承勛、圖書

館讀書的學生 

△在圖書館閱覽區趴著睡覺的銘義突然驚醒，不小心絆到椅子跌了下去，碰的一

聲。 

銘義：啊，好痛… 

△周遭讀書的同學全部抬頭看他。銘義從地上爬起，一起讀書的朋友承勛幫他把

椅子扶正，銘義坐回位子上。 

承勛：怎麼了，睡傻了。 

△銘義摸著撞到的地方。 

銘義：啊，你這沒同情心的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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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勛：本來就夠笨了，剛剛這一撞，我們的期末作業看來報銷了。 

銘義：你才笨，作業還不是靠我。啊，等等要不要吃宵，我餓了。 

承勛：才八點欸，同學？晚點再說，對了，你的電腦剛剛就在閃了，有訊息。 

△承勛回頭讀書，銘義點開螢幕跳出的訊息，發現是一位不認識的，署名亞瑟的

人。 

訊息：我知道你想隱藏的身分，空有一身技術可惜過於怯懦，但我仍渴望你的協

助。8 點半前到人社院 305 研究室來，否則我會公開你的秘密，到時候朋友、警

察，你的媽媽都會知道你那駭客的身分。這不是威脅，是尋求合作，希望你能拯

救我們。 

△銘義看完後很驚訝，趕緊收拾電腦。 

銘義：突然有事，先走。 

承勛：怎麼了，剛剛的訊息是？ 

銘義：沒事，下次再找你吃宵。 

△銘義起身而走，留下呆滯的承勛。 

 

場 03 播放動畫主題曲，主角是銘義，內容為銘義的大學生活日

常，表現銘義不擅與人交往的性格，電腦程式的專長，以

及喜歡設計網站和閱讀的興趣，最後畫面慢慢回到夜晚八

點銘義前往人社院的過程。 

△銘義背著電腦包，匆忙走向人社院，神色慌張，不時看著手錶。 

 

場 04 接近 8 點半 內景／305 研究室 銘義、小圓、神秘

人物 

△銘義小心地打開 305 研究室的門，裏頭只坐了一位戴著耳機的女孩，疑惑地看

向他。 

銘義：是你嗎？叫我來這裡？ 

△小圓搖搖頭。 

小圓：你也是被找過來的？ 

銘義：你也是嗎？是誰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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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圓聳聳肩。此時螢幕亮起，電腦開始撥放影片。 

神秘人物：歡迎兩位前來，我們的世界需要你們的協助。你們知道維多利亞時代

嗎？那是十九世紀歐洲最強盛的時期，海外擴張殖民，工業革命巔峰。也是冒險

家活耀的時代，非洲探險、印度之旅，考古學興起，就連城市本身也遵守著自然

法則，奴役與被奴役，殺與被殺，矛盾和衝突正在底層醞釀。而這個世界的關鍵

就在你們面前的盒子中，這就是我找你們協助的原因。你們的任務並不容易，你

們必須保護這個木製盒子，不被奪走或破壞，在午夜前安全的送到校外教堂的頂

樓。當然，你們可以嘗試打開他，如果你們有能力的話。我的記憶已經漸漸喪失，

忘記了很多事，無法再提供更多協助了，如果盒子無法回歸到故事裡，我的世界

將漸漸消亡，而你們的世界也會造成無法預估的變化和損失。只能告訴你們，這

趟旅程很危險，要有勇氣和信心，祝好運。 

△螢幕影像消失，留下滿臉疑惑的兩個人。 

小圓：這是怎麼回事？是誰的惡作劇？有人可以解釋一下嗎？ 

銘義：感覺很危險，又好像是真的。 

小圓：怎麼可能是真的，該不會今天是你生日吧？還是根本就是你做的？ 

銘義：不是，不是我，我又不認識你。 

小圓：那現在該怎麼辦？要不要接這個莫名其妙的委託。 

銘義：不要，太扯了，我要回去了。 

小圓：不行！我決定要試試看，你幫我。 

△銘義略為驚訝地看著小圓，拿起放在桌上的盒子看了看。 

銘義：就是這個盒子吧，擺在桌上的。真的只要送到教堂就沒事了嗎？聽起來很

簡單？ 

小圓：我收在包包吧，他不是說會有人來搶。 

銘義：真的要去？ 

小圓：走啊，反正很簡單，難道你能拒絕嗎？ 

 

