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大綱： 
  正德皇帝與一品貼身帶刀侍衛谷大用至野外打獵，為追一隻鳳凰而結識酒館賣酒的

李鳳。 

正德與李鳳陰錯陽差中獨處一室，次日正德臨去前答應會以鳳冠霞帔八人大轎前來

迎娶。但皇帝回宮受制於太后與皇后，無法實踐諾言，谷大用亦被降調為七品縣令。 

  李鳳身懷六甲尚不見皇上來迎娶，遂隻身前往公堂控告皇上不義無情，父母官縣令

谷大用慨然宣調皇上前來受審。 

  太后與皇后同時趕到，與李鳳一陣激辯，最後谷大用判皇上敗訴，必須要迎娶李鳳

回宮。 

當皇上派出大轎迎娶李鳳時，未料她卻不願上轎；因為她認為如果皇上真的愛她，

一定會再去龍鳳酒館見她的。 

 
 

人物簡介： 

皇 上：正德皇帝，風流倜儻，雖喜玩樂，卻情有獨鍾，愛上李鳳，惟受太后阻擾。 

李 鳳：賣酒女卻是有情人，以新女性的觀點來對待愛情，揚棄傳統的婦女思維。 

谷大用：皇上駕前一品帶刀侍衛，被太后降為七品縣令後，反判皇上有罪。 

小 春：李鳳的丫環。 

李 龍：李鳳之兄長，經營酒館。 

皇 后：善妒、心胸較狹小。 

太 后：不時約束皇上，反而適得其反。 

 

場景表： 

序 場：野外山景 

第一場：龍鳳酒店 

第二場：李鳳臥房 

第三場：皇后寢宮 

第四場：龍鳳酒店 

第五場：公堂 

第六場：皇宮後花園 

第七場：龍鳳酒店 

第八場：皇宮後花園 

第九場：公堂 

第十場：皇宮後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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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場  鳳凰乍現 

人物：皇上、谷大用 

場景：野外山景 

△ 幕起之前，傳來眾人合唱 
眾人：（唱） 蝴蝶乍醒三月夢， 

驪龍長養九淵江， 

筆蕊真情點花欉， 

鳳凰鸞鳴登宮房。 

△ 幕起時燈微亮，一隻鳳凰振翅飛過，然後停在上舞台的枝幹之上 

△ 正德皇帝朱厚照與貼身一品帶刀侍衛谷大用全身勁裝追逐而上 

大用：啟奏皇上……那隻鳳凰停在那兒。 

皇上：取弓來…… 

大用：皇上，鳳凰現世，乃是太平盛世之兆，你真的要抓牠？ 

皇上；寡人乃九五之尊，既是太平盛世之兆，寡人更要抓牠眷養在宮內君臣同慶。 

大用：可是…… 

皇上：若再延遲，失去這種大好機會，你吃罪非輕！ 

大用：是…… 

△ 大用取弓交給皇上，皇上拉弓射出……樹上鳳凰大叫一聲，振翅飛走 

大用：哇？有沒有射到？ 

皇上：追…… 

△ 皇上與大用急追而下 

△ 燈暗 

 

 

 

第一場  龍鳳相逢 

人物：李李鳳、小春、皇上、谷大用 

場景：龍鳳酒店 

△ 幕起時，李鳳站在櫃台前，小春正在擦桌椅 

李鳳：（唱） 杏花消息初經雨， 

麗風輕狂點玉膚， 

酒麯飄香甘露珠， 

醰口紅泥封心事。 

小春：（唱） 人講過門三分利， 

龍鳳酒店人皆知， 

高梁紹興五加皮， 

乎你飲到心歡喜。 

李鳳：（唱） 黃湯有性人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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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香滿室春意生， 

含苞花蕊氣質盈， 

恩望露水洗雲英。 

小春：小姐，頭家講要去京城買貨，叫我們不用開門作生意，妳偏偏要我擦桌椅？咱這

個梅龍鎮今日正好在迎神拜拜，咱逗陣去看鬧熱啦…… 

李鳳：好是好，可是不知怎樣，我今日心頭亂紛紛，要去妳自己去！ 

小春：我知道，妳還在為那個夢境耽心，夢見一隻鳳凰飛入妳的房間有什麼好煩惱？我

不時夢見雞仔鳥仔一大堆…… 

李鳳：可是我親目所見有人要射殺那隻鳳凰……我大叫一聲就醒過來，奇怪的是我已經

連續三個晚上都作相同的夢。小春，妳說，這是啥意思？ 

小春：一四聽二五啦！小姐…… 

（唱）初二十六有拜拜， 

家家戶戶雞鳥抓來刣， 

我看妳是飫蓋害， 

晚上作夢擱會煮菜。 

李鳳：（唱） 閹雞豈能比鳳凰？ 

夢境無端起風浪， 

我是鬱卒才甲妳講， 

怎可當成馬耳東風？ 

小春：小姐，我這樣說難道錯了？ 

李鳳：妳再胡說，我就要好好教訓妳…… 

△ 李鳳上前欲抓小春。此時一支弓箭從外筆直射入，正巧射中李鳳的腿。李鳳倒

地…… 

李鳳：唉喲…… 

小春：小姐，妳是怎麼了？ 

△ 皇上與大用從右舞台追上 

大用：皇上…… 

△ 皇上示意大用不可洩露其身份，大用急急改口。 

大用：耶，公子，那隻鳳凰明明就已經射中腳，實在真會飛，一直飛入這間厝內。 

△ 皇上抬頭見上面匾額寫著「龍鳳客棧」。兩人相繼入內，發現李鳳受傷 

小春：啊？你們……們是土匪？要搶劫？ 

大用：什麼土匪？有我這麼英俊的土匪？ 

小春：要不你們想作什麼？ 

皇上：在下與我的家人追趕一隻鳳凰，誰知鳳凰中我一箭飛入這個所在…… 

△ 皇上與李李鳳相視對望，兩人同時被對方的風采吸引 

小春：啊？你說對還是不對？什麼射到鳳凰？是射到阮小姐啦…… 

皇上：啊？妳小姐伊？ 

小春：你還好意思講？你目瞎乎牛屎糊到？好好人你當作雞仔鳥仔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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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鳳：小春……不得無禮這位公子一定是無心之過。 

