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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名：火車車廂的人們 

 劇情大綱：用「火車車廂的人們」的元素模擬結構一個火車模型主體人物，如

真實環境，透過火車車廂的人們種種試者創造出來人們的對話和具有想像空間的

情節，達到傳說劇本做法。 

人物説明：妹妹 天真，充滿想像力的女孩。 

       哥哥 生活態度上很實際的一個男生。 

       女人 充滿不切實際的憧憬，有點神經質。 

       男人 言詞怪異。 

場景：舞台上宛如一節台鐵火車車廂的斜切面，窗外一片漆黑。男人腳邊放置一

個背包，女人身旁放著一個皮革包包，小兄妹兩人背著書包，小學生模樣。人物

面對面坐在座位上，隨著車子輕微晃動。男人閉上眼睛聽著隨身聽，女人拿著粉

撲補妝，端詳鏡中的自己，小女孩正開心的含著糖果，小男孩則觀望著窗外。而

後車子彷彿停止行進，人物們搖晃的身形也跟著靜止。 

 小男孩：看了看周圍，台鐵火車停了嗎？ 

妹妹：（小女孩抬起頭看了看窗口）有嗎？ 

哥哥：有啊，剛剛一直有台鐵火車在鐵軌上滑動的聲音，但忽然間沒有了。 

妹妹：真的嗎？ 

哥哥：嗯，我一直很注意在聽，可是現在聽不到。 

女人：（聽見孩子們的對話，停下補妝的手，對著他們說）台鐵火車就是這樣，

常常邊走邊停，等一下就會繼續走了。 

哥哥：那為什麼沒有廣播？ 

女人：嗯？是啊，應該會有廣播告訴我們發生什麼事才對。 

妹妹：是不是廣播壞掉了？ 

哥哥：那也會有列車長來跟我們說啊。 

女人：列車長還沒走到我們這節車廂吧。 

妹妹：我們是第幾個車廂？ 

女人：應該是…中間吧，妳看我們車廂前後都有門。 

哥哥：也許我們在倒數第二節。 

妹妹：那列車長要走很遠囉。 

哥哥：嗯，不知道現在幾點了，外面好暗。 

女人：（看了自己的手錶）現在是…七點半，天都黑了。 

妹妹：（小女孩轉過頭看了身後的車窗）哇，外面都黑漆漆的，沒有光耶。我們

現在在哪裡啊？ 

哥哥：怎麼會沒有光呢？（小男孩轉頭看窗外）咦？車子現在停在哪裡？ 

女人：（也扭頭轉過去看）怎麼連路燈都沒有？（安慰這對兄妹）也許是外面停 

      電了吧，或是這裡比較偏僻，你們別擔心。 

哥哥：這裡…會不會是在隧道裡面？ 

妹妹：隧道？我們在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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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怎麼可能，這條路根本沒經過隧道。 

