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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說明： 

蘭陵王：高長恭，25 歲。北齊高歡之孫。善戰，貌柔心壯，音容兼美。 

齊  王：高  緯，15 歲，蘭陵王堂弟，胡皇后所出。驕縱無度，錯殺忠臣良將。 

斛律光：字明月，40 歲。高車族，將門之後。有「射鵰都督」之美稱。 

和大人：和士開，30 歲。唇紅齒白，翩翩有風度，胡皇后寵倖之面首，弄權。 

高丞相：阿那肱，40 歲。奴顏卑膝侍候君王，官至宰相。 

鄭  妃：鄭芸兒，16 歲。篤信佛教，深愛蘭陵王，夫死，青燈長伴。 

馮淑妃：馮小憐，16 歲。宮廷歌伎出身，高緯貪迷其姿色，言聽計從。 

胡太后：30 歲。高緯母后。行為不檢，寵愛「面首」和士開。 

柔然公主：蘭陵王母親。高歡寵妃，因私通高歡長子生下蘭陵王，被杖死。 

文官 2 名         歌姬 8 名      內侍 2 人 

北周兵 8 名       北齊兵 8 名    蘭陵入陣曲舞者 8 名 

 

第一場   天子登基 

時間：公元 568 年  

地點：鄴城(北齊宮廷)   

人物：胡皇后、太子高緯、和大人、高丞相、文臣 2 人、內侍 2 人、宮女 2 人、兵部侍郎 

 

【鼓樂莊嚴合奏，大幕緩緩升起 

【裊裊煙霧中，但見宮廷文官武將束手無策的身影 

【一次又一次，好像來自遙遠皇宮後院，內侍陸續傳報皇上病危消息 

內侍：皇上身染惡症，皇后傳令，治好皇上龍體者，官加三品，爵祿永傳子孫。 

Os(唱)： 

帝王天子貪戀愛，酒色誤國埋禍災， 

乾坤朗朗天理在，荒唐君主魂歸西。 

【紗幕內的臣子，憂心談論國家大事 

文臣一：皇上身染惡症，真是我朝不幸，央望太醫妙手回春，治好皇上龍體。 

文臣二：唉，萬一皇上駕崩，太子年幼，如何治理天下。 

文臣一：聽說北周已經發兵，不日將要叩邊開打。 

文臣二：關廷有斛律老將軍與蘭陵王鎮守，正是(唸)邊關鎮守猛虎將，何怕北周逞豪強。 

文臣一：如此說來，就算北周派出百個宇文將軍也不是咱國的敵手。 

文臣二：怕是朝內有高丞相與和大人，妖言欺君，我看十個猛虎將也拿他倆無可奈何啊！  

文臣一：(作噤聲狀) 

文臣二：明月老將軍一門忠烈，是三朝大功臣，齊國何人不知，哪個不曉，相信高丞相與和

大人不敢輕舉妄動才是。 

內侍：皇上駕崩，天地同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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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臣齊下跪叩頭 

群臣齊聲：皇上駕崩，天地同哀。 

 

【紗幕起，群臣恭順起立，彼此拱手互敬 

【和大人、高丞相各懷心機上 

 

高丞相：聞說皇上已駕崩，緊急入宮探分明；  

苦心計謀掌國政，萬事心內有準憑。 

和大人：寒窗苦讀十年書，不愛功名非丈夫； 

        學得琵琶與番語，高官顯爵靠丰姿。 

高丞相：和大人，請了。 

和大人：高丞相，請了。 

 

【他們似乎熟透了這官場行禮如儀的虛偽習氣 

 

高丞相：唉──國之不幸啊！ 

和大人：唉──天地不仁啊！ 

高丞相：古人說，家不能一日無主，國不可一日無君。 

和大人：皇上駕崩，如今應拜請太子即時登基，以統理萬民。 

高丞相：(點頭)說者有理，待早朝時刻稟奏皇后便是。 

內侍：(詭異，讓人不舒坦的呼聲)皇后與太子進殿⋯⋯⋯ 

 

【燈漸漸通明璀璨，北齊太子高緯生澀的牽著胡皇后步向大殿 

【戰爭頻仍不斷，國庫猶虛的北齊，想不到宮殿如此奢華縟麗 

【高緯天真的坐上帝王之位，胡皇后暗示他要謹守皇家禮儀 

 

眾臣：家不能一日無主，國不可一日無君，臣等恭請太子即時登基，統理萬民。 

高緯：登基、登基，母后我要做皇帝坐大位囉。 

眾臣：(跪地大聲齊喊)齊王我主萬歲萬萬歲。皇太后千歲千千歲。 

高緯：(輕浮的)我──萬歲，母后妳──千歲！這天下攏是咱們的。 

胡太后：皇兒不可放肆，一國之君，金階之上豈能兒嬉呢？ 

高緯：母后，皇兒是萬人之上的萬歲爺，誰人敢看不起我，我就，我就學父王，將他們剁成

肉醬，拿去飼魚、飼狗。我就要學父王他 

(唱)  日上三竿上金階，文武大臣兩邊排； 

山珍海味吃通海，三宮六院全是美裙釵。 

胡太后：(滿意的看著皇兒)天下是咱們的，你也要小心提防小人啊！ 

高緯 ： (接唱)母后高坐養老院，皇兒養您萬萬年； 

            欺君之臣穿萬箭，滿門抄滅絕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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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太后：(唱)兒坐龍椅我同享，萬里江山掌手中； 

            邊關鎮守猛虎將，野心豈能無提防。 

高緯：猛虎將？母后，猛虎咬人是會死人的耶！要掠來殺、掠來刮，將他粉身碎斷。 

胡太后：所以皇兒聽母后的話 

(接唱)邊廷有他蘭陵王，名姓叫做高長恭； 

百戰百勝人稱頌，驕傲無比性猖狂。 

高丞相：(接唱)雙槍閃電如幻影，戰場驍勇稱英名； 

日久反變巧計用，欺我新君難安寧。 

文臣一：臣以為我大齊國，能得統一黃河以北大漠之地，全是蘭陵王驍勇善戰致使，他是我

朝的忠良將啊。 

胡太后：(以目示意)高丞相的意見，你反對，莫非你是蘭陵王的人？你── 

高  緯：既然是他的耳目？來人！掠出去殺！ 

文臣二：啟稟皇上，他為大齊國萬年江山設想，才會提出忠言逆耳的建議！請皇上明察！太

后明察！ 

高  緯：這⋯..這⋯..母后，蘭陵王是我的兄長，平時我和他也若像親兄弟共款，他應該、應

該⋯..(看著母后) 

胡太后：(搖頭)皇兒，母后和他，誰和你較親呢？ 

高  緯：喔！當然是母后妳啊！(想想，點一點頭)我知囉，來人！將他兩人掠出去殺！ 

 

【兩位文官被押下處決 

 

胡太后：皇兒真聰明，這樣，以後我就放心囉！ 

阿那肱：對、對、對，皇上真是聖明！太后日後也可以高枕無憂啊！ 

和大人：只是──新君登基，太后當然須從旁輔助，免得同宗操戈，尤其是蘭陵王高長恭！ 

(唱)陣前先鋒第一猛，他若梟心來反兵； 

    靈鳥展翅起風湧，何況人間的蛟龍。 

胡太后：(接唱)皇兒年幼軟弱性，央望賢卿做主憑 

和大人：(接唱)心生一計踏前來告稟，(與胡皇后耳語) 

              必然風調雨順保太平。(哈哈哈)  

胡太后：妙啊！妙啊！ 

(接唱)聽見愛卿說端詳，暗暗歡喜在心中； 

賢卿才高難斗量，真是我朝的忠良。 

和大人：臣多謝太后的寵愛。 

 

【阿那肱浮上一股被冷落的異樣神色 

 

胡太后：(沉重的)當時大行皇帝在世之時，與你和大人情同手足，皇兒也視你如親爹。如今

大行皇帝駕崩，幼主猶須有人輔佐，哀家特下旨，和大人為尚書郎兼太師，出入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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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行無禁，新君靠你扶佐，哀家也需要你──早晚向你請問國家大事啊！ 

 

【眾人皆錯愕，和士開卻如魚得水般，好不開懷 

 

阿那肱：這──依微臣之見⋯.. 