皇上：是啦，在下知書達禮豈有濫射無辜之理。既然是我所射之箭，在下自然有義務替

小姐敷葯。 

李鳳：你…… 

皇上：小姐放心，家父以前乃慣征沙場，刀箭之傷自然專精，在下又得家父真傳，小小

箭傷難不倒我。大用，你速速去馬匹之上的行囊取來金創葯。 

大用：是…… 

△ 大用急急轉身離去，皇上轉向小春。 

皇上：這位大姐，妳到裡面取來烈酒，在下自有妙用。 

小春：這…… 

皇上：快去，若無誤了小姐傷勢，妳可擔待得起？ 

小春：好啦……我來去啦…… 

△ 小春離去時，李鳳疼痛難當，皇上急急上前扶住，李鳳嬌羞欲拒，但因無力反倒

入皇上懷中，李鳳突然醒悟，又急急將他推開 

皇上：小姐……妳…… 

李鳳：（唱） 古樹盤根亂分寸， 

春深百花失了魂， 

男女有別古明訓， 

怎可失態禮不分？ 

皇上：（唱） 金箭誤射我閒慢， 

金瘡豈能視等閒？ 

小姐若是腳手殘， 

我會萬世永不安。 

△ 大用與小春分別持葯捧酒而出 

大用：公子……金創葯來了…… 

小春：高梁酒提來了…… 

皇上：妙哉，現在我要為小姐療傷，兩位請迴避。 

小春：什麼？我也要迴避？ 

皇上：這……待我取出弓箭以後，雖然有金創葯可治，但是還需要一些「退洪」的葯草。

大用，你就帶著這位姐姐去後山採葯！ 

大用：是！走啦，跟我走啦…… 

△ 大用不等小春反應，將她半推半拉下舞台 

皇上：小姐，拔箭之際疼痛入骨，妳要忍耐…… 

李鳳：一切勞煩公子…… 

皇上：放肆了…… 

△ 皇上半跪蹲下為李鳳撕開褲管，李鳳羞澀掙扎，但見皇上一片誠摯目光，只得接

受。拔箭而出之際，李鳳大叫昏厥。皇上順勢抱著她 

李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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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暗 

 

 

 

第二場  良緣天定 

人物：皇上、李鳳、李龍、小春、大用 

場景：李鳳臥房 

△ 燈亮前，皇上正在桌前搗葯 

△ 李鳳從床上醒來，發覺腳傷已裹，想到方才這陌生男子為她裹傷，不禁羞澀不已。

掙扎下床，誰知腳傷尚無力支撐，蹣跚不穩，皇上見狀急急上前扶住，李鳳羞澀

將他推開 

皇上：小姐，妳醒了…… 

李鳳：我……怎麼只有你我在我的房間？ 

皇上：（唱） 飛箭害妳命險喪， 

是我扶妳入閨房。 

正骨治傷真妙方， 

小姐寬心莫驚惶。 

李鳳：（唱） 看伊端莊如君子， 

舉止文雅似雅士， 

鳳凰之夢虛幻舞， 

人間之龍吐明珠。 

皇上：（唱） 看伊默默不言語， 

失神落魄無所依， 

青娥倩影隔竹籬， 

傾城之姿令我痴。 

李鳳：（唱） 神采奕奕彩絲羅， 

心內無端起泳波， 

碧玉年華甘是錯？ 

柳絮隨風無奈何。 

皇上：在下魯莽，但是為了小姐傷勢，實在是情非得已。 

李鳳：我並無見怪，只是男女授受不親，兩人共一室若是乎阮阿兄返來，恐驚事情很難

解釋。 

皇上：是！在下即刻告辭，只是能否請問小姐芳名…… 

李鳳：你自己都沒說你叫什麼名字，還好意思問我？ 

皇上：在下……姓朱名叫……德正 

李鳳：姓朱？那是與當今天子同宗？ 

皇上：正是，小姐妳芳名是…… 

李鳳：小女子姓李名鳳。 

 6



皇上：李鳳？唉呀…… 

（唱）鸞鳳新聲見早秋， 

騰龍雄姿雲端留。 

月滿槐子璧人守， 

雪藕佳人真龍求。 

李鳳：（唱） 胡言亂語失分寸， 

莫非欺阮女釵裙？ 

妄自稱龍是欺君， 

天子若知命難存。 

皇上：（唱） 京城離此有百里， 

妳若不說無人知， 

我稱龍若犯人疑， 

妳店龍鳳嘛是犯忌！ 

李鳳：（唱） 兄和妹名龍與鳳， 

若無店名按怎講？ 

皇帝雖然坐皇宮， 

嘛知這是無犯上。 

△ 此時兩人爭論不休之際，小春急急入內 

小春：小姐，不好了……頭家返來了…… 

△ 二人大驚 

李鳳：什麼？阮阿兄返來了？唉呀，這要如何是好？若乎伊看到一個查埔人在我繡房，

一定會加我責備…… 

小春：小姐，我看不如叫這個青仔欉先躲在床上…… 

李鳳：啊？那怎麼行？ 

小春：是臨時的啦，要不然他能躲在哪兒？ 

李鳳：這……朱公子，麻煩你先入去避一下。 

皇上：避在床上？這可趣味…… 

△ 李鳳拉皇上躲在床上，拉下布帘。正巧李龍入內 

李龍：鳳妹……小春……叫妳們老半天，怎麼都不應一聲？ 

小春：這……小姐人不快，我來陪伊……小姐，妳剛才不是說頭暉目暗，滿天全金條，

要抓無半條？ 

李鳳：我？哦……對……我頭暈目暗。 

李龍：唉，一定是受了風寒，那天色已暗，不如就早早上床安歇吧！ 

李鳳：啊？上床安歇？ 

李龍：（困惑）按怎？我敢有講不對話？ 

李鳳：無啦……我是說等阿兄你出去，我就會去睏！ 

李龍：耶，妳是我撫養大漢的，怎麼忽然間這麼見外？小春，扶伊上床…… 

小春：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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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春與李鳳尷尬，兩人比手劃腳相互指責，李龍發現 