哥哥：可是…外面黑得太可怕了。 

妹妹：對啊，好可怕，完全沒有光！ 

女人：我每天都坐這班車，從來就沒經過隧道。 

男人：（不知何時收起耳機）那可不一定，車子並不是每次都走一樣的路。 

女人：台鐵火車不走固定的鐵軌要走哪裡？ 

男人：軌道四通八達，即使終點站相同，也有很多條路可以走。 

女人：但是我每天都坐一樣的路線，這班車就是這樣走的。 

男人：那代表妳以前只坐過一種路線，正巧今天妳坐上了另外一條路線的台鐵火

車。 

女人：什麼路線不路線？我每天上下班都是坐同一班車，不可能坐錯車。 

男人：我並沒有說妳坐錯車啊，我只是說妳坐上的是另一種路線，而這條路上會 

      經過隧道。 

女人：我才不相信我們現在在隧道裡呢！ 

男人：不然妳怎麼解釋外面連一絲光線都沒有，而剛剛一直傳來的鐵軌摩擦聲， 

      現在卻像被包在一層膜裡，幾乎聽不見？ 

女人：（質疑）照你這麼說，我們的確是在隧道裡囉？ 

男人：沒錯，不過與其說在隧道裡，不如說是在肚子裡比較合適。 

哥哥：（驚訝地）肚子裡？ 

男人：是啊，你們有聽過一種傳說嗎？ 

妹妹：什麼傳說？ 

男人：在很久以前，這裡還沒有隧道的時候，山裡面住著一種蟲，不是你們看到 

      的那種很小隻，一捏就死掉的那種，而是非常巨大，大到可以在山裡頭鑽 

      來鑽去的大蟲，牠沒有眼睛，因為居住在土裡沒有陽光，眼睛被泥土擋 

      著什麼也看不到，久而久之，眼睛就退化了。牠們主要是依靠嗅覺來尋找   

      食物，所以牠可以在很遠的地方就聞到食物的味道，然後鑽啊鑽啊，鑽到 

      食物的面前，一口吃掉。 

哥哥：那牠吃什麼？ 

男人：牠什麼都吃，因為土裡面的食物很缺乏，所以牠變得什麼都吃什麼能消化。 

     以前，沒有隧道的時候，牠吃土裡的動物、植物，甚至礦物。但是有了隧 

     道之後，牠就開始吃經過隧道的東西。 

妹妹：（驚呼）牠吃火車？！ 

男人：對！牠起先覺得很好奇，不知道這爬行的鐵盒子是什麼東西，有一次牠 

      正好肚子餓了，又找不到食物，於是牠就張開牠的血盆大口，狠狠咬下一 

      節車廂，裡面人很多，所以牠吃得很飽，而且，從此喜歡上人類的味道， 

      因為人類鮮美多汁，尤其小孩子更是好吃喔！ 男人做出要吃他們的姿態，  

兩個小孩一臉驚恐。  

女人：你少在那裡嚇唬小孩了，什麼傳說，根本是你瞎掰的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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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哈哈大笑）被妳看出來啦，看這兩個小鬼嚇成這樣，不過這可不是我瞎 

      掰的，這是我從某個山裡的老頭那聽來的。 

女人：小朋友，不用理這個無聊的大人，我們現在既不是在隧道裡，也沒有會吃 

      火車的怪蟲，你們別害怕，車子等會兒就繼續開了。 

哥哥：你為什麼要騙我們？ 

男人：怎麼，生氣啦？我是看你們好像很無聊，所以講個故事給你們解悶啊。 

妹妹：我們才不會相信你呢！ 

男人：是嗎？你們兩個背著書包，要上學啊。 

哥哥：才不是，我們早就放學了！ 

男人：（覺得他們在狡辯）現在早上七點多，你們怎麼可能放學？ 

哥哥：現在是晚上七點半！我跟我妹妹要搭車回家！ 

男人：喂！小鬼，就算我嚇到你們，也用不著跟我扯這種謊吧！ 

女人：你才說謊呢！現在明明是晚上，你居然說是早上，這謊也太好笑了吧。 

男人：我沒有說謊，妳看我的錶，早上七點半，而且我今天還特地早起，趕上這 

      班台鐵火車，現在明明是早上！ 

女人：如果現在是早上，為什麼窗外全是黑成一片的呢？ 

男人：因為我們現在在隧道裡頭啊！ 

女人：根本就沒有隧道！我剛剛才下班，坐上這班台鐵火車要回家了，現在是晚

上！ 

男人：什麼晚上？現在是早上！太陽剛剛不是還亮得跟什麼一樣嗎？ 

女人：哪來的太陽啊？太陽剛剛不是下山了嗎？你看到的是夕陽吧，連夕陽都 

      認不出來！ 

男人：我真是…快被妳搞瘋了，妳是哪裡有問題啊？ 

女人：你才有問題！早上晚上分不清，你八成是睡過頭了，以為自己早上起床 

      ，其實你起床的時候已經傍晚啦！ 

男人：妳以為我會連傍晚跟黎明都分不清楚嗎？ 

女人：我看你就是。 

男人：（嘆口氣）算了。（轉向那對兄妹）小朋友，你們要說實話，你們是要上 

      學沒錯吧？ 

哥哥：我們四點多就放學了，補完習後要回家。 

男人：（面向小女孩）小妹妹，妳跟我說，妳哥哥在跟我開玩笑對吧？ 

妹妹：沒有，我哥哥說的都是真的。 

男人：（有點欲哭無淚）好吧，好吧，我剛剛不該嚇唬你們的，是我錯了，你們 

      聯手起來騙我，現在也玩夠了吧，我認輸了。 

女人：誰在玩你啊，我們說的都是事實。 

男人：那妳的意思是我跟你們的時間是不一樣的囉？ 

女人：我覺得你現在還在跟我們瞎掰。 

男人：小姐，我再無聊也是有限度的，倒是你們，也別再反過來捉弄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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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我是說真的，我們完全沒有騙你，現在的確是晚上，我不知道為什麼你一 

