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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本大綱 
 

 

剛踏上職場工作的夏佑傑，遇到 Time is money，Money is time公

司，公司販賣產品為『時間倒轉器』，是一間專門對時間掌控為主旨而營運

的公司，剛上手的新人夏佑傑，因為無法適應上上班時間朝五晚九，天天在

公司被經理與主管責備，有一天夏佑傑為了做家庭推銷，他帶著萬全的準備

一定要賣出『時間倒轉器』，但卻遇到了沒有時間觀念的王爸與王媽，經理

知道此事之後也特別到王家，但王家的時間觀念也絲毫沒有改變，而王家人

的時間觀念也影響了夏佑傑，讓他了解時間其實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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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個性 
 
 
夏佑杰： 

２４歲，工作經驗兩年，從事服務業，做事懶散，時常把時間搞得很緊張，不會

分配自己的工作與時間。 

 
經理： 

４２歲，職場經驗多采多姿，是佑杰的經理，愛拍馬屁、欺善怕惡，總是把工作

擺第一，秉持時間就是金錢，金錢就是時間的原則。 

 

Lisa： 

３８歲，留學歸國的高材生，推銷部的主管，正處於更年期的女人，犀利讓人無

法輕易接近，個性跟經理一樣，所有事情以三個為基準：快／狠／準。 

 

王媽： 

４０歲，一位職業家庭主婦，內心保留著少女夢幻般的心態，生活步調以及時間

的安排都非常的隨性自由，常常把老公看的偶像一般，非常崇拜。 

 

王爸： 

４２歲，非常執著的男人，喜歡沒事找事做，但對於時間的觀念，不想讓自己因

為時間，而亂了生活步調，一整個人都沒有計畫的原則。 

 

員工： 

在 Time is money Money is time 上班每分每秒都規劃的完完整整，負責任的優良

態度，辦事一點都不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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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幕《時間滴答滴》此場景特別以肢體呈現，表現時間流逝 

 
 聚光燈中中和中下舞台光區燈亮 

 時鐘音效下 

（燈亮） 

Lisa：根據統計人類一生可以活到八十歲。(往後走) 

詩詩：一年有３６５天。(往後走) 
晶涵：平均八十歲一生能有兩萬九千兩百天。(往後走) 

王媽：一天有２４小時。(往後走) 
儀君：一生共有七十萬零八百個小時。(往後走) 
煒哲：一小時６０分鐘（往後走） 
經理：等於一年有四千兩百零四萬八千分鐘。(往後走)  
（王爸拿起手機） 
 左下舞台右下舞台光區頂燈面燈燈亮 

 音效 Line聲連續響，演員全往外散，Line聲停 演員全歸回一直排 

 左下舞台右下舞台光區頂燈面燈燈暗 

（王爸走到右下舞台） 

佑杰：人類平均每６分鐘檢查一次手機。 

 音效 Line聲下,走到左下舞台 

Lisa：六分鐘 

 音效 Line聲下,走到左下舞台 

詩詩：六分鐘 

 音效 Line聲下,走到右上舞台 

晶涵：六分鐘 

 音效 Line聲下,走到左上舞台 

王媽：六分鐘 

音效 Line聲下,走到右下舞台 

儀君：六分鐘 

 音效 Line聲下,走到左舞台 

煒哲：六分鐘 

 音效 Line聲下,走到左舞台 

經理：六分鐘 

 音效 Line聲下,走到右舞台 

全體人員：一天檢查 160 次手機，等於一年檢查五萬八千四百次手機 

 時間流逝音樂下 

 左上舞台跟右上舞台藍頂燈燈亮 

（舞蹈走）（燈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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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Time is money》 
場景 辦公室 
時間 早上九點 
 