李龍：妳們兩人在作啥？ 

小春：沒有啦……我扶她要去睏啦…… 

△ 小春扶李鳳上床，急急將布帘掩好 

李龍：妳有沒有替她蓋被？我檢查一遍…… 

小春：……頭家……不用啦……我有替伊蓋被蓋二層…… 

李龍：哦……那我也要去睡了……（突發覺小春在原地不動）妳還在這兒幹嘛？ 

小春：我……我也要去睡了…… 

△ 小春在李龍逼迫下先行下舞台，李龍這才隨後離去 

△ 李鳳與皇上見兄長及小春離去後先後下床，李鳳嬌羞不已 

皇上：（唱） 紅羅帳裡添春色， 

碧玉堂前蘭香溢。 

是我前世好積德， 

才與佳人共綠竹。 

鳳妹：（唱） 陰錯陽差更新譜， 

心中好似在打鼓， 

有緣修得同船渡， 

男女有別豈能糊塗。 

李鳳：朱公子，趁現在無人，你趕緊離開。 

△ 皇上尚未回答，小春又急急回來。 

皇上：可是天色已晚，大用又採葯未回，我要去哪兒？ 

小春：你心內在想啥別以為我不知道？最好看能不能熬到過五更，免想啦！ 

皇上：我…… 

△ 皇上尚未回答，李龍聲音又傳來。隨即走上舞台 

李龍：小春……妳在大小聲啥？ 

△ 皇上與李鳳又急急躲入床上。正巧幕後傳來一聲貓叫…… 

小春：沒有啦，我是怕……裡面的魚仔乎彼隻山貓咬去…… 

李龍：妳實在…… 

△ 李龍搖頭下……小春又欲入內，大用急急回來 

大用：小春，怎麼沒看到阮公子？ 

小春：你公子跟我小姐在裡面…… 

大用：作啥？ 

小春：唉喲……去了了……鴨母寮那有過瞑的「蚯蚓」？ 

李龍：（ＯＳ）小春，妳跟誰在講話？ 

小春：啊？不好了，快走啦…… 

△ 小春推著大用急急離去，李龍取出一把柴刀…… 

李龍：奇怪？剛才明明有聽到人講話的聲，怎麼沒看到人影？難道真的有山貓？哼，我

不相信會作怪，不要被我抓到，若抓到一刀砍下伊的貓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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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龍作勢比劃一番，走下舞台 

△ 此時傳來更鼓聲……李鳳嬌羞下床，但皇上卻拉住她 

皇上：鳳姐…… 

（唱）梁燕于飛雙雙宿， 

彩鸞對舞迎朝旭。 

月待西廂鏡台足， 

順水而流佳緣促。 

李鳳：（唱） 暗室舉頭有神明， 

意亂情迷醉步行。 

琴瑟調欲拒還迎， 

春色醉人映燭燈。 

皇上：（唱） 床前玉鏡為聘禮， 

天上明月作合契。 

薔薇飄香非作客， 

他日大轎親事提。 

李鳳：（唱） 莫非天成的姻緣， 

恩望郎君無戲言。 

五調全忘彈心弦， 

玉壺春醉牡丹妍。 

△ 李鳳終於投入皇上懷抱，兩人倒在床上 

△ 燈暗前小春急急奔上…… 

小春：「未上三寸水著要扒龍船」，按呢甘對？ 

△ 小春哭喪著臉…… 

△ 燈暗 

 

 

 

第三場  宮中風雲 

人物：皇后、太后、皇上、大用、宮女 

場景：皇后寢宮 

△ 燈亮時，皇后在寢宮哀聲嘆氣 

皇后：（唱） 宮前高懸仁壽鏡， 

五鳳樓中孤身影， 

紫燕失群百轉聲， 

恰似逢人嘆運命。 

皇后：本宮龐氏，雖然身為正宮娘娘，可是皇上風流放蕩，不時出遊，冷落本宮，聽內

侍稟報，近日皇上又私自外出打獵，不知何如，心情一再反覆難安。我看還是面

奏太后，求伊替我作主乎我一個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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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內侍傳來「太后駕到」的聲音 

皇后：唉呀，太后駕到，待本宮親自出迎…… 

△ 皇后起身相迎，迎太后正座 

皇后：參見太后千秋千千秋…… 

太后：平身…… 

皇后：謝太后……太后，我正想為了皇上私自出遊之事，要過宮與妳商量。 

太后：唉！哀家也是為此事而來，皇上年少放蕩尚未定性，本來立妳為正宮是為了收歛

伊的心，沒想到皇上依然故我。 

皇后：都是我不好，無法度讓皇上安份專心國政，太后恕罪。 

太后：這也不能怪妳，哀家思前想後，這回皇上若回來，一定要嚴加看管，不准伊再踏

出金鑾殿一步。 

皇后：既是太后出面，皇上豈有不遵之理？如此一來皇上才會收起放蕩之性，專心管理

國事。 

△ 此時內侍又報「皇上駕到」，皇后出迎…… 

△ 皇上與大用威風凜凜回宮，上前見過太后 

皇上：參見太后…… 

太后：皇兒，你回來了？這回又是到何處縣府？又遇到啥奇人異士？ 

皇上：太后有所不知，寡人遇到一位…… 

△ 皇上醒悟皇后在一旁，欲言又止 

皇上：皇后，寡人有事與太后相量，妳可先行退下…… 

皇后：可是這兒是正宮，皇上要哀家退往何方？ 

皇上：這…… 

太后：皇上有啥話不能向正宮提說？但說無妨！ 

皇上：這……太后…… 

（唱）江南風光白雲鄉， 

地靈人傑令人賞， 

打獵迷失鄉林中， 

熟識李鳳想要迎入宮。 

皇后：（唱） 後宮佳麗有數千， 

我是皇后站在前， 

見異思遷是逆天， 

貪花好色嘛枉然。 

皇上：（唱） 仙葩不在色香味， 

瑞草卻顯蒂花意。 

李鳳與我心相許， 

皇后何必起心疑？ 

△ 皇后向太后撒嬌，太后安慰她…… 

太后：（唱） 兩人見面話就不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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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若知乎人笑到死。 