場 05 夜晚 8 點 50 外景／校內道路 銘義、小圓 

△兩人走在校園步道，天氣很爽朗，但兩人的心情似乎相當沉重。 

小圓：既然要合作，我先介紹自己吧，我叫小圓，生科系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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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圓伸出手要和銘義握手，銘義想了想也伸出了手。 

銘義：你好，我叫銘義，資工一年級。 

小圓：原來是小弟弟啊。 

銘義：什麼小弟弟，我都沒叫你阿姨了。 

小圓：算了，這不重要，叫我小圓就好。說說你有什麼計畫？ 

銘義：沒有，反正教堂不遠，拿過去就對了。 

小圓：我覺得沒那麼簡單，跟我去一趟 seven。 

銘義：你餓了？ 

小圓：不是，我包包有電擊器，可是沒電池了。 

△兩人經過校園的便利商店，一起走了進去。 

 

場 06 夜晚 9 點 內景／十九世紀

的酒店 Inn 

銘義、小圓、酒

保、其他客人 

△兩人走進便利商店，突然穿越到了十九世紀的小酒館。兩人看到眼前的景象，

不敢相信是怎麼回事。 

小圓：這裡是哪裡？seven 換裝璜了嗎？這些人在 cosplay？ 

銘義：我在作夢吧？你看外面…… 

 

場 07 夜晚 9 點 外景／十九世紀

的英國倫敦街景 

無 

△展示十九世紀英國倫敦街景。 

 

場 08 夜晚 內景／十九世紀

的酒店 Inn 

銘義、小圓、酒

保、艾琳、其他客

人 

△小圓快步走到吧檯，詢問酒保，銘義慢慢跟過去。 

小圓：先生，兩杯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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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保：馬上來。 

銘義：你怎麼現在在點酒？不對，你怎麼有錢？ 

小圓：你看看你的錢包。 

△銘義低頭掏出口袋的錢包，往裡頭一看。 

銘義：啊啊啊，這是怎麼回事？錢怎麼變成這樣？我們被詛咒了嗎？ 

小圓：別緊張，我先試試。嘿，先生，請問這裡是什麼地方。 

酒保：您想問什麼，女士？新徵的貨物稅？拳擊賽？俱樂部？還是傳說中的開膛

手傑克。 

小圓：開膛手傑克！？ 

酒保：是的，女士，最近倫敦街頭不平靜啊。我沒見過您，女士，這是您的啤酒。

如果是俱樂部的話，這個地方看的是您的嗜好，集資、預購，還是發起派對。不

過女士，金錢和名望會讓您比較容易達成目標。但是您和那位先生的服飾，我想

這邊不太流行來自東方的特殊風格，可能會造成某些阻礙。 

小圓：我知道了，謝謝您的忠告。 

△小圓拿著酒，帶著銘義找了一個角落的座位，但周遭的客人一直在觀察他們。 

銘義：這裡是倫敦？ 

小圓：真糟糕，而且還回到十九世紀的倫敦，這裡的景物我是分辨不出來，但開

膛手我想你也聽過吧，難道就是拿著盒子會面臨的危險？ 

銘義：我不知道開膛手傑克比較危險，還是穿越時空比較讓人絕望？我們要怎麼

辦？ 

小圓：我也不知道，但是這啤酒真好喝。 

△小圓喝了一大半，銘義一口也沒喝。此時一個蒙著面紗的女子走近他們身旁。 

艾琳：方便再來杯酒嗎？ 

小圓：你是？ 

艾琳：有人告訴我，今晚在阿爾發會遇到一些樂趣。 

△女子拿下面紗，樣貌極美，銘義盯著她看。 

小圓：是誰告訴你我們會來這裡？ 

艾琳：恕我不能說出他的名字，沒想到是兩位東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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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琳望向銘義，小聲地說。 

