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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大綱劇情大綱劇情大綱劇情大綱 

這是一個女人在愛情裡的迷思與覺醒的故事。 

藝旦阮香嬋戀慕著教她作詩的世家子弟連文傳，但抗日志士廖漢民用生命保

護她時，展現的男子氣概和真性情，令她終於領悟了真愛。 

香嬋因高傲得罪漢奸，在宴會被脫衣羞辱，自殺獲救。漢民為香嬋暗殺漢奸

陳信雄，此事卻連累連文傳，被內田大佐誤以為是主謀，抓了文傳拷打。 

漢民侵入看守所想劫獄救出文傳，但文傳擔心連累親友，不肯跟他走。兩人

對英雄氣概和暴虎馮河有一番爭論。文傳堅持不走，漢民只得自行離去，內心對

文傳有如文天祥的風骨，留下深刻印象。 

刑場上，文傳將被槍決，漢民挺身而出，扛起一切，當場被槍決。香嬋目睹

情境，悲痛震撼。將餘生與文傳合力，完成漢民的遺願，寫出台灣人民的歷史。 

     

人物表人物表人物表人物表 

1. 阮香嬋：18 歲藝旦，愛好詩文戲曲，能歌善舞，外柔內剛。 

2. 連文傳：25 歲詩人，文質彬彬，飽學多才。個性溫和，有西方一夫一妻思想，    

雖喜歡香嬋卻不能捨賢慧妻子，只能認香嬋為弟子，教她學詩。 

3. 王淑婉：27 歲，連文傳之妻，家世高尚的賢慧女性。 

4. 廖漢民：25 歲，地下抗日志士，富有正義感和男子氣概。 

5. 陳信雄：40 歲，內田大佐的侍從官，利用日本勢力欺壓自己同胞的漢奸。 

6. 內田大佐：40 歲，日本警部長官。 

7. 阮秀琴：40 歲，風韻猶存的中年藝旦，香嬋的養母。開設攬春園藝旦間。 

8. 雅子：25 歲，妖媚邪氣的日本藝妓。 

9. 阿珠：18 歲，連文傳家女僕。 

10. 阿桂：18 歲，連文傳家女僕。 

 

場景介紹場景介紹場景介紹場景介紹 



百劫紅顏 3 

1. 攬春園庭院：中國式庭園造景，左邊和中間是涼亭客座，有欄杆圍繞，中間

有一小表演台，台子後面有屏風背景，藝旦由屏風後進場表演。

屏風中間有一簾子，表演者也可掀簾而出。舞台右邊欄杆以外

有假山，松竹流水，高低錯落有緻。 

2. 連家客廳：連文傳家，尚稱富裕，中國式家具，典雅素淨。 

3. 潭水邊：潭水邊，有樹木假山等造景。 

4. 陳信雄家客廳加庭園：富裕豪華，中式家具，左側有假山流水庭園，右側是

大廳，設有兩桌可以宴飲。 

5. 城門口：左側有城門門樓，橫亙舞台有一道城牆。行人沿城牆來往。 

6. 山林小屋：廖漢民住處。有門戶，有竹子做的推窗，簡單桌椅和床褟。窗外

綠意盎然，有山林之美。 

7. 看守所：有鐵柵欄圍成監獄，監禁犯人。右側為柵欄和監房。左側有看守人

的桌椅。 

8. 刑場：中間後方高台上設有一桌為官員座位。警察成一排站在高台之下，圍

觀民眾站在左側。中間空地為行刑處。舞台右邊有畫有槍靶的圓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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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場） 

第一場  教就新聲傾坐客 

場：1 景：攬春園庭院 

時：日 人：阮香嬋，藝旦甲、乙，樂班數人，連文傳，阮秀琴，文人甲、

乙、丙、丁，睡魔神（戲中戲），廖漢民，日本警察甲乙丙丁 

△攬春園裡，文人甲乙丙丁在宴飲，養母秀琴親自端酒招呼客人。樂班

數人演奏著小曲。 

△連文傳走入，眾人招呼他入座 

甲：連大哥，我們等你很久了！  

文傳：別叫我大哥，叫我文傳就好。 

乙：文傳，你來得正好。秀琴收了一個養女，秘密訓練了好久，等一下要上台初

試啼聲，替我們表演才藝。你剛好趕上！ 

文傳：歐？真是太巧了！ 

秀琴：連少爺，不是我在自誇，我們香嬋啊，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長得真

水咧！ 

文傳：有人眼睛不是眼睛的嗎？咁講眼睛會是鼻子？ 

△眾笑 

秀琴：連少爺真愛講笑！看起來你是不相信我的話。來，你看了就知。 

△秀琴拍掌。音樂一緊，藝旦甲乙由場中表演台背景屏風後一左一右出

現，舞姿曼妙。 

文傳：哪一個是香嬋？ 

秀琴：都不是。 

△音樂轉為悠悠隱微，香嬋由屏風中間掀簾而出，用團扇半遮面，嫣然一

笑。坐著的文人有的不由自主地站起觀看。 

△香嬋隨著音樂起舞，跟藝旦甲乙搭配，舞姿絕美，舞衣用紗巾束腰，腰

纖一握，小腳伶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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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嬋輕啟朱唇，唱起小曲。聲音清亮，音質純淨，字正腔圓，唱出少女

懷春的愁緒。 

香嬋：（唱牡丹亭.驚夢.）【山坡羊】沒亂裏春情難遣，驀地裏懷人幽怨。則為俺

生小嬋娟，揀名門一例一例裏神仙眷。甚良緣，把青春拋的遠。 

眾：（用力鼓掌）讚！這牡丹亭的驚夢，唱得真好！ 

香嬋：【續上段山坡羊】俺的睡情誰見？則索要因循靦腆，想幽夢誰邊，和春光

暗流轉遷延。這衷懷哪處言？淹煎潑殘生除問天。 

甲：讚！來唷！文傳，你來扮柳夢梅，跟香嬋唱上一段遊園驚夢！ 

文傳：我不行啦！不要破壞了香嬋的歌藝。 

秀琴：怎麼會？連少爺的崑曲唱得有夠好。如果能跟連少爺一起唱上一段，我們

香嬋可就紅了！您若不棄嫌，就請提點一下我們香嬋。 

眾：對啊對啊！我們要聽！文傳若不唱，就是看我們不起。 

文傳：這…好吧！ 

秀琴：太好了！香嬋，你的柳夢梅來了！ 

△秀琴拉著文傳，來到表演台旁。方才藝旦甲乙拿服裝頭巾來，當場替文

傳披掛打扮成柳夢梅。 

△眾人叫好，連聲鼓掌。樂班音樂賣力演奏。 

△吹打住，睡魔神手持合著的一對小圓鏡出場。 

睡魔神（念）：睡魔睡魔，紛紛馥鬱，一夢悠悠，何曾睡熟？某睡魔神是也，今

有柳夢梅與杜麗娘有姻緣之分，奉花神之命，著我勾引他二人香魂入夢者。 

      △念畢，在吹打〔萬年歡〕牌子中，睡魔神分開兩鏡，左鏡貼胸，高舉右

鏡，從上場門把文傳飾的柳夢梅引出來。 

△文傳手執柳枝，雙袖高拱，遮住臉出場，被引到大邊側身站住。睡魔神

縮回右鏡，伸出左鏡照住文傳，用右鏡在桌上一拍，再舉鏡把香嬋飾的

杜麗娘由小邊引出。 

△香嬋抬起左袖擋臉，在小邊與文傳對面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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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魔神悄悄地合鏡，從香嬋身後繞到文傳的右邊，先沖二人一看，再看