妳的親事是我來主意， 

莫非錯配姻緣下錯棋？ 

皇上：母后，皇兒並非貪花好色之人，只是這位李鳳與我甚為投緣，希望母后恩准皇兒

迎她為妃，了卻這段緣份。 

皇后：太后作主…… 

太后：（制止皇后）皇兒，你既然與這位李鳳心心相惜，但不知伊是何家將相之後？ 

皇上：伊……伊是梅龍鎮客棧之女…… 

太后：哼！皇上，你身為一國之君，難道你不知咱大明國法，非是王親貴族豈能入咱帝

王之家？ 

皇上：這我已經早就考慮了，寡人可命伊老相國收李鳳為義女，這樣一來李鳳就是相爺

之女，足堪配寡人為妃！ 

皇后：太后，這千萬不可，此例若開，豈不是違背先皇訓示，而且市井女子縱然有相爺

認為義女，但是庸俗心性怎能擔當宮廷禮儀？ 

皇上：皇后此言差矣，既是心性，本是發自內心，豈有庸俗高貴之分，再說李鳳天生麗

質，自是一般平凡女子無法比擬。 

皇后：皇上難道甘為一名客棧女子壞了大明國律？ 

皇上：哼，寡人之事何用妳來操煩？ 

皇后：你…… 

太后：好了！不要說了！皇上，你近來的行為愈來愈不是款，你眼中還有我這個母后嗎？ 

皇上：母后息怒，母后恕罪。母后之話皇兒豈敢不遵？ 

太后：按呢真好，既然如此那我就下旨，從今以後無我懿旨不准你出宮！ 

皇上：這…… 

太后：還有……谷大用…… 

大用：啊？微臣在…… 

太后：你身為皇上貼身侍衛，但無負起照顧皇上之責，又蠱惑皇上迷戀酒家之女，你該

當何罪？ 

大用：啊？太后，冤枉…… 

皇上：太后，此事是皇兒自己之事，與谷卿無關…… 

太后：不用多言，傳吾玉旨，谷大用去一品帶刀侍衛，降為七品縣令…… 

大用：啊？怎麼差那麼多？ 

△ 皇后得意，皇上沮喪下 

△ 燈暗 

 

 

 

第四場  珠胎暗結 

人物：李鳳、小春、李龍、仙女若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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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龍鳳酒店 

△ 又是一場迎神賽會，熱鬧的迎神隊伍經過後，假扮的仙女洒下了片片花瓣…… 

△ 李鳳與皇上混雜在人群中，兩人隨迎神隊伍舞出一段恩愛的情境 

△ 迎神隊伍漸行漸遠，皇上也隨隊伍而下 

△ 舞台上的李鳳依然沈醉在愛的喜悅中，但在一回頭後發覺舞台上空無一人，就連

皇上也不知去向 

李鳳：德正……公子…… 

△ 李鳳終於醒悟，方才不管是夢境或想像，只是一些幻覺和回憶罷了…… 

李鳳：（唱） 世上無常多變幻， 

人間不定難遂願， 

仙女散花輕腰款， 

妙舞獨缺笛聲轉。 

（唱）有情卻似總無情， 

激情過後烈火停。 

胭脂粉妝淚光盈， 

等無回音性難平。 

△ 小春從右舞台上 

小春：小姐…… 

李鳳：小春，妳來得正好，妳告訴我，可有京城來的消息？ 

小春：小姐…… 

（唱）街路過往是客商， 

就是無妳講的皇上。 

我看妳前世和伊相沖， 

這世才犯在伊手中。 

李鳳：（唱） 臨走恩愛在床沿， 

九五之尊豈能戲言？ 

一定是國事來拖延， 

靜心等待龍身現。 

小春：就算伊是當今天子，後宮美女那麼多，伊怎麼會記住妳？我看出大門就將妳放袜

記了…… 

李鳳：就算真的如此，也應該給我一個交待…… 

小春：妳別傻了，天子是天之嬌子，咱只不過是伊腳下一個百姓而已，他看上妳與妳有

一宿之緣，算來是妳的福氣，妳還奢望伊乎妳一個交待？ 

李鳳：但是天子也是一個人呀１為什麼平平是人，卻有不同的生命價值？ 

小春：人家說出世落土時，要怪就怪咱自己沒那種七兩命啦！ 

李鳳：照妳按呢講，我心中這段深情豈不是我自作多情了？ 

△ 李鳳突然乾嘔連連……小春訝異 

小春：小姐，妳……妳有「身」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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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鳳：（唱） 珠胎暗結亂分寸， 

可比破底的大船。 

多情堪愁帝王恩， 

只嘆風雨淋釵裙。 

△ 小春更加憤恨不已…… 

小春：（唱） 我講查埔實在無天良， 

甜言蜜語對咱尚蓋傷。 

到尾攏是查某受災殃， 

後悔莫及叫苦無路用。 

李鳳：（唱） 荻葉影中為君啟， 

多情換來一身債。 

埋怨只能藏暗袋， 

既是落水嘛是愛過溪。 

小春：小姐……那現在要如何是好……？ 

△ 李鳳欲言又止，李龍從外面回來，滿臉怒氣不悅 

李鳳：啊，阿兄，你回來了？為何滿面憤怒？ 

李龍：哼！妳講的彼個朱公子確實是當今天子無錯，可是我在京城聽到很多人在講，講

皇上不但荒廢朝政，每日尋歡作樂…… 

李鳳：這……但是伊的人絕對不是按呢…… 

李龍：妳呀…… 

（唱）雞屎藤不敢攀桂花樹， 

桌布妳偏偏將花繡。 

皇親國戚只會添憂愁， 

皇妃夢想趕緊放水流。 

李鳳：（唱） 上天若無照甲子， 

人嘛是愛照天理。 

難道伊會真正將我欺， 

放我痴情無計施。 

李龍：查埔人為了達成目的，啥話講不出來？我勸妳死了心，別再作「貴妃」的夢…… 

△ 李龍生氣入內……受了刺激的李鳳默默垂淚…… 

小春：小姐，邁悲傷了，妳兄長講得沒錯，咱學一擺經驗，以後若有啥公子擱來，咱攏

邁理他……不是啦，我是講……這件事不如將它放袜記…… 

李鳳：不！我無法度將伊放袜記…… 

小春：妳……妳想怎麼樣？ 

李鳳：（唱） 茫茫往事溯從前， 

舉頭無語問蒼天， 

真情豈能化成煙？ 

上京控告在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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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春：啊？妳要告皇上？ 