 左舞台右舞台冷面燈燈亮，舞台全區白頂燈燈亮 

 電話鈴聲音效下 

儀君：（接電話）ＴＩＭＥ ＩＳ ＭＯＮＥＹ ＭＯＮＥＹ ＩＳ ＴＩＭＥ  
   很高興為您服務！（繼續電話） 
 電話鈴聲音效下 

晶涵：（接電話）ＴＩＭＥ ＩＳ ＭＯＮＥＹ ＭＯＮＥＹ ＩＳ ＴＩＭＥ  
   很高興為您服務！（繼續電話） 
 電話鈴聲音效下 

詩詩：（接電話）ＴＩＭＥ ＩＳ ＭＯＮＥＹ ＭＯＮＥＹ ＩＳ ＴＩＭＥ  
   很高興為您服務！（繼續電話） 

 電話鈴聲音效下 

儀君：（與 LISA通話）喂？Lisa 主管，上海王先生一線。 
ＬＩＳＡ：（接電話）好！（轉接）王先生您好………… 
 電話鈴聲音效下 

儀君：（接電話）ＴＩＭＥ ＩＳ ＭＯＮＥＹ ＭＯＮＥＹ ＩＳ ＴＩＭＥ   
   很高興為您服務！（掛電話） 

 電話鈴聲音效下 

煒哲：（接電話）ＴＩＭＥ ＩＳ ＭＯＮＥＹ ＭＯＮＥＹ ＩＳ ＴＩＭＥ  
   很高興為您服務！請問要購買時間倒轉器嗎？……… 
 電話鈴聲音效下 

晶涵：(接電話)ＴＩＭＥ ＩＳ ＭＯＮＥＹ ＭＯＮＥＹ ＩＳ ＴＩＭＥ  
   很高興為您服務！ 
      好的！（掛電話） 

Lisa：Sandy 準備兩杯咖啡，一杯加糖，一杯不加糖！還有上海王先生 
        的資料順便送過來！ 
晶涵：好的！一杯加糖，一杯不加糖……..(邊說邊往左舞台下場) 
（煒哲拿資料發放） 

 電話鈴聲音效下 

詩詩：（接電話）ＴＩＭＥ ＩＳ ＭＯＮＥＹ ＭＯＮＥＹ ＩＳ ＴＩＭＥ  
  很高興為您服務！小姐..不好意思你打錯了！（掛電話，對旁邊同事） 

    剛剛竟然有人打電話來訂早餐…  

晶涵：（拿咖啡從左舞台進）Lisa 主管～這是你的咖啡。 
Lisa：哪杯有加糖 
晶涵：（疑惑，試喝）這杯！另外一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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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放著就好，李先生的資料呢？ 
晶涵：資料資料！（跑回去拿資料）這裡！ 
Lisa：在搞什麼阿！ 
（晶涵回到辦公座位） 

（煒哲拿資料走到右下舞台，經理從右舞台進） 

晶涵＆煒哲：經理好 
（經理點頭走到左舞台，煒哲回到座位） 

Lisa：經理，這是你的咖啡！ 
（佑杰從右舞台進到右下舞台，做出打卡的動作） 

佑杰：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看手錶）沒遲到～ 

 警鈴音效效下 

 右下舞台紅藍頂燈閃爍 

佑杰：诶！是不是壞了（走到 center）嗨！早安！ 
(看到經理和 Lisa嚇一跳) 

佑杰：經理好，主管好。 
 警鈴音效停 

 右下舞台紅藍頂燈收 

Lisa：夏佑杰，你遲到了！(回到座位) 
經理：夏佑杰，第一天上班經理就告訴過你，本公司是沒有遲到兩個字的。 
佑杰：可是經理，現在才八點半，我九點才上班！ 
經理：九點上班應該在五點就到，（喝咖啡）還有我們本公司的產品時間倒轉器 
   的業績成長報表呢？ 
佑杰：經理，這個你放心，下個禮拜就交給你！ 
Lisa：（走到 center）經理阿！我看阿他八成是不想做了！像我！經理，我                     
     下個月和下下個月等等一起交到你的辦公室。（回到座位） 

經理：好！很好，夏佑杰，你有沒有看到，這就叫作效率，在本公司時間是很寶 
   貴的，還有１２點半有位王小姐想要對我們產品有更深的了解，去跟他面 
   談一下！ 
佑杰：是的，經理! 
 手機鈴聲音效下 

經理：喂！董事長嗎？你明天晚上９點回來是不是，好的！我現在就過去機場那                   
   邊住！(右舞台出場) 
煒哲：（拿一大疊資料走到佑杰旁邊）新來的！努力一點啊！ 
佑杰：喔！好。 
煒哲：（拿資料給佑杰）那～這份是明天要交給我的，這份是下禮拜的， 
  （一大疊資料給佑杰）這些都是下下個月的。準時交（回到座位） 

佑杰：是的。 
晶涵：辛苦啦！（給佑杰資料）這個是這個禮拜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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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杰：（無奈）好。 
時鐘加快聲音音效下 