看臺下觀眾，然後一笑下場。 

△二人相對移步，愈走愈近，等到文傳抬起的左手碰著香嬋拱著的右手，

二人同時放下袖子，相見之下，文傳有驚喜的表示，香嬋因害羞，又把

左袖抬起，擋住文傳的視線。 

文傳（念）：姐姐，小生哪一處不尋到？卻在這裏，恰好在花園內，折得垂柳半

折。姐姐淹通詩書，何不作詩一首，以賞此柳枝乎？ 

      △此時文傳左手執枝，念到柳枝乎，用右手指一下柳枝。 

香嬋（念）：那生素昧生平，因何到此？ 

      △香嬋左袖仍擋住臉。念到到此又偷看文傳一次，恰好文傳也在看她。四

目相對，香嬋害羞，趕快又用左袖擋住。  

文傳（念）：姐姐，咱一片虔心愛煞你哩！ 

      △文傳右手穿袖、翻袖，左手把柳枝大在右肘上，左腿微彎，右腳靴尖翹

起，念到哩字，文傳用右手把香嬋抬起的左袖輕輕往下按，香嬋含羞，

又換用右手的袖子來擋住文傳的視線。  

文傳（唱）：【山桃紅】則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兒閒尋遍在幽閨自憐，

轉過這芍藥欄前，緊靠著湖山石邊，和你把領扣鬆衣帶寬袖梢兒搵著牙

兒苫也，則待你忍耐溫存一晌眠。 

合唱：是那處，曾相見，相看儼然。 

      △兩人背對背，唱到見字，都回過身來對眼光。唱到相看，二人同時穿袖，

杜向右轉，柳向左轉，都仍站在原處臉沖裏。唱到看字，又對一次眼光。

唱到儼然，二人又回過身來臉沖外。  

合唱：早難道好處相逢無一言。 

      △早難道好處，二人各沖外唱。唱到逢字，都回過身來相對立，各用兩個

食指相碰的比一下，表示相逢的意思，等到二人對上眼光，香嬋又立即

把手縮回。唱到無一時，二人沖外雙攤手。文傳又在唱一言中穿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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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兩翻袖 

△在樂隊吹的〔萬年歡〕曲牌中，眾人歡呼鼓掌。文傳團團一揖。 

眾：讚唷！有夠專業！ 

文傳： 各位見笑了！ 

△文傳下場。藝旦甲乙協助他脫下戲服。香嬋舞水袖做些身段，飄然出場。

臨走回頭又看文傳。 

△香嬋由屏風後出場，卻未離去。躲在假山後偷聽文傳等人對話。 

甲：文傳，她煞到你了！ 

乙：文傳家世好，家產也夠，就把她包下來，或是娶回去，也是傳為美談的事。 

文傳：我已經有某了！ 

乙：你這種身份的人，三妻四妾，也是理所當然。 

甲：你老實說，你有中意香嬋沒？ 

文傳：這… 

乙：這種事情，現在講不準啦！日久生情，久了就知。 

甲：來來來，喝酒！今天是我們詩社聚會作詩的日子。若要給文傳做媒，等下次

吧！ 

△眾笑，舉杯。音樂繼續演奏著。香嬋有些失望，轉身繞過假山要走，卻

一頭撞在作睡魔神打扮的人身上。香嬋要喊，睡魔神將她制住，掩住其

口。香嬋驚恐。涼亭中眾人渾然不知。 

睡魔神：妳答應不叫，我就放了妳。 

△香嬋點點頭。睡魔神將她放開。 

香嬋：你把阿中怎麼了？ 

睡魔神：伊沒事。只是被我打昏。 

香嬋：剛剛上場演戲的是你？ 

睡魔神：沒錯。 

香嬋：你為什麼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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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魔神：我在躲避日本警察的追捕。 

香嬋：你是什麼人？ 

睡魔神：我叫廖漢民。（以下稱漢民） 

香嬋：你就是那個跟日本人作對的賊啊？ 

漢民：叫我義賊。 

香嬋：義賊跟賊有什麼分別？ 

漢民：我專門劫富濟貧，暗殺壞人。 

△四個日本警察由左舞台衝入。漢民拉著香嬋，閃到假山之後。 

△眾賓客皆驚訝站起。秀琴緊張迎接。 

秀琴：各位大人，什麼風把你們吹來了啊？我們沒有好好迎接，真是失敬。 

警甲：我們是來追捕大盜廖漢民。不相干的人留在原位。（示意其他警察）搜！ 

△警察如狼四虎，拿著畫像，一一比對。動作粗魯。 

△警察搜完賓客和藝旦甲乙等人，往假山搜過來。漢民想躲，但警察已前

後包抄。 

△香嬋緊急假裝腹痛，彎下腰來 

香嬋：我巴肚真痛！阿中，你有沒有藥給我吃？ 

漢民：沒啊！各位大人，你們看要怎麼辦？香嬋小姐剛剛表演完，半路肚子痛。 

警甲：（亮出漢民畫像）有沒有看到這個人？ 

漢民：（假裝仔細看）沒有看到咧。今天我們攬春園來了很多客人，我只顧表演，

都沒仔細看。 

香嬋：真痛啊！阿中，快替我請大夫！ 

△香嬋裝作站不直腰，漢民扶著她。 

漢民：大人，我可以替香嬋小姐去請大夫嗎？ 

警甲：去！ 

漢民：多謝大人！ 

△ 漢民出場。香嬋留在原地，鬆了一口氣，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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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 當時祇受聲名累 

場：2 景：連文傳家客廳 

時：日 人：連文傳，王淑婉，女僕阿珠，阿桂，內田大佐，陳信雄， 

日本警察甲乙 

△文傳之妻淑婉在指揮女僕甲乙做打掃工作。 

淑婉：阿珠，你把那個花瓶移開，後面的灰塵擦乾淨。 

阿珠：是，少奶奶。 

淑婉：花瓶很重，阿桂，妳去幫她。 

阿桂：是。 

△阿珠阿桂工作。文傳回家。 

文傳：我返來了！ 

淑婉：文傳，你累了嗎？這裡坐。我給你泡茶。 

△文傳在太師椅上坐下。淑婉倒茶來，文傳舒適地伸展身體，喝著茶，淑

婉輕輕替他搥著肩膀。阿珠阿桂退。 

淑婉：那個阿珠不錯吧？ 

文傳：很好啊，做事很努力。 

淑婉：我給你討回來做細姨好不好？ 

文傳：不要黑白講。她是底下人，我對她沒有任何其他想法。 

淑婉：那阿桂呢？她也不壞啊！我都是仔細挑選過的，你要是有中意，我都可以

替你安排。 

文傳：我都不要。 

淑婉：那是不是嫌伊們沒讀過冊，氣質不夠高尚，看不上眼？ 

文傳：妳別替我安排了。這種事情，要看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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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婉：你常去攬春園，咁是有中意的藝旦？ 

文傳：這… 

淑婉：我們連王兩家，家世一向都清白高尚。你娶細姨，切切不可娶那種有才無

德的賺食查某。 

文傳：不要這樣說！藝旦是苦命被賣做養女，並非自願。妳是千金大小姐出身，

怎能瞭解那種苦處？  

淑婉：不提這個了。談談今天詩社的聚會吧！今日有什麼新作品嗎？ 

文傳：別提了！正要聯詩作對的時候，四腳狗就來了！ 

淑婉：歐？日本警察來做什麼？ 

文傳：搜捕大盜廖漢民。 

淑婉：有抓到嗎？ 

文傳：廖漢民怎麼會在攬春園？只是白白敗壞了咱們的詩興。 

淑婉：還好沒有抓到。 

文傳：怎麼？妳認識廖漢民啊？ 

淑婉：沒有啦！大家都在傳，廖漢民對付貪官污吏，對付漢奸和惡霸，非常勇敢。 

文傳：勇敢，勇敢有用嗎？ 

淑婉：噓！這話可不能給朋友聽到，不然人家會誤會你替日本人說話。 

文傳：唉。我也不喜歡日本人。但是清國就已經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了，我阿爸也

參加了台灣民主國，抵抗日本接收台灣。但是這有用嗎？咁講不會引起更

多報復，害得許多無辜的人被牽連？ 

淑婉：你說的也對。但是，就算無法抗日，總覺得未甘心聽日本人的話。 

文傳：古人有言，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消極抵抗的話，至少我們不替日本

人賣命，不當日本官，也就算有心了。 

△阿桂入客廳 

阿桂：少爺，少奶奶，那個替日本人做事的陳先生又來了！還帶著一個日本官，

一群日本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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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傳和淑婉面面相覷。 