胡太后：(嚴峻看著高丞相)高丞相，莫非你有意見嗎？ 

阿那肱：微臣不敢！  

 

【高丞相躬著身，頭更低了；瞬間靈光乍現 

 

阿那肱：微臣的意見是，當今太子初初登基，帝權尚未穩定，為提防日後蘭陵王聯合邊關將

軍反變，禍起蕭牆，災患無窮，不如⋯ 

胡太后：高丞相有何對策？ 

阿那肱：解除他的兵權。 

胡太后：解除蘭陵王兵權？那邊廷將士焉能不反抗？而且⋯. 

和大人：稟太后，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太后須三思！ 

胡太后：這⋯⋯。確實須要先奪他兵權，免得日後變生肘腋。只是，他在邊關立下無數汗馬

功勞，如今要奪其兵權，恐得從長計議。 

阿那肱：偷走他的假面，他就無法上陣，太后可以他防守邊疆不力，削職治罪。 

胡太后：果然好計策，我就依愛卿之見進行。 

內聲：兵部侍郎求見。 

【手持笏板，兵部侍郎匆匆上朝 

 

兵部侍郎：(唸)無事不入三寶殿，入殿必定有牽連。 

啟稟皇上、皇太后，大事不妙，邊關傳來斛律明月大將軍被周軍重重包圍，

戰情十分不利。 

高緯：又有麻煩來囉！ 

胡太后：咱君臣才想削他兵權，怎知周軍卻興兵而來？這要如何是好！ 

和大人：稟太后，周軍來勢匆匆，削除兵權之事不如另日再議。眼下先傳令蘭陵王前往邊關

救援才是。 

阿那肱：那蘭陵王救關成功便罷，如若出師不利，太后可以順勢以敗軍之罪削除他的兵權。 

胡太后：哼，高長恭啊高長恭，哀家要你插翅也難飛。 

高  緯：(不耐煩久坐)母后，我坐真久，咱們轉去後宮！ 

胡太后：(微怒)皇兒── 

高  緯：這龍椅我坐不習慣，我不要玩耍了，還是來去後宮的百花園較好耍啦⋯ 

 

【燈暗，紗幕漸下 

【高緯向母后撒嬌、耍賴的聲音恍若空谷傳音般的，暗示著這個朝代的無可救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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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   蘭陵王入陣 

時間：日  

地點：北周、北齊長年征戰的塞外，沙塵滾滾 

人物：蘭陵王、斛律老將軍、宇文氏將軍、報馬 2 人、馬伕 2 人 

      周軍 8 人、北齊軍 8 人 

 

os(唱)： 

敕勒川，陰山下， 

天似穹廬，籠蓋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見牛羊。 

 

【馬蹄疾馳，煙沙滾滾 

【蘭陵王率領北齊將士，揮鞭馳騁在長城邊關下 

【柔然公主一縷芳魂，急急然穿行千軍萬馬中 

 

齊軍：(合唱)壯士出關何怕干戈， (壯士出關何怕干戈) 

            千軍萬馬奈我如何，(千軍萬馬奈我如何) 

            誰人不識高齊旗號， 

 

【戰場上「高齊」軍旗，大力揮舞著⋯ 

【蘭陵王疾馳而上 

 

齊軍：(接唱)沙場決勝稱英豪。 

蘭陵王：(唱)征塵不斷為保山河，烽煙千里何辭苦勞； 

            十年鞍馬南征北討，英雄將士歷盡風波。 

 

【蘭陵王走邊趟馬 

 

柔然公主：(唱)魂魄流離兮歷滄桑，柔然公主兮身空茫， 

難捨孩兒兮天作弄，急急匆匆兮走四方。 

一點血脈在人間，暝日掛吊心不安， 

母子同心難拆散，化作魑魅助兒避難關。(下) 

蘭陵王：(唱) 

            朝廷急令不敢延遲，出兵解救明月將軍伊， 

            聽說周朝兵馬已到位，遠水救火要趁時。             

雁門離此數百里，吩咐三軍莫躊躇， 

戰馬軍糧款齊備，行軍千里莫差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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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蘭陵王英勇馳馬急下 

 

齊軍：(合唱) 壯士出關何怕干戈，千軍萬馬奈我如何， 

            誰人不識高齊旗號，沙場決勝阮稱英豪。 

 

【北周軍以神勇之姿，馳騁戰場 

【明月老將軍雖敗仍力守關城，等待救援 

【兩軍鏖戰不歇 

 

斛律明月：(唱) 時不我與兮亂紛紛，雁門關外兮敵如雲， 

              不見救兵兮人憂憤,一片丹心兮老了將軍。 

萬里荒城幾度黃昏，歲月無情暗傷魂， 

鞍馬一生有誰問，轅門伶仃老將軍。 

【報馬帶令上 

 

報馬：報──賊寇宇文氏再次興兵而來！ 

斛律明月：喔，大事不妙，朝廷救兵呢？ 

報馬：並無救兵！ 

斛律明月：傳令三軍，備齊人馬糧草，候時應戰。 

報馬：領令！(急下) 

 

【邊鼓由遠而近，隆隆響起，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 

 

報馬：報──周兵備齊雲梯，準備攻入城內！  

斛律明月：啊！朝廷救兵呢？ 

報馬：並無救兵！ 

斛律明月：並無救兵！並無救兵！唉呀！這要如何是好？罷了── 

傳令下去，將城門打開，火箭手就城垛待命！ 

報馬：領令！(急下)  

斛律明月：(唱)空城得勝孔明計，山窮水盡莫失迷， 

假是真來真作假，烏雲散盡透虹霓。 

報馬：報── 

斛律明月：(神情緊急的搶問)敵軍入城嗎？ 

報馬：敵軍兵馬退避 30 里，但是經過一時辰，又再度擊鼓攻城而來！ 

斛律明月：(毫無希望的問著)朝廷救兵呢？ 

報馬：朝廷差派蘭陵王的救兵，已經接近周軍。 

斛律明月：救兵到？是蘭陵王帶兵前來？真是謝天謝地，謝天謝地！ 

(唱)坐困邊關受熬煎，空城之計魂飛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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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先庇祐有靈驗，殺出重圍莫延潛。 

 

【明月老將軍拭去盈眶淚水 

 

斛律明月：三軍聽令，出城迎戰！帶馬來！ 

 