      直認為是早上。 

男人：我很確定現在是早上，並不是妳說的睡過頭。  

兩人此時發現確實有些不對勁，對方看起來似乎沒有說謊。 

男人：為什麼台鐵火車都沒有動靜？ 

女人：列車長也一直沒出現。 

男人：假設我們都沒有說謊，那現在是什麼情形？ 

女人：那代表我們處於不同的時間，卻出現在同一個空間。 

男人：本來是在早上的我卻跟在晚上的你們同時出現，那就意謂著，這個車廂裡 

      頭，時間錯亂了，把我們兩種不同時間並置在一起，那現在究竟是妳的時 

      間還是我的時間？ 

女人：（沉思一下）我覺得…會出現這種情形，只有一種原因。 

男人：什麼原因？ 

女人：死亡，只有死亡才沒有時間的區別。不管什麼時候死都會存在於同一個空 

      間。 

男人：死…死亡？你是說我們死了？ 

女人：對，死後的人們會聚集到一個空間，而這空間裡無所謂時間，所有人的共 

      通點只有死亡。 

男人：（有點啼笑皆非）那請問現在這空間是天堂還是地獄？ 

女人：這…我也不知道。 

男人：如果我們死了怎麼可能還在這裡爭論呢？死都死了哪能說話。 

女人：你怎麼知道死了之後會怎樣？搞不好我們都不知道我們已經死了。 

男人：妳有印象發生過會讓妳死掉的事情嗎？ 

女人：…沒有，不過也許是我根本就不想記起來。 

男人：我看妳是小說看太多了，遇到這種情況，要用科學角度去分析，女人就 

      是喜歡胡思亂想。 

女人：這種情況科學能證明什麼？我看最科學的方法就是找出誰在說謊吧。 

男人：我沒說謊，妳我就不知道了。 

女人：我當然沒有說謊。 

男人：那就回到原點了。 

女人：我看過一部電影，說的就是一群坐在火車內的人，其實這些人全都死了， 

      正要前往死後的國度。 

男人：坐火車前往？沒有更先進的交通工具嗎？為什麼不坐飛機之類的，不是 

      更快嗎？ 

女人：重點不是火車啦，總之，他們已經死了，可是卻以為自己只是要搭火車 

      前往某個地方，但後來發現怪異之處，例如目的地到底是什麼，沒有人 

      知道，每個人都有個模糊的目標，卻說不出地名，其次他們發現彼此的 

      記憶有一段空白，而空白之前全都是趕上火車的時候，上車之後，就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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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奇妙的接到目前的處境了… 

