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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綱  

 

朱堂七雖為秀才，但家境貧窮，以致與父親指腹為婚的趙亮員外有意毀婚。 

 

堂七不滿岳丈看不起他，巧計訛詐趙亮，以天衣、乾坤鼎、陰陽棍三樣寶物

換取五百兩，一斗珍珠及百匹綢緞。這些正是趙亮為了刁難堂七所開出的條件。 

 

趙亮受盡曲辱，終而自覺是貪念引起，在形勢比人強的狀況下，只得咬牙將

二女兒趙秀紋嫁予朱堂七。 

 

雖然趙亮當年以賭詐騙堂七之父朱坤，但風水輪流轉，正也道盡了「人不欺

吾，吾不欺人」的道理。 

 

「妙」劇脫胎於台灣民間故事「白賊七」，全劇以幽默詼諧的基調嘗試呈現

一齣全新的歌仔戲。在人情對待中，以先人的智慧融入在對白唱腔中，期望在歌

仔戲領域中延展出一條新的路途。 

 

人物簡介 

 

一、 朱堂七：男、二十多歲的秀才。不滿岳丈看不起他、連施妙計、贏得美人

歸。 

二、 劉 氏：女、五十歲、堂七之母、溫和善良。 

三、 李 關：男、二十多歲，小聰明，是堂七的跟班。 

四、 趙 亮：男、六十歲，雖富甲一方，卻欺貧重富，被堂七設計整冤枉。 

五、 李 氏：趙亮之妻、五十歲，雖然小氣，但重視女兒的婚事。 

六、 蕭中保：男、二十多歲，趙家表親，欲與趙大小姐訂親。 

七、 趙秀雅：女、二十歲，趙家大小姐，與蕭中保正好是一對寶。 

八、 趙秀紋：女、十九歲，趙家二小姐，與堂七一見鍾情，最後終成眷屬。 

九、 阿 炳：紙紮店老闆。 

十、 阿 火：螺馬店老闆。 

十一、阿 三：螺馬店伙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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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 廟埕相會 

場景：媽祖廟埕 

人物：朱堂七、李關、蕭中保、趙秀雅、趙秀紋、阿炳、阿三、阿火 

  △三月的廟埕，張燈結綵，熱鬧非凡，正是天上聖母的生日。進香信徒絡繹

不絕。 
合唱：三月十三媽祖生， 

   迎神賽會舉笙旗。 

四週祥光傳千里， 

國泰民安萬眾喜。 

富貴由天非易求， 

善途勤步是良籌。 

禍福有因世道留， 

媽祖勸世將德修。 

  △媽祖大轎繞境遊行，信徒戶戶祀拜，大轎終於在眾人吆喝下入廟歸座。 
  △廟旁左右舞台各是紙紮店及騾馬店。 
  △朱堂七和好友李關亦來看熱鬧。 
堂七：（唱） 新春鼓吹連三月， 

樂歲笙歌媽祖會。 

酒飲三家醉步回， 

抖落煩愁隨風飛。 

李關：（唱） 鼓聲炮聲人喊聲， 

媽祖出巡你免驚。 

不知誰人要擱請， 

飲醉厝內免動鼎。 

堂七：哇──李關！李看！自我朱堂七識代誌以來，今年的媽祖生尚蓋鬧熱，陣

頭從頭到尾排排咧差不多有五里遠！ 

李關：當然無共款！你甘知影今年掛媽祖會總理燈的人是誰人？ 

堂七：是誰人？ 

李關：是咱這個所有最有錢的趙員外！ 

堂七：啊？趙亮──趙員外？ 

李關：對呀！就是你老爸卡早換帖的彼個趙亮。若提起伊，不識他的人是飼不久

啦，不但有錢，兩個女兒更是如花似玉⋯⋯但是美中不足就是趙員外作人

有卡「凍霜」啦⋯⋯ 

  △李關自言自語，轉身才發覺堂七陷入深思。 
李關：咦？堂七──你是按怎？ 

堂七：（唱） 當年桃園結金蘭 

      約定秦晉聯姻牽 

數載塵泥過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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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間秋水春風寒 

   （唱）人間變化冷暖知 

      雖然落魄是暫時 

      縱有狂濤沖天志 

      奈何失運無時機 

李關：我實在想嘸，你朱堂七在咱莊內頭腦最好，既然你和趙家有婚約，可以光

明正大去娶親呀！怎麼在這兒唉聲嘆氣？ 

堂七：我自己三兩籃仔有除啦！阮老爸連生六個後生攏夭折，我排行第七，雖然

將我飼大漢，可是⋯⋯ 

李關：哈──你也會互勢？誰人不知你是大名鼎鼎的白賊七── 

堂七：李關！連你也認為我是白賊？ 

李關：這⋯⋯哈⋯⋯跟你滾笑的啦！ 

堂七：我朱堂七一向看不慣那些眼睛長在額頭上的人，我只不過是用一點腦筋，

乎伊一點教訓，大家卻以為我是專門在講白賊── 

李關：是呀！你排行第七，人家才叫你白賊七！（發覺失言）啊？失禮⋯⋯我啥

攏無講── 

堂七：唉！你想看邁，大家攏按呢叫我，我那有面子去趙家提親呢？就算要去，

身軀也無半文錢── 

  △堂七話未完，見一位花花大少蕭中保帶著兩位表妹趙秀雅，趙秀紋從另一

端走來。堂七立時被秀紋的風采迷住了，愣愣地望著她── 
李關：老大，你怎麼了？ 

  △中保得意洋洋招搖過市 
中保：（唱） 人山人海鬧街市 

      正邊弄獅左邊搬戲 

      身邊姑娘真嬌媚 

      三頓免吃嘛不知飢 

秀雅：（唱） 三月廟埕真好天 

      歡喜走在表兄的身邊 

      鑼鼓炮聲響天邊 

      搖搖擺擺過港墘 

秀紋：（唱） 蝴蝶乍醒千萬變 

驪龍長養江中現 

使命由來夙世緣 

五倫相親意情綿。 

  △秀紋的目光正好與堂七相對，先是驚嘆對方的風采，繼而羞澀地轉身了─

─ 
  △中保正想對秀紋說話，發覺有異，立即上前攔住堂七。 
中保：稍等一下！你這個青仔欉，看到查某竟然兩隻眼睛像肖狗目⋯⋯你敢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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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兩人是誰人，可以這樣乎你亂看？ 

堂七：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且我看伊，伊看我，按呢兩方並無吃虧呀！ 

中保：什麼？你還強詞奪正理？伊兩人是趙員外的千金，你是啥身份？敢這樣看

人？飫狗也肖想豬肝骨？ 

堂七：啥？趙家的千金？ 

中保：按怎？著驚了？ 

堂七：這位大兄尊姓大名？ 

中保：我叫蕭中保，伊兩人是我的表小妹！我帶他們出來看熱鬧就是要保護伊的

安全── 

堂七：蕭兄請借問，兩位千金小姐一個如花似玉；一位沈魚落雁，但不知叨一位

是姊姊，叨一位是小妹？ 

中保：哦？你問這麼多作啥？莫非是有啥企圖？ 

李關：不是啥企圖，阮老大叫朱堂七，自小漢就加趙家的小姐訂過親！ 

  △眾人訝異，尤其秀雅更是驚愣，不禁上前打量⋯⋯ 
秀雅：你⋯⋯你加我訂過親？ 

堂七：莫非妳是趙大千金秀雅小姐？那另外這位⋯⋯ 

秀雅：我就是趙家大小姐，伊是阮小妹趙秀紋⋯⋯ 

  △堂七與秀紋四目交織，是一種相見恨晚的悸動。 
堂七：（唱） 百花繡出群芳譜， 

      萬物爭春碧山湖， 

天姿國色姻緣渡， 

豈能枉走世間路。 

秀紋：（唱） 心如秋水無漣漪， 

      身似閒雲映荷池， 

鵲鳥躍樑傳采喜， 

醇風俊郎入歌詩。 

堂七：小姐──妳── 

  △秀雅見堂七目光盯著妹妹，不悅地攔在二人面前。 
秀雅：表兄，小妹，今日真是掃興，遇到半路認老爸的人，咱邁理他，咱返來去

── 

中保：對！別理他，返來去── 

  △中保與秀雅先行離去，秀紋猶豫半響，與堂七四目相對後，這才嫣然一笑

離去── 
  △堂七似乎被秀紋這一笑吸引得愣在原地⋯⋯ 
李關：阿七仔⋯⋯老大的──你是按怎？ 

  △堂七如夢初醒，神色忽然快活起來⋯⋯ 
堂七：（唱） 碧桃紅杏爭三月 

      雪山迢迢送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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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玉溫香銀帳垂， 

花看紫陌神魂飛。 

李關：哦⋯⋯原來你是去看上了趙家二小姐？ 

堂七：如果能娶到二小姐，才不枉我來世間一世人。 

李關：好呀！你去提親呀！剛才你不是還在說你無錢？你彼個無緣的丈人最現

實，看你這身軀若無加你趕出來我才輸你！ 

  △堂七望望四周左右舞台的紙紮店及螺馬店，突然靈機一動。 
堂七：有了！我若有一隻馬通騎，趙亮伊絕對不會看輕我。 

李關：馬？你現在連一隻馬腳都買不起，那裡去生隻馬？ 

堂七：你邁管！你就在廟口靜待，不出一刻間，我隨借到一隻馬── 

李關：好！我來避在一旁，看你變啥把戲？ 

  △李關躲入上舞台。 
  △堂七先走向右舞台的紙紮店⋯⋯老闆阿炳正在糊紙馬。 
堂七：這位頭家請了── 

阿炳：你有啥代誌？ 

堂七：我想要訂做一隻紙馬？不知啥時候會好？ 

阿炳：你若很趕，這隻再一個時辰可以先給你！ 

堂七：好！按呢一言為訂！ 

  △堂七離開右舞台，轉向左舞台。騾馬店內老闆阿火和夥計阿三正在忙著。 
堂七：頭家──我想要租一隻馬來代步！ 

阿火：可以！可是要先付錢！ 

堂七：我是否可以找個保證人，你叫人和我去對保，等我將馬仔牽返來再一起算？ 

阿火：好啦，我現在無閒，阿三仔，你加人客逗陣去對保！ 

阿三：哦，好── 

  △阿火入內，阿三和堂七又走回右舞台⋯⋯ 
  △阿炳訝異 
阿炳：咦？你怎麼這麼快就返來？ 

堂七：頭家，我因為代誌真無閒，我的馬仔是不是可以在吃晚頓以前，由這位阿

三仔來牽返去？ 

阿炳：好啦，沒問題，你叫伊來就好啦── 

阿三：你不通加阮耽誤呢！ 

阿炳：放心啦！絕對沒有問題！ 

堂七：好！阿三，店號和地址記乎好！咱來返── 

  △堂七和阿三又走回左舞台── 
堂七：對保手續已經完成，我要來牽馬仔── 

阿三：好呀！馬兒在後面，你自己去選── 

  △堂七招呼等在一旁的李關，兩人從上舞台牽著一匹駿馬離去⋯⋯ 
合唱：租馬買馬攏是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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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賣賣買伊攏要， 