【馬伕騰空翻躍而至，明月將軍胸中生騰起滿滿的信心 

【兩軍交鋒，北周宇文覺一個暗箭射下明月將軍，千鈞一髮間 

【柔然公主芳魂穿行千軍萬馬中 

【蘭陵王著假面，威風凜凜上 

【天幕上方緩緩垂下巨幅蘭陵王的假面 

 

蘭陵王：(唱)壯士出關何怕干戈，千軍萬馬奈我如何， 

            誰人不識高齊旗號，沙場決勝阮稱英豪。 

 

【宇文氏被假面驚嚇，受刺，重傷，退兵 

 

蘭陵王：將軍醒來── 

斛律明月：(驚惶)你是何人？ 

蘭陵王：老將軍，是我── 

       (唱) 頭縛代面巧扮裝，將軍不識蘭陵王， 

斛律明月：(驚惶)你是蘭陵親王？ 

(懷疑的接唱)親王俊灑人清朗，莫非兵敗眼迷濛。 

蘭陵王：(接唱)長恭慢到你受苦，(取下假面) 

              我的聲音你敢聽攏無？ 

箭頭下毒小人步，(吃驚) 

 (老將軍疼痛翻滾)恐驚一命來嗚呼。 

蘭陵王：將軍振作、將軍振作！  

 

【命人取藥上來，為之拔箭、敷藥 

 

蘭陵王：(唱)歲月無情人易老， 

沙場逞勝又如何； 

英雄從來君王誤， 

忠心報國嘆無辜。 

            將軍醒來囉(驚喜)！ 

 

OS：敕勒川，陰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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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似穹廬，籠蓋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見牛羊。 

 

【斛律明月悠悠醒來，隨著旋律，也唱起「敕勒川」來 

斛律明月：(輕唱和)敕勒川，陰山下， 

天似穹廬，籠蓋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見牛羊。 

斛律明月：(仔細凝望蘭陵王)你是蘭陵王？！ 

蘭陵王：老將軍，是我高長恭。 

斛律明月：那方才那個是── 

蘭陵王：(若有所思的)那也是我！(高舉假面)        

斛律明月：那可惡的老賊宇文氏呢？ 

蘭陵王：兵敗而逃了。 

斛律明月：唉，老夫已經年邁無用囉！ 

蘭陵王：老將軍，何說此言！你猶原是大齊的英雄啊！ 

 

【斛律明月頻頻搖頭感慨⋯⋯. 

 

OS(唱)：歲月無情人易老，沙場逞勝又如何； 

英雄從來君王誤，忠心報國嘆無辜。 

 

~~燈暗 

 

 

第三場   假面檀郎 

時間：日時 

地點：上林苑 \靜心庵\  

人物：蘭陵王、鄭芸兒、馮小憐、齊王高緯 

 

【舞台垂掛下「上林苑」、「靜心庵」、二塊匾額，題字蒼勁古樸 

【繁花盛艷的上林苑，歌舞不歇 

【齊王高緯坐在假山前，馮小憐「上林苑」且歌且舞  

 

馮小憐：(唱) 

草色連天好光景，百鳥朝鳳喜盈盈， 

清歌曼舞嬌姿影，三千寵愛在一身。 

纖纖玉手彈琵琶，君王意愛心全迷，(全，音ㄐ一ㄠˊ) 

姿娘何怕出身低，一朝選入帝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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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主高緯輕佻的追起寵妾來 

 

齊王：(唱) 花有清香人有情，有情人生樂太平， 

美人惹我心難靜，不愛江山我愛美人。 

舞是舞來歌是歌，有妳相伴尚快活， 

千金萬金薄如紙，不驚人笑是呆瓜。 

馮小憐：(欲拒還迎)嗯—君王今日心情好輕鬆啊！ 

齊王：輕鬆！輕鬆！有愛妃妳，孤王心花全開，心情哪不會輕鬆啦！ 

馮小憐：喔──君王心花全開？是為哪一位啊？珍珠閣劉麗妃？還是天恩閣的李貴妃？要

不，就是連雲樓的狄美人？還是那個綠珠樓的杜貴妃？  

齊  王：(搖頭)不是，不是，攏不是！哈哈哈，我的小美人，就在眼前啊？妳想太多了，本

來妳是正宮皇后身邊的人，啊就「天生嬌麗難自棄」(國語)，皇后她大人有大量，將

妳獻出來與孤王，害我「從此君王不早朝」(台語)。人講古早的帝王「只愛江山，不

愛美人」(國語)，為了妳，孤王我心肝攏結歸丸，暝思日想就是妳一人──(裝悲情) 

齊  王：(唱) 心花全開我愛誰？哪管他後宮帝王妃， 

孤王只愛水花蕊，孤王只要和妳結做堆。 

馮小憐：(唱) 聞言心中暗歡喜，好花當開須趁時，(須，音ㄉ一ㄛ) 

誰人不愛胭脂女，阮生水也要鬥巧奇。(要，音ㄉ一ㄡˋ) 

馮小憐：君王，小心啊──(小憐扶著微醉的齊王) 

齊王：愛妃妳也小心啊── 

馮小憐：君王醉囉！ 

齊王：醉？醉！我當然醉囉。(醉樣的唸) 

做皇帝，阮是第一回，身穿玲羅紗，腳踏九龍鞋。 

逐餐就是山珍海味和龍蝦。妳看我 

人矮矮，又腳短短，吃酒吃到給他麻西麻西， 

那文武大官排齊齊，個個不敢給我假。講到這， 

我歸腹火，想到斛律光那個死老伙， 

吃我吃過過，欺負我這個小皇帝。 

沒想天下是我的，大官與他做， 

薪水領尚濟，當殿罵我是敗家。 

害我面子盡掃落地，歸腹火，我歸腹火、歸腹火⋯⋯.. 

還有蘭陵王--- 

 

【馮小憐神色變異，高緯試探的問說 

 

齊王高緯：愛妃面容憂憂，莫非妳思念起他高長恭？ 

馮小憐：怎有呢？你故意刺探我。(嬌嗔) 

齊王高緯：呵呵呵，我疼惜妳，當然也不願意妳反背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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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唱) 

那個「高長工」，當朝和我講，講他南征北討立大功， 

他當作我憨，肖想要做帝王，看我真兩光， 

「我講西，阿他講東」，明明故意來反抗， 

佳哉還有和士開、與阿那肱， 

和士開、阿那肱⋯肱⋯肱⋯.. 

 (馮小憐不斷勸酒，喝得高緯醉茫茫⋯.) 

馮小憐：肱、肱、肱，是阿那肱啊！君王你真正醉囉！君王、君王⋯⋯ 

齊  王：(醉語)妳是我的人，高長恭如果敢對妳⋯.胡來⋯⋯.我一定不饒他⋯. 

 

【侍從一旁攙扶下 

【靜心庵裡燈一盞一盞亮起，蘭陵王寂寞身影似乎隱藏許多莫名的悲憤，在他身後壁龕供著

與他出生入死的猙獰假面 

 

蘭陵王：高緯、高緯，一個十幾歲的小皇帝，國事蜩螗(ㄊ一ㄠˊ.ㄊㄤˊ)，猶日日沉迷酒色，

眼看大齊王國就要毀在你的手裡！唉！怎不令人憤慨！ 

 

【起身，闊步行吟前人古詩 

 

蘭陵王：(吟) 力拔山兮氣蓋世，時不利兮騅不逝。 

騅不逝兮可奈何,虞兮虞兮奈若何? 