艾琳：聽說你是一位技術高超的竊賊？我很感興趣。 

銘義：啊！這…… 

小圓：真的假的？學弟你是小偷？ 

銘義：不是，ㄜ……某種角度上也可以算是啦。 

艾琳：別擔心，我沒有要揭發你，熟知犯罪能夠幫助撥開眼前的迷霧，技術高超

的竊賊或許才能找出想要藏匿的秘密。 

銘義：這樣算是稱讚嗎？總覺得高興不起來。 

艾琳：時間有限，快去吧，找出密碼，你們必須打開盒子。然後……小心教授。 

小圓：什麼教授？ 

艾琳：面對他，我彷彿將從這世界消失，他能激起靈魂的黑暗面，我不願提起他，

對不起。 

銘義：謝謝你。 

△銘義、小圓起身。 

銘義：女士，可以問你的名字嗎？ 

艾琳：我叫艾琳，是位歌手。 

△小圓拉著銘義走出酒店。 

 

場 9 夜晚 9 點半 外景／系館外 小圓、銘義 

△一跨出門，兩人回到了學校系館旁。 

銘義：回來了。 

小圓：終於，天啊，我還以為回不來了。 

銘義：其實還滿好玩的！ 

小圓：什麼！是那個女生很漂亮吧！ 

銘義：我一向都不知道我想要什麼，生活失去目標，沒有期待，但這次有人需要

我，而且是真的，我們真的穿越了時空，你也知道那不是幻覺，我想試試看。 



9 
 

小圓：可是很危險，你也聽到了，已經兩個人對我們警告，我倒覺得我們不該繼

續下去。不對，你為什麼參加這個任務？你為什麼到人社院那個教室？ 

銘義：我……我不是你想的那樣，其實我是駭客，還是有點名氣的那種。因為被

威脅要公開，所以只好答應。 

小圓：哇！看不出來，你怎麼那麼厲害。 

銘義：也不是這樣子，艾琳說的沒錯，我是竊賊，我窺看甚至竊取別人隱藏的秘

密，我的確犯了罪。 

△兩人靜默不語 

小圓：走吧，天曉得後面還有什麼難關。 

 

場 10 夜晚 9 點半 外景／校園廊道 小圓、銘義、哲安 

△兩人走在長長的廊道上。 

小圓：校門口不遠了，前面就是大草坪了。 

銘義：對了，這個給你。 

小圓：什麼？ 

△銘義遞給小圓兩顆電池。 

銘義：你不是說你的電擊器缺電池，其實我包包有備用的。 

小圓：沒想到你也滿有用的嘛。 

銘義：那你呢？你為什麼答應這次任務？ 

小圓：這不重要啦，反正結束之後，我不會報警抓你，也不會告訴任何人，你放

心，我會放你一條生路。 

△此時傳出巨大的槍聲，教室的玻璃碎裂。哲安拿著手槍，兩眼無神的朝他們走

過來。 

小圓：哲安你在幹嘛？ 

銘義：你認識？ 

小圓：我前男友。 

銘義：看來你們分得不太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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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安：把盒子交出來！ 

△哲安再度開槍。擦過小圓的小腿，小圓跌倒，銘義趕緊扶起小圓，躲在柱子後

面。 

小圓：啊！ 

銘義：同學你瘋啦！ 

哲安：教授要我帶走你！ 

銘義：哪科教授那麼噁心？程設對不對！ 

△哲安再開一槍。 

小圓：不要管他，我們快逃，走那裏。 

哲安：快交出盒子，不然就跟我走。 

△銘義推開廊道連接系館的門，扶著小圓摔了進去。 

 