李鳳：我與他相識是因為情；並非貪圖貴妃之尊，如果伊真是寡情無義，我也要向天討

回一點天理…… 

△ 小春訝異 

△ 燈暗 

 

 

 

第五場  七品小官 

人物：大用、李鳳、小春、衙役若干 

場景：公堂 

△ 縣衙內的排場雖不甚氣派，但依然威嚴 

△ 谷大用換著一身縣令服裝，台步雖威風，但一想到自己被降調內心好不沮喪…… 

大用：（唱） 以前殿前真威風， 

搖搖擺擺列三公。 

龍鳳酒店起風波， 

險險無命強要抓狂。 

（唱）皇上吃肉我碰釘！ 

黑白不分事不明。 

大材小用作縣令， 

只有喝茶四界看風景…… 

大用：人家說：種葫子生菜瓜；放屁彈破被，明明講的就是我。其實作官就是按呢，爽

是人家在爽，出代誌我就「黑鼻管」！唉！自從調來這兒作縣令，也沒什麼代誌，

每日抓蝨母相咬…… 

△ 話未完，衙外有人擊鼓鳴冤 

李鳳：（ＯＳ）冤枉呀……！ 

大用：啊？生意上門了，來人！將擊鼓鳴冤的人帶進來…… 

△ 衙役將李鳳與小春帶進……跪下 

大用：嗯，堂下可是擊鼓鳴冤之人？ 

李鳳：正是…… 

大用：很好！本縣雖然上任不久，但是絕不容有人為非擅作，來，妳要控告何人？指控

何事，大聲說出，本官絕對為妳作主！ 

李鳳：大人，小女子要控告的人是當今皇上…… 

△ 大用差點跌落椅下 

大用：妳……控告皇上？指控何事？可有人証？ 

李鳳：（唱） 盤古開天頭一回， 

控告皇上是大罪。 

冤曲難伸添恨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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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公道願將命來賠。 

小春：大人，小春就是證人啦…… 

大用：這……此事非同小可，妳可知情？冒犯天顏死路一條！ 

李鳳：這種後果小女子早有心理準備，怕只怕縣老爺也是一名為保烏紗帽而罔顧國法踐

踏正義之徒？ 

大用：這……李鳳，妳抬頭看邁，可識得本縣？ 

△ 李鳳抬頭大驚 

李鳳：啊？你……是谷大用？ 

小春：啊？是你？小姐，咱來這兒控告皇上，豈不是「叫鬼提葯單」？ 

李鳳：谷大用…… 

（唱）真是人助天也助， 

免我擱走冤枉路。 

你是證人知我苦， 

不通擱再假糊塗。 

大用：（唱） 咱有熟識我承認， 

妳與皇上事有因。 

我已經落魄落衰面， 

邁擱相害才是真。 

李鳳：（唱） 女人受曲豈能隨便賴？ 

忍辱含淚如刀剮。 

雖然你是七品官， 

為民伸冤豈能見外？ 

大用：（唱） 妳愈講我就愈拼汗， 

趕緊離開邁加我相拖。 

小春：（唱） 阮小姐有嘴講到無涎， 

大人還忍心將阮趕？ 

李鳳：看來人家說官官相護，這是無錯！公堂之上明鏡高懸也只是自欺欺人罷了！ 

大用：妳…… 

李鳳：谷大人，我為了你的前程及頂上那頂烏紗帽，我不為難你，但是你如此瀆職不負

責任，在我看來，你也不過是一名傀儡而已……小春，咱們走…… 

大用：慢著…… 

小春：啊？谷大人，你要辦案了？ 

大用：也罷！此案我先接下，但是我會先上京面奏聖上，絕對還妳一個公道！ 

△ 李鳳與小春臉上露出一線希望光采…… 

△ 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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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場  私闖皇宮 

人物：皇上、大用、皇后、宮女若干 

場景：皇宮後花園 

△ 笙歌舞榭中，宮女舞蹈。皇上喝得醉茫茫，看得出心情鬱悶不樂 

皇上：（唱） 詩是醉後吟方好， 

書是生前夜讀多， 

歌聲舞榭花李桃， 

雲掩明月誰之錯？ 

皇上：（唱） 心不昧良天可鑒， 

真情束縛心不甘。 

欲提金劍來揮斬， 

卻似大船沙灘陷。 

△ 大用躡手躡腳，見四下無人輕呼皇上 

大用：皇上……皇上…… 

皇上：是誰……？ 

大用：是我谷大用…… 

皇上：你……最近去叨位？怎麼沒來陪我喝酒……打獵……？ 

大用：我？皇上忘了我現在是七品官呢，怎麼可能來陪你？我若乎人知影我來後宮花

園，會刣頭呢！ 

皇上：放心……寡人在……無人會刣你…… 

大用：皇上……有一件代誌，我一定要講乎你知，李李鳳她已經有身…… 

△ 大用尚未說完，皇上已不酒力而醉倒在地，大用急急扶起他…… 

大用：皇上……唉喲，不會喝還喝成這個樣子？皇上，你醒醒，李李鳳伊…… 

△ 大用一抬頭見皇后不知何時已站在面前 

大用：啊……皇后……卑職參見娘娘千秋…… 

皇后：來人……皇上酒醉，快扶皇上回寢宮休息。 

待女：是…… 

△ 侍女扶皇上下，大用欲溜…… 

皇后：谷大用…… 

大用：啊？卑職在…… 

皇后：你真好大膽，敢私闖後宮，該當何罪？ 

大用：娘娘恕罪…… 

皇后：恕罪可以，但是你要坦白講你回宮的目的何在？ 

大用：那有？很思念皇上所以偷偷回來探望，沒想到伊醉成這樣…… 

皇后：谷大用，你可別敬酒不吃吃罰酒！只要我一聲令下，金階武士將你拿下，你只有

死路一條…… 

大用：這卑職知影，娘娘恕罪…… 

大用：（唱） 龍鳳酒店種了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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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鳳懷孕告到公堂前， 