(唱)  驕兵必敗古今同，可憐烏江楚霸王， 

            大好江山來斷送，帝王美夢一場空。 

【輕嘆一聲，再吟劉邦《大風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蘭陵王：(唱)    

        禮賢下士漢高祖，約法三章在咸陽都， 

        良臣賢相相贊助，定邦安國百民歡呼！ 

 

【顯而易見，他也有凌雲之志 

 

蘭陵王：定邦安國百民歡呼？定邦安國百民歡呼！ 

柔然公主：(幽怨輕唱) 

          魂魄無依兮思我兒，七日將近兮兒可知， 

          惱怒賊人太卑鄙，奪我亡魂送陰司。 

 

【假面突然墜落，蘭陵王心中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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蘭陵王：假面因何無端墜落？(揀取，再供上壁龕) 

柔然公主：(接唱) 

          魂寄草人埋後院，魄散離、神無依， 

七日到時亡魂一縷，母子相依會無期。 

 

【假面再度墜落，蘭陵王心中起疑 

 

蘭陵王：好怪奇啊！其中必有緣故！ 

 

【彎身拾起代面，仔細面對著猙獰代面，蘭陵王不安的來回踱步著，燈濛濛暗⋯. 

【身影清麗的鄭芸兒端著茶盤，自假山後出 

 

芸兒：(唱) 輕步行來假山前，花開清芳暢心胸， 

出身雖貧得寵幸，與他王侯結鴛盟。(心情一陣黯然) 

昨夜春雨入窗扉，君侯輾轉心未開， 

連聲唉嘆滴珠淚，該是思親心稀微。 

 

【奉茶與蘭陵王，只見把代面附在臉上的蘭陵王，芸兒驚嚇的摔翻茶盅 

 

芸兒：君侯(搶下那代面)，你答應過妾身，除非戰場上，你絕對不去碰它啊！ 

蘭陵王：(冷靜而無情的)還來──還來！(憤怒異常) 

芸兒：不，不！難道君侯不知這個猙獰的兇神已經侵入你的身軀？你的眼神，你的聲音，早

已變樣了！ 

蘭陵王：(逼近奪取)還來──還來！(凝視代面，搖頭喃喃自語)啊⋯.猙獰的兇神，你早已入

侵嗎？我的眼神、我的聲音也已變樣嗎？  

芸兒：是，正是！ 

蘭陵王：哈哈哈⋯⋯錯了！它不是兇神，它雖然猙獰，卻是讓我時時刻刻無法離開它，它賜

我內心平靜，它好像暗中保護我，如保護它的親生孩兒一般。它──陪伴過我的娘親

柔然國公主，現在陪伴著我⋯⋯ 

(唱)  血脈相連心相倚，長夜漫漫伴孤單， 

母子緣淺是造化，乖隔天倫受折磨。 

千聲萬影跟相隨，戰場引我出重圍， 

心柔面惡若厲鬼，助我驍勇展神威。 

 

【輕輕把假面供上壁龕 

 

芸兒：(唱)厲鬼容貌他不驚，凶惡假面認親娘，  

莫非真是有靈聖，予我心內起驚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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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是母子心牽連，陰陽兩分難離緣， 

娘疼囝來靈聖顯，假面神威極無邊。 

君侯，你要冷靜啊！聽你言說，妾身才知其中的隱情。我想，或者因為著你生就美

姿容，唯有藉這副假面助你展威勢，才能得勝在沙場。或者，也有可能婆婆她神靈

不散，就跟隨著這個假面，隨時保護你⋯⋯. 

蘭陵王：我是大齊國的宗基，母親是柔然國公主，這副假面讓我在沙場攻無不克，戰無不勝⋯.. 

 

【假面又轟然墜地，他感覺不尋常  

 

蘭陵王：(深深吸口氣 )芸兒，靜心庵有人來過？。 

芸兒：沒有。 

蘭陵王：(冷峻)沒有？ 

芸兒：(遲疑)有。 

蘭陵王：有！ 

芸兒：嗯！ 

蘭陵王：何人？ 

芸兒：先是馮貴妃。 

蘭陵王：(驚、痛，自語)是伊小憐？來此作啥？ 

芸兒：(不高興的轉身)你是明知故問。人家她現在已經是皇上身邊的貴妃，不陪皇上卻來靜

心庵，她不是看你是看啥人呢？君侯你心中真清楚正是！  

蘭陵王：她是──他的人，何必入我靜心庵來。 

芸兒：咳，你心中還是只有伊⋯⋯ 

蘭陵王：不，那已經是過去的事囉！那，後來呢？ 

芸兒：後來是胡太后與和大人⋯⋯ 

蘭陵王：哼！胡太后與閹臣來此作啥？ 

芸兒：胡太后只是要向你問安，順便問我那個假面的由來而已！ 

蘭陵王：妳怎說？ 

芸兒：君侯早有交代，所以婢妾什麼都沒說。只是胡太后臨走之時，讓和大人將一塊黑巾覆

在假面上，然後輕輕將黑巾收放在錦盒之內⋯ 

蘭陵王：黑巾覆在假面上，然後將黑巾收放在錦盒之內！哎呀，不好了！真是好惱呀！這分

明是要將假面的神靈毀滅，莫怪方才假面三番兩次崩墜落地，使我心神難得安寧(百

思難解狀)⋯，他們將黑巾收放在錦盒之內，究竟有何用意？(頓悟般)莫非──來人，

備馬伺候！(馬伕帶馬上) 

 

【蘭陵王揹著假面，速速揮鞭離去 

【柔然公主也忽焉出現，隨行在後 

芸兒：君侯，小心為要啊！ 

~~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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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   花明月暗 

時間：月圓之夜 

地點：百花樓 \ 後宮  

人物：胡太后、和士開、蘭陵王、鄭芸兒、馮小憐 

 

【舞台一處高台，胡太后華艷丰姿，在和士開攙扶下，暢遊百花樓 

和士開：太后請── 

胡太后：(唱) 春夢秋雲了無痕，轉眼人生是黃昏； 

享樂趁時是本分，學她神女愛王孫。 

和士開：(唱) 巫山神女美紅粉，妳勝神女有三分； 

日思夜想心鬱悶，只愛和妳瑤台共晨昏。 

胡太后：(唱) 誠心與你結同心， 

和士開：(唱) 一片衷情阮意深深，  

胡太后：(唱) 我將你來致蔭；  

和士開：(唱) 我願是妳的知音。 

胡太后：知音？天下間男人多是騙子。 

和士開：我和士開一片誠心，妳知呀！ 

胡太后：一片誠心？嗯⋯..(故作疑思) 