場 11 黃昏 外景／南美高原 小圓、銘義、醫生 

△一進門，兩人摔到地上，突然覺得刺眼，天仍亮著，兩人居然站在野外大草原

邊，另一側是綿密的樹叢。 

小圓：又來了。 

銘義：剛好逃過，你前男友怎麼了？這次又是哪裡？你的腿怎麼樣？ 

小圓：好像中彈了，好痛。 

銘義：都是血，我有一條毛巾。 

△銘義拿出包包裡的毛巾，幫小圓處理傷口。 

小圓：我不知道哲安怎麼了，我很怕？ 

銘義：別擔心，他應該追不過來。我覺得這裡也好危險，好像不是我們該來的地

方。 

△突然小圓大叫，樹叢間出現一隻巨大的恐龍正在吃樹葉，兩人看傻了眼。 

銘義：是侏儸紀？不會吧。 

小圓：天啊，天啊，我夢寐以求的…...真的恐龍！哎呀，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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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圓無法起身，銘義急得不知如何是好。這時遠方駛來一輛吉普車，駕駛是位

穿著探險服裝、留鬍子的青年。 

醫生：我的好友，你們怎麼在這？ 

銘義：我們受傷了，你能幫幫我們嗎？等等，這裡怎麼會有人？不是侏儸紀嗎？

難道是侏儸紀公園？ 

醫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這裡是失落的世界，你們怎麼來的？上車吧，她的腳

需要立即治療。 

銘義：失落的世界？《侏儸紀公園》第二集？ 

△青年下車和銘義一同攙扶小圓上車，並開車前往夕陽的另一端。 

 

場 12 夜晚 外景／南美高原

營地 

小圓、銘義、醫生 

△夜幕低垂，三人坐在營火旁，男子烤肉當作晚餐，並幫小圓治療右腳槍傷。 

醫生：還好只是擦傷，削掉一些皮肉，沒什麼大礙。 

小圓：你會治療槍傷？ 

醫生：我過去曾上過戰場擔任軍醫，回國後也執業過穩定生活，想我們這種退伍

軍人專治槍傷，哈哈。 

小圓：可是你怎麼會在這邊？這裡又是什麼地方？ 

醫生：南美，南美洲一個不為人知的高原，因為與外界徹底隔絕，沒想到居然保

存了太古物種，冒險者的天堂。這裡有一堆難以想像的生物，博瓦發現的犄角龍、

法國人挖掘的甲龍類、大英博物館展示場的腕龍，這裡都找得到，而且是活生生

的，簡直不可思議，還有一些更危險的東西。 

小圓：簡直夢寐以求。 

銘義：對，你是生科的。 

醫生：生科？小姐是神學家？博物學家？ 

小圓：不是，不是，我只是對動植物比較熟悉。 

醫生：那就是啦，像是達爾文的研究，物種演化，不過這裡像是時間凍結，被上

帝所眷顧的土地，完全推翻小獵犬號的發現。可惜我沒什麼博物學的根基，如果

我的好友來這裡，他一定也會驚訝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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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圓：你的好友是？ 

醫生：嗯……我記不得他的名字，很奇怪吧，甚至覺得我好像也不屬於這塊土地，

但又有種難以形容的熟悉感。我是來尋找我的好友的，他失蹤了，不過探險家的

生活我不是很習慣。在這個時代，從軍、冒險，離開家鄉是每個年輕人的心願，

但往往必須承繼家業，生活條件差的就得進工廠，大城市跟野蠻叢林也差不多，

不反抗就會被吃掉。 

小圓：我們家鄉也是這樣，不過年輕人已經沒有失落的世界可以期待、可以探險

了，我們被城市緊緊地綑綁，失去了成為探險家的可能性。我想做音樂，但家庭

和社會阻擋我，我自己也是。 

醫生：想做什麼就去試試看，但我的好友曾說過：我們追求，我們想抓住。可最

後我們手中剩下什麼東西呢？一個幻影，或者比幻影更糟──痛苦。追求本來就

是痛苦的，你必須得珍惜手中本來就有的東西，不要放掉那些。我已在外頭奔波

好些年了，我想安定下來，回故鄉見我的妻子，那是我生活的動力來源。 

△小圓和銘義若有所思。 

醫生：肉烤好了，你們先吃，我去巡視一下，這裡晚上並不安全。明天一早我送

你們離開，只有一個地方可以離開這片土地。 

 