文傳：你說我不在。 

      △文傳急忙起身往內走。 

      △內田大佐和陳信雄及日本警察二人走入 

信雄：人客來了，主人怎麼走了？ 

      △文傳尷尬停步轉身。淑婉忙迎上去解圍。 

淑婉：陳桑，各位大人，你們誤會了！文傳身體不爽快，無法度接待人客，怕會

失禮，所以由我來迎接各位。人客請坐。（吩咐女僕）阿桂，去倒茶。 

      △阿桂退，淑婉招呼客人入座。 

      △內田大剌剌坐到太師椅上，文傳和淑婉反而站著。日本警察雄赳赳氣昂

昂地分左右站在內田後面。信雄在內田身旁。 

淑婉：請問各位來此，有何貴事？ 

信雄：真人不說假話。聽說文傳兄剛剛還在攬春園唱崑曲遊園驚夢，演那調戲杜

麗娘的柳夢梅，風流瀟灑，跟藝旦差一點弄假成真，為何回到家來，立刻

就生病了？是不願見我們，還是對嫂子有意見，一看到就不舒服？ 

      △淑婉聞言，轉頭看文傳。 

文傳：你不要亂說。剛剛詩社聚會，唱了首小曲。只有這樣而已。 

信雄：既然唱曲，表示你精神還很好。為何忽然就生病了？ 

文傳：喝酒完，在回來的路上吹了風，頭有點痛。 

內田：信雄，不要多言。你把我的來意跟他說清楚。  

信雄：（行禮）嘿！（轉頭）陳文傳，你的好運來了！ 

文傳：什麼好運？ 

信雄：我們內田大佐，想要請你出來當縣長。 

文傳，淑婉：（驚）縣長？！ 

信雄：這可是你們無上的光榮唷！大佐不計較你阿爸在台灣民主國胡作非為，抵

抗政府的舊恨，還要給你作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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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傳：你們想用我來收買人心？ 

信雄：算你猜對了。就是要用你來安定這邊反對政府的意見。你也知道，那種反

對政府的愚笨行為，只是製造更多的死傷。怎麼有可能動得了咱日本政

府？既然動不了，乖乖當順民，對大家都好。 

文傳：對不起，謝謝你們的好意，我沒有興趣做官。 

信雄：你說什麼？ 

文傳：我既不會當官，口才也不好。縣長這樣重大的工作，我推薦另一位適合的

人。 

內田：什麼適合的人？ 

文傳：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就是這位陳信雄先生。 

內田：你的背景，比較有說服力。 

文傳：多謝大佐賞識。但是我的面子恐怕幫不上什麼忙。 

內田：這麼說你是不當了？ 

文傳：我不敢當。我怕夾在兩邊為難。 

內田：既然你堅持不肯，那這個機會就讓給別人了。 

文傳：另請高明是最好。 

內田：（轉向信雄）伊很可疑。給我特別留意伊的一切舉動！有問題立刻向我回

報！ 

信雄：（立正敬禮）是！ 

      △內田帶頭走出。信雄回頭瞪文傳夫婦一眼。 

信雄：敬酒不吃吃罰酒。你們等著瞧吧！哼！ 

      △信雄和二名警察出。 

      △文傳夫婦面面相覷，愁容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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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越女如花看不足 

場：3  景：攬春園庭院 

時：日 人：阮香嬋，廖漢民，連文傳，秀琴，陳信雄 

△香嬋獨自在涼亭彈琵琶。她側著頭，白玉般的手指在琵琶上翻飛，叮叮咚

咚的弦聲帶點淒涼，但她臉上卻是不識愁滋味的稚氣笑容。 

△廖漢民從假山上跳下來。唬地一下嚇得香嬋跳了起來，差點摔倒。漢民矯

健地衝過去攙扶。香嬋要喊，漢民蒙住她嘴巴。 

漢民：噓！不要叫！我是睡魔神！ 

香嬋：睡魔神？ 

△廖漢民點頭。香嬋恍然大悟。 

香嬋：歐！你是那個賊！ 

漢民：叫我義賊。或是你要叫我大俠也可以。 

香嬋：大俠又不是自己在臭彈的。 

漢民：臭彈？我哪裡不像大俠？ 

香嬋：哪裡都不像。哪有大俠每次見面都蒙住人的嘴，叫人不要叫。 

△漢民大笑。香嬋也覺滑稽，開始跟著笑。 

漢民：講這樣。我有對你安喏唷？ 

香嬋：要是你是這種人，我就不救你了。 

漢民：你咁知道我今日為什麼來這？ 

香嬋：咁講你今日又堵到四腳狗？ 

漢民：今日沒有四腳狗。我是專程來答謝妳的救命之恩。 

香嬋：歐？你要怎樣答謝？ 

漢民：我給妳一個願望。只要妳說出來，我能做到，我就會替妳完成。 

△漢民拍胸脯保證，態度認真。香嬋不覺失笑。 

漢民：笑什麼？妳以為我做不到嗎？ 

香嬋：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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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民：那妳緊講，我一定會替妳做到。 

香嬋：我沒有想要做啥。 

漢民：妳想到再講。 

香嬋：等我想到的時候，恐怕你已經不在了。 

漢民：這樣講也是有理。 

香嬋：你會不會跳舞？你跳個舞給我看，就算你做到了。 

漢民：我不會跳舞。 

香嬋：會的，你學過武功，你一定會。 

漢民：武功的武又不是跳舞的舞。 

香嬋：我教你。我彈琵琶，你跟著音樂的節拍打一套拳，還是舞一套劍，那就很

好看了。 

漢民：好吧！那我就試試看。 

香嬋：那我彈囉！ 

△香嬋彈起琵琶曲十面埋伏。漢民拔出寶劍，隨著音樂開始舞劍。舞得節奏

分明，快慢合度。香嬋露出讚賞的眼光，越彈越快，漢民也越舞越快，身

形翻飛。 

△文傳走入。見狀在一旁觀看。讚嘆非常。 

△音樂結束，漢民舞畢收劍，神完氣足，絲毫不喘。 

△文傳用力鼓掌。香嬋和漢民驚。  

△香嬋放下琵琶起身招呼，漢民轉入假山後面不見。 

香嬋：連少爺，是你！真是失禮，都沒給你招呼。來坐，我給你倒茶。 

文傳：不用忙。我聽到你在彈琵琶，叫她們不要攪擾，我就自己走入來了。 

香嬋：原來是這樣。 

文傳：那位壯士怎麼走了？  

香嬋：這…伊是教我舞劍的老師。我也不知道伊名字。 

文傳：歐？妳也在學舞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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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嬋：今日是什麼風把連少爺吹來了？ 