和士開：小美人，說「誠心」，我比先皇如何啊？ 

胡太后：你？你比先皇嗎──勝十分！(轉怒嗔)不要再提起那個短命鬼！ 

和士開：何用生氣，他若不是短命鬼，怎有咱們今日只羨鴛鴦不羨仙的快活呢？ 

胡太后：說得是。無他，我做不了皇后，也生不了緯兒來作皇帝─ 

和士開：是、是、是！有他才有妳；有妳才有我啊！ 

胡太后：只是── 

和士開：只是如何？ 

胡太后：咱們君臣身分，萬一洩漏出去，恐怕你會死無葬身之地。 

和士開：能為太后而死，我死也瞑目，絕對無怨恨。只是，我死以後，誰人能得伺候太后妳，

聽妳差遣、為妳彈琴解憂⋯⋯我若冤死，唯一難割捨就是妳啊！(跪下)到時，妳就

好好珍重自己，和士開願為太后犧牲一切。 

胡太后：(唱) 誰說世間無真愛，誰說內宮多風災， 

他的真情記心內，甘願為他巧安排。 

這邊看他淚漣漣，那邊皇兒迷伊馮小憐， 

明日上奏金鑾殿，保他富貴萬萬年。 

和士開：(輕佻的)多謝小美人妳呀！ 

胡太后：(擔心推拒的說)可是，朝內還有高長恭與射大鵰那位老將軍── 

(唱)   阮踏前與卿來參商，你是齊國大賢良， 

和士開：(唱)  不如大權交我掌，安邦治國世無雙。 

胡太后：(唱)  是老將軍來中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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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士開：(唱)  蘭陵王伊也歹參商，高枕無憂要將計用， 

胡太后：(唱)  怕你日後變心起梟凶。 

和士開：妳信不過先皇，難道你也信不過我嗎？ 

胡太后：你若梟心，我就綁草人⋯. 

和士開：(神秘、細聲)說到草人，咱將蘭陵王假面的魂收在草人身上，轉眼已經有 6 日囉，

明天 7 日到期，火燒草人，魂散魄飛，高長恭假面神威不再，太后你就不用擔心皇

上被篡位囉！ 

內聲：蘭陵王闖入後宮── 

蘭陵王：(唱上)  急匆匆我心如焚，太后閹臣亂乾坤， 

假面神魂受困頓，怒氣揮鞭入宮門。 

(白)錦盒還來、還我錦盒來！(直追打胡太后與和士開) 

胡太后：(邊躲閃邊唱)(侍衛上) 

荒唐荒唐太荒唐，私闖宮門太囂狂， 

來侍衛也難抵擋，殺氣沖天眼露兇光。       

蘭陵王：(殺氣騰騰對著和士開唱) 

           君不君來臣不臣，閹臣做差愧為人， 

錦盒何在緊招認，休怪我手下不留情。        

和士開：饒命，饒命，不是我，是⋯太后的命令，君命難違啊！ 

(被蘭陵王逼供唱) 

          錦盒埋在後花園，槐桂樹腳正中央， 

草人還在魂未斷，靈神閃閃會發光。 

 

【只見蘭陵王打得和士開只剩一縷殘息，丟下對他怒罵不已的胡太后 

 

蘭陵王：(唱) 錦盒不見心不安，假面靈聖在其間， 

宛如親娘受苦難，不忍它遊魂守孤單。 

(白)還我錦盒來。(策馬奔下) 

 

【柔然公主跟下⋯⋯ 

【胡太后眼見殺人魔似的蘭陵王離去，卻發現和士開已經奄奄一息了 

 

胡太后：和愛卿，我的和愛卿啊⋯⋯來人啊，速速與我拿下高長恭── 

 

~~燈暗 

 

【滿月之夜，涼風習習 

【紅帳流蘇，燭影搖曳，妝鏡清冷，馮小憐輕弄琵琶，絃音悠悠 

【遠方傳來如幻似夢般的哀沉歌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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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蘭陵王隨著逐漸清晰的歌詩，他憔悴落魄身影隱隱在大牢裡浮現 

蘭陵王：(吟)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落兮雁南歸。 

蘭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不能忘。 

泛樓船兮濟汾河，橫中流兮揚素波。 

簫鼓鳴兮發棹歌，歡樂極兮哀情多。 

少壯幾時兮奈老何！  (燈暗) 

 

【馮小憐如夢似幻般 

 

馮小憐：長恭⋯⋯ 

 

【遠方似乎斷續傳來蘭陵王吟誦秋風辭的詩句 

( 小憐且彈且唱)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落兮雁南歸。         

蘭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不能忘。         

莫道不銷魂，誰人不思春。 

輾轉難眠寄誰問，舊情隨風兩離分。 

月滿之夜初同遊，今夜見月添新愁， 

世間月圓時時有，暗藏真情恨悠悠。 

 

【芸兒心焦如焚上 

 

芸兒：(唸)  天上月圓人不圓，冤仇結重難補縫，(縫，音ㄊ一ˊn) 

後宮趕緊來求見，要救君侯恐怕難上天。 

 

【宮女帶上芸兒，速下 

 

馮小憐：姊姊因何事故，連夜來到後宮？ 

芸兒：貴妃娘娘容稟。 

馮小憐：(平靜的)蘭陵王打死和大人，太后也因此受驚致使身染惡症，這我早就知了。 

芸兒：貴妃娘娘，如今君侯被捉拿入大牢，不日刑部尚書就要問審，姊姊特來求見貴妃娘娘，

央望娘娘唸著昔時咱姊妹同在教坊的情誼，希望能在皇上面前為君侯說情求赦。 

馮小憐：姊姊未免太看重與我了？當今太后位高權大，和大人又是國之棟樑，蘭陵王此番縱

是皇上肯饒，恐怕太后是饒他不得！ 

芸兒：貴妃難道忍心？「長恭」他究竟也和妳⋯⋯ 

馮小憐：妳──(唱) 

      姐姐講話真婉轉，我的心事怎相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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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情未斷心紛亂，不甘他枷內來受冤。 

芸兒：(唱)  

夜夜思念妳的名，枕邊之人怎忍聽， 

他若冤死算是命，天涯我與他同齊行。 

馮小憐：妳──罷了，明日早朝我就金殿保他平安無罪，也免得被奸人所害。 

芸兒：多謝娘娘。 

馮小憐：我在金殿之上保奏，但是也需要有人相應合，姊姊附耳來⋯. 

芸兒：娘娘──好，我現就遵照娘娘旨意趕緊去備辦。 

 

~~燈暗~~ 

 

 

第五場  金殿早朝 

時間：早朝  

地點：金殿上    

人物：齊王高緯、馮小憐、蘭陵王、鄭芸兒、高丞相、斛律明月將軍、內侍、歌舞隊 

 

【中隔幕下，高丞相、斛律明月等文武百官上殿早朝 

高丞相：(唸) 水流東海歲月長， 

人上高樓福無疆， 

            一品尚書兼宰相， 

自有機關在心中。  

斛律光：(唸) 為國盡忠是本分， 

朝廷失體亂乾坤，  

長恭惹禍受災困， 

解救無門心操悶。 

高丞相：老將軍請了。 

斛律光：哼！讒言欺上的老閹臣。 

高丞相：ㄘㄟ，誰是閹臣？老將軍欺我太甚了！ 

斛律光：亂國之臣，罵得了你！ 

高丞相：我是官居極品的尚書郎與宰相，豈容你罵得！ 

斛律光：不惜廉恥，當是罵得。 

高丞相：罵不得。 

斛律光：罵得！ 

內侍：(高聲)皇上上殿⋯.. 