   活馬紙馬憨憨旋， 

   騙加抓狂要跳溪。 

   要馬相罵擱相打， 

   兩敗俱傷攏斷腳。 

   那知中了狀元計， 

淚眼汪汪叫阿爸。 

  △舞台上是阿火要阿三去回馬。 
  △兩人一起至紙紮店，阿炳交給他們的是一隻紙糊的馬⋯⋯ 
  △雙方開始比手劃腳爭論⋯⋯好幾次幾乎大打出手。 
  △村人圍觀的愈來愈多⋯⋯ 
  △音樂持續 
  △燈緩緩暗 
 

 

第二場 入府求親 

場景：趙家客廰 

人物：趙亮，李氏、秀雅、秀紋、中保、李關、堂七 

  △燈亮時，趙家富麗堂皇的客廳令人眼睛一亮。 
  △趙亮與妻李氏上台。 
趙亮：（唱） 姓趙名亮好名聲， 

      方圓百里不驚人探聽， 

出名小氣愛乎人請， 

財產萬貫透京城。 

李氏：（唱） 嫁尫趙亮是富翁， 

      可是穿插有夠「慫」（俗氣）， 

      一個錢打二四個結， 

      要買一領新衫伊就抓狂 

  △蕭中保與秀雅、秀紋姐妹從右舞台上，走入客廳。 
秀雅：阿爸──阿母⋯⋯請你們替女兒作主── 

趙亮：哦？秀雅，究竟發生何事？ 

秀雅：人家不知影啦──（撒嬌狀） 

李氏：中保，是誰人欺負咱秀雅呢？ 

中保：姨母，妳有所不知！我帶伊二人去廟前看迎神廟會，誰知竟然遇上一名無

賴朱堂七，講伊自小漢和大小姐訂親！ 

趙亮：啥？朱堂七？ 

秀雅：是呀！我看伊穿得很寒酸，阿爸那有可能會將我匹配乎彼種散赤人（窮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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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保：是呀！從來也沒聽過姨丈你講過，若不是大小姐急著要回來，我一定好好

加伊教訓── 

秀紋：表兄，人家彼位朱公子也無啥歹意，而且訂親之事，好像以前阿爸和阿娘

也提過── 

秀雅：我不要啦──秀紋，看妳的口氣好親像對彼位青仔欉真好印象，妳若要，

不如妳去嫁伊好了── 

秀紋：我⋯⋯我哪有這種意思？ 

趙亮：好了！為了小小代誌在大廳吵吵鬧鬧，也不怕別人加恁笑？還不快進去？ 

  △在趙亮的怒斥下，秀雅，秀紋不悅地瞪了對方一眼相繼從左舞台下。 
李氏：老爺⋯⋯這該怎麼辦？想不到這麼多年朱家的人還記得這件婚事。 

  △趙亮正想說什麼，家僕入內 
家僕：啟稟老爺，外面一位身騎白馬的公子，自稱朱堂七，講要求見老爺── 

趙亮：啥？朱堂七？ 

中保：好哇！腳手真好，剛才還在廟口，現在竟然說騎白馬找上門？ 

趙亮：照我所知，朱家現在一貧如洗，朱堂七竟然還能騎馬？ 

中保：一定用租的！ 

李氏：租的也要很多錢⋯⋯。 

趙亮：不管按怎，人都來了，不如先請伊入來，看伊到底是要「變啥蚊」？ 

家僕：是── 

  △家僕走出，轉身引進堂七與跟班李關。兩人似乎經過刻意打扮，顯得一表

人才。 
堂七：朱堂七見過趙員外，夫人── 

趙亮：嗯⋯⋯朱堂七可是朱坤的子兒？ 

堂七：正是⋯⋯ 

   （唱）看伊實在目頭高， 

      親像將我當人犯， 

      若非婚姻求圓滿， 

      我的腰那著這麼彎？ 

趙亮：（唱） 朱坤與我八拜之交 

伊後生雖是俊美貌 

若是無錢空手到， 

緊想辦法加伊趕走。 

李氏：（唱） 朱家公子俊俏郎， 

      若作子婿是真相當。 

中保：（唱） 閹雞鳳凰是不同， 

      詳細鑑定免得起風波。 

趙亮：堂七賢姪，今日來到寒舍，不知有何貴事？ 

堂七：當年家父與阿亮叔不但是八拜之交，而且兩家有指腹聯婚之誼，今日堂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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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過門提親！ 

趙亮：這⋯⋯哈⋯⋯當年老夫與朱大哥乃是幾句戲言，雙方並未當真，如今都快

二十年了，賢姪何必放在心上？ 

堂七：什麼？你的意思是你無承認這段婚姻？ 

趙亮：老夫說過，幾句戲言，賢姪不可當真── 

李關：喂，趙員外，你按呢講甘對？莫非你是看阮老大不夠重，想要毀婚？ 

中保：喂⋯⋯你是啥人？這兒甘有你講話的餘地？ 

李關：路見不平，氣死閒人啦！ 

中保：你想要作無鬚仔老大，公親會變事主！ 

趙亮：兩位不通冤家⋯⋯朱賢姪，其實老夫也不是無講理的人，雖然是當年一句

戲言，但是為了我查某子的幸福，如果你能聘金五百兩，珍珠一斗，綢緞

百匹，按呢，不管何時你儘管來娶── 

李關：啥？有那麼多錢，我們老大可以娶三百的某── 

堂七：李關！不可無禮── 

中保：朱堂七，阮姨丈講的話你有聽到嘸？若無錢，看破緊返去── 

堂七：（唱） 欺貧重富將人欺， 

      口頭婚約如兒戲， 

若無妙策來教示， 

當我朱家無計施？ 

趙亮：朱賢姪，你意向怎樣？ 

堂七：阿亮叔⋯⋯其實我今日敢來提親，就表示我有這種的把握，這幾年我在外

口賺了不少錢，你講的這種數目並非難事── 

  △眾人訝異 
李氏：啥？你有法度送那麼多的聘金？ 

堂七：是──但是此事必須跟我母親商量，要不按呢，今天我請阿亮叔到我厝內

吃中飯，順煞商談聘金之事，不知阿亮叔是不是肯賞光？ 

  △眾人望趙亮，趙亮猶豫⋯⋯ 
趙亮：這⋯⋯ 

堂七：阿亮叔不用煩惱，如果阮阿母答應，那就照你開的條件；如果無法度，那

咱就取消這個婚姻，而且我外口彼隻白馬送你── 

趙亮：嗯⋯⋯好！一言為定！ 

堂七：既是如此，姪兒告退── 

  △堂七與李關告辭後，從右舞台下。 
中保：姨丈──阿姨──聽伊按呢講好像真有把握，萬一若乎娶去，我要按怎？ 

李氏：是呀！老仔，你是有啥打算？ 

趙亮：放心啦！我開的條件，朱堂七絕對無法度作到，到時我就白白賺伊一隻白

馬；萬一若是伊作會到，那查某子嫁伊也是一件美事── 

中保：那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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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亮：我有兩個查某子，你煩惱啥？ 

中保：啊？本來我是想要一箭雙雕，大小通吃⋯⋯ 

趙亮：你在說啥？ 

中保：啊？無⋯⋯我啥攏無講── 

  △燈暗 
 

 

第三場 料理待客 

場景：朱家客廳連廚房 

人物：劉氏、李關、堂七、趙亮 

  △朱家客廳分廚房與大聽部份，但顯得殘破不堪，顯然家道中落── 
  △燈亮時，劉氏從內走出── 
劉氏：（唱） 靄靄堂前澤三春， 

      露凝月下葉紛紛， 

赤貧猶有春飛燕， 

樑上安巢傳子孫。 

  △劉氏坐在廳中 
劉氏：老身劉氏，嫁夫朱坤早年逝世，與子兒堂七相依為命，只是堂七不知上進，

整日遊手好閒，好不叫人耽心⋯⋯ 

  △堂七與李關從右舞台上。李關隨後拉住他── 
李關：大仔──稍等一下，你葫蘆底到底是在賣啥葯仔？ 

堂七：哼，想不到趙員外竟然如此現實，分明伊是看我散赤，故意與我刁難。 

李關：你明知影伊加你刁難，你還叫伊來你厝？你明明是要自己漏氣？ 

堂七：哼！伊若敢來，漏氣的人是伊！這回我一定要好好加伊教訓── 

  △堂七冷笑，與困惑的李關入內 
堂七：參見母親── 

李關：見過伯母── 

劉氏：堂兒，你歸日爬爬走，阿母正在唸你呢── 

堂七：乎母親擔心是我不孝，不過今日我是為了我的婚姻大事在外口走闖── 

劉氏：婚姻大事？堂兒呀⋯⋯ 

   （唱） 趙家與咱有聯姻， 

你爹要死有叮嚀， 

可是兩家緣份已盡， 

三兩籃仔要除才是真。 

堂七：（唱） 這款代誌我豈有不知？ 

      世間道理令人懷疑， 

      甘講散赤應當乎人欺？ 

      妳甘不知大隻雞慢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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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氏：唉！趙亮一向欺貧重富，若不是因為按呢，阿母早就託媒人去趙家提親