文傳：出來散散心。想到那天我們唱崑曲，不由自主，腳就往這裡走了！ 

香嬋：連少爺的崑曲唱得好。 

文傳：妳的崑曲唱得更妙。 

香嬋：（笑）聽說連少爺詩寫得極好。 

文傳：那日詩社聚會，正要聯句作詩，卻被四腳狗打散了，詩興沒有發揮，好像

心裡有點悶著，不吐不快。 

香嬋：連少爺若是不嫌棄，香嬋願意陪您聯句作詩。 

文傳：妳也會作詩？ 

香嬋：我跟趙一山老師學作詩。 

文傳：趙一山？聽說伊眼睛失明？ 

香嬋：是啊！老師雖然眼睛失明，但是教學很認真。 

文傳：好，那我試試學生，就知老師本事。 

香嬋：那我若表現不好，豈不是有辱老師？ 

文傳：說不定是褒揚老師咧！我們就以這菊花的影子為題，標題叫「菊影」。來，

我出上句。「霜華初冷雁來時 老圃橫斜三兩枝」 

香嬋：嗯…我對：「絕好疏鐘涼月夜 秋光如水滿東籬」 

文傳：好一個秋光如水！再來！「柴桑風景一燈知 看到霜濃月上時」 

香嬋：「來伴詩人清影瘦 畫屏淡印兩三枝」 

文傳：太好了！清影，淡印，有水墨畫的韻味。香嬋，妳會畫畫嗎？ 

香嬋：會一點。 

文傳：太好了！妳真是才女！ 

香嬋：不敢當。連少爺才是出名的詩人。小女子有機會跟連少爺對句，學學作詩，

真是天大的榮幸！ 

文傳：妳想跟我學作詩？ 

香嬋：您真的願意教我？ 



百劫紅顏 16

文傳：我明天叫人送一本李義山的詩集來給妳。妳的詩風有點李義山的味道，可

以從模仿欣賞伊的詩著手。你照著伊的風格做兩首詩，我再來替你修改。 

△秀琴進入。 

秀琴：連少爺，歹勢給你打擾。那個替日本人做事的陳信雄，在外面鬧了很久，

說一定要給香嬋點煙盤，如果香嬋不出去招呼伊，伊就要讓我們的藝旦間

開不成。 

△ 陳信雄闖入。 

信雄：哦，不肯見我，躲在這裡跟反政府的角色鬼混。 

秀琴：沒有這款的代誌。是因為連少爺先來了，兩邊都不能得罪，您叫我們要怎

麼辦才好？ 

文傳：我有事先走了！ 

△ 文傳不願與信雄糾纏，看了香嬋一眼，轉身離去。 

信雄：我管你什麼先來後到！得罪我陳信雄，你們就別想混。 

秀琴：好了好了，現在咱們香嬋有閒了，陳桑這邊坐，我給你奉茶。香嬋，替陳

桑彈唱一曲。 

△ 信雄坐下，香嬋有點不情願地拿起琵琶，叮叮咚咚彈了起來。彈的是古

曲「陽春白雪」。 

信雄：（不耐煩狀）搞什麼啊？彈這種死人調。來唱一段香豔的。會不會唱「可

記得」啊？ 

△ 信雄自顧自地唱起來，態度淫穢。 

信雄：（邊唱邊比）可記得，三更半夜和你跳過了粉牆。 

                 可記得，心驚膽戰和你進入了繡房。 

△ 香嬋停止彈琵琶，信雄自得其樂唱了一會，發現沒伴奏，生起氣來。 

信雄：怎麼不彈了？我唱你彈，聽到沒有？ 

△ 香嬋無奈，不情願地配合信雄唱的淫穢小曲又彈了起來。信雄繼續唱。 

信雄：（邊唱邊自己摸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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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記得，鴛鴦枕上和你鸞交了鳳滾。 

                 可記得，奴的胸膛和你懷抱了胸膛。 

                 可記得… 

△ 信雄唱得高興，走到香嬋旁邊就往香嬋的胸膛摸去。香嬋閃躲，信雄追

著摸，兩人繞著場追躲，信雄哈哈大笑，秀琴不敢阻止，只能追著軟語相

勸。 

秀琴：不要這樣啦！您是有身份的人。這樣不好吧？ 

△ 信雄追到香嬋，拉住她的外衣，香嬋掙扎間，外衣被扯脫，露出肚兜。

香嬋以手抱胸繼續躲。信雄將她撲倒在地。香嬋掙脫不開，驚聲喊叫。信

雄狂吻亂摸，上下其手。 

△ 一塊石頭從假山後面飛來，砸在信雄後腦。信雄大叫，翻身倒地昏過去。 

△ 廖漢民從假山後面現身。搬起另一塊石頭，對著信雄後腦杓正要砸下去，

秀琴拉住他的手大喊。 

秀琴：住手！伊如果死在這，我們全部都知死了！ 

△ 漢民停手 

△ 香嬋掙扎著想推開倒在她身上的信雄。漢民放下石頭，一腳踢開信雄，

扶起香嬋。 

漢民：妳有安喏沒？ 

△ 香嬋整理凌亂衣履髮絲，輕輕搖頭。 

秀琴：你是誰？ 

漢民：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我叫廖漢民！ 

秀琴：什麼？（轉頭問香嬋）伊是妳朋友？ 

△ 香嬋搖搖頭，但看了漢民一眼，又點點頭。 

秀琴：又搖頭又點頭。到底是還是不是？ 

香嬋：先前不是。但是伊救了我，就算是朋友了。 

秀琴：救了妳？這怎麼會是救了妳？我們要怎樣對日本人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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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民：一人做事一人當。我扛著伊送回去四腳狗那裡，絕不連累妳們！ 

秀琴：你說不連累就不會連累嗎？ 

漢民：不然你說要怎樣？上刀山下油鍋，我絕對承擔！ 

秀琴：都不用！你趕快走！我會說伊是跌倒撞到！ 

△ 漢民猶豫了一下，點了點頭。 

漢民：好。真的有事，我一定會回來幫忙！ 

△ 漢民閃身到假山之後，翻牆消失。 

△ 香嬋楞楞地看著漢民的背影出神。秀琴檢視信雄後腦的傷，抬頭看香嬋 

秀琴：妳在想啥？咁講妳中意伊？ 

香嬋：（回過神來）沒啦！沒這款事。 

秀琴：那妳是煞到連少爺？ 

香嬋：連少爺…我怎麼高攀得上？ 

秀琴：我們做藝旦的，不要動真感情。 

香嬋：阿母，妳有愛過什麼人嗎？ 

秀琴：當然有啊！我畢竟也是女人。 

香嬋：彼個人呢？今嘛怎樣了？ 

秀琴：放生了。 

香嬋：放生？ 

秀琴：是啊，咱兩人無法在一起，互相放生了。 

香嬋：阿母，妳中意什麼款的查甫人？ 

秀琴：妳是說連少爺和廖漢民啊？我勸妳都不要放在心肝內。 

香嬋：為什麼？ 

秀琴：沒有動感情，妳就像江河裡的魚，自在悠游。動了真感情，妳就像杯子裡

的魚，四界撞壁，找無生路。 

香嬋：（喃喃唸唱崑曲橋段）是那處，曾相見，相看儼然… 

秀琴：麥憨啦！來，替我將這摳畚圾抬到眠床頂等伊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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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嬋：歐。 

△ 香嬋上前幫秀琴抬陳信雄。幕落。 

 

 

 

第四場 明眸皓齒無人惜 

場：4  景：陳信雄家客廳加庭園 

時：夜 人：陳信雄，日本人若干，台灣客人若干。僕人甲乙。日本藝

妓雅子，香嬋，秀琴，蒙面人（廖漢民） 

△ 客廳左側有庭園，庭園裡有假山流水。 

△ 客廳裡擺了兩桌裡宴飲，陳信雄，日本人若干，台灣客人若干划著酒拳，

十分熱鬧。穿著華麗和服的日本藝妓雅子在彈著三弦。 

△ 僕人甲引秀琴帶著香嬋從庭園外進來。香嬋怯生生地，秀琴也有些畏懼。

信雄看到她們，冷笑一聲，走了過來。 

信雄：妳們不是挺大牌的嗎？怎麼自動來我家？ 

秀琴：大人，咱們是來跟您陪失禮的。 

信雄：妳們不是不接客嗎？ 

秀琴：請大人網開一面，不要查封咱們的攬春園，斷了咱們的生意。 

信雄：妳們不接客，我替妳們把牌子拆了，大門釘上，這樣不是很好嗎？ 

秀琴：大人，我帶香嬋來給您賠罪。請你原諒香嬋還少年，不懂事，給咱們一個

彌補的機會吧！（輕撞香嬋肩膀）香嬋，還不快給大人賠罪？ 

香嬋：大人，香嬋失禮了，給您賠罪，求您原諒。 

信雄：咁有這麼容易原諒？我到今嘛頭殼都還在痛，受傷的地方還沒有好咧！ 

秀琴：大人，失禮啦，咱們香嬋有準備了歌舞表演，要給您娛樂客人。我們已經

請了樂班等在外面，如果大人同意，我就把伊們叫進來。 

信雄：免啦！賃爸有錢，歌舞我要看哪會沒有得看？（招呼藝妓雅子）雅子，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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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來。 