場 13 夜晚 外景／南美高原

營地 

小圓、銘義 

△兩人坐在地上吃著烤肉，看著滿天的星星。 

小圓：我的夢想是當個職業樂手，我是吉他手，也會創作。 

銘義：咦，看不出來欸。 

△小圓用力把銘義推倒在地，銘義嚇到，烤肉掉到地上。 

銘義：啊……我的肉。 

小圓：可是一年多前，我和自己的樂團去參加一個重要比賽的時候，我的吉他彈

奏到一半故障了，我們當然被刷掉，我們練習的非常久，我毀了整個比賽。 

△銘義看著小圓，有些驚訝。 

小圓：比賽結束後，我的男朋友，他是主唱，他本想利用這個機會被業界肯定，

卻被我毀了，所以我們分手了。從此之後，我不再碰吉他，應該說我沒有勇氣再

彈奏，我連拿起吉他都會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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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義：沒想到你，外表很強悍啊。 

小圓：你想說我很兇吧。 

△小圓從包包拿出盒子，交給銘義。 

小圓：我腳受傷了，給你保管。 

銘義：那件事不是你的錯，不能全怪你啊。其實我……雖然說這樣很怪，但……我

很享受這次的冒險，被朋友開槍那個除外，我本來是要跟他去吃霄的，沒想到居

然在星空下吃烤肉！不過這什麼肉啊，超好吃，可是我吃不出來。 

銘義：我跟你不太一樣，你有明確的目標，我卻連自己想要什麼都不知道。會當

駭客只是因為無聊，想找刺激。 

小圓：你會唱歌嗎？ 

銘義：唱歌？不會，我不太唱歌。 

小圓：我雖然不碰吉他，但我還是有寫一些曲子，要不要聽聽看。 

△銘義點點頭，小圓站起來。 

小圓：是首祝福自己的歌！ 

是否記得那一天 你和我站在台前 

彈奏彼端的因緣 共鳴和弦 

探尋靈魂的律動 任青春擊打震點 

心中悸動無限 因你就在身邊 

 

是否記得那一天 草地上肩併肩 

承諾夢想實現 看繁星璀璨瞬間 

以為永永遠遠 擦乾眼中眷戀 

輕輕 輕輕 輕輕說聲再見 

 

場 14 早晨 外 景 ／ 南 美 高

原，大草原 

小圓、銘義、醫生 

△一大早三人坐上吉普車穿越大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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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穿越這片草原會看到一個洞穴，順著往下走就可以離開，我們快到了。 

小圓：謝謝你，醫生。 

銘義：醫生，不是要懷疑你，可是你為何會找到我們？ 

醫生：因為你們身上帶著希爾達。 

小圓、銘義：希爾達？ 

醫生：傳說它是一個密碼盒，藏著這個世界的象徵。你們一定要保管好，不能讓

希爾達被黑暗奪走。他會吸引我前來，也表示會吸引不好的力量。 

小圓：不好的力量，你是指那個嗎？ 

△遠方出現迅猛龍，開始聚集，朝吉普車衝過來。 

銘義：哇！ 

醫生：糟了，是迅猛龍！坐好，我要加快速度了。 

△吉普車朝山崖疾駛，迅猛龍越聚越多，跟著一大群。 

醫生：來不及，銘義你來開車，直直往那個洞口開過去。 

銘義：好。 

△醫生和銘義交換座位，醫生從車艙下拿出步槍，也丟給小圓一把。 

醫生：小圓，跟著我做。 

小圓：我試試。 

△醫生開槍射擊迅猛龍，小圓模仿照做，車子離山洞越來越近，卻有一條小溪擋

住去路。 

醫生：停在溪邊，你們快往那個山洞跑過去。 

小圓：你怎麼辦？ 

醫生：我來牽制，放心，我不會有事的，我可是待過阿富汗的戰場。 

銘義：醫生小心。 

醫生：記得，一定要開啟希爾達，如果遇到我的朋友，幫我向他問好。 

銘義：一定！ 

△小圓和銘義手牽手涉過小溪，醫生拿出手雷投擲，設出一道防線，也往溪邊撤

退。兩人狂奔到山洞口，跑了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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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15 夜晚 11 點半 外景／大學校門