了⋯⋯ 

堂七：這件代誌阿母妳免煩惱，我自有安排。等一下趙員外要來加妳講親成，妳

只管避在灶腳煮飯就好！ 

劉氏：哦？既是趙亮要來，阿母嘛得準備幾樣菜招待伊！ 

堂七：不用啦，照平常咱吃啥妳就煮啥就好！ 

  △此時在門外的李關見趙亮從遠處走來，急急入內。 
李關：伯母⋯⋯趙員外來了── 

堂七：阿母，妳就緊入去，乎我和李關來應付就好── 

劉氏：這⋯⋯ 

堂七：放心啦，我一定會好好加伊招待⋯⋯ 

劉氏：既是如此，你就不能對人失禮，阿母入內準備⋯⋯ 

  △劉氏入內 
  △堂七附耳在李關細語，趙亮入內 
趙亮：賢姪，老夫依約而來⋯⋯ 

堂七：阿亮叔？請坐！請坐── 

趙亮：多謝，怎樣不見令堂？今日來是要聽伊的答覆⋯⋯ 

堂七：阿亮叔，阮阿母知影你要來，特別準備「青抄」要請你！伊現在在灶腳無

閒⋯⋯ 

趙亮：自己人何必客氣？ 

堂七：不⋯⋯阿亮叔跟阮老爸結拜，算來好像是我的老爸共款！你也該讓我表示

一點孝心！ 

趙亮：好啦！我就加你打擾一頓！只是⋯⋯ 

堂七：你放心，我早就打聽阿亮叔的口味⋯⋯ 

   （唱）上等料理要請你── 

      希望岳丈會歡喜 

   （唱）酸醋牽羹五流枝 

      還有米粉炒鱔魚 

堂七：（唱） 當歸燉鴨無稀奇 

      三層白片切薑絲 

   （唱）腳褲烘肉紅吱吱 

      保你吃加笑咪咪 

堂七：哈⋯⋯阿亮叔，這些菜不知有合你的口味無？ 

趙亮：當然嘛有！想不到你那麼知道我的輕重？ 

堂七：想要作你的子婿，那敢對你失禮？阿亮叔，等吃飽，阮阿母會出來加你講

親成的代誌！ 

李關：是啦！趙員外，你稍坐一下，我們要去灶腳逗無閒啦！ 

趙亮：好⋯⋯無閒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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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七與李關相偕而下。趙亮猛吞口水⋯⋯ 
趙亮：卯死了⋯⋯想不到今天來這兒，竟然賺食一頓⋯⋯可是看朱堂七好像老神

在在，莫非伊真正能答應我的條件？唉！不管了，就算伊有在雕，到時老

夫再提高條件，哈⋯⋯先食一頓青抄再說⋯⋯ 

合唱：廳前灶前真無閒 

親像厝頂強要併（翻） 

雖然飫到耐心胸 

作客嘛是愛端情。 

  △灶腳傳來切菜，炒菜聲── 
合唱：灶腳菜刀不知在剁啥？ 

   淒淒吵吵放落鼎 

   等伊料理捧入廳 

   燒酒「啖杉」就知鹹淡。 

  △在合唱聲中，李關與堂七不時抓一隻活雞，提一塊豬肉，抬一籮青菜和魚，

故意走過趙亮面前。 
  △趙亮餓得兩眼昏花，肚子咕嚕嚕叫⋯⋯ 
  △趙亮以茶止飢，望望廚房，裡面是李關故意在玷板上用菜刀剁著，堂七則

故意在空鍋內炒著⋯⋯ 
  △趙亮聽到這些廚房傳來的聲音，滿意地點點頭。 
趙亮：灶腳正無閒，看來這頓穩青抄。可是現在攏已經過中午了，怎麼還不見端

出半碗菜？ 

  △趙亮起身，來回不安地走動 
趙亮：對！料理本來就費時⋯⋯可是我已經飫到「耐腳脊」，人家說「飫過飢、

著沖脾」，按呢也不好，尚好若有一些東西先止飢⋯⋯ 

  △趙亮忽見神桌上供奉的糕點。 
趙亮：啊？糕仔⋯⋯這可能是在拜公媽的，要吃這頓青抄不知要等到何時，不如

先吃一塊糕仔來止飢⋯⋯ 

  △趙亮望望四周，見無人在場，躡手躡腳地上前拿起一塊糕點狼吞虎咽起來

── 
  △殊不知躲在暗處的堂七和李似乎在等這一刻，見趙亮吞下糕點後才端出幾

樣菜出來，放在桌上。 
  △趙亮見有人來，差點噎到── 
堂七：阿亮叔──真歹勢，為了燉一尾大溪鰻，耽誤真多時間，請你不通見怪，

馬上可以開飯⋯⋯ 

趙亮：不用客氣，自己人何必走青份禮？ 

堂七：這是應當的，阮阿母不時唸要請你，你今日肯大駕光臨這是阮的榮幸，所

以一定要好好招待你── 

  △趙亮尚未回答，早已望著桌上的白斬雞，李關突然大叫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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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關：啊？代誌不好了── 

趙亮：啥代誌？ 

李關：紅架桌頂的糕仔不見了？ 

堂七：啊？真的？唉呀──代誌不妙⋯⋯ 

  △趙亮原本惶恐掩飾，但見二人慌張，不免也忐忑不安起來⋯⋯ 
趙亮：唉呀，賢姪，一塊糕仔有啥了不起？一定是囝仔偷吃，擱買就好啦，咱是

不是可以開始吃飯⋯⋯？ 

堂七：阿亮叔，你有所不知── 

   （唱）最近老鼠太猖狂， 

灶腳厝內黑白撞， 

四界找無伊行蹤， 

糕仔內放毒要加送終。 

  △趙亮聽得目瞪口呆，愣在原地⋯⋯ 
李關：趙員外⋯⋯你是按怎？ 

趙亮：你是講⋯⋯彼塊糕仔要「毒老鼠」？ 

堂七：是啊！若是囝仔吃吃死，我豈不是變成罪人？ 

趙亮：啊？那怎麼辦？（急得團團轉） 

李關：趕緊來去找，看是誰人吃的⋯⋯ 

趙亮：免找了⋯⋯是我⋯⋯是我飫鬼吃的啦── 

堂七：啥？是你？唉喲⋯⋯阿亮叔，你怎麼會這麼糊塗啦── 

  △此時劉氏亦從左舞台上── 
劉氏：堂兒⋯⋯發生何事？ 

堂七：阿母，代誌不好了── 

劉氏：堂兒，今日有貴客到臨，為何說代誌不好⋯⋯唉喲，面前甘不是趙賢弟？ 

趙亮：朱大嫂，我無閒和妳「打拉涼」！我⋯⋯我要來找大夫⋯⋯ 

堂七：且慢──阿亮叔，咱莊裡的大夫自己在破病，那有閒加你看？ 

趙亮：啊？那我豈不是穩死的？ 

劉氏：究竟發生何事？ 

李關：有人太飫鬼偷吃糕仔，誰知糕仔有老鼠葯？ 

劉氏：啊？莫非是趙賢弟你⋯⋯？ 

趙亮：我穩死的啦⋯⋯ 

堂七：你不會死啦，我有偏方可以救你，只是恐驚你不會答應⋯⋯ 

趙亮：你講⋯⋯只要能活命，我都會聽你的！ 

堂七：我知影「米噴水」會解老鼠葯的毒⋯⋯ 

趙亮：啊？米噴水？那是豬在吃的呢── 

堂七：無法度⋯⋯偏方攏是卡奇怪，而且要有效，最好要整桶喝── 

劉氏：堂兒⋯⋯按呢甘好？ 

堂七：阿母，難道妳要目睭金金看阿亮叔仔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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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亮：我不要死⋯⋯我不要死⋯⋯米噴在那兒？快拿來我喝，快── 

李關：好⋯我來去拿⋯⋯ 

  △李關從內提一桶糗水出來，趙亮猶豫了老半天，最後不得不喝了一桶糗

水⋯⋯ 
眾唱：連環詭計喊將軍、料理怎會變米噴？ 

   這頓粗飽險失魂、灌加凸肚擱會「加侖損」！ 

  △燈暗 
 

 

第四場 計取門板 

場景：趙家客廳 

人物：堂七、中保、秀紋、秀雅、李氏 

  △燈亮時，堂七疾步奔馳⋯⋯ 
堂七：（唱） 緊來走呀⋯⋯ 

依⋯⋯依── 

      蹤身望路 

要來去呀── 

蹤身望路 

要報兇期── 

  △堂七氣喘如牛奔至趙府前，拼命敲門 
堂七：不好啦⋯⋯緊來哦── 

  △中保先行奔出 
中保：誰人在這大小聲？啊？是你？ 

堂七：蕭兄⋯⋯代誌不好了⋯⋯ 

中保：我加你打，你就知影誰人代誌不好了── 

李氏：且慢── 

  △李氏在秀紋和秀雅扶持下走出 
秀紋：表兄，人來是客，你怎麼能這麼無禮？ 

秀雅：秀紋，伊是算啥人客？不用對伊客氣── 

中保：有聽到嘸？有啥代誌緊講，要不我對你無客氣！ 

堂七：這⋯⋯（自語）哼！蕭中保，這是你自找的，我若無擱扮一齣戲乎你看，

你不知天地幾斤重？ 

李氏：朱堂七，阮老爺不是去你厝，為什麼你來此喊代不好了，莫非⋯⋯？ 

  △堂七突然放聲大哭──眾人大駭── 
堂七：哇──阿亮叔仔伊⋯⋯ 

秀雅：阮阿爸伊是按怎？ 

堂七：（唱） 嘴未開我就喉管「填」（滿）， 

      員外不知按怎去跳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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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加揪揪未離 