△ 雅子放下三弦，款擺著身體走了過來。華麗的和服領子刻意拉開，露出

粉頸和部分酥胸，眼神妖媚邪氣。 

△ 眾賓客都注視著這裡，想看熱鬧。 

信雄：妳們看看，要女人，賃爸咁會沒有？這個女人哪一點都勝過妳。那天賃爸

是一時興起，想嚐嚐新鮮，既然妳們不賞臉，賃爸就不會跟你們客氣。 

雅子：大人，這個女的，就是害您受傷的那個狐狸精啊？ 

信雄：要當狐狸精，伊恐怕不夠格。狐狸精啊，要向妳這樣。 

雅子：（媚笑）既然開門做生意，就要懂得勾引查甫人。這麼不上道，難怪大人

討厭，要查封妳們的所在。 

秀琴：是是是，是我管教不嚴。拜託雅子小姐替咱們說說話，求大人給我們一個

彌補的機會。 

雅子：大人，不如這樣，我出個題目，讓您出出氣。如果做到，就原諒她們。 

信雄：原諒她們？哪有這麼容易？ 

雅子：（邪笑）你聽聽看我的題目，你就知道了！ 

△ 雅子附耳跟信雄說悄悄話。信雄大喜。 

信雄：好！就是這樣！妳跟她們說！ 

雅子：（轉向香嬋和秀琴）妳們聽好。妳們不好好接待大人，害伊跌倒受傷，這

件事傷害到大人的尊嚴，讓大人被朋友嘲笑，所以要原諒妳們，一定要出

一個很難的題目給妳們做，是不是？ 

香嬋，秀琴：（無奈地）是。 

雅子：妳侮辱了大人，妳要陪失禮，也要犧牲一點。懂不懂？ 

香嬋：我懂。請您出題。 

雅子：妳不是要表演歌舞嗎？妳就一面跳舞，一面脫衫。脫到一絲不掛，大人就

會原諒妳了。 

△ 眾賓客起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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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賓客：讚啦！好康的來了！ 

△ 香嬋和秀琴震驚，面面相覷 

香嬋：這… 

秀琴：這樣不好吧？  

香嬋：請您換題目好嗎？若是出任何其他的難題給我考試，我都能做。 

信雄：賃爸不要換！賃爸就是要看妳出醜！妳憑什麼假高尚，妳以為妳會作詩有

什麼了不起？ 

△ 眾賓客繼續起鬨 

眾賓客：脫！脫！脫！ 

雅子：（得意狀）妳若驚脫得難看，我也可以替妳彈上一段三弦，讓妳配著音樂

脫。或是妳要找自己的樂班配樂來脫也可以。 

秀琴：雅子小姐，大家都是女人，拜託您幫幫忙，不要這樣啦！ 

信雄：麥擱講！今天阮香嬋非脫不可！ 

△ 眾賓客繼續起鬨 

眾賓客：脫！脫！脫！ 

信雄：阮香嬋，妳脫不脫？ 

香嬋：我不要！ 

信雄：妳若不脫！賃爸找人替妳脫！（轉頭叫人）來人啊！ 

△ 僕人甲乙上前來 

信雄：替我把這個婊子的衫褪了了！ 

△ 僕人甲乙上前圍住香嬋 

香嬋：不要啦！求求你們！不要這樣！ 

信雄：妳不肯在這裡脫，就在大街上脫！ 

香嬋：不要這樣！ 

△ 僕人甲乙不由分說，動手扒香嬋的衣服。雅子，信雄，眾賓客呵呵大笑。

香嬋掙扎喊叫，秀琴不知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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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雄：把她扒光了推到大街上！賃爸今天要狠狠出這一口氣，讓她沒有面目做

人！ 

△ 香嬋的外衣，裙子，外褲，一件一件被撕裂扯掉。香嬋拼命喊叫，眾人

越來越興奮，每脫一件，就大聲歡呼。 

△ 香嬋被脫得只剩肚兜內衣，秀琴衝上前拼命幫她遮檔。 

△ 香嬋大喊一聲，用力推開僕人甲乙，衝到院子裡一頭撞向假山。 

△ 秀琴大叫。假山上忽然出現蒙面人，他用繩子一套一勾，把香嬋吊上假

山，扛上肩膀，在眾人的驚呼聲中，一躍由假山後面離去。 

△ 眾人議論紛紛，幕落。 

 

 

 

-----------------------------------------中場休息中場休息中場休息中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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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場） 

第五場  衝冠一怒為紅顏 

場：5 景：城門口 

時：日 人：連文傳，王淑婉，女僕阿珠，阿桂，民眾若干，內田大佐， 

日本警察甲乙丙丁 

△ 城門口，路上人來人往，城門上頭有兩塊布巾隨風搖動，無人注意到。 

△ 文傳和淑婉帶著女僕阿珠阿桂，提著大包小包回娘家，經過城門口。 

淑婉：文傳，你怎麼不說話？是不是不想跟我回娘家？ 

文傳：沒有啊！我在想事情。 

淑婉：是不是在想那個叫做阮香嬋的藝旦？ 

文傳：（訝異）你怎麼知道阮香嬋？ 

淑婉：「淪落江南尚有詩，東風紅豆子離離；春申浦上還相見，腸斷天涯杜牧之。」 

文傳：妳在哪裡看到我的詩？ 

淑婉：你既然自比杜牧之，又疼惜伊的淪落江南尚有詩，你對伊有心，伊對你有

情，也不免驚我知影。 

文傳：這…香嬋個性溫柔，言行謹慎，是一個很好的查某人。 

淑婉：紅顏禍水，你要小心。 

文傳：我是想，伊這樣好，留在那種聲色犬馬的所在，非常不適合。我想…不如

救她脫離苦海，你看怎樣？ 

淑婉：你想娶她做細姨？ 

文傳：嗯，希望妳成全。 

淑婉：若講良家女子，我是可以同意。但是若是出身風塵，會羞辱你我兩家世代

書香的優良門風。  

文傳：可是…我喜歡香嬋，不希望她在那種地方繼續待下去。 

淑婉：我未能應承你這種事。連家的門風，連家的榮譽，不能敗壞在我手裡。 

文傳：可是…她文才這麼好，將來會是留名千古的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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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婉：好吧！你既然堅持，我退讓，你和我離緣去娶伊。 

文傳：胡說！糟糠之妻不下堂，古有明訓，怎可與妳離緣？ 

淑婉：風塵女子，有才無德；我不欲與這樣的女子共事一夫。 

文傳：我並非好色。只是想幫伊。我不能眼看那些五四三的人欺負伊。 

淑婉：什麼五四三的人？ 

△ 警察甲乙丙丁正在巡視街道。見到文傳互相使眼色，警察甲跑去通知上

級。 

文傳：那漢奸陳信雄正在糾纏伊。 

淑婉：陳信雄？ 

△ 城門口右邊布巾被風吹落，露出陳信雄被割下吊在門樓上的人頭。女僕

阿珠發現，大聲驚叫。 

阿珠：啊！少奶奶！妳看上面！ 

△ 眾人都被阿珠的尖叫引得抬頭看。俱都驚呼。 

△ 警察甲帶著內田大佐過來。對著連文傳一家人指指點點耳語。內田連連

點頭。 

阿桂：少爺！是那天來過我們家的彼個陳信雄！ 

△ 又一陣風吹過。另一個布巾掉落，只見一個蓬頭亂髮的女人頭，比陳信

雄更加可怖。眾人都尖叫，有人掩面。 

△ 內田大佐對警察甲乙丙丁下令。 

內田：這個連文傳十分可疑。將伊帶回警察廳！ 

文傳：為什麼？我犯了什麼罪？ 

內田：帶回去再說！ 

△ 日本警察將文傳抓住 

淑婉：文傳！ 

文傳：淑婉… 

△ 文傳的話語被內田用槍托敲打頭部打斷。文傳慘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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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田：閉嘴！帶走！ 