口 

小圓、銘義 

△一踏入山洞突然又回到了現實世界，居然是學校的大門口，時間並未經過一天

一夜，但是就快 12 點了，校門口離教堂只隔一條街。 

銘義：回來了！不知道醫生有沒有事？ 

小圓：現在幾點？ 

銘義：11 點半！ 

小圓：果然兩個世界的時間流動不太一致，我們快走，我有不好的預感。 

△兩人踏出校門，穿過馬路，直奔教堂。 

 

場 16 夜晚 11 點半 外景／街道巷口 小圓、銘義、哲

安、兩位陌生男子 

△正當兩人走進巷口，突然被人堵住去處，往回走時，又被另一人堵住，兩人手

上都拿著棒球棒。 

小圓：你們要幹嘛？ 

陌生男子：盒子交出來！ 

小圓：什麼盒子，你們認錯人了吧。 

△兩人向前要抓小圓，銘義擋在前頭。小圓突然拿出電擊器，攻擊男子的腋下，

男子大叫，拋下球棒哀號。 

小圓：快逃。 

銘義：我來背你。 

△銘義背著小圓，逃出巷子，教堂就在眼前。此時，哲安突然出現在教堂門口，

拿著手槍對著銘義。 

哲安：放棄吧，你們是逃不掉的，把小圓交給我。 

銘義：那天是意外啊，不要為難小圓？ 

哲安：真的是這樣嗎？勸你不要太相信這女人，不會有好下場的。 

小圓：沒關係，讓我跟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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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義：不行，太危險了。 

小圓：沒有選擇啊，他們要的是盒子，所以他們只需要綁走我，你快逃吧，憑我

們根本解不開密碼。 

△小圓被哲安抓住。 

哲安：該償還你所犯的罪行了，哈哈哈。 

哲安將小圓帶進教堂而消失蹤影，只留下銘義一人。 

銘義：小圓……他感覺不到盒子不在小圓那裏？因為他是這個世界的人？而且每

通過一道門，就會連接現實和另一個世界，只有那個世界能夠強烈受到盒子的吸

引，原來如此，看來這應該是最後了。 

△銘義隻身踏進教堂大門，消失在時空之中。 

 

場 17 白天 外景／山嶺 銘義 

△銘義來到一個覆蓋白雪的山嶺，有一道巨大的瀑布傾瀉而下，瀑布的旁邊有一

棟依山勢而建造，富麗的宅邸。 

銘義：好冷，小圓在那棟房子裡嗎？ 

△銘義朝山頂走去，空中飄下了雪。 

 

場 18 白天 內景／宅第大廳 小圓、教授、哲

安、銘義 

△小圓被綁在椅子上，哲安正在搜她的包包，教授一臉不耐煩。 

教授：希爾達不在她身上，最後的結果確定工作的成敗，你搞砸了。 

哲安：教授，對不起，可是怎麼可能？ 

教授：親愛的女士，您叫小圓？ 

小圓：你就是幕後主使者？ 

教授：我一向不露面的，但命運引導希爾達到我身邊，這是最佳機會，希望您能

諒解，我們來說說您和哲安的過去吧。 

小圓：我和他沒什麼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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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別急著否認，聽說您搞砸了一場表演，讓這位先生失去了他的舞台。雖然