      一命煞來烏有去。 

中保：啥？阮姨丈掉入河中？一命鳴呼哀哉？ 

堂七：是，我是趕來報喪的── 

  △李氏昏倒，秀雅、秀紋扶住她 
李氏：啊，我命休矣── 

秀紋：阿母⋯⋯醒來── 

李氏：（唱） 茫⋯⋯茫⋯⋯ 

      我苦呀── 

堂七：好了啦，不要唱了，我先拔一片門扇板來加收屍，你們隨後要趕來── 

李氏：我歹命⋯⋯，我歹命⋯⋯ 

中保：朱堂七，你無講白賊？ 

堂七：這種生死大事誰人敢滾笑？等一下你隨後趕來你就知！你還站在這兒作

啥？趕緊逗腳手，拔一扇門扇板乎我── 

中保：哦⋯⋯好⋯⋯ 

  △中保入內 
  △秀紋上前，望著堂七⋯⋯堂七顯得忐忑不安 
秀紋：朱公子，阮阿爹伊真的落水而亡？ 

堂七：這⋯⋯ 

秀紋：（唱） 宴席怎會生不幸── 

      黃泉黃湯怎會分勿明？ 

      莫非這是業中命， 

      請問代誌按怎發生？ 

堂七：（唱） 跳埤實在太突然 

先兆並無出近前 

我想必是犯天譴 

從何說起也茫然。 

  △中保從內扛出一扇門板，交給堂七 
中保：呼⋯⋯真重⋯⋯ 

秀紋：朱公子，阮阿爹的代誌，就麻煩你── 

堂七：這⋯⋯趙小姐，老夫人，我先來去，收屍之事乎蕭公子去就好！ 

中保：對！阿姨妳放心，代誌交乎我辦一定好勢！ 

堂七：好！你隨後愛來，我先告辭── 

  △堂七扛門板，先行離去── 
中保：阿姨，邁哭了，先入去休息⋯⋯ 

  △秀雅、秀紋扶李氏入內⋯⋯ 
李氏：我歹命⋯⋯我歹命⋯⋯ 

中保：哈⋯⋯真是天助我也，阮姨丈死，我若娶伊兩個查某子，財產攏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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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中保得意地追堂七而去⋯⋯ 
  △燈暗 
 

 

第五場 冤冤相報 

場景：河邊野外 

人物：趙亮、李關、堂七、李氏、中保、秀雅、秀紋 

  △燈亮時，李關帶著蹣跚腳步的趙亮痛苦地走著⋯⋯ 
趙亮：（唱） 人衰種「不仔」（菜瓜）生菜瓜， 

      放屁煞擱彈破被。 

      想要吃料理喝幾杯， 

無疑「吃噴」凸肚皮。 

李關：好了啦，趙員外，雖然青抄吃無著，但是飲了一桶噴水，你嘛邁擱哭飫⋯⋯ 

趙亮：我不是哭飫⋯⋯我是太飽⋯⋯ 

  △話未完，急急至河邊嘔吐不已⋯⋯ 
李關：你真是「飫飽吵」！但是話擱講返來，雖然叫你飲噴水，但是能救回一條

命，你那有啥怨嘆？ 

趙亮：唉⋯⋯我已經走不動了⋯⋯李關呀！你去請一頂轎來乎我坐⋯⋯ 

李關：堂七已經返去你厝通報，很快就會請一頂轎來，你如果走不動，要不我們

在路邊休息一陣── 

  △話語未畢，堂七扛著門板急急趕來── 
堂七：不好了⋯⋯不好了！阿亮叔，代誌大條了── 

趙亮：賢姪，發生何事？你怎麼扛阮厝的門扇板？ 

堂七：（唱） 本想要替你叫一頂轎， 

誰知看到眾人逃過橋， 

大人囝仔一直叫， 

原來你厝在火燒。 

趙亮：啥？阮兜（家）火燒厝？ 

堂七：（唱） 我拼命衝到你厝前， 

      火燒無法過「戶叮」（門檻）。 

      厝內有人燒到挺挺挺 

      只好搶下這片門扇卿。 

趙亮：啊！我命休矣── 

  △趙亮一時氣悶，昏厥在地。 
李關：哇？昏去了── 

堂七：真好！這門扇板正好派上用場── 

  △堂七與李關合力將趙亮扶躺在門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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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關：哈⋯⋯按呢擱真像彼個水流屍⋯⋯大仔，擱來要按怎？ 

堂七：暫時將伊放在此地，馬上就會有人來了，咱速速離開！ 

  △堂七與李關急急離去── 
  △右舞台傳來哭哭啼啼的聲音，中保先行奔來，發覺趙亮的屍體── 
中保：啊？姨丈的屍體，按呢我的願望快達成了── 

  △李氏與秀紋、秀雅哭哭啼啼而來⋯⋯ 
中保：咦？阿姨，我不是叫妳邁來？ 

李氏：我無來看邁，哪會安心？中保，有找到嘸？ 

中保：（點頭） 

李氏：人呢？ 

中保：（指河邊）已經十七兩翹翹⋯⋯ 

  △眾人望去，見趙亮屍體，不覺放聲大哭── 
李氏：老爺⋯⋯ 

秀雅：阿爸── 

秀紋：阿爹── 

李氏：（唱） 哭一聲我實在真歹命， 

      老爺怎能忍心放某子。 

秀雅：（唱） 有人要請你就行， 

      誰知閻王請去枉死城。 

秀紋：（唱） 事有蹊蹺令人疑， 

      為何爹親會倒溪邊， 

      嶸公子為何不相辭， 

莫非個中有玄機？ 

  △三女哭得悲傷，中保脫下外衣為趙亮蓋住 
中保：人死不能復生，我看返來備辦喪事要緊── 

  △話未完，趙亮醒來，正好與中保面對面──兩人嚇得大叫── 
中保：有鬼── 

趙亮：有鬼── 

中保：姨丈你死就死落去，不通返來葛葛纏，我雖然肖想你的財產，但是我無害

你⋯⋯ 

李氏：是啦⋯⋯老爺，你不通嚇驚咱「是小」，要怪要怪你貪酒好杯才會跌落溪

中淹死── 

趙亮：妳們說啥？我跌落溪中淹死？不對呀⋯⋯妳們⋯⋯妳們不是全被火燒死

了？ 

中保：啥？乎火燒死？ 

趙亮：是呀！朱堂七講咱厝火燒，燒到只剩一塊門扇板！ 

李氏：那有這款代誌？ 

趙亮：要不朱堂七按怎會扛這塊門扇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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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伊講你酒醉跌落溪中淹死，所以扛這塊門扇板要來加你收屍！ 

趙亮：啥？好⋯⋯這個朱堂七⋯⋯這個白賊七仔，實在吃我真夠── 

秀雅：阿爸！咱趙家有頭有面，今日受伊戲弄，應當報官府加伊嚴辦！ 

秀紋：阿姐，朱堂七按呢作，一定是怨恨咱趙家反悔當年的婚姻，所以⋯⋯ 

秀雅：阿爸，你看，秀紋不知按怎攏一直替白賊七仔講話。 

秀紋：我──只是就事論事，何況冤家宜解不宜結！ 

趙亮：住口！此仇無報非君子！中保！ 

中保：姨丈，我知！報仇的辦法早就加你想好了── 

  △中保附在趙亮耳邊細語──不時目光望向秀紋── 
  △秀紋憂心忡忡的神色── 
幕後：（唱） 仙拼仙害死猴齊天， 

      誰是誰非實在了然， 

      冤冤相報甘勿累？ 

      大家看伊按怎變？ 

  △燈暗── 
 

 

第六場 花園情深 

場景：趙家花園 

人物：李關、堂七、秀紋、中保、家丁、趙亮 

  △月光照在花園內，洒了一地銀白。 
  △堂七與李關躡手躡腳入花園⋯⋯ 
李關：大仔⋯⋯按呢甘好？ 

堂七：（唱） 喜從天降福氣來， 

      小姐原來對我有意愛。 

      託人送批（送信）約我來， 

      心情親像花全開。 

李關：（唱） 事出突然必有因， 

      太過衝動你會傷身。 

堂七：（唱） 嬌容月貌蓮步輕， 

      明知陷阱我嘛當真。 

  △傳來腳步聲，兩人急急躲入大石後。 
  △秀紋輕移蓮步但滿腹心事地走來⋯⋯ 
秀紋：（唱） 三更月照芙蓉鏡， 

      五色雲籠翡翠影， 

夜深香案訴心聲， 

臨風新禾花影埕。 

   （唱） 清香遙拜敬媽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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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木有情猶待雨， 

花被風欺飄搖苦， 

山經雨洗去塵土。 

  △秀紋在桌案上點了三柱香後，一轉身卻見堂七與李關站在眼前。 
秀紋：啊？朱公子，你⋯⋯怎麼會來這兒？ 

堂七：我⋯⋯是小姐託人寫信乎我，約我今夜在妳厝後花園見面，難道秀紋小姐

妳忘卻了？ 

秀紋：不可胡說⋯⋯我何時寫批乎你？ 

  △堂七揚揚手中的信。 
堂七：小姐親筆在此⋯⋯ 

  △秀紋接過一瞧，慌亂不已。 
秀紋：這不是我寫的！一定是有人騙你來的！ 

堂七：不要緊，就算這是一場陷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能夠向妳表明我的

心意，我的心願足矣── 

   （唱）媽祖廟埕睹芳容， 

玲瓏驚艷猶留香， 

惶惶終日心頭恐， 

期待佳偶結絲絨。 

秀紋：（唱） 雲擁妝台掛心上， 

      宵寒紅袖更添香， 

      君子少年又謙恭， 

      豈能任意摘芙蓉？ 

堂七：（唱） 菱花照出佳人面── 

      春寒抖峭柳腰輕⋯ 

      月下真情來訴盡， 

祈望綵結來合姻。 

秀紋：（唱） 你是聰明秀才郎。 

行事怎會這莽動？ 

速回免得引風浪， 

以免害我女紅妝。 

堂七：小姐── 

秀紋：你快走！這一定是阮阿爹的計策，引你來此，恐驚會對你不利。 

堂七：能得小姐如此關愛，朱堂七有何遺憾？ 

秀紋：朱公子，如果你若真正在意過去兩家的婚約，你就應該摒棄過去的作為，

作一位令人刮目相看的人。 

堂七：小姐教訓得是，堂七謹記小姐之言，從今日起改頭換面，另日正式託媒提

親── 

  △秀紋露出羞澀的神色，交給他一支金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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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紋：朱公子，秀紋無啥可以資助，這支金釵也許對你有所幫助── 