（所有人忙碌工作） 

（詩涵給Ｌｉｓａ資料） 

（佑杰給Ｌｉｓａ資料） 

（Lisa走到 center） 

Lisa：停！現在是中元標準時間１２點，休息１小時，１小時後５樓會議廳集合，   
    解散！ 
(所有人往右舞台出，夏佑杰趴在桌上睡覺) 

儀君：走到餐廳要三分鐘，吃飯要五分鐘，睡午覺要花三十分鐘。 
（右舞台出場） 

Lisa：（站在 center對佑杰）夏佑杰，不要忘記你下午還要去找王小姐 
（佑杰驚醒） 

佑杰：喔對～（拿著公事包，匆忙往右舞台出場） 

Lisa：我就知道你忘記了！（往右舞台出場） 
（燈漸暗） 

 時間流逝換景音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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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Time 不是一切》 
場景 蘭氏夫婦家中 
時間 12 點半 
 音效下 

 全舞台光區白頂燈燈亮 

（燈亮） 

（王爸坐在沙發上疊撲克牌） 

（王媽左舞台進） 

 左上舞台光區紅色頂燈燈亮 

王媽：(到左下舞台擦窗戶)(開窗戶)哇～今天是紅色的太陽欸～ 
(轉頭看到老公，過去撒嬌) 老公～ 

王爸：（拉長音）噓！不要吵！ 
王媽：老公～～～ 
王爸：去掃地！ 
王媽：（坐到沙發上）我不要！ 
王爸：我渴了！ 
王媽：喝尿 
（停頓 呼吸） 

王媽：齁～  你為什麼不理我？理我！理我！ 
（佑杰右舞台進） 

 門鈴音效下 

王爸：去開門 
王媽：（拉長音）我不要～ 
（停頓 呼吸） 

王爸：那我去！ 
（王爸起身去開門） 

佑杰：請問王小姐在嗎？ 
王爸：裡面！ 
（佑杰進去看到蘭媽） 

佑杰：請問是王小姐嗎？ 
王媽：是，（興奮狀）老公～有帥哥！有帥哥！ 
王爸：噓！（佑杰走去坐沙發） 
王媽：好！ 
佑杰：王小姐，請問你有看過本公司的產品嗎？ 
王媽：你要不要喝點什麼？ 
佑杰：水！ 
王媽：去倒水～（拉長音） 

王爸：噢！倒水！（繞到沙發後面從左上舞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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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杰：（小聲）這家人怎麼都怪怪的啊？（走到左下舞台）王小姐， 
     我一進家裡就發現你們家沒有時鐘，請問你有時間觀念嗎？ 
王媽：沒有！ 
佑杰：那麼請問你需要時間嗎？ 
王媽：不需要！ 
佑杰：那麼我問你一個問題！（坐回沙發） 

王媽：嗯？ 
佑杰：你可以看著我的雙眼嗎？（對王媽放電） 

王媽：好～～ 
（佑杰拿出遙控器） 

佑杰：人的時間一分一秒的在過去，所以要把握時間！本公司推出了這款產品時  
   間倒轉器！ 
（王爸左舞台進） 

王爸：別吃我老婆豆腐！（坐沙發）老婆，這杯水是你的！ 
（王爸把水遞給佑杰又拿了回來） 

（佑杰拿出遙控器） 

佑杰：我要喝水～（按下遙控器） 

 藍色頂燈紅色頂燈閃爍 

 時間倒轉音效下 

（一切人事物倒轉，王爸重新從左舞台出場） 

王爸：別吃我老婆豆腐！（坐沙發）老婆，這杯水是你的！ 
（佑杰搶走王媽的水然後喝掉） 

王媽：我記得那杯是我的！ 
佑杰：（站起來）不用緊張，不要慌張，這絕對不是幻覺，這是時間倒轉器的功 
   能！王先生，請問你想要回到和你老婆熱戀的時期嗎？（王爸王媽點頭） 

   請購買時間倒轉器！ 
王爸：不要～～ 
王媽：我老公不要我也不要！ 
（佑杰失落的打電話給經理） 

佑杰：喂！經理，這家人有病阿～～ 
經理：我已經打聽過這家人非常奧客，你有辦法搞定嗎？ 
佑杰：沒辦法！  
（經理右舞台進） 

經理：好，我已經在她家門口，過來開門吧！ 
 門鈴音效下 

王爸：是誰？ 
佑杰：是我們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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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爸：經理是吧，來來來！（開門）你是他經理嗎？ 
經理：是！ 
王爸：他是你員工嗎？ 
經理：是！（王爸大力關門） 