說志向不過是記憶的奴隸，生氣勃勃地降生，但卻很難成長。但哲安十分在意，

他的在意是有緣故的，因為你以為是他先背叛了您，女士。 

△小圓抿著嘴，一言不發。 

教授：既然沒有意見，那我繼續說了。這就像是小仲馬的作品，您以為哲安愛上

了另一位女孩，以為他背叛了您，哲安其實沒有。但妒火讓您失去了理智，您決

定報復。報復的方法很簡單，在舞台上假裝失手就行了，這麼重要的比賽，一點

失誤都不允許發生，更何況是少一把樂器，於是您將自己的行為編成失誤的藉

口，讓哲安在舞台上出醜。 

△小圓開始低頭哭泣，哲安冷冷看著。 

教授：結果您想錯了，哲安根本不存在背叛，卻是您出賣了他。痛苦的內心再也

無法承受，離開了朋友，離開了音樂，甚至逃離自己的人生。 

小圓：對不起，哲安，對不起。 

教授：多聽，少說，接受每一個人的責難，但是保留你的最後裁決。這個故事你

也是第一次聽到吧，門外的小子。 

小圓：銘義？ 

△銘義被發現後，立刻跑掉，哲安拿著槍追了出去，教授抓住小圓也追出去。 

 

場 19 白天 內景／宅第內部 銘義、哲安 

△銘義躲進房間，拿出盒子，並打開筆電。 

銘義：只能打開盒子了，密碼有六個字母？到底是什麼？醫生說盒子裡頭是世界

的象徵，啊，可惡，沒有網路，這裡到底是什麼鬼地方。 

△傳來腳步聲。 

銘義：怎麼辦？ 

迷之聲：不要著急，反常的跡象往往是引導而非障礙。 

銘義：誰？ 

△銘義停了下來，若有所思。 

銘義：艾琳、醫生、教授、十九世紀的倫敦、失落的世界、醫生的好友……啊！

難道是？怎麼可能？這不是真實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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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聲巨響，門突然被手槍打破。哲安闖進房間，銘義已從窗戶爬出，桌上留下

了自己的電腦，但盒子已被帶走。 

場 20 白天 外景／山崖和窗

沿邊 

銘義、哲安 

△銘義爬上窗沿，旁邊就是瀑布邊，他小心地爬上岩壁。哲安不願爬上去，從窗

戶開槍射擊。 

 

場 21 白天 外景／瀑布山崖

邊 

銘義、哲安、教

授、小圓 

△銘義爬上山壁後，發現是一條死路，旁邊就是瀑布，而教授脅持小圓就堵在唯

一的道路上。 

教授：不用逃了，把希爾達交出來吧。 

銘義：我已經不害怕了，小圓！ 

教授：你還不懂她嗎？我想她也沒有對你坦白吧。 

小圓：銘義，不要管我，我騙了你，快逃，求求你。 

銘義：每個人都有不能說的秘密，小圓是，我也是。倒是你，你以秘密操縱人心，

才是最邪惡的。我用盒子跟你換小圓，保證我們安全離開。如果你不同意，我就

把盒子丟下去。 

教授：哈哈哈，我欣賞你。好啊，這有什麼問題。 

銘義：你先讓我們走。 

△教授把小圓推給銘義，銘義將盒子放在地上。 

小圓：不行啊，不能給他。 

銘義：我們快逃。 

△突然哲安包圍了過來。教授走過去拾起盒子，發現盒子已經被打開了。 

教授：你打開了它！裏頭的東西呢？ 

銘義：你是說這個嗎？莫里亞蒂教授。 

小圓：莫里亞蒂！他是莫里亞蒂！ 

銘義：我們都想錯了，我們以為穿越時空回到十九世紀，其實不是，這裡是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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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而這個世界的象徵就是這個！ 