堂七：這⋯⋯男子漢大丈夫怎能接受妳的饋贈？ 

李關：好呀啦，大仔，緊來走啦，不知按怎，我感到腳尾一直冷起來呢，緊走啦

── 

中保：走哪裡去？ 

  △中保、趙亮率家丁持棍棒從四方闖出。 
秀紋：啊？阿爹── 

  △中保急急將秀紋拉回，秀紋掙脫不以為然⋯⋯ 
中保：秀紋、伊有對妳按怎嘸？ 

秀紋：免你管啦── 

堂七：阿亮叔，你這是啥意思？ 

趙亮：哼！我正要問你，三更半暝走來後花園，非奸即盗，來人呀，抓起來── 

  △眾家丁木棍押住堂七和李關，中保在堂七身上搜出一支金釵。 
中保：姨丈，你看，這個白賊七仔不但會講白賊，而且還會作賊仔── 

秀紋：中保，你邁黑白講，阿爹，彼支金釵是女兒送乎伊的！ 

趙亮：住口！無你的代誌，你免講話，朱堂七，今仔日落在我手中，你還有啥話

通講？ 

堂七：我明白了⋯⋯ 

   （唱）魚雁之箋果是計， 

      只怪我相信彼張批， 

      落入人的乾坤袋， 

      心中鬱卒休再提。 

趙亮：（唱） 不信牛會哺棉被， 

      我絕對加你剁四塊。 

中保：（唱） 然後加伊裝布袋， 

      順煞將伊丟落溪。 

堂七：今日既然落在你手中，要殺要剮由在你，朱堂七絕無怨言！ 

秀紋：朱公子⋯⋯是我害了你── 

堂七：秀紋小姐，妳不用自責，這件代誌與妳完全無闗！這一切攏是妳阿爹和蕭

中保的詭計── 

中保：秀紋呀，不用跟伊講那麼多啦── 

秀紋：表兄⋯⋯ 

（唱）人在世間原是客， 

夢醒一場何用計。 

中保：（唱） 伊講姨丈去跳溪  

是我乎伊騙加憨憨旋。 

秀紋：（唱） 得饒人處且饒人。 

      謙恭互讓才有百年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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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保：（唱） 除非伊在我面前自盡， 

      若無我會乎伊歹看面。 

趙亮：好啦！來人，將伊兩人送官嚴辦！ 

中保：且慢──姨丈，現在三更半暝，官廳已經「打烊」了，不如今暝將伊兩人

關在柴房，這麼冷的天氣，伊若無寒死算伊幸運，明日透早再將伊送去衙

門！ 

趙亮：嗯！好！乎伊寒到「熠熠尊」，按呢才會消我滿腹的恨意，來人，將伊兩

人外衫脫下── 

  △家丁動手脫下堂七與李關外衣 
中保：對！抓去柴房關起來── 

家丁：是── 

  △堂七、李關被帶走。 
  △秀紋憂慮的神情 
  △中保與趙亮得意笑聲 
  △燈暗 
 

 

第七場 天衣初現 

場景：柴房 

人物：堂七、李關、秀紋、中保、趙亮 

  △燈亮時，堂七與李關在柴房內凍得直發抖⋯⋯ 
堂七：（唱） 處世總帶幾分苦 

      作人會一時糊塗。 

      為著想要早娶某， 

才會來走這條路。 

李關：（唱） 我是犯了什麼錯？ 

       煞來惹到這種禍？ 

半暝冷風像一支刀， 

禁在柴房無地逃。 

堂七：（唱） 人講同行不如同命， 

      你何必怨嘆哀出聲？ 

李關：（唱） 我若無出聲叫阿娘， 

寒死會去紅架桌頂吃糕仔餅。 

李關：唉！我早就覺得不對，你就不聽我的話，現在可好，乎人捉來柴房，就算

無寒死，明天還是會被送到官衙吃罪── 

堂七：其實我早就知影這是趙員外和蕭中保的詭計── 

李關：啥？你知影擱故意來赴死？ 

堂七：坦白講，自從在媽姐廟前見過秀紋小姐一面，我就已經決定這世人非伊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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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 

李關：我看伊是對你也有意愛，但是都太慢了，明天縣老爺會加咱判罪！趙亮會

順風推倒牆，將你們的婚姻取消！ 

堂七：就算是按呢，只要我和秀紋小姐兩人真心意愛，我可以帶她遠走高飛── 

李關：唉！你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我問你，你若乎人關在監牢是要按怎帶伊遠

走高飛？ 

堂七：我當然知影，在明日送咱去衙門之前，我一定會想出脫身之計── 

李關：寒到「批批蔡」，頭殼早就「控固力」，哪有啥好辦法？ 

  △此時秀紋躡手躡腳帶著一串肉粽走來到柴房門前。 
秀紋：來到此地正是柴房⋯⋯可憐的朱公子現在一定又飢又寒，先送一些肉粽乎

伊止飢，再另外想辦法救伊離開── 

  △秀紋來到窗前 
秀紋：朱公子──朱公子── 

  △李關首先發現是秀紋⋯⋯ 
李關：啊？是妳？大仔，有人來你「面會」！ 

堂七：秀紋姑娘── 

秀紋：（唱）深夜孤冷難計時 

      春寒花信屢衍期， 

      禍端由我來引起， 

趕緊探視才合理。 

堂七：（唱）月影花移吹寒風， 

      猶似歲末的臘冬， 

遙見小姐女紅妝， 

心中琵琶動心房。 

秀紋：（唱）愧意不知從何說起， 

按怎才能乎伊走離？ 

若是天光失時機， 

到時有計嘛無地施。 

堂七：（唱）寒夜竹心存節氣， 

恰似小姐的雅意， 

柴房阻隔難表示， 

卻是心中無遲疑。 

秀紋：朱公子你免煩惱，這些肉粽先乎你止飢，等一下我再去偷拿鑰匙放你走─

─ 

堂七：此事若是乎妳爹親知影，豈不是連累妳！ 

秀紋：你不用替我耽心，就算爹親發現，按怎講我是伊查某子，伊絕無為難我之

理！ 

李關：邁講那麼多啦，肉粽先拿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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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關狼吞虎咽吃了起來── 
秀紋：我又提一領長衫要乎你穿，要不然天未光，你一定會感到風寒── 

堂七：多謝── 

  △堂七正欲接衣服，中保趕到，一把搶過。 
中保：慢且！秀紋，妳實在是飼老鼠咬布袋，是按怎妳要處處跟妳阿爸作對？ 

秀紋：我是為阿爹設想，伊兩人若是寒死，豈不是惹上官司？ 

中保：妳放心！這種天氣到天光是不會甲伊寒死，但是傷風感冒是免不了，這叫

作報老鼠冤！ 

堂七：蕭中保，你有在雕對付我就好，何必牽托別人？ 

中保：哼！你可知影阮姨丈前日乎你害到吐擱拉？若無加你修理一下，你不知天

地幾斤重──走！跟我進去！ 

  △中保拉著秀紋從右舞台下 
李關：哇？去了了啦⋯⋯賊星該敗⋯⋯大仔，我看今晚穩寒死在這兒，來啦，肉

粽「茫吃」！最少也當個飽鬼── 

  △堂七思索⋯⋯，見到地上的粽葉⋯⋯撿起── 
李關：大仔，我是叫你吃肉粽，不是吃粽葉仔── 

堂七：有了── 

李關：舅仔跟妗仔在睏咧── 

堂七：李關，將所有的肉粽掏開，然後⋯⋯這般這般── 

  △堂七向李關耳語── 
幕後：（唱） 豈不知賊計狀元才， 

      妙計乎人開眼界。 

      粽葉仔也會加人害， 

      員外禍到臨頭還不知。 

  △李關開始動手將粽葉穿在一起⋯⋯ 
  △堂七則在柴房內來回奔跑⋯⋯ 
幕後：（唱） 天色將明日將昇， 

      柴房強強要結冰， 

      堂七來回走不停， 

      心中自在計在胸。 

  △遠遠傳來雞鳴聲⋯⋯，天似乎漸漸亮了⋯⋯ 
  △中保第一個出現，好奇地走來。 
中保：嘿⋯⋯我看這兩個一定寒到「硬殼殼」！ 

  △中保由窗戶望去，堂七笑嘻嘻地向他打招呼。 
堂七：敖早── 

中保：你⋯⋯ 

  △中保嚇得後退，趙亮帶家丁來到 
中保：啊？姨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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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亮：嗯⋯⋯伊兩人情形如何？ 

  △中保向趙亮耳語，趙亮不信── 
趙亮：來人，開門，將兩人帶出── 

家丁：是── 

  △家丁開門，將穿著粽葉衣的堂七和冷得發抖的李關帶出。 
堂七：阿亮叔，敖早⋯⋯ 

趙亮：你不會冷嗎？ 

堂七：冷？怎麼會？你無看到我還一直流汗？ 

趙亮：哦？這種天氣，怎你會滿身是汗？伊卻是寒到全身「習習振」？ 

堂七：這── 

李關：煞無知影阮老大仔伊有一領寶杉── 

堂七：李關，邁黑白講── 

趙亮：寶衣？莫非是你身上這領⋯⋯？ 

堂七：這⋯⋯ 

趙亮：賢姪，你最好不要欺騙我，要不然⋯⋯ 

堂七：也罷⋯⋯ 

（唱）這領是阮的傳家寶， 

      相傳來自天頂的天河， 

      天上人間你絕對找無， 

拜託不通四界加人報。 

   （唱）講起寶衫實在稀奇， 

      輕輕披上不驚寒意， 

      看我流汗你免驚疑， 

這是天衣在行氣。 

趙亮：這領衫看來並非出色，難道真正有這種功能？ 

堂七：信不信由在你，但是我想要懇求阿亮叔千萬不可洩露這領寶衫的秘密── 

中保：姨丈，你不通擱乎騙去，這領衫好像面熟面熟！ 

趙亮：中保，我現在啥攏有，就是無這種寶衫⋯⋯我若穿這種衫一定真「搖擺」

（神氣）！ 

中保：姨丈，你是講── 

趙亮：賢姪！有一件代誌我要加你參詳── 

堂七：阿亮叔請吩咐── 

趙亮：本來我要將你送官府嚴辦！但看在我甲你老爸結拜的份上，只要你將這領

寶衫送我，我即刻放你走！ 

堂七：啊？不──阿亮叔，我若失去這領寶衫，如何對得起我死去的老爸，我看

你歸氣將我送官府── 

李關：啊，老大仔，你起肖？ 

堂七：（怒斥）你靜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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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亮：你可以不答應，但是我要提醒你，你若抓去關，你阿母誰人要照顧？而且