△ 日本警察將文傳拖拉著帶走。眾人議論紛紛。 

△ 淑婉追了幾步，一跤坐倒在地，無力地啜泣。 

 

 

 

第六場  早攜嬌鳥出樊籠 

場：6  景： 山林小屋 

時：日 人：香嬋，漢民 

△ 山林小屋裡，有簡單桌椅和床褟。有竹子做的推窗，外面綠意盎然，有

山林之美。 

△ 香嬋穿著漢民的粗布男衫，躺在床上，翻了個身。 

△ 香嬋忽然驚醒，坐起身來，四顧惶恐，跳下床來察看 

△ 漢民身穿黑衣，黑布蒙面，走了進來。香嬋驚恐退後 

香嬋：你是誰？ 

漢民：（拉下蒙面布巾）妳醒啦？我是廖漢民啊！ 

香嬋：這是什麼地方？我怎麼會在這裡？ 

漢民：我從漢奸陳信雄的家裡把妳救了出來。那時候妳差一點撞死在假山上。 

香嬋：（恍然大悟）我…我不想活了，伊們一起羞辱我… 

漢民：現在妳還想死嗎？ 

香嬋：這… 

△ 香嬋努力思索，但找不回那種衝動 

漢民：看起來妳已經不想死了。 

香嬋：我也不知道。但是那時候我是真的不想活了。 

漢民：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妳那時若死了，說起來更難聽。 

香嬋：難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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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民：對啊！人家會說，妳光著屁股撞牆。 

△ 香嬋噗嗤一笑，又有點生氣 

香嬋：你真過份！我受人羞辱，你還說這種話！ 

漢民：沒什麼大不了的啦！我小時候跟人家賭博賴帳，被脫光褲子押著遊街。那

個更丟臉。 

香嬋：你是查甫人，我是查某。怎麼能夠比較？ 

漢民：散散去啦！我當妳是查甫就好。 

香嬋：你講話卡正經一點啦！是查某就是查某，是查甫就是查甫，怎麼能當是怎

樣就怎樣？ 

漢民：妳真麻煩。查某除了麻煩一點，跟查甫也沒什麼差嘛！反正都是人。 

香嬋：什麼沒差？那你咁願意做查某，裹小腳，受拘束，沒地位，被買賣？ 

漢民：好啦，算妳卡衰，我卡好運。 

△ 漢民把手上一包衣物交給香嬋，香嬋狐疑接過 

香嬋：這是什麼？ 

漢民：查某人的衣服啊！我怕妳穿我的衫未慣習，又怕我的衫臭，把妳香噴噴的

身體弄臭了。 

香嬋：（驚）什麼我的身體？你碰過我的身體？ 

漢民：是啊！我把妳揹在肩膀上，弄得我全身都是妳的味道，害我怪不自在的。 

香嬋：你…你真過份！我… 

漢民：不關我的事啊！妳的衫又不是我脫的。 

△ 香嬋低頭看自己身上，一驚抬頭 

香嬋：你替我穿的衫？ 

漢民：對啊！不然怎麼辦？ 

香嬋：我們藝旦賣藝不賣身，我還未嫁人，你怎麼可以這樣！ 

漢民：穿都已經穿了，要不然，我幫妳脫下來好了！ 

△ 漢民伸手，香嬋連忙躲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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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嬋：你幹什麼？起腳動手的！ 

漢民：又不讓我穿，又不讓我脫，妳到底是要怎樣嘛！ 

香嬋：你…你調戲我！ 

漢民：好啦，要不然，我將妳娶返來。 

香嬋：我才不要嫁給你！ 

漢民：妳全身我都摸到了，看來不娶未使。 

香嬋：你！你氣死我了！ 

漢民：我有什麼不好？我身強體壯，生做又未歹看；妳喜歡唱戲，我倒也可以陪

妳唱幾段。妳嫁給我，也不算委屈到妳。 

香嬋：不要再說了！你快送我回去，阿母一定在擔心了。 

漢民：攬春園的頭家是你親生的阿母？ 

香嬋：哪有人會讓親生女兒做賣笑的生意？我阿母為了生意，買了很多養女。 

漢民：可憐。 

香嬋：還好啦，她對我還算不錯。 

好啦，不說這個。妳去屏風後面，把我買的衫換上。 

香嬋：我才不要。 

漢民：喔，那我知道，原來妳喜歡我的汗臭。咁是煞到我了？ 

香嬋：才不是！ 

漢民：那妳還不快去換衫？ 

香嬋：你不准偷看。 

漢民：偷看罰我長針眼。 

△ 香嬋拿起衣服，走到屏風後換穿。漢民背過身，又偷偷轉頭看。 

△ 香嬋探頭出來，發現漢民偷看。 

香嬋：喔！你偷看！罰你長針眼！ 

漢民：我是看妳換好了沒。 

△ 香嬋換好出來，美麗清純，跟藝旦裝扮風韻不同。漢民看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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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嬋：你耗呆啊？ 

漢民：妳真水。 

香嬋：（有些不好意思）多謝相救。我要返去攬春園了。 

漢民：妳不能返去攬春園。 

香嬋：為什麼？ 

漢民：因為攬春園出事了。警察正在找妳。 

香嬋：陳信雄實在太過份了！ 

漢民：所以我已經把伊的頭掛在城門口了！ 

香嬋：（驚）你說什麼？ 

漢民：還有那彼個日本女人，我也沒有放過。 

△ 香嬋楞楞看著漢民 

漢民：妳怎麼了？不舒服嗎？ 

△ 漢民走向前，香嬋害怕退後 

香嬋：你好可怕！ 

漢民：別怕，我是替妳報仇。 

香嬋：那阿母怎麼辦？還有其他人呢？一定很多人受到連累！ 

漢民：亂牽連別人是日本人不應該，並不是陳信雄不該殺！ 

香嬋：我要回去看看！不能連累其他人！ 

漢民：（無奈）好啦，我去看。有什麼問題，都包在我身上！ 

香嬋：但是… 

漢民：安啦！我會負責到底！妳在這裡等我，免得節外生枝。好不好？ 

△ 香嬋點點頭。漢民伸手拍拍香嬋的頭。香嬋有點不習慣 

香嬋：你摸我的頭幹什麼？好奇怪。 

漢民：我小時候，阿爸很喜歡摸我的頭。我都不讓伊摸。後來很後悔。 

香嬋：後悔？ 

漢民：後來，我阿爸就死在日本人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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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嬋：難怪你那麼恨日本人。 

漢民：我想阿爸的時候，就會想到伊的手，又大又溫暖。 

△ 漢民又摸一摸香嬋的頭 

香嬋：剛剛不是摸過？ 

漢民：萬一我一去不回，也好給妳留點紀念。 

香嬋：為什麼這樣說？ 

漢民：沒事。我走了！ 

△ 漢民離去，香嬋擔心 

 

 

 

第七場  奈何蟻賊滿台灣 

場：7  景：看守所  

時：夜 人：連文傳，日本警察甲，廖漢民 

△ 夜深，看守所欄杆內，孤燈斜照。 

△ 滿身是血，衣服都被皮鞭打爛的連文傳靠牆閉目，神情委頓。欄杆外辦

公桌前，日本警察甲在打瞌睡。 

△ 廖漢民閃身而入，腳步輕捷如貓。他走到警察身後，一掌劈在他後腦，

警察倒下。漢民掏出警察繫在腰間的鑰匙，打開文傳的監獄門 

△ 文傳驚醒，抬頭見到漢民。漢民開門入內，檢視文傳傷口 

漢民：夭壽！四腳狗下手這麼狠！ 

文傳：你是誰？ 

漢民：我是阮香嬋的朋友。特地來救你出獄。 

文傳：你是彼個舞劍的人！ 

漢民：你能不能走路？要不要我扶你？ 

文傳：香嬋呢？伊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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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民：我將伊藏在安全的地方。門已經打開，快跟我走！ 