卑職不敢擱拖延， 

趕緊入宮說真言。 

△ 大用將訴狀交給皇后 

皇后：（唱） 大膽李鳳不應該， 

自己身份無想看覓？ 

狀紙告到皇宮內， 

世上倫理擺何在？ 

大用：娘娘，雖然李鳳的身份卑微，但伊腹中之子卻是皇上龍子…… 

△ 這話更刺激了皇后皇后臉色倏忽數變…… 

皇后：（唱） 聞言使吾更驚奇， 

龍種豈可乎皇上知？ 

此事絕不可再延遲， 

念頭轉動將計施。 

大用：娘娘…… 

皇后：谷卿……此事交乎我處理就可…… 

大用：可是…… 

皇后：雖然你和皇上無話不談，畢竟現在你的身份不適合。而我是皇后，皇上既有龍種

現世，我替伊歡喜都來不及，所以為了要褒獎你的忠心，私闖御花園之罪我無計

較，你快回去吧！ 

大用：唉……多謝娘娘…… 

△ 大用離去，皇后充滿心機的笑容……過場音樂中，一名殺手從右舞台上，皇后向

其密語…… 

△ 燈暗 

 

 

 

第七場  殺機乍現 

人物：李鳳、小春、殺手、李龍、大用 

場景：龍鳳酒店 

△ 天氣似乎有了秋意。李鳳舀酒封口後，望望窗外的落葉，又撫弄肚腹不免哀怨之

情又油然而生 

李鳳：（唱） 濃雲四蔽夕陽斜， 

望眼欲穿向京城。 

堤上雨來垂柳影， 

寒鴉啼叫心著驚。 

（唱）多情遺憾暗思君 

四季何必要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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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樹青梅含花粉， 

窗前待君失了魂。 

小春：（唱） 戀愛自己不能作主， 

這種骹卡拔嘛是輸。 

巧巧人卻作糊塗事， 

想到強要倒頭魯。 

△ 小春憐惜趨前…… 

小春：小姐，妳又在自艾自怨了？不管如何，妳總該為肚裡的孩子設想，每日愁眉不展，

肚中孩兒如何承受？ 

李鳳：骨肉連心，思慕出乎真情，雖是尚未十月結胎，卻是與我戚然含淚。 

小春：妳放心啦，那位谷大用上京告知皇上，很快就會有好消息……到時候，皇上若接

妳入宮，不但妳是貴妃之尊，肚子孩兒也是殿下千歲呢！ 

李鳳：小春，妳講，妳是不是也認為我期待皇上想認，是因為我貪圖貴妃地位？ 

小春：這……貴妃之尊乃是很多女子痴望的願望，小姐難道認為貴妃的位有何不妥？ 

李鳳：小春…… 

（唱）若封貴妃真尊貴， 

萬民景仰的地位， 

只嘆宮苑葉紛飛， 

宮中恩怨永相隨。 

小春：（唱） 既是如此妳何必哀怨？ 

哭哭啼啼難出情關？ 

李鳳：（唱） 並非我心中有不滿， 

只是不願真情變虛幻。 

小春：我雖然不能十分了解李鳳的看法，但是不管妳按怎做，我攏總支持妳…… 

△ 此時殺手強行入內，李龍阻擋…… 

李龍：稍等一下……你這位客官，我已經加你講過，天色已晚，要飲酒明日請早…… 

殺手：此地是龍鳳客棧？ 

李龍：沒錯！ 

殺手：那裡面有一位李鳳姑娘？ 

李龍：我叫李龍，李鳳是阮小妹……你找伊何事？ 

殺手：聞說李鳳天 姿絕色，李老闆何不喚她出來一見？ 

李龍：你講什話？ 你啥人？講要見伊就見伊？ 

殺手：哼！此事由不得你…… 

△ 殺手將阻擋的李龍推倒，逕自入內，正好遇上聞聲而出的李鳳與小春…… 

李鳳：你是誰？竟然強行闖入民宅？難道你眼中無王法？ 

殺手：妳是李鳳？ 

李鳳：正是……你是…… 

殺手：我是奉了皇宮聖旨，要取妳項上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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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殺手持刀欲殺，李龍飛身撲救，正好刺中他屁股 

李龍：唉喲……我會好也不完全了…… 

△ 殺手見殺錯人舉刀又往李鳳劈。千鈞一髮之際，谷大用趕到…… 

大用：休得傷人…… 

△ 大用以飛鏢阻止殺手逞凶，並抽劍制伏殺手…… 

大用：大膽狂徒，竟敢夜半行兇饒你不得…… 

殺手：縣老爺……我並非綠林狂徒，我乃是皇城護衛……這是我的銅牌請大人觀示…… 

大用：你既是皇城護衛，為何來此行兇，從實招來，否則不容情…… 

殺手：我是奉了皇后娘娘旨意，為了使皇上死心，所以命我前來殺李鳳姑娘，以絕後

患…… 

△ 眾人大駭 

大用：你……你這樣做簡直比禽獸不如……饒你不得…… 

李鳳：且慢……谷大人，看來伊嘛是奉命行事，你殺他又有何用？放他離開吧！ 

大用：這…… 

李龍：啊？放伊走？我煞著「糊牛屎」？ 

大用：哼，你聽到了沒？是李鳳姑娘心地善良要饒你的狗命？還不快走，難道要等我改

變心意嗎？ 

殺手：這……遙女鄉霽五中，另日圖報，請…… 

△ 殺手慚愧狼狽而逃…… 

李龍：唉啊……痛死我了…… 

小春：老闆，我扶你入去糊牛屎……不是，糊葯仔啦…… 

△ 小春扶李龍入內。李鳳神情黯然…… 

大用：李姑娘……受驚了…… 

李鳳：谷大人，你講，我雖然是村野小女子，但真的只為了愛一個人，就犯了殺身之罪？ 

大用：這…… 

李鳳：（唱） 我無害人的心意， 

皇后狠毒將我欺， 

是非黑白令人懷疑， 

大人應當乎我一個道理。 

大用：（唱） 皇后作事無內行， 

大船強行要駛入港？ 

這下踢到大鐵板， 

分明是要逼我去跳江。 

李鳳：我知谷大人為我之事已經被降為七品父母官，如果你若再為我出頭，恐怕連性命

也難保…… 

大用：這嘛……罷了…… 

△ 大用憤怒的神情，突將烏紗帽脫下…… 

李鳳：谷大人，你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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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用：我嘛已經擋不住了……好！就算拼到丟掉這頂烏紗帽，我也要上京替妳上訴