監牢裡面是真艱苦哦── 

堂七：這⋯⋯可是這領衫是價值連城⋯⋯ 

趙亮：嗯⋯⋯好，只要你答應，我不但即刻放你們走，而且擱送你五百兩銀的銀

票。 

堂七：這⋯⋯既然亮叔按呢講，我怎敢不答應⋯⋯ 

趙亮：中保，你身軀有五百兩銀的銀票無？ 

中保：有呀！我本來要來提親⋯⋯ 

趙亮：以後再講，先借我一下── 

  △中保有點不甘願地交給趙亮一張銀票，趙亮又交給堂七。 
趙亮：來，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你不通當作我「判仔」！ 

堂七：是⋯⋯我怎敢欺騙你？ 

  △堂七脫下粽葉衣交給趙亮，接過銀票後告辭離去── 
堂七：阿亮叔，阮告辭了── 

  △趙亮不理二人，興緻地試穿粽葉衣── 
趙亮：啥款，有好看嘸？ 

  △中保哭喪著臉── 
幕後：（唱） 一樣米飼百樣人， 

      貪念乎人心茫茫， 

      五百兩來轉眼空， 

      到尾才知一場夢。 

  △燈暗 
 

 

第八場 乾坤寶鼎 

場景：朱家客廳 

人物：堂七、李關、劉氏、中保、趙亮 

  △燈亮時，劉氏坐在客廳。 
  △堂七與李關匆匆忙忙走回，李關手上提著兩隻生的豬蹄膀── 
李關：稍等一下，大仔，趙員外聽說前日穿你那件寶衫，結果感到風邪，今日人

卡好，要來加你輸贏。 

堂七：我知呀！俗語講，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李關：你到底又擱有啥花步？叫我買這兩隻豬腳？用豬腳要加陪罪？ 

堂七：哈⋯⋯這當然有奧妙，來附耳過來⋯⋯ 

  △堂七向李關耳語── 
李關：原來是按呢⋯⋯大仔，你頭腦實在真好── 

  △堂七得意地大笑入內，李關隨後跟入。 
堂七：參見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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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關：伯母妳好── 

劉氏：堂兒回來了？阿母剛才正在思念你，怕你又在外面惹事生非⋯⋯ 

堂七：不會啦，我只是四處去找朋友⋯⋯ 

劉氏：堂兒⋯⋯ 

   （唱）朱家單生你一房， 

      老爸早死無留半項， 

      希望你成就有恩望， 

      出人頭地作賢（熬）人。 

堂七：（唱） 世事局局如新棋， 

      謹記母親的教示， 

      妳不時罵我有卡皮， 

      我只是不願乎人欺。 

李關：是啦，伯母，妳放心，阮大仔現在很認真在賺錢，說不定沒多久也會替妳

賺個媳婦。 

劉氏：（笑）但願如此── 

堂七：阿母，我有買一隻豬腳，中午就燉來大家吃。 

劉氏：也好，我現在就去煮⋯⋯ 

  △劉氏接過一隻蹄膀，逕自入內。 
李關：伯母，記著，愈爛愈好──（轉身對堂七）大仔，趙員外真的會來？ 

堂七：一定會來，而且應該快到了── 

  △一臉病容的趙亮由中保扶持，蹣跚步履從右舞台上，邊走邊打噴嚏── 
中保：姨丈，到了──我加叫門！ 

趙亮：免！哈啾──直接入去找伊── 

  △二人怒氣沖沖入內，堂七與李關訝異相迎── 
堂七：啊？阿亮叔，罕走，來，這兒坐── 

趙亮：你這白賊七仔──哈啾── 

  △趙亮一把抓住堂七胸口，還打了噴嚏── 
堂七：阿亮叔，你按呢是啥意思？ 

趙亮：你實在真好大膽，竟然用肉粽葉仔來騙我，講什麼寶衣，騙我五百兩不要

緊，還害我感到風邪，今日我若無將你送官嚴辦，難消我心頭之恨！ 

中保：對！抓來見官，乎關到生蝨母── 

堂七：什麼？你講寶衣失靈？ 

趙亮：邁囉嗦！今日你若無賠錢，我絕不饒你！ 

堂七：阿亮叔，請息怒，那件寶衣真正是世間罕有的寶貝，你先講看看，你是按

怎處理那件寶衣？ 

趙亮：我開始嘛是將它當作寶，交乎阮某叫伊好好收藏── 

堂七：唉喲──不妙⋯⋯ 

   （唱）一切怪我太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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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秣記」（忘記）加你講玄機， 

      女人摸過是大忌， 

      天衣失效後悔遲。 

趙亮：（唱） 阮某只有摸一遍 

      按呢敢會犯天譴？ 

堂七：（唱） 貴氣之物屬天仙， 

      黃金失色變作鉛。 

趙亮：這麼說，這件寶衣全毀了？ 

堂七：是我的錯⋯⋯我忘了告訴你，那件寶衣不能讓女人碰的，想不到世代相傳

的寶衣，就這樣毀在我手中，我⋯⋯真是敗家子⋯⋯ 

  △堂七對著祖宗牌位呼天搶地，原本怒氣沖沖的趙亮和中保反而愣在原地。 
中保：姨丈，要怎麼辦？ 

趙亮：看伊這種表情好像不是假的！若按呢，咱嘛是要負一點責任── 

中保：你不要讓他給騙了── 

趙亮：這⋯⋯ 

  △此時劉氏從內走出。 
劉氏：堂兒──咦？發生啥代誌？ 

堂七：嘸啦。阿母，阿亮叔上回青抄吃無著，這回我想要請伊吃豬腳── 

劉氏：好呀，裡面我── 

堂七：阿母妳免無閒，我叫李關去煮就好！ 

李關：對⋯⋯我入來煮！ 

趙亮：免啦！講到在你家吃飯，我是不敢擱領教，何況要等到彼隻豬腳燉到爛，

我早就無嘴涎── 

李關：趙員外，你有所不知，這隻豬腳是生的，但是我入去隨出來，豬腳隨爛，

不信你試看邁── 

堂七：李關，邁擱亂講，緊入去── 

  △李關入內，劉氏見狀有些緊張，堂七安撫她⋯⋯ 
劉氏：堂兒⋯⋯這⋯ 

堂七：阿母，阿亮叔趕緊要走，為了不要失禮，只好用阮阿爸留下來的「乾坤鼎」

── 

趙亮：啥是乾坤鼎──？ 

堂七：阿亮叔── 

   （唱）女媧神石煉成鼎， 

      不管煎魚焢肉或煎餅， 

掀蓋隨時會當試鹹淡， 

仙界寶貝價值連城。 

趙亮：哦？既然有這種寶貝，那老夫倒要留下來好好見識一番。 

李關：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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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關提出一鼎，放置桌上，掀開果然是燉得恰到好處的豬腳。 
李關：我無騙你！生豬腳放了這隻乾坤鼎，蓋子一掀，豬腳隨熟！ 

趙亮：（瞪大雙眼）你⋯⋯無騙我？ 

堂七：你若不信，吃一嘴看邁── 

  △趙亮咬豬腳，覺得味美頻頻點頭⋯⋯ 
劉氏：堂七，這隻鼎──（著急） 

堂七：（截斷）對！這隻鼎全世界只有這個，無論你要煮啥，只要把配料拌好，

放入鼎中，隨時就煮熟⋯⋯ 

趙亮：賢姪，這腳鼎你放在厝裡真少用，過幾日我要請人客，是不是可以借我─

─ 

堂七：不行⋯⋯這是家傳之寶，豈能他借？ 

趙亮：要不你開個價，我買下來── 

堂七：賣你一領寶衣，乎你糟蹋了，這隻鼎⋯⋯尚無嘛值一斗的珍珠！ 

趙亮：這── 

中保：姨丈，一斗珍珠呢？換一隻破鼎？ 

李關：大仔，對方不識貨，你若賣伊會弄壞啦── 

趙亮：好！我決定了，一斗珍珠換你這腳乾坤鼎！ 

  △眾人大駭。 
趙亮：不過⋯⋯我身上並無帶一斗的珍珠⋯⋯ 

堂七：自己人有啥不能信任的？只要阿亮叔寫一張欠我一斗珍珠的欠條，這隻乾

坤鼎就是你的！ 

中保：姨丈──按呢不好⋯⋯ 

趙亮：你邁多講話，好！一言為定！ 

堂七：請阿亮叔親自落筆，文房四寶在此！對了，李關，你將乾坤鼎拿到井邊洗

洗，乎伊卡好提── 

李關：真的要賣？唉！好啦，我來去洗⋯⋯ 

  △李關拿鼎入內。 
  △趙亮開始動筆寫欠條。劉氏不安地拉堂七── 
劉氏：堂兒，你按呢作敢好？ 

堂七：阿母，我知影我是了尾仔子，才會將厝內的寶貝一直賣，但沒這樣厝裡是

要按怎生活── 

劉氏：唉喲，你明明是⋯⋯ 

堂七：阿母，現在後悔嘛來不及了── 

趙亮：對！這是一斗珍珠的欠條，你要後悔嘛來不及了── 

  △趙亮提鼎興高采烈地回去，中保跟回── 
  △堂七與李關高興地大笑，劉氏搖頭嘆氣── 
幕後：（唱） 連環之計又一回， 

      趙亮又擱來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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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坤鼎講是免起火， 