 

【威嚴儀杖緩緩而行 

【眾官員齊聲朝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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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王：眾位愛卿、賢卿、大將軍、侍郎、尚書、太宰⋯大家平身、平身。 

馮小憐：臣妾叩見皇上萬歲萬萬歲。 

齊王高緯：愛妃平身。 

馮小憐：謝皇上。 

齊王高緯：(背供)我後宮查某飼千萬個，可惜意愛的只有她一個。 

高丞相：稟皇上，太后被高長恭蓄意驚擾，現在群醫束手無策，太后鳳體違和，微臣以為必

然是高長恭的假面有煞氣，致使太后身染惡症，百草難醫。 

齊王高緯：那就燒掉假面啊！ 

高丞相：假面放在蘭陵王府內，戒備森嚴；當初，和大人因為用一條黑巾，吸收假面上的煞

氣，就被他高長恭追殺致死，太后也因此受牽連！假面放在蘭陵王府，我朝文武哪個

敢輕舉妄動？何況是要火燒假面。 

斛律光：一派胡言！稟煌上，蘭陵王在邊關出生入死，大戰他周軍，兩軍交戰，能得每戰必

勝，乃為假面的神靈英勇無匹！高丞相橫柴入灶，硬用假面帶煞氣的理由，要治他蘭

陵王的罪，這款卑鄙行為，好像白白布要染到黑！末將願以生命向皇上討保！  

齊王：這⋯高丞相，你敢是橫柴入灶、白白布要染到黑？ 

高丞相：什麼橫柴入灶、白白布要染到黑。請皇上定奪，小小假面燒不得，那太后的病體又

如何調理？何況聽說假面帶有沖天煞氣，陣前兩軍交鋒，沖天煞氣打敗敵軍，軍心大

振。但是京城之地，這沖天煞氣就會大害囉。 

群臣：(附和)是啊！高丞相說得有理！皇上，小小假面，如何比得太后的鳳體呢！老將軍太

失言了！ 

齊王：愛妃之見呢？ 

馮小憐：燒掉假面，依蘭陵王個性看來，恐怕不容易！不燒假面嘛，滿朝文武是會恥笑你無

能啊！ 

齊王：喔？高丞相你以為呢？ 

高丞相：這⋯⋯ 

斛律光：你這些全是妖言惑眾。 (唱) 

狐群狗黨結作伙，朝廷有你們真正衰。 

胡言亂語全是小人話，根基若倒難挽回。 

微臣二代戰沙場，鞍馬鐵甲無推辭， 

為國不怕生與死，君王豈能有偏私。 

高丞相：(唱)老將軍你欺甚人，皇上是君你是臣， 

           金殿無顧皇家的體面，刑部論罪你罪不輕。 

           寬厚無比是君王，高官顯爵將你封， 

竟然狂言來爭抗，三代老臣你太猖狂。 

斛律光：(唱)  

           老將軍、命一條，亂臣賊子滿王朝， 

           金殿理論實情表，論罪你們(正)罪難饒。 

齊王：(吃力的撐著精神)喔，這、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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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丞相：老將軍靠勢他們父子為大齊建功立業，因此金鑾殿上欺君枉上，辱罵朝臣，不如我

等辭官告老便是。 

齊王：慢者、慢者，老將軍我知，你老父是斛律金，你嘛斛律明月，兩代有功大齊國，但是，

官再大，也是出在我們的金口與聖旨，你總不能把我也不放在眼裡啊！ 

斛律光：那三軍將士，為了保國安邦，無顧生命，多少黎民百姓死在他鄉外地，家破人亡，

有幾人將他們放在眼裡？ 

高丞相：老將軍一句三軍將士，兩句黎民百姓，說我們不是就罷，竟然連皇上你也要教訓啊！ 

齊王：嗯、嗯，果然大膽！我身為齊國君王，朝廷之上，豈容得你這個老匹夫在那兒撒野！ 

斛律光：老匹夫、我是老匹夫⋯⋯(拔劍) 

高丞相：老匹夫、老匹夫⋯..哈哈，老匹夫⋯ 

 

【滿朝文武齊聲同笑 

【阿那肱被變了臉色的斛律明月嚇愣了 

 

高丞相：老匹、匹、匹⋯老將、將、將軍⋯⋯ 

斛律將軍：今日老匹夫老命一條，配你高丞相，來啊！來啊！ 

 

【高丞相虛與委蛇一番，並暗中使眼色，讓禁軍出其不意，以彎弓勒死老將軍 

 

斛律將軍：(驚惶看著弓箭)射鵰老將軍死在彎弓之下，呵呵，啊！(痛苦狀) 

(遠遠傳來那首「敕勒川」歌謠) 

os(唱)：敕勒川，陰山下， 

天似穹廬，籠蓋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見牛羊。 

斛律將軍：啊！蘭陵王，請原諒我無法替你解圍啊！射鵰老將軍、射鵰老將軍⋯⋯啊── (倒

殭屍)(禁軍引退) 

馮小憐：真是一場驚天動地的場面。皇上，莫非戰場殺伐就像這般。 

齊王高緯：戰爭，難免有生有死，這是時常，只是我看到心頭無清爽！ 

馮小憐：皇上看到會驚惶，以後如何治理天下？ 

齊王高緯：治理天下，寡人有高丞相襄贊！ 

馮小憐：那邊關戰事發生，要派哪一個將軍啊！ 

齊王高緯：這⋯⋯ 

馮小憐：老將軍已死，朝內無人啊！ 

齊王高緯：有，還有大牢內的高長恭。 

馮小憐：高長恭是欽犯，犯下枉殺朝臣大罪，不日就要審理問斬！皇上朝內無大將軍了。 

齊王高緯：這樣說來，該赦他無罪！ 

馮小憐：不可，不可，不如皇上派高丞相作先鋒，邊關出事，就命他打前鋒！ 

齊王高緯：好辦法。高丞相依你之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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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丞相：微臣恐怕無能承擔重任。 

馮小憐：君要臣死，臣不死是不忠。高丞相怎說無法承擔，莫非也是貪生怕死之人。 

齊王高緯：貪生怕死之人，留你何用？ 

高丞相：不是，微臣的意見是，若是為大齊萬年江山設想，應該開赦他蘭陵王。 

齊王高緯：耶，要辦蘭陵王是你的意見，這時要開赦也是你的意見。到底高長恭該死也是該

赦呢？ 

高丞相：嗯、嗯，這嘛⋯喔，那日，蘭陵王殺死和大人，手段激烈確是該死，但依微臣看法，

若不是和士開行事不正在先，利用太后的權勢去對蘭陵王進行「黑色」的迫害，可能

蘭陵王就不會用這「紅色」的制裁去對付和大人。 

齊王高緯：高丞相，我聽無什麼紅色、黑白色，究竟是要死、還是要赦？ 

高丞相：為君王萬年江山設想，赦吧！ 

齊王高緯：赦？ 

馮小憐：皇上饒赦、不饒赦但憑與你，不必傷神正是。皇上今日煩心令我擔心，不如就讓蘭

陵王府的歌舞隊，入殿表演王府練將操兵的歌舞，皇上以為如何？ 

內侍：蘭陵王府歌舞隊殿前候等，準備── 

馮小憐：歌舞隊已經在殿前候等了。  

齊王高緯：也罷，就與他們進殿來。 

內侍：蘭陵王府歌舞隊進殿。 

 

【蘭陵王府歌舞隊，剛健整齊的唱著象徵蘭陵王府精神的「戰歌」 

 