狀…… 

李鳳：這……千萬不可，此事既已觸怒皇后，她豈會善罷干休？你再上京投訴，豈不是

羊入虎口？ 

大用：難道妳就要忍氣吞聲，甘願不再追究？ 

李鳳：（唱） 皇后豈會放我干休？ 

皇上面前我要追究， 

我有如大海的沈舟， 

冤曲豈能放水流？ 

大用：既然如此，我會替妳投訴，就算因此丟了這項上人頭，我也要審問天子！ 

△ 大用的凜然正氣，使得李鳳點頭讚許…… 

△ 燈暗…… 

 

 

 

第八場  再探皇城 

人物：皇上、太后、皇后、大臣、宮女若干、大用 

場景：後宮花園 

△ 歌舞聲中，皇上在宮殿喝酒玩樂，與宮女追逐 

△ 眾大臣頻頻搖頭嘆息…… 

眾人：（唱） 宮中樓閣如戲台， 

君臣嬉戲排歸排， 

清歌一曲宮苑內， 

天子猶原難主宰。 

△ 歌聲罷，內侍傳來「太后、皇后駕到」…… 

△ 眾大臣戒慎恐懼站好，但皇上若無所聞，繼續與宮女纏戲，一不小心正好抓到了

上朝的皇后…… 

皇上：抓到了……抓到了…… 

皇后：皇上…… 

太后：皇上，你太放肆了…… 

皇上：啊？是妳們？沒關係，妳們也可以玩，來，我們再從頭來玩…… 

皇后：皇上…… 

（唱）君不君來臣不臣， 

外邦若知會失體面。 

天子應當日日上朝勤， 

為社稷造福才是真。 

皇上：（唱） 妳雖然體態似李鳳， 

聲音粗粗不知在講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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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陣跳舞嘸免驚， 

盡情出力愛拼才會贏。 

△ 皇后受了屈辱，轉身向太后求救…… 

皇后：太后，妳 看皇上啦，請太后作主…… 

太后：皇上，難道你真正為了一名酒家女子，置社稷萬民不顧？你實在太使人痛心了…… 

皇上：（唱） 東昇日出夜無蹤， 

日月永遠難相逢， 

天真浪漫又何妨？ 

醉看宮苑花艷紅。 

太后：（唱） 皇上行徑我真失望， 

一國之君豈能放蕩？ 

酒色可比無底洞， 

早日回頭才妥當。 

皇上：（唱） 一國之君有何稀奇？ 

李鳳我就無法見伊， 

連百姓我都無法比， 

甘願深山歸隱去！ 

太后：好了……不要再說了…… 

皇上：我不說，可是李鳳的倩影依然在我腦海中，太后，我求妳，求妳乎我去找伊，若

找到伊，寡人甘願放棄三十六宮七十二苑…… 

皇后：皇上，你……你太過份…… 

△ 內侍傳來吆喝聲，然後一名內侍入殿跪見…… 

內侍：參見皇上……午門之外，七品縣令谷大用求見，金階武士阻止不及，已經直衝入

殿了…… 

△ 話未完，谷大用擊退幾名衛士，入殿跪在階下 

大用：參見皇上…… 

皇上：啊？谷卿……你來了…… 

皇后：太后，谷大用如今只是七品小官，竟敢冒犯龍顏，此乃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太后：嗯……谷大用，你未經宣調，私闖金殿，莫非是想謀刺皇上，來人，拿下…… 

皇上：且慢…… 

太后：皇上，你…… 

皇上：谷大用先前是寡人隨身一品帶刀侍衛，寡人與他情如手足，伊豈有謀刺之心？ 

太后：那私闖金階之事要作何解釋？ 

皇上：這……想必谷卿必有緊急要事，情非得已，何不聽伊解釋再作定奪？ 

太后：哼！好！哀家倒要聽聽他有何解釋？ 

皇上：谷卿，你急著想見寡人必有急事，你快說呀！ 

大用：沒錯！我見皇上是有一件天大的急事，就是……有人控告皇上…… 

△ 眾人大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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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大膽……竟敢在金殿胡言亂語……來人，抓起來…… 

皇上：慢著，谷卿，你說……何人要控告寡人？控告寡人又身犯何罪？ 

大用：是李鳳姑娘，伊控告你誘拐良家婦女，寡情不義，而且喪盡天良，不認親子，又

叫殺手殺人滅口…… 

△ 殿下之人全傻了眼，皇上更是瞠目結舌…… 

皇上：（唱） 喪盡天良不認親子？ 

殺人滅口果有此事？ 

莫非你心神失了主， 

或者世間住了閒久？ 

△ 大用呈上訴狀 

大用：（唱） 卑職豈敢信口開河？ 

回宮內自其禍？ 

訴狀在此攏是你的錯， 

為民伸冤我嘛無可奈何。 

△ 皇上看了狀紙…… 

皇上：（唱） 果然李鳳受曲情， 

晴天霹靂擊在胸， 

一夜恩愛成幻境， 

我怎能承擔薄君名？ 

皇后：皇上，不要聽谷大用一派胡言，自古以來那有國君受審的道理？ 

皇上：住口！寡人既是一國之君就應以身作則，所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寡人自信無

罪，豈有不赴公堂受審之理？谷大用…… 

大用：皇上…… 

皇上：擇日開庭，寡人自當前去對質…… 

△ 眾人訝異，皇后雖求救太后，但太后覺皇上所言冠冕堂皇無力辯白…… 

△ 燈暗 

 