男人：我可是很清楚我要去哪裡，跟妳說的不符。 

女人：你以為你知道，其實很模糊。 

男人：有什麼好模糊的，從哪裡上車要往哪裡去，我都一清二楚，倒是妳，搞 

      不好模糊的是妳。 

女人：你確定嗎？你確定你之前的記憶是正確的嗎？也許你有一段空白，這段空 

      白正是你從早上到晚上的時間！ 

男人：為什麼不是你們從晚上到早上的時間？也許是你們跑到我的時間裡頭， 

      所以死的是你們，不是我！ 

女人：也許我們全死了，那麼爭論又有什麼用呢？ 

男人：如果說妳已經死了，妳難道不怕嗎？ 

女人：我當然會怕，我也不希望這是真的。 

男人：那妳又何必逼自己去相信電影虛構的劇情？ 

女人：照電影的邏輯，死去的人卻不知道自己已死，仍舊做著死前正在做的事 

      ，並且停留在他所處的空間裡，那就跟我們的情況有點類似了。也許，我 

      們已經在台鐵火車中喪生，你是早上死的，而我們是晚上死的，我們都在

死後進入這個空間，而且相信時間會持續下去… 

男人：這麼說太荒謬了，我一點也不覺得痛。 

女人：死人哪裡還會痛？ 

男人：再說我身上也沒有任何傷口。 

女人：當你還未意識到自己已死之前，是察覺不到自己的死狀的。 

男人：唉，電影就是電影，當然要自圓其說，我才不相信這套莫名奇妙的說法， 

      這是某個傢伙把對死後的想像拍成大眾化的商品，然後將這荒唐的想法 

      傳播出去，像妳這種無法分辨的人就會深信不疑，但在現實當中，這不僅 

      薄弱，甚至可笑。 

女人：不然你有更好的解釋嗎？ 

男人：目前還沒想到，我想先解決時間錯亂的問題。 

女人：時間，就是…（看了自己的手錶，分針與秒針毫無動靜）七點半？從剛 

      剛到現在都還是七點半？我的錶壞了嗎？ 

男人：（掄起左手的袖子，上頭的數字很清楚的浮現 07：30）我的錶也是，停

了，秒數完全沒有增加。這未免太巧了，我們兩個的錶居然同時都停了。 

女人：這哪裡是巧合，根本就有問題。 

男人：可能是這隧道的磁場影響到手錶吧，這又不是多稀罕的事。 

女人：影響到手錶總不會影響手機吧？我就不相信我的手機也這麼巧！ 

 女人拿起身旁的包包，打開釦子後發現裡頭空無一物。 

 女人：我的手機？皮夾？化妝包？我的東西呢？ 

男人：妳的東西怎麼啦？ 

女人：（將包包倒置過來用力甩弄）怎麼會…我的東西…怎麼全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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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妳確定妳有帶那些東西嗎？ 

女人：我不帶化妝包是不出門的！而且有誰身上不帶手機？現在居然全都消失 

      了…（仔細翻看包包外側）也沒有破洞啊…我一直放在旁邊，根本沒人 

     動過…此時男人不小心踢到腳邊的背包，撿起來後發現背包幾乎沒什麼 

重量。  

男人：（難以置信）真是見鬼了，這隧道的磁場還真不小。 

女人：小朋友，你們書包裏面有書嗎？ 

妹妹：有啊，還有鉛筆盒。小男孩將自己與妹妹的書包解下，女人打開翻找。 

哥哥：我的課本！我的作業簿！ 

妹妹：（略帶哭腔）我的米菲兔鉛筆盒跑去哪裡了？ 

女人：乖，會不會是被偷走了？ 

男人：就我們四個人，東西全不見了，妳說是誰偷的？ 

女人：也許是其他車廂的… 

男人：妳有看到誰進出過這裡嗎？ 

女人：這真的太奇怪了，如果一個人就算了，現在是我們四個人的東西一齊 

      消失，而且是在我們不知不覺中… 

男人：這情況…總覺得有點眼熟…我想到了！有一種理論，很像現在的狀況，妳    

      看，我在你們眼中，是很清楚的對吧？所以在你們的腦裡可以完全複製下 

      我的外在形象，換句話說，在你們的腦內，可以產生一個跟我完全相同的 

      人。 

女人：（疑惑地）你在說什麼？ 

男人：但是因為妳不是我，所以妳除了看的見的以外，並不知道看不見的事物， 

      也就是裡面的東西，背包裡面的東西。 

女人：（有點清楚又不是很清楚）所以呢？ 

男人：所以這就代表，我們其實是某一個人所產生出來的幻覺，他看到了我們外 

      表的一切，在他的腦中複製了一模一樣的我們，但因為他只看到包包的表 

      面，卻不知道裡頭裝的是什麼，所以他無法複製，所以包包裡面當然是空 

      的啦！ 

女人：等等，你說我們…是幻覺？ 

男人：對，某個人腦海中的幻覺。 

女人：幻覺可以說話可以思考嗎？ 

男人：幻覺有無限可能，要我們幹嘛就得幹嘛。 

女人：你是說連我現在說的話也都是幻覺？ 

男人：因為全是虛擬的嘛。 

女人：這什麼跟什麼！我怎麼會是別人的幻覺，我就是我，我好好的在這，而不 

      是在某個人的腦袋裡！ 

男人：包括這裡，這節車廂，這輛台鐵火車，都是幻覺。 

女人：難道你要否定你的一切，來承認這個荒謬的理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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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我們現在遭遇的一切已經全被否定了！不管是妳我所理解的時間，我們 