文傳：謝謝你的好意。我不能走。 

漢民：為什麼？ 

文傳：我這樣一走了之，我的家人，親朋好友該怎麼辦？ 

漢民：管不了這麼多了！先走卡緊要啦！ 

文傳：未使。我若逃獄，伊們都會被我連累，給日本人抓到警察廳裡拷打。 

漢民：你再不走，警察來了，連我都走不了！ 

文傳：那你走好了！我不能把問題丟給親友。 

漢民：你是不是查甫人啊？囉裡囉唆！ 

文傳：話不能這麼講！人不是我殺的，我若走了，這輩子就只有躲躲藏藏，過著

見不得光的日子。 

漢民：人是我殺的！你想怎樣？陳信雄那種漢奸，人人都想殺，我替天行道，人

人話爽，要叫我給伊抵命，門都沒有！ 

文傳：我沒有要叫你給伊抵命。但是日本人會找無辜的人抵命，你咁會心安？ 

漢民：胡亂找人抵命是四腳狗的錯，又不是我的錯！我哪管得了這麼多？ 

文傳：這次香嬋會出事，難道不是被你連累？ 

漢民：她被人調戲，我替伊出氣，替伊報仇，這有什麼錯？ 

文傳：你這是暴虎馮河，匹夫之勇。想想看，如果你沒有替伊出氣，伊今日就不

會被警察通緝，無法度回家。 

漢民：那種家，不回也罷！伊的養母買了伊來當藝旦，又不是真正對伊好！ 

文傳：那阿捏伊走投無路，你是要叫伊去哪裡？ 

漢民：我會替伊負責！最多我給她娶。 

文傳：萬一伊不想要嫁給你呢？  

漢民：這…（抓頭）我也不知道。 

文傳：那你幫伊出氣，弄到伊連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都沒有，這樣對嗎？ 

漢民：難道你要我看著伊被漢奸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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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傳：要保護香嬋，不是靠這樣的！你一個人，要怎樣跟整個日本政府對抗？ 

漢民：不對抗，難道你想要做漢奸？  

文傳：今天台灣是被清國割讓給日本，就算有千百個不願意，你又能怎樣？ 

漢民：原來你是親日派！ 

文傳：如果我是親日派，今天我會在這裡被拷打得死去活來？ 

漢民：那你為什麼不反抗？ 

文傳：孔子說，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我不出來做官，已經代表我的態度。 

漢民：不要囉唆那麼多啦！快跟我走！ 

文傳：我不走！ 

漢民：你不走，就是峱種！ 

文傳：我逃走把問題丟給別人，才是峱種！ 

△ 文傳和漢民面對面互瞪，氣氛緊張 

漢民：好，你不走，我走！  

文傳：你快走！回去好好反省，想一想你的幫忙，害了多少人！ 

漢民：我走了你就不要後悔！ 

文傳：你才應該後悔！你的衝動害了多少人，你知道嗎？  

漢民：一人做事一人當。我這不就來救你了嗎？ 

文傳：你是個羅漢腳，你體會不了有家有業的人的牽掛！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我若走了，家人怎麼辦？ 

漢民：好吧！當我沒來過。我走了。 

文傳：你走吧！ 

△ 文傳盤腿坐下，靜心打坐，神態莊嚴肅穆。 

△ 漢民默默看了他一會，露出佩服的表情。 

△ 漢民退出牢房，把門鎖上，鑰匙歸回警察甲皮帶上，靜靜離開。臨走時

又回頭看文傳一眼。文傳仍是莊嚴地閉目打坐，神態從容。 

 



百劫紅顏 32

 

 

第八場  落紅不是無情物 

場：8 景：連文傳家客廳 

時：日 人：淑婉，香嬋，阿珠，阿桂，漢民 

△ 文傳家客廳裡，一個小個子的男子戴著帽子背向舞台，負手站著。 

△ 阿珠端上茶來，男子回身點頭示意道謝。阿珠見男子清秀俊美，不有得

多看了一眼。一回身差點撞在走出來的淑婉和陪著出來的阿桂身上。 

淑婉：阿珠！怎麼這麼沒規矩。 

阿珠：失禮啦！少奶奶。 

淑婉：這位人客是… 

阿珠：我也不認識。就是面生，才多看了一眼。 

香嬋：可不可以請其他人退下？我有話跟夫人說。 

淑婉：男女授受不親，我與先生非親非故，單獨密談，於禮法不合。 

△ 香嬋把帽子拿掉，露出一頭瀑布般的秀髮。 

△ 淑婉揮手示意阿珠阿桂離開。和香嬋分賓主坐下。 

淑婉：妳是阮香嬋？ 

香嬋：是。 

淑婉：不知妳今日到此，為了何事？ 

香嬋：我想打聽文傳老師的消息。 

淑婉：文傳… 

△ 淑婉拭淚，香嬋緊張 

香嬋：怎麼回事？文傳老師是怎麼了？ 

淑婉：上次內田大佐叫伊做官，伊沒有答應，得罪了大佐。 

香嬋：但是，人不是伊殺的！ 

淑婉：伊們是故意的。以前文傳伊阿爸和阿兄有參加台灣民主國對抗日本，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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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伊有成見。 

香嬋：都是我不好。是我惹的事。 

淑婉：不是這樣的。日本人早就打算，伊若不肯合作，就要找個理由把伊除掉。 

香嬋：可是…難道沒有辦法倘救伊嗎？ 

淑婉：除非是… 

△ 淑婉欲言又止。 

香嬋：請您直說。 

淑婉：除非是他們找到地下抗日組織，把反政府的主謀抓到。 

香嬋：這… 

淑婉：文傳敬重抗日的勇士，就算知道，也不會把兇手供出來。所以…  

△ 淑婉悲從中來，忍不住嗚咽。 

香嬋：怎麼了？ 

淑婉：三天以後，文傳就要被送上刑場槍決！ 

香嬋：（震驚）有這種事？又沒有任何罪證，怎麼可以這樣就判死刑？ 

淑婉：千真萬確。他們殺人，咁需要罪證？ 

香嬋：這怎麼可以！我明天就去警察廳自首，說我是地下抗日組織反政府的主

謀！ 

△ 漢民閃身而入，淑婉驚訝掩口，香嬋望向他。 

漢民：妳真的那麼喜歡連文傳，願意為他而死？ 

香嬋：文傳老師的夫人在此。你不要黑白講。 

淑婉：你們互相意愛，我已經知道了。文傳有講過，想要替妳贖身。 

香嬋：伊真的有這樣講？ 

漢民：原來妳打算嫁給連文傳。他是世家子弟，又會寫詩做文章，條件比我這羅

漢腳要好多了！我還傻傻地跟妳求婚。難怪妳沒有答應我。 

香嬋：可是…文傳並沒有跟我說贖身的事。 

淑婉：我當時沒有答應伊。但是現在文傳命在旦夕，講這些也沒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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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淑婉哭泣 

香嬋：連夫人，我甘願去自首，換回文傳一命！ 

淑婉：妳真正甘願為文傳去死？ 

香嬋：我生來薄命，並未想過能嫁給文傳。我對伊非常敬愛，能為伊死，我都感

覺值得。 

淑婉：妳有這款想法，我很感心。但是妳去自首，不一定能換回文傳一命。到時

候反而兩個人都是死。 

漢民：好啦！你們都麥講！事情是我引起的！我會負責到底！ 

香嬋：你每次說負責到底，都會讓我膽戰心驚！ 

漢民：妳這麼不信任我？ 

香嬋：我… 

△ 漢民以手勢制止香嬋說話。 

漢民：連夫人，香嬋交給妳了。後會有期！ 

△ 漢民轉身離去，香嬋叫住他 

香嬋：漢民！你要去哪裡？ 

△ 漢民停步，卻不回頭。 

漢民：孤家寡人慣了，一旦起了成家的念頭，才發覺自己還真孤單。 

△ 香嬋快步跑到漢民身邊 

香嬋：你不會再去殺人吧？ 

△ 漢民摸摸香嬋的頭。 

香嬋：你又摸我的頭！ 

漢民：恐怕以後沒有機會再摸了。 

香嬋：你到底要去做什麼？ 

漢民：我會把事情處理好，我不會讓連文傳去死，也不會去殺人。 

香嬋：真的嗎？ 

漢民：請妳再信任我最後一次。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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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嬋猶豫了一下，點了點頭。漢民微笑，拍了拍香嬋的臉頰。 