白賊愈講是愈多。 

  △燈暗 
 

 

第九場 壽堂之辱 

場景：趙家客廳 

人物：趙亮、縣官、中保、秀紋、秀雅、李氏、家丁、客人若干 

幕後：（唱） 大廳門前結紅綵 

      壽宴酒桌真多排， 

      是非禍福全不知， 

了錢擱乎人笑憨大呆。 

  △燈亮時，趙家大廳佈置成壽堂。 
  △客人紛紛向趙亮賀壽，趙亮樂得合不攏口。 
  △家丁入內稟告 
家丁：稟老爺，縣老爺丁大人專程來加老爺賀壽── 

趙亮：快請── 

  △趙亮出外迎接，迎縣官入內，上座。 
縣官：趙員外，恭禧了──祝你壽比南山，福如東海── 

趙亮：老夫賤壽，能蒙大人親臨，真是蓬壁生輝三生有幸！ 

縣官：好說──本縣今日親自賀喜，主要是聽說趙員外得了一口寶貝乾坤鼎，特

別來見識一番！ 

趙亮：哈⋯⋯這口鼎來歷非比尋常，就是放在桌上這「腳」！ 

  △眾人訝異，議論紛紛，面露困惑神色 
縣官：這「腳」？我們家好像也好幾「腳」！ 

趙亮：大人呀⋯⋯ 

   （唱）請你大家靜靜聽！ 

      此物名喚乾坤鼎， 

      不管你想要吃啥， 

隨煮隨熟你免驚。 

縣官：（唱） 我目睭不曾看過目眉， 

      真是無奇不有的世界， 

我是聽到頭一擺， 

趕緊乎阮開眼界。 

  △眾人興緻盎然，望著乾坤鼎⋯⋯ 
趙亮：各位無親眼看見，一定不相信，現在掀鼎蓋，乎大家見識見識── 

縣官：未知鼎中的料理是啥？ 

趙亮：現在最流行的「佛跳牆」！（掀蓋）來⋯⋯大家免客氣，請挾起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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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人紛紛動筷，但放食物至嘴中又紛紛吐出 
縣官：這⋯⋯趙員外──這塊肉青噴噴，是要按怎入喉？難道這就是你的待客之

道？ 

趙亮：怎麼會這樣？ 

縣官：趙員外，今日要不是看在你是地方的名望人仕，我一定將你抓入衙門，告

你戲弄父母官之罪── 

趙亮：大人恕罪⋯⋯這口鼎在朱堂七的厝內明明生豬腳隨煮熟，按怎拿回來又變

成按呢！ 

縣官：哼！你不用多說！就算本縣無福氣吃你的佛跳牆。來人，備轎回府！ 

差役：是── 

  △差役先行，縣官怒氣沖沖離去── 
趙亮：怎麼會這樣？ 

中保：姨丈，你又擱乎騙去了── 

秀雅：爹親⋯⋯ 

   （唱）朱家出一個白賊七， 

偏偏阿爹加伊有閃失， 

腹中藏劍口似蜜， 

十元伊嘛會當作一。 

秀紋：（唱） 世界本無乾坤鼎， 

      必是爹親黑白聽， 

      若是正念心頭定， 

      那會講一個影就生一個子？ 

中保：秀紋，妳怎麼老替白賊七講話，難道妳將來要嫁他？ 

秀紋：表兄，我只是就事論事── 

李氏：我想無啦，按怎你甘願用一斗珍珠去換人一腳破鼎！平時叫你兩粒仔乎我

作頭釵你攏不甘，我實在真不值。 

趙亮：好啦，不要講了，中保！跟我再去一趟朱家，這回我絕對無放伊朱堂七干

休！ 

中保：是！ 

  △秀雅得意的神情── 
  △秀紋則是憂心忡忡⋯⋯ 
  △燈暗 
 

 

第十場 陰陽寶棍 

場景：朱家客廳 

人物：劉氏、堂七、李關、趙亮、中保 

  △燈亮時，堂七和李關在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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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氏匆匆從外入內⋯⋯ 
劉氏：不好了⋯⋯不好了⋯⋯ 

堂七：母呀，啥代誌不好？ 

劉氏：堂兒呀⋯⋯ 

   （唱）趙亮講你加伊騙 

      氣得七孔攏慶煙 

      你怎樣腳手這麼「賤」？ 

      出代誌阿母是真可憐。 

堂七：（唱） 阿母請妳暫寬懷， 

      孩兒使計是不該， 

      我是伊未來的子婿， 

      按怎我嘛未加伊害。 

劉氏：堂兒，趙亮伊在這個所在有錢有勢，你得罪伊，將來是非會真多── 

李關：伯母，妳放心啦，阮大仔就是看不慣趙員外欺貧重富，失信毀婚，所以才

乎伊一點教訓── 

劉氏：但是咱雖然卡散赤，可是從來不曾去騙人去搶人，你按呢作，阿娘真傷心

── 

堂七：阿娘──我講過，我是為了要出一口氣，而且我並無騙取趙家的錢── 

劉氏：你已經騙伊五百兩以及一斗珍珠，還說無騙錢？ 

堂七：沒錯，我在等他來，因為我還要他一百匹的綢緞，因為這是伊開的條件。

只有按呢，我才有機會娶到趙家的二小姐！ 

劉氏：唉⋯⋯只怪咱厝太散赤⋯⋯，阿娘只希望你不通四界騙人── 

李關：不會啦，像前幾天彼隻白馬嘛已經還人家了── 

  △堂七怪李關多嘴 
堂七：阿母，妳先入去休息，等一下趙家的人一定會來。妳在這兒反而誤事！ 

劉氏：不──阿娘怎麼放心你一人？ 

  △話未完，趙亮與中保已衝入屋內 
趙亮：朱堂七，你真大膽！ 

堂七：阿亮叔，你來得正好──我正好要去找你── 

趙亮：你要找我？很好！我也要找你⋯⋯ 

堂七：阿亮叔── 

   （唱）仙人打鼓有時錯， 

      腳步踏差誰人無？ 

不是我愛自惹禍， 

提錯鼎我嘆奈何。 

李關：（唱） 攏總是我作不好， 

      失注意提不對寶。 

堂七：（唱） 沒想到會惹這種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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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諒小姪的過錯。 

趙亮：啥？你是講，李關伊拿錯鼎？ 

堂七：是呀！我嘛是剛剛才發現，那隻乾坤鼎竟然好好吊在灶腳──你未來之前

我就已經加伊罵一陣了──正在想將乾坤鼎送去府上乎你，沒想到乎你先

來，失禮！失禮！ 

中保：姨丈呀──卡細字哩⋯⋯白賊七仔不知擱在變啥蚊？你不要中計── 

趙亮：朱堂七既然你講拿錯鼎，何不將真正的乾坤鼎拿出來，而且⋯⋯當場煮一

鼎佛跳牆乎我吃，按呢代誌才準煞，否則── 

堂七：好──我去拿── 

  △李關急急入內，瞬間從內捧著乾坤鼎出來⋯⋯ 
李關：乾坤鼎來了⋯⋯啊── 

  △李關走了一半跌倒在地，乾坤鼎應聲碎地 
堂七：啊？乾坤鼎⋯⋯去了了⋯⋯ 

李關：大仔，我⋯⋯ 

堂七：（憤怒）李關⋯⋯ 

   （唱）罵一聲李關真糊塗 

      寶鼎怎會漏落土 

      一塊一塊要按怎補， 

      我乎你氣得面會黑。 

李關：（唱） 老大息怒邁生氣， 

      我嘛不是條故意， 

      是我踢到「戶丁邊」（門檻邊）， 

      才會跌倒險險不吃米。 

堂七：哼！李關，是你誤我，不通怪我對你無情── 

  △堂七憤怒從門後取出一支漆成紅黑兩色的木棍⋯⋯ 
堂七：看我的陰陽棍── 

  △堂七以木棍黑色那端朝李關打下，李關冷哼一聲倒地── 
劉氏：啊？李關⋯⋯伊無氣了⋯⋯ 

中保：啥？朱堂七，你摃死人？ 

趙亮：這⋯⋯賢姪⋯⋯乾坤鼎摃破事小，人命可是關天，人是你打死的，和我無

關⋯⋯中保，咱緊來走── 

堂七：慢且── 

趙亮：你⋯⋯想要加我拖落水？ 

堂七：阿亮叔⋯⋯ 

   （唱）阿叔請你莫驚疑， 

      小姪處事有條理， 

雖是氣憤將伊摃死， 

馬上我會乎伊有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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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亮：（唱） 分明是你在抓狂， 

      死人復活那講會通？ 

      我不要聽你黑白講， 

      免得再惹大波浪。 

堂七：其實這是我厝最後的法寶，叫作陰陽棍，不但可以打死人，嘛可以將死人

摃乎活── 

中保：胡說，豈有此理？ 

堂七：你若不信，當場可以試乎你看！剛才我用黑色陰棍，所以一棒加伊槓死，

現在我用紅色陽棍，一棒可以將伊摃活── 

  △堂七大喝一聲，以紅色那頭猛敲地上的李關，說也奇怪，李關復活了⋯⋯ 
李關：（唱） 茫⋯⋯茫⋯⋯ 

      渺吔渺也── 

堂七：李關醒來── 

趙亮：擱真正活起來了？ 

李關：此地可是閻羅殿？ 

劉氏：李關，你真正無死？唉，謝天謝地！ 

堂七：現在你們相信這陰陽棍的威力了⋯⋯ 

趙亮：嘿⋯⋯賢姪，你最好用這支陰陽棍賠我彼腳乾坤鼎，否則⋯⋯我會抓你去

見官！ 

堂七：這⋯⋯陰陽棍的價值勝過乾坤鼎，兩相交換，我豈不是吃虧？ 

趙亮：好，我可以再貼你一點錢，你不答應也不行！ 

堂七：這⋯⋯這樣好了，只要貼我一百匹的綢緞，這支陰陽棍就是你的！ 

趙亮：這⋯⋯ 

中保：姨丈⋯⋯千萬不可！千萬不可再中計── 

趙亮：你靜靜無人講你是啞吧！怎樣？賢姪，你不用考慮那麼久── 

堂七：好啦──既然阿亮叔如此堅持，那我只有割愛！但是百匹綢緞之事⋯⋯還

是請阿亮叔要先寫一張的欠條，以免空口無憑── 

趙亮：當然！我隨時寫乎你── 

  △堂七準備文房四寶 
  △趙亮寫下欠條，堂七將陰陽棍交給趙亮。 
  △趙亮大笑揚長而去 
  △中保狼狽不安地跟去 
  △堂七與李關大笑後，堂七在李關耳畔交待另一計劃，李關點點頭 
  △劉氏搖頭無奈嘆氣── 
幕後：（唱） 黑紅兩色陰陽棍， 