      隨身攜帶的東西，甚至連我們是不是活著這件事，都無法用常理來解釋， 

     那妳還能相信什麼呢？ 

女人：如果照你所說，我們是被複製的幻覺，那請問複製的樣本呢？真人在哪裡 

      ？真正的我在哪裡？ 

男人：也許我們是在路上被看到，或是被台鐵火車上的某個人記住，然後他就把

我們放到這個空間裡，在他的腦袋裡，運作。 

女人：這個人把我們放在這裡幹嘛？這對他有什麼好處？看我們在這裡爭論不 

      休很有趣嗎？ 

男人：也許是…他的嗜好。 

女人：太荒謬了！隨便一個人看到我就可以把我複製在腦裡，然後把我關在一 

      節車廂？我就不相信從我外表就知道我的個性，還能編派我要說的話。 

男人：因為連妳現在的個性都是幻覺。 

女人：你不要再危言聳聽了！什麼幻覺，如果這只是想像，怎麼可能這麼真實。 

男人：難道妳不覺得這理論很有可能嗎？ 

女人：不過就是包包的東西不見了而已，你的理論證據不足。 

男人：那妳說的死亡也不可能。 

女人：比起來，我的說法還比較可信。 

男人：我寧可活在幻覺裡，也不要在現實中死去。 

女人：你喜歡躲在某人的腦袋裡就去躲吧，反正我不承認有誰能完全複製我！ 

男人：對，妳喜歡面對死亡，然後前往什麼美好的國度。 

女人：如果是在幻覺裡，你想過下場嗎？ 

男人：也許我會在另一個場景出現。 

女人：也許你就這麼憑空消失，連個影子都不留。 

男人：也許吧，這樣也好。 

女人：（惱怒起來）你以為當個幻覺會比死亡來得輕鬆嗎？如果你發現你什麼都 

      不是，只是個人家腦中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東西，這樣你會覺得比較

快     樂嗎？為什麼不承認我們現在的確是死了，死了即便是死了，也好過一

個     空虛的幻覺！ 

男人：為什麼我們一定是死了？誰肯定的告訴過妳妳的確是個生命？也許妳只 

      是個想要自殺的角色罷了，也許妳以為妳所渴望的死亡，不過就只是一 

      個人隨意的安排？當幻覺有什麼不好？我可以不用為我的人生負責，我 

      想怎樣就怎樣，就算被困在這裡，終究也只是幻覺！ 

女人：你真是我看過最懦弱的男人！ 

男人：（悲哀地）我不是懦弱，如果我們無法選擇我們的生命形式，至少可以選 

      擇如何面對！ 

女人：你哪有面對，你根本是逃避！根本就是怕死！ 

男人：對，我不像妳，以為死了就一了百了，以為死了就可以解脫，以為死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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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就不用再恐懼了！ 