漢民：乖。你要答應我，妳絕對不要去自首。妳若去，只會把事情弄糟。 

△ 香嬋猶豫了一下，點了點頭。 

△ 漢民閃身離去。香嬋和淑婉楞楞地看著他走遠。 

 

 

 

第九場  化做春泥更護花 

場：9 景：刑場 

時：日 人：內田大佐，日本警察甲乙丙丁，民眾若干，連文傳，劊子

手，阮香嬋，王淑婉，阿珠，阿桂，廖漢民 

△ 刑場上，中間後方高台上設有一桌。內田大佐坐在上面。劊子手站在內

田身側。日本警察甲乙荷槍站在高台之下，圍觀民眾站在左側。中間空地

為行刑處。舞台右邊有畫有槍靶的圓圈。 

△ 圍觀民眾議論紛紛中，日本警察丙丁押著連文傳從舞台右後方走出來。 

△ 淑婉，香嬋，阿珠，阿桂由舞台左側民眾之中擠進來。 

△ 警察丙丁把文傳帶到刑場中間 

警察丙丁：跪下！ 

△ 警察想壓文傳跪下，文傳不跪 

文傳：我自己來！ 

△ 文傳盤腿坐下，態度從容。 

△ 警察丙丁面面相覷，無法決定要不要動手糾正 

內田：你們退下。 

△ 警察丙丁放開文傳，入列跟警察甲乙站成一排 

內田：連文傳，你策動地下反政府組織，破壞社會秩序，因爭風吃醋殺死侍從官

陳信雄，你可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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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傳：你們都已經設計好了，我認不認罪，又有什麼緊要？ 

內田：大膽！給你機會你不要。既然這樣，來人啊！ 

劊子手：有！ 

內田：就槍擊位置！ 

劊子手：嘿！ 

△ 劊子手端起槍，小跑步下高台，警察甲乙丙丁自動向兩邊分開，劊子手

端槍面對文傳，警察甲乙丙丁也端起槍枝，警戒預備。 

內田：清場！民眾退開！ 

△ 民眾害怕後退，剩下淑婉和香嬋在場中 

內田：婦人退開！ 

淑婉：文傳！ 

香嬋：大人！我有話要講！ 

內田：妳是何人？ 

香嬋：我是藝旦阮香嬋！ 

內田：把她帶過來！ 

△ 警察甲乙出列，將香嬋帶到大佐面前。 

內田：阮香嬋！妳通緝有案，今日算妳自投羅網，妳有什麼話要說？ 

香嬋：陳信雄命案，是我一人所為。與連文傳無關。請大人明察！ 

內田：這哪有可能！妳一個查某，妳是有多大本事，能把一男一女割下人頭，掛

在城樓？ 

文傳：大人，我有話要講。 

內田：講！ 

文傳：阮香嬋小姐與此案無關。是我中意香嬋小姐，氣憤陳信雄羞辱於伊，因此

半夜潛入陳家，殺死熟睡中的陳信雄等兩人，將人頭掛在城樓！ 

內田：（冷笑）你終於肯招了！ 

文傳：香嬋小姐感念我的心意，想替我頂罪。但此事她事先完全不知情。請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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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了她，一切罪責，都在我連文傳身上！ 

內田：好！既然你認罪，即刻行刑！ 

△ 警察甲乙出列，將香嬋拉走，劊子手重新就位 

香嬋，淑婉：文傳！ 

漢民：住手！ 

△ 漢民躍入場中央 

內田：廖漢民！ 

漢民：沒錯！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我就是你們追捕多時的大盜，廖漢民！ 

△ 警察甲乙丙丁和劊子手迅速轉移隊形，將漢民團團圍住 

漢民：連文傳講的沒錯，但是兇手卻不是他，是我！煞到香嬋小姐的是我，殺人

的也是我！連文傳是一個文弱書生，阮香嬋是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弱女

子，他們事先完全不知情，都是被我連累！ 

內田：他們替你掩護，替你頂罪，無論如何，也是共犯！ 

漢民：不是！我自作主張，做下案子。連文傳本來與此案無關，是你們抓錯人。

阮香嬋中意連文傳，她替連文傳頂罪，連文傳替她頂罪，這是他兩人情深

意厚，並非為我廖漢民頂罪！ 

△ 民眾議論紛紛 

內田：你為何來此自投羅網？莫非你與阮香嬋有私情？ 

漢民：香嬋小姐色藝雙全，我中意伊，並不奇怪。出來自首，是因為一人做事一

人當，連累別人，不是好漢！ 

內田：好！既然如此，今日的死刑犯便是你。來人啊！將廖漢民拿下！ 

△ 警察甲乙丙丁圍上，漢民並不抗拒，被五花大綁，但仍昂然站立。 

漢民：你們既已將我逮捕，為何還不放了連文傳？ 

內田：連文傳鬆綁！無罪釋放！ 

△ 警察甲乙將文傳釋放。 

△ 文傳經過漢民身邊，停下來深深看著漢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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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傳：我能為你做什麼事？ 

漢民：你能寫，會寫。你可以寫一部台灣歷史，把先民的故事寫下來，把我的故

事也記在裡面。 

文傳：好！我寫！我會讓台灣的子孫，知道這個土地上發生過的事！ 

漢民：好好照顧香嬋。 

文傳：我知道。 

漢民：你這人挺有意思，可惜今生無法再跟你交朋友。 

文傳：你也不錯。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堂堂男子漢。 

內田：將連文傳帶走！ 

△ 警察甲乙把文傳拉走。漢民仍昂然站著，面帶微笑。 

內田：時辰到了！劊子手就位！ 

△ 劊子手和警察重新就位，端起槍枝。 

內田：廖漢民，你有什麼遺言要說？ 

漢民：我生來孤單，死得爽快，沒有遺言要交代。 

香嬋：漢民！ 

漢民：香嬋，對不起。我一直想幫妳，卻一直把妳的問題越弄越大。還好，這一

切還能用我的生命來補救。 

香嬋：（悲哭）漢民… 

漢民：不要婆婆媽媽了！（轉向大佐）你們動手吧！ 

△ 一聲閃電，天色變暗。眾人看天 

△ 雷聲大作。舞台燈閃爍。 

內田：發射！ 

△ 舞台燈光連閃，一陣槍聲響過。 

△ 漢民身中多槍，仍屹立不倒，面帶微笑。一縷一縷的血從他身上的彈孔

流了下來。 

△ 民眾議論紛紛。警察猶豫要不要再放槍。劊子手轉身小跑步到內田大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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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小聲請示。 

內田：英雄！敬禮！ 

△ 警察和劊子手及內田立正行舉手禮。 

△ 內田拔出手槍，瞄準漢民額頭，一槍正中。 

△ 漢民倒下。燈光不再閃爍，轉為幽暗。 

△ 雷雨音效中，香嬋哭倒在地。 

△ 日本兵上前把漢民的屍體抬走。香嬋追趕不捨，淑婉和文傳上前安慰香

嬋。 

淑婉：跟我們回去吧！ 

△ 香嬋搖搖頭。 

香嬋：我已經有漢民了，不能嫁給文傳。 

文傳：跟我回去。我們一起完成漢民的心願，把先民的故事寫下來，把他的故事

也記在裡面。讓台灣的子孫，知道這個土地上發生過的事！ 

△ 香嬋恍惚地思考著，一束光打在舞台後方，漢民出現在光裡面對她微笑

揮手。香嬋上前要追，漢民已消失。 

△ 文傳和淑婉上前扶香嬋。 

文傳：跟我們回去，好嗎？ 

△ 香嬋點點頭。文傳和淑婉扶著香嬋離去。 

△ 琵琶聲音響起。在高山流水的清韻裡，幕落。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