歌舞隊：(唱)壯士出關何怕干戈，千軍萬馬奈我如何， 

            誰人不識高齊旗號，沙場決勝他稱英豪。 

            貌柔心壯眼迷濛，頭縛假面巧扮裝， 

            親王俊灑人清朗，何人不識蘭陵王。 (魚貫而下) 

 

 【文武官員稱美讚嘆不已     

 

齊王高緯：耳聞不如親見！蘭陵王府得歌舞隊果然要得、要得！ 

馮小憐：皇上，不只如此而已── 

齊王高緯：嗯，如何啊？ 

馮小憐：臣妾聽說，當年邙山一戰，蘭陵王帶領五百名將士殺得周兵走退無路。後來為慶祝

旗開得勝，軍中將士特別編了《蘭陵王入陣曲》，模仿蘭陵王戴假面入陣指揮的英姿，

載歌載舞。咱何不命他在殿前表演── 

齊王高緯：嗯？愛妃看來對伊蘭陵王有用心？ 

馮小憐：稟皇上，臣妾以為，如果他肯答應表示已有反悔之心，皇上可以開恩赦免，這是銀

針試毒，皇上怎會懷疑臣妾呢？ 

齊王高緯：就依愛妃之見，明日銅雀台設宴，命蘭陵王表演《蘭陵王入陣曲》，我要看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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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王是否有二心。 

 

【繼蘭陵王府《戰歌》曲樂之後，彷彿又聽見當年蘭陵王沙場上無奈的悲聲⋯⋯ 

【啊！歲月無情人易老，沙場逞勝又如何； 

英雄從來君王誤，忠心報國嘆無辜⋯.. 

 

~~燈暗   

 

第六場   將軍無淚 

時間：公元 573 年 

地點： 銅雀台  

人物：蘭陵王、柔然公主、鄭芸兒、馮小憐、高緯、高丞相、禁軍、內侍、宮女 

 

【「蘭陵王入陣曲」華豔無比的戲服，在冷豔燈光反襯下，銅雀台美的有些淒迷 

【那是音容兼美、貌柔心壯的蘭陵王，他背著充滿歷史感的銅雀台，台上已然氤氳著柔然國

奇情綺麗的音樂 

【柔然公主飄然而上 

 

柔然公主：(唱)  魂魄流離兮歷滄桑，柔然公主兮身空茫， 

難捨孩兒兮天作弄，急急匆匆兮走四方。 

 

【內侍兩人，帶來蘭陵王的假面，蘭陵王面露安全且自信神情，他讓內侍安放好假面。內侍

下 

蘭陵王：(一陣風來，他感知母親在身邊)娘親── 

 

【射鵰老將軍悲聲揚長 

 

斛律光：(唱) 時不我與兮亂紛紛，雁門關外兮敵如雲， 

            不見救兵兮人憂憤，一片丹心兮老了將軍。 

蘭陵王：(更急的風來，他感知該是老將軍來了)老將軍── 

 

【鄭芸兒、文武官員、皇上、馮小憐魚貫而上坐 

 

OS：(唱) 銅雀台、鬧紛紛，文武百官伴皇君， 

         一曲蘭陵和古韻，幾人傷心淚暗吞。 

         愁容難掩高長恭，巧扮梳妝貌堂堂， 

         丰神翩翩氣豪壯，萬古流傳蘭陵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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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樂震動，高長恭面露兇光，舉手投足，令人不寒而慄⋯.. 

【蘭陵王入陣曲樂莊嚴有威儀，蘭陵王且歌且舞 

蘭陵王：(唱) 

心忠直，風沙滾滾丹心血碧。 

邙山上、曾見幾番，血性男兒的本色。 

登臨望故國，誰識、荒煙劍客？ 

長征路、生死何懼，苦了白髮萬丈尺。夢尋舊蹤跡。 

誰家奏哀絃，送別酒席，誓言凱旋在寒食。 

嘆白駒飛快，冬去又暖。回頭馳騁已數驛，敵軍走天北。 

悽惻，骨骸積！策馬數十回，遍野哀寂。 

故國應是春無極。君臣喜攜手，畔池聞笛。 

不忘前事，丹青裡、血斑滴滴。   

【舞罷，蘭陵王整理妝容，內侍為取下假面，放置安妥  

【那邊君臣飲樂歡暢，獨有高丞相側身斜坐，拒絕觀賞 

【馮小憐曲意承歡，甚得齊王恩寵 

【芸兒正襟端坐，身旁為蘭陵王預留的座椅，落寞空寂⋯ 

 

齊王：確是英勇無比，臨陣指揮，殺氣騰騰，好驚人啊！ 

馮小憐：多驍勇無雙的「蘭陵王入陣」，來人賞賜美酒三大盃。(進酒) 

 

【馮小憐上前親為斟酒 

蘭陵王：(冷然)多謝貴妃娘娘。 

馮小憐：(唱) 

       一盃敬禮讚英雄，你是我朝的棟樑， 

        人人誇你猛虎將，蘭陵入陣天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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蘭陵王：(唱) 

這盃美酒吞入喉，暗暗珠淚涔涔流， 

        滿腹心酸怎敢號，將軍無淚正英豪。 

馮小憐：(唱) 

        二盃敬你好膽氣，載歌載舞在丹墀， 

        覆上假面壯意志，音容雙美誰能知。 

蘭陵王：(唱)  

兩盃美酒吞入喉，我的心事誰知曉， 

為國邊關守城口，今生早已生死拋。 

馮小憐：(唱) 

        三盃勸君要冷靜，得時便是人中龍， 

        敬你三盃苦心用，愿君知我的隱情。 

蘭陵王：(唱)(感知小憐的情意) 

        委婉說出她衷情，是非恩怨才分明， 

        相信命運天注定，深情只有寄來生。                

高丞相：蘭陵王，失禮了！ 

馮小憐：(回神)蘭陵王醉了吧！ 

 

【醉態三分的蘭陵王跌坐在芸兒身邊 

 

蘭陵王：我醉了？沒醉！我只是歡喜，歡喜今日能得皇上大恩，開赦我離開枷牢！ 

齊王：多謝免說，寡人開赦你無罪，但是太后有命令，要你將假面交刑部，擇時烈火焚燒。 

蘭陵王：微臣寧死不從。 

 

【芸兒一旁勸阻 

 

馮小憐：人會老去，假面也會舊去，再換又何妨？ 

蘭陵王：貴妃娘娘，我知，人會老去，但真情不老。這個假面或者會舊去，但是「生我者父

母，助我者假面」，我不是像有些人一樣，「換舖若走路」，我寧死不從！ 

 

【那是諷刺馮小憐的現實矯情吧，還是他在點醒馮小憐什麼？ 

 

高丞相：小小假面，蘭陵王何必看重如此。京城雕刻工匠滿街市，重新再刻一個假面，是皇

太后小小旨意，你怎能逆旨橫行？ 

蘭陵王：我若是逆旨橫行，那你高丞相害死朝廷無以計數的忠良，動搖我朝根基，你該當何

罪？ 

高丞相：皇天在上可以做鑑評，我阿那肱對太后、皇上忠心耿耿。 

蘭陵王：忠心耿耿？你戰場坐開路先鋒，你天災蝗禍與民同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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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丞相：朝廷不能一日無君，皇上可以證明，我為擔心皇上龍體欠和，幾次先替皇上試喝「黃