（王爸把經理跟佑杰趕出了家門) 

（王爸回客廳繼續玩牌） 

王爸：無聊 
佑杰：經理怎麼辦？ 
經理：沒關係，拿出公司產品時間倒轉器，倒回上一分鐘前！ 
 時間倒轉音效下 

 藍色頂燈紅色頂燈閃爍 

（一切倒轉，佑杰回到客廳裡） 

 門鈴音效下 

王爸：是誰？ 
佑杰：是我們經理～ 
王爸：經理是吧，來來來！（開門）你是他經理嗎？ 
經理：是！ 
王爸：他是你員工嗎？ 
經理：是！（王爸正要關門） 

佑杰：等一下！（大喊） 

經理：不要關門～（走到左舞台） 

王爸：你怎麼知道～ 
（佑杰站在右舞台） 

經理：不要慌張不要緊張，王先生請坐，你剛剛看到的絕對不是幻覺，是本公司 
   產品時間倒轉器，為什麼我可以知道你接下來的動作是要關門呢？因為他  
   可以讓我預知未來，所說剛才進來你們家發現你們家沒有時鐘，也就是你 
   們家可能沒有時間觀念，但是沒有關係，只要有了這台時間倒轉器，不論 
   大大小小所有事情，你都可以掌握在手中，所以強烈建議你們購買，請問 
   需要購買我們的產品？ 
王爸：不要～ 
王媽：我老公不要，我也不要！ 
佑杰：經理，怎麼辦？ 
經理：沒關係，經理教你一個新招，我們公司的產品呢？（拿出遙控器）這 
   台機器不但可以倒轉時間，還可以讓人回心轉意，你只要對這台機器說，   
   王氏夫婦３秒鐘之後會像我們購買時間倒轉器。 
佑杰：（對機器說話）３秒鐘後，王氏夫婦會回心轉意，１、２、３！ 
（佑杰＆經理回頭） 

（王氏夫婦沒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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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杰：經理，你騙我～（崩潰） 
經理：佑杰，不要緊張，經理是不會騙人的，讓我看看！（給經理遙控器） 

經理：可能是這台機器原廠出了問題！我把他拿回原廠去修理，這邊就交給你 
   了！ 
（經理急急忙忙往右舞台衝了出去） 

佑杰：經理，我沒辦法～～～ 
王爸：關門～ 
（經理回到右舞台關門）（下場） 

佑杰：唉～ 
(失落得走到沙發坐下) 

王媽：年輕人 
王氏夫婦：(同時)時間是要掌握在自己手裡的歐! 
（燈暗） 

 

 背景音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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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所謂時間》 
此場景以口述表現 
 右上舞台光區白藍頂燈燈亮 

   （經理右舞台進） 

經理：我生活的重心都放在工作上，我把時間都用在上班、加班、吃飯，沒有時  
      間用在任何事情，而我的時間一秒都不能少，分秒必珍。 
（燈暗） 

 

 右下舞台光區白藍頂燈燈亮 

   （Lisa右舞台進） 

Lisa：我是個工作狂，一年３６５天，一天２４小時，全年無休，幾乎都在 
          工作，家人、朋友、男朋友對我來說都沒有比工作重要。 
（燈暗） 

 
 左下舞台光區白紅頂燈燈亮 

   （王媽左舞台進） 

王媽：我是個家庭主婦，上班、下班、加班都在家，一天２４小時都在家，一周
七天都在打掃房間，１年有３６５天，我把我的時間都放在這個家。 
(燈暗) 

 

 聚光燈中中和中下舞台光區燈亮 

   （佑杰左舞台進） 

佑杰：一睜開眼，牆上的時鐘發出的滴答聲，不停的催促我，告訴我要上班，我
的上司告訴我什麼事情還沒有做，而我卻沒辦法做好每一件事，感覺好像沒有自
己的時間了，直到我遇見王氏夫婦，才發現原來時間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裡，而
不是讓時間逼迫你，所以現在開始安排我的每一件事情，打時間掌握在自己的手
中。 
（燈漸暗） 

 謝幕音樂下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