      騙錢完全不免本， 

      趙亮忘卻當日在吃噴， 

      這回恐驚會失了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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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暗 
 

 

第十一場 人命關天 

場景：野外 

人物：趙亮、中保、縣官、堂七、李關、差役若干 

  △趙亮與中保來到半路。趙亮洋洋得意── 
趙亮：（唱） 手提神棍真威風， 

      以後收租就免驚惶， 

      有人敢大聲加我講， 

      陰陽棍加伊送喪。 

中保：（唱） 愈想實在愈荒唐， 

按怎伊會這麼憨， 

綢緞乎人有卡莽憧， 

有理嘛是講勿通。 

趙亮：哈⋯⋯有了這支陰陽棍，以後去收租就真方便！ 

中保：啊？你是講⋯⋯ 

趙亮：一些佃農實在真不是款，欠租不還，不時甲我大小聲，以後誰人若敢忤逆

我，我一定用這支乎伊吃雙頭── 

中保：姨丈，咱已經乎白賊七仔騙那麼多次，這一次你甘真正相信伊？ 

趙亮：這⋯⋯可是你我攏是親目所見，死人變活人，我想應當無問題！ 

中保：唉！人命關天，萬一這回乎騙去，不單是「了錢」，我驚會出人命── 

趙亮：嗯⋯⋯你講的也是有理⋯⋯那⋯⋯應當要怎麼處理才不會出代誌？ 

  △趙亮望望陰陽棍，又望望中保，中保有些不安⋯⋯ 
中保：姨丈，你怎麼一直看我？ 

趙亮：我想來想去，為了安全起見，不如用你先作試驗── 

中保：啥？你講啥？ 

趙亮：你放心啦！我用黑的加你摃！死去嘛無要緊，我會擱用紅的加你摃，按呢

你就擱活起來── 

中保：不通⋯⋯不通⋯⋯ 

趙亮：走那裡去── 

  △趙亮黑棍一棒打中蕭中保，中保冷哼一聲，倒地昏厥── 
  △突然喊聲連連，縣官與差役趕到。 
縣官：且慢── 

趙亮：啊？大人，怎麼那麼巧？ 

縣官：哼！趙員外，有人密告說是此地有人以陰陽棍謀財行兇，本官特來一探究

竟，想不到竟然是你！ 

趙亮：我謀財行兇？哪有？大人你誤會啦── 



 35

縣官：本官明明看你持棍行兇，你還敢強辯？ 

趙亮：不是強辯⋯⋯，這支叫陰陽棍，黑的會打死人，紅的死人也變活人──不

信你看邁── 

  △趙亮持紅棍一棒打下，中保大叫一聲吐血倒地── 
  △眾人大駭── 
趙亮：咦？應當不會這樣⋯⋯中保⋯⋯邁假死啦──緊起來呀── 

縣官：哼！大膽刁民，你這分明是殺人滅口⋯⋯來人！ 

衙役：在── 

縣官：將兇手以及被害者押回，待本官升堂問案，不容兇徒逍遙法外── 

衙役：是── 

  △衙役押趙亮及重傷的中保離去 
縣官：你兩人可以出來── 

  △堂七與李關從大樹後走出 
堂七：參見大人── 

縣官：你兩人密報有功，救人一命，快隨本官回轉衙門，本官重重有賞！ 

堂七：賞賜小民不敢當，只是一件婚約，希望大人替小民作主！ 

縣官：有何冤曲，本官自當乎你一個交待── 

堂七：多謝大人── 

  △縣官先行，堂七與李關隨行而去── 
  △燈暗 
 

 

第十二場 公堂團圓 

場景：公堂 

人物：縣官、李氏、劉氏、中保、趙亮、堂七、秀雅、秀紋、李關、差役若干 

  △燈亮時，公堂擊鼓聲。 
  △威武聲渾厚有力，好不莊嚴⋯⋯。縣官望著台下眾人。 
縣官：大膽趙亮，持棍行兇，將蕭中保毆打昏厥，你還有啥話通講？ 

李氏：老仔，你怎麼這麼糊塗？ 

中保：我會死啦── 

秀雅：阿爸，中保是來咱厝加我求親的，你將伊摃死，你要賠我一個尫啦──（心

疼地安慰中保） 

趙亮：大人，冤枉啦，這一切攏是彼個白賊七仔伊害我的！ 

縣官：誰是白賊七仔？ 

趙亮：是朱堂七── 

縣官：胡說⋯⋯朱堂七乃是密告你持棍殺人的證人。來人，宣朱堂七上堂── 

差役：是── 

  △差役帶堂七與李關及劉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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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七：參見大人── 

趙亮：什麼？朱堂七你⋯⋯大人冤枉──朱堂七奸詐成性，三番兩次以什麼寶

衫、乾坤鼎、陰陽棍向我詐財，這件事望大人作主！ 

中保：是啦！大人，我可以作主，阮姨丈就是誤信朱堂七才會以陰陽棍加我摃，

差點要了我的命，望大人作主⋯⋯ 

縣官：哦？此事當真？朱堂七，你對他們的指控，有啥話通講？ 

堂七：大人⋯⋯ 

   （唱）諸事皆因貪念起， 

欺貧重富將人欺， 

我一時才來想計智， 

小小乎伊一個教示。 

劉氏：（唱） 趙亮朱坤原是結拜兄弟， 

      後來設局詐賭來騙伊， 

            阮尫要死含怨氣， 

        指腹為婚乎伊看不起。 

趙亮：（唱） 當年結拜這是真， 

      詐賭之事我不承認， 

      空口無憑怎認親， 

      豈能全怪我一身？ 

李氏：（唱） 只望女兒嫁好尫， 

      朱公子嘛是煙斗桑， 

      阮不是一定愛撿啥款， 

聘金嘛不能無半項。 

李關（唱）  阮大仔加二小姐有意愛， 

      但是攏有人在阻礙， 

姻緣本是天安排， 

鬧入公堂費疑猜。 

中保：（唱） 你是惡人先告狀， 

          我乎你害到身軀流湯， 

親像陀螺一直返， 

尚好你加我離卡遠。 

堂七：（唱） 一切攏是全誤會── 

      我願向大家禮相賠， 

      慎重向伊親事提， 

      希望和合作親家。 

秀雅：（唱） 講的比唱的卡好聽， 

      無想你是啥名聲？ 

若要叫人講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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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票疊到像山嶺。 

秀紋：（唱） 聽伊每人攏說明 

      月老早已鸞書定， 

才子溫恭才氣挺， 

莫負佳人韞詩名。 

縣官：（唱） 看恁一人講一款， 

      我心肝一時煞操煩， 

      莫非要考驗我這個知縣， 

      只好將你大家當罪犯。 

  △縣官驚堂木一拍，似乎難下決斷。 
縣官：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生意買賣，必是兩方歡喜甘願。但婚約之事卻

是天地所設人倫之首，趙員外，如果本官出面，你可願將女兒匹配朱堂

七⋯⋯ 

趙亮：這⋯⋯ 

秀雅：阿爹，你敢不是開出三個條件？五百銀白銀、一斗珍珠、百匹綢緞，若有⋯⋯

阮兩姐妹隨在伊選！ 

中保：秀雅，這怎麼可以？ 

秀雅：放心啦！伊是幾兩重，知知哩── 

縣官：既是有此條件，朱堂七，你能否辦到？ 

堂七：大人作主，三個條件小民早就辦好了⋯⋯ 

  △堂七將銀票及欠條送呈縣官。 
縣官：是趙員外親手所寫的欠條──一斗珍珠，百匹綢緞以及五百兩銀票，趙員

外你應該依約將查某子嫁乎朱公子⋯⋯ 

秀雅：啊？伊怎麼會有那麼多錢？（換了一付表情）朱公子你目睭愛張大一點，

不通選不對── 

中保：秀雅，妳怎麼那麼現實── 

趙亮：可是⋯⋯這攏是伊加我騙的── 

縣官：趙員外，欠條寫得一清二楚，你若是無履行婚姻，那也應該先償還珍珠與

綢緞── 

趙亮：啊？這豈不是要我的命？算了，二個查某子，乎你選一個── 

堂七：多謝── 

  △堂七故意走到秀雅身邊，秀雅以為要選她，但堂七最後走到秀紋身旁，牽

起她的手── 
秀雅：啥？你選阮小妹？哇──我無人愛⋯⋯ 

中保：有啦，還有我啦── 

秀雅：唉──無魚蝦嘛好── 

堂七：（唱） 紅袖添香彩蛾飛， 

      赤繩繫足不須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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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施妙計娶某回， 

菊酒宴賓浮三杯。 

秀紋：（唱） 百年夫妻十二緣， 

綵結香車似天仙， 

卿卿敬禮絲線絃， 

鸞鳳和鳴真情現。 

眾人：（唱） 妙計連環真精彩， 

頭殼用腦來比賽， 

不通作惡加人害， 

萬里前程無圭礙。 

  △似乎一切不快與誤會煙消霧散。縣官從台階下，預祝二對新人的喜報。 
  △堂七也向趙亮夫妻打躬作楫，趙亮先是負氣，繼而也接納了⋯⋯ 
  △在全堂一片喜氣中，燈暗 
  △幕下 
  △全劇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