△銘義從口袋拿出一根菸斗。 

小圓：難道這是？ 

銘義：密碼就是 Holmes，福爾摩斯，這個世界的名字！ 

△菸斗發出強烈的亮光，從光中走出一名戴著獵鹿帽的男子，哲安突然劇烈頭

痛，跌在地上。 

福爾摩斯：教授，好久不見！聽說你又做了不少壞事。 

教授：哼哼，我還以為是誰，看來我太小看那兩個人了。 

△福爾摩斯和莫里亞蒂開始戰鬥，但莫里亞蒂有手槍，使得福爾摩斯節節敗退。

小圓突然拿起哲安的手槍丟向福爾摩斯，福爾摩斯不接槍，反而趁機打掉莫里亞

蒂的手槍，兩把手槍一起掉到地上。 

福爾摩斯：謝啦，這樣才公平。 

△兩人武技高強，纏鬥許久。哲安已經昏倒在地上，小圓和銘義站在旁邊無法插

手。 

福爾摩斯：快 12 點了，你們必須回到教堂。走進大門，快！ 

銘義：華生、艾琳都在找你，華生要我跟你問好！ 

△福爾摩斯微笑，兩人衝向宅邸大門，福爾摩斯不小心被莫里亞蒂摔下瀑布。 

教授：再會了，我的宿敵！ 

△福爾摩斯返身一躍，拉住了莫里亞蒂，兩人一起跌入瀑布之中，失去了蹤跡。 

小圓、銘義：福爾摩斯！ 

銘義：來不及了，快！ 

△兩人走進大門，回到了現實的教堂頂樓。 

 

場 22 晚上 12 點 外景／教堂頂樓 小圓、銘義、哲

安、亞瑟 

△小圓和銘義攤在教堂頂樓，瀑布的震撼漸漸消失，12 點的鐘聲響起。盒子和

菸斗發出光芒，哲安昏迷不醒地躺在旁邊。 

銘義：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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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圓：可是福爾摩斯他…… 

銘義：不用擔心，他沒死，幾年後他會回來的，到時候會帶來更多精彩的故事。 

亞瑟：你們做得很好，謝謝你們。 

△從菸斗的光芒中出現一個模糊的人影，小圓和銘義嚇了一跳。 

小圓：你是？ 

亞瑟：我是委託你們的人，很抱歉，必須用這種方式。 

銘義：我知道你是誰了，亞瑟‧柯南‧道爾，《福爾摩斯》的作者！ 

亞瑟：事實上《失落的世界》也是我的作品，知道的人並不多。 

小圓：這到底是怎麼會回事？ 

亞瑟：當虛構的作品不斷流傳，它同時也擁有了自己的生命，莫里亞蒂想到了一

個方法，他奪走了福爾摩斯的象徵，讓故事角色遺忘他的存在，藉此控制那個世

界，還能夠影響現實，你們的朋友就是因此被控制了。放心，他醒來後會忘記今

天的一切。莫里亞蒂失算的是，他自己也拿不到希爾達之盒，不過故事主角一旦

消失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整個情節便會產生錯亂，華生就因此跑到另一條故事線

了。我唯一能做的，只有號召他的書迷，開啟希爾達的秘密，讓福爾摩斯重回故

事。謝謝你喜歡福爾摩斯，銘義。 

小圓：欸？你是書迷？你不是科技小子？ 

銘義：哈，我沒跟你說過嗎，我在嘗試寫偵探小說。我覺得很有趣，第一次找到

自己喜歡的事。 

亞瑟：加油！你行的，你可是福爾摩斯認可的人。還有小圓，別在意之前犯的錯，

如果可以就去向他們道歉吧，然後重新回到你的目標，你做的歌很好聽。 

△小圓點點頭。 

亞瑟：我該走了，祝福兩位！ 

銘義：大師！ 

△盒子和菸斗發出強烈光芒，亞瑟隨著這片光芒一起消失，連同盒子和菸斗也消

失了，夜晚恢復了原本的平靜。 

銘義：肚子餓了，要不要吃宵？ 

小圓：不行啦，我們要先把哲安帶回去。 

銘義：不能就放在這邊嗎？他看起來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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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圓：不然先買個宵夜再來帶他好了。 

△銘義、小圓露出了笑容。 

（全劇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