龍湯」，這款誠心，皇上知曉！ 

蘭陵王：(冷笑、不齒)滿朝文武，哪幾個是試飲「黃龍湯」而封官加爵，你不知嗎？堂堂朝

廷宰相也以替皇上試飲「黃龍湯」，真是見笑、無恥！ 

高丞相：這⋯⋯ 

蘭陵王：這、那⋯⋯，朝廷要你何用？ 

齊王高緯：高長恭、蘭陵王，聽說你做人攲蹺(ㄑ一  ㄑ一ㄠ) ，果然不是普通嚴重！寡人

聽到要快要動怒。「黃龍湯」其臭無比，是太醫用人體排泄之物，再添加百草提煉而

成，能替寡人試飲的人，當然是我國功臣，難道你有意見？敢反對嗎？ 

馮小憐：皇上息怒！銅雀台飲宴，君臣同歡，何必打壞氣氛？ 

齊王高緯：假面要燒！ 

蘭陵王：請皇上帶念咱同宗共支兄弟之情，假面對微臣有切身之恩，皇上特別寬赦。 

高丞相：皇上赦不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上開赦於他，執法不嚴，日後令出難行。 

蘭陵王：斛律老將軍會金殿慘死，原來就是你這個試飲「黃龍湯」的高丞相造成。胡言亂語，

惹事生非。我想若不是我是高齊皇家的宗支，恐怕也會橫死在金階。 

胡太后：(怒上)你不是高齊的宗支，你是高齊的孽種、邪魔！ 

蘭陵王：太后── 

胡太后：你以為無人知情，事實，你的母親柔然公主本是太皇祖的侍妾，那個假面是太皇祖

賜予柔然公主，給她隨身保護自己。可惜你的母親不該私通皇太祖的長子，生下你這

個孽子。太皇祖知情，怒氣衝天，斯可忍孰不可忍？你的母親被杖死在金殿之上。這

是咒讖，這是報應！  

蘭陵王：(傷痛難抑)住口，住口，我不准妳再提起我的親娘，我也不准妳侮辱我的親娘，她

已經受盡折磨，我只是她留在齊國的一點血脈⋯. 

胡太后：哈哈哈，一點血脈？一點血脈想繼承大齊帝王之位嗎？ 

        我早知你的野心，可惜邪不勝正，你以為戰場百戰百勝，就可以掌握軍權，威逼我

的皇兒── 

蘭陵王：我該然繼承大齊帝位，哪一位世子如我一般，身先士卒？又哪一位不知高長恭、我

蘭陵王盡心國家的忠心？哈哈哈，高齊必定毀在這些諂媚不知廉恥的大臣身上。 

高  緯：大膽！放肆！來人收押至大牢候審。 

胡太后：我要讓你生不如死！ 

芸兒：皇上，太后開恩！(跪下)親王方才連飲三杯，醉言醉語，藐視朝廷，激怒皇上太后，

妾身願意替他贖罪⋯⋯ 

馮小憐：我本以為蘭陵王一心報效皇上，哪知存心不良，有意謀取大齊王位，真是罪該萬死，

皇上，你以為呢？ 

高  緯：愛妃也看出他的真面目囉！(轉身)來人，押下大牢── 

高丞相：哼，你後悔莫及了── 

蘭陵王：天啊，這是天要滅我大齊嗎？(轉向假面方向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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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束光，假面魂靈，突然凌空飛擊向胡太后 

【銅雀台瞬間風起雲湧 

【眾人紛紛散逃而去 

 

 

 

 

 

 

尾聲 

 

時間：公元 573 年  

地點：鄴城(北齊宮廷)  

人物：蘭陵王、高丞相、鄭芸兒、內侍 

 

OS：(戰歌)  壯士出關何怕干戈，千軍萬馬奈我如何， 

            誰人不識高齊旗號，沙場決勝他稱英豪。 

            貌柔心壯眼迷濛，頭縛假面巧扮裝， 

            親王俊灑人清朗，何人不識蘭陵王⋯⋯.. 

 

【那慘然淒風漸漸平息了 

【人都散了，「戰歌」越唱越沒聲，直到「何人不識蘭陵王」時，一丁點兒聲音也沒了，只有 

很衰颯的落寞感氤氳著⋯⋯ 

【發落大牢裡的蘭陵王一身膽氣都沒了，音容兼美的形象依舊，他少了帶著假面時的剛

戾⋯⋯.. 

【抬頭仰望，懸掛在牢房半空的假面，假面震懾人心的的暴戾感依舊，只是那暴戾此時已被

更強勁的繮索捆縛著 

蘭陵王：(望著假面喃喃自語) 貌柔心壯眼迷濛，頭縛假面巧扮裝，親王俊灑人清朗，何人不

識蘭陵王。何人不識蘭陵王？！蘭陵王因為假面而名揚天下，假面啊──你與我 

(唱)出生入死歷風波，假面覆面我膽氣高， 

    鐵馬干戈山河保，殺盡敵兵稱英豪。 

    飛鳥既盡良弓藏，狡兔若死走狗亡，  

    入陣太深遭毀謗，忠心一片打無功。 

    母親疼子費心機，宮廷險惡來護持， 

    金面蛇身帶凶氣，四方鬼魂護身邊。 

    殺盡天下父母生，遍野哀號哭伶仃， 

    思想前情自反省，手下亡魂也難平。 

    是你──助我凜然不可侵犯之氣，是你──多少亡魂無家可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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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知血債血還在今朝？呵~~呵呵~~天作孽猶可活，自作孽不可活。 

呵~ ~呵呵~~，這是我的下場 

 

【舞台一角，是蘭陵王府靜心庵，鄭芸兒虔誠禮佛 

【緩緩流淌的是安靜而平和的梵音，那麼莊嚴、那麼無垢，輕輕的.. 

 

OS：聖旨到── 

 

【高丞相帶著內侍上，他們端上的是御賜鴆酒 

 

蘭陵王：(冷冷然)，聖旨到？ 

高丞相：聖旨開讀── 

蘭陵王：不必費心開讀，就將鴆酒進上來吧！ 

高丞相：這是皇上恩賜，免得你滿門操斬，身首異地。 

蘭陵王：高長恭一生戎馬倥傯，奉獻君皇，總算沒白費工夫，也能得換來這等榮幸──王府

免得被滿門操斬，我身首異地。 

 

【遠方靜心庵的梵音越來越急⋯⋯.. 

【蘭陵王取來鴆酒，傾飲而盡 

【毒已侵入蘭陵王的肝臟肺腑，ㄧ種絞痛、椎心之痛正逐漸燃燒 

 

蘭陵王：啊── 

 

【一陣梵音夾和著馮小憐在金殿上的讚美頌歌 

【馮小憐：幕後唱 

        一盃敬禮讚英雄，你是我朝的棟樑， 

        人人誇你猛虎將，蘭陵入陣天下揚。 

        二盃敬你好膽氣，載歌載舞在丹墀， 

         覆上假面壯意志，音容雙美誰能知⋯⋯⋯ 

 

【一束追光，追著假面、追著芸兒的唸誦、追著無限憾恨的蘭陵王⋯.. 

【痛煞心扉的蘭陵王，在假面轟然跌落那瞬間，他也悄然離開人間 

【暈光濛濛，覆著蘭陵王逐漸冰冷的身軀 

 

【燈漸暗 

 

【幕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