女人：我只是要找到出口！ 

男人：我是為了讓我們好過！兩人惡狠狠的瞪著對方，但後來情緒漸漸地平復下

來。一陣靜默。小女孩怯生生的問小男孩：我們真的死掉了嗎？ 

哥哥：那只是他們的猜測而已。 

妹妹：那我們會是幻覺嗎？ 

哥哥：當然不是啊。 

妹妹：如果我們是幻覺，那媽媽呢？ 

哥哥：媽媽還在家裡等我們。 

妹妹：可是火車都不開，我們怎麼回家？ 

哥哥：火車大概是壞掉了，列車長會通知警察，警察會來接我們回家。 

妹妹：可是我都沒看到列車長，真的有列車長嗎？ 

哥哥：當然有，因為我們這裡太遠了，所以他就沒有過來。 

妹妹：那我們去找他，跟他說我想要回家。 

哥哥：（遲疑了一會兒）好，我們去找他。 

男人：你們在這裡等吧，搞不好根本沒有列車長。 

女人：對啊，我們都在這裡，比較安全。 

哥哥：為什麼你們不敢離開這裡？ 

女人：小朋友，現在我們處於一種很奇怪的處境，在我們了解真相之前，最好不 

      要輕舉妄動。 

哥哥：你們說的我不懂，為什麼你們只是不斷的猜，而不想辦法？ 

女人：我們是在討論我們現在可能面臨的情況，因為這一切都太詭異了，我們 

      需要一個合理的解釋。 

哥哥：你們只會吵架，卻不敢做些什麼。 

男人：不是我們不做，而是做了沒有用。 

哥哥：那為什麼不去其他車廂看看？說不定有人啊。 

男人：其他車廂？（抬頭看向前門）也許會有人…男人起身，走向前門，貼近玻

璃看向對面車廂。此時前門後面燈亮，在黯淡的燈光中，只見兩三個人正

襟危坐在位子上，直視前方，面無表情。 

 男人：有人耶！女人跟那對兄妹跑過來。男人想開門，門把卻怎麼也扳不動，怎

麼打也打不開。  

女人：有人就代表我們也許還活著。 

男人：也許我們也不是幻覺。男人用力扳著門把，想強行打開，卻徒勞無功。 

 男人隔著玻璃對著另一頭的人們大叫：喂！幫我開個門！車廂內沒有半個

人回應，那些人還是如同蠟像般僵直不動。  

男人：喂！有沒有聽到啊！幫我開門！ 

哥哥：他們沒聽到嗎？ 

男人：門也打不開，八成是壞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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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這些人看起來好像怪怪的，你叫這麼大聲，竟然沒半個人聽見。 

男人：（拍打玻璃）喂！幫我開門啊！你們是耳聾啦！所有人一起叫嚷，希望引

起另一頭車廂裡的人的注意。 

男人：情況很不對勁。 

女人：你看他們的臉色好難看，眼睛跟死魚一樣。 

男人：他們看起來好像很平靜又很驚訝。 

哥哥：他們好像都沒眨過眼睛。 

女人：對耶，每個眼睛都瞪這麼大，卻連眨都不眨一下！ 

妹妹：為什麼他們眼睛不會酸啊？ 

女人：（毛骨悚然起來，往後退了幾步）這些到底是不是人啊？如果是人，為什 

      麼連動都不動，如果不是人，那他們又是什麼？小女孩害怕的緊緊抓著

小男孩的手。 

 男人：我們來看另外一邊。男人走到後門，其他人也緊跟在後。此時後門的燈亮，

男人隔著玻璃看到一模一樣的景象，同樣有如蠟像的人排排坐，那些人同

樣面無表情，眼神呆滯。男人試著打開門把，無奈還是一樣卡死，打不開。

男人用力的推撞門，想要撞開卻無濟於事。 

 男人：（大叫）你們誰有聽得到我的聲音？來開門啊！（敲打玻璃）你們

是死人 啊！喂！開門啊！ 

女人：該不會是他們都死了，只剩下我們還活著？ 

男人：死人會坐得這麼直嗎？…他們…會是我們的幻覺嗎？是不是我們太恐慌 

      所以產生幻覺了？ 

女人：你不是說我們才是幻覺嗎？ 

男人：如果我們是幻覺，那這些人是什麼？幻覺的幻覺嗎？ 

女人：他們應該不是幻覺，而是死了。 

男人：妳不是認為死的是我們嗎？ 

女人：跟他們比起來，我們還算得上活人。突然整個車廂劇烈的搖晃起來，宛如

地震一般。男人試圖站穩陣腳卻差點跌倒，女人和那對兄妹緊緊抱著。從

上方傳來一種，震耳欲聾，很大的撕裂的聲音。隨即一陣強烈刺目的光亮

包圍住他們。  

男人：到底發生什麼事？ 

女人：我們會怎麼樣？ 

哥哥：好刺眼的光！ 

妹妹：我要回家！ 

       在視線模糊之際，他們彷彿聽見一個小孩的歡呼。 

小孩：哇！是火車模型耶！做得好逼真喔！裡面還有人！好多人喔！每節車廂都

有耶！謝謝爸爸送我的生日禮物，我明天要帶去學校炫耀給同學看！ 

劇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