 

 

第九場  公堂會審 

人物：大用、皇上、皇后、太后、李鳳、李龍、小春、衙役若干、殺手 

場景：公堂 

△ 擂鼓聲中，差役陸續站定 

△ 谷大用威風凜凜上了公堂…… 

大用：（唸白） 公堂之外人聲喧嘩， 

威靈顯赫小小七 品官！ 

天子犯罪無例外， 

公理在心嘸免問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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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用：來人……傳原告李鳳以及證人李龍和小春…… 

△ 威武聲中三人上。李龍似乎嚇得渾身發抖 

李龍：小妹……我看算了，世間那有人告贏皇上？趁現在溜還來得及…… 

李鳳：阿兄，既來之則安之。我按呢做，所爭的只是一個「理」字。 

△ 三人入內 

三人；參見縣老爺…… 

大用：嗯……李鳳姑娘，妳訴狀之中所寫可是句句屬實？ 

李鳳：絕無虛言！ 

大用：好！本縣即刻被告與妳對質，來人，宣被告當今天子上堂…… 

△ 話語未畢，內侍高喊「皇上、太后、皇后駕到」 

大用：看座…… 

△ 大用出門恭迎，請三人上座 

△ 皇上上前欲與李鳳相認，但李鳳不理。皇上轉身見太后及皇后寒著臉，這才收起

興奮之心 

大用：堂下原告，妳控告當今天子，在公堂明鏡之下，將心中委屈說出，本縣再行定奪！ 

李鳳：（唱） 大人聽我說分明， 

往事歷歷的情景， 

可比臘月雪不停， 

萬念俱灰卻似冰。 

李鳳：（唱） 良緣雖然是天來賜， 

珠胎暗結懷龍子， 

皇上甜言蜜語千萬句， 

卻是欺騙感情的懦夫。 

皇上：（唱） 此事我要來辯解， 

懷疑我的真情實不該， 

回宮懇求母后來主裁， 

心願未遂受阻礙。 

皇上：（唱） 一夜恩情豈能放？ 

難忘月夜與妳同房。 

妳問我愛妳叨一項？ 

只願永世作妳的尪。 

李鳳：（唱） 謊言我已聽太多， 

殺手取命命險無， 

走頭無路無偎靠， 

這甘是愛情的回報？ 

皇上：（唱） 此事我是全然不知， 

妳若是對我有懷疑， 

當天立誓絕非兒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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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豈能橫行不義？ 

李龍：（唱） 兇手刺殺我可作證， 

利劍使我險無命。 

小春：（唱） 當場我嘛有看分明， 

講是皇后駕前的壯丁。 

皇后：（唱） 令牙利齒小賤婢， 

本宮何等的貴氣！ 

怎堪妳如此懷疑？ 

堂上應還我道理！ 

李鳳：（唱） 是非曲直自分明， 

皇后不用語如冰。 

出生雖有落土命， 

百花也分桃李杏。 

皇后：（唱） 賤民大膽這般猖狂， 

眼中可有我這個正宮？ 

若無教訓妳的魯莾， 

本宮愧對大明的列宗。 

△ 皇后欲揪打李鳳，大用喝止 

大用：住手…… 

（唱）娘娘住手莫衝動， 

公堂義正理就通， 

本縣雖是七品郎， 

卻是主審縣令公！ 

太后：谷大用……你…… 

大用：娘娘息怒，卑職雖然七品小官，但這頂烏紗帽以及公堂禮制卻是朝廷所賜。卑職

身為父母官若是畏懼權勢不敢替民伸冤，豈不是有負朝廷所託？ 

皇后：這……太后…… 

太后：谷大用，你講的頭頭是道，希望你不是假公濟私？而且皇上就算有罪，但皇上九

五至尊，你小小七品官如何定罪？ 

皇上：谷卿！太后說得沒錯！你千萬不可假公濟私，寡人若有罪，你就加寡人判刑！ 

大用：這…… 

皇上：但是，寡人雖是被告，庭上還是得聽聽寡人的辯白呀！ 

大用：好！你有啥辯解，你就當場說來…… 

△ 皇上深情款款地走向李鳳 

皇上：李鳳…… 

（唱）一切攏是我的錯， 

惹成今日大風波。 

相思絞成鴛鴦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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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中龍子是福報。 

李鳳：（唱） 如果因子才來將我認， 

豈不是像浮萍煞無根？ 

我甘願以淚來洗面， 

不願因為有身才相認。 

皇上：（唱） 雖是一夜的姻緣， 

呢喃有如彈琴弦， 

迎妳入宮並非將妳騙， 

只願妳我逍遙賽神仙。 

李鳳：（唱） 有你真情一句話， 

滿腹苦悶放風吹， 

金口答應鑾駕回， 

另日再向娘娘來請罪。 

△ 兩人漸漸感受到對方真誠的愛，幾乎忘了公堂上的其他人 

△ 皇上緩緩摟住李鳳，這觸怒了皇后—— 

皇后：夠了……太后，妳也親眼所觀，這位酒家民女根本是狐狸邪心來迷惑皇上，難怪

皇上會為伊神魂顛倒，太后作主，速速將此女處死…… 

太后：這…… 

大用：啟稟太后，此地乃是本縣管轄，要處死判刑，應當要由本縣作主！ 

皇后：放肆…… 

大用：本縣只是秉公處理…… 

皇上：皇后……谷卿說得沒錯，此事由伊全權處理！ 

皇后：皇上，我看你是頭殼歹去！伊若加你判死刑，你會乖乖乎伊刣？ 

皇上：如果寡人真正罪該萬死，就算谷卿不判我死刑，天理也不容情…… 

皇后：好！你們都在怕什麼？我就不相信一個酒家民女有何能耐……看劍…… 

△ 皇后抽了侍衛之劍欲殺李鳳，但皇上將劍奪下 

皇上：放肆…… 

皇后：皇上……你變了……難道你對我真正一點留戀都沒有？ 

皇上：這…… 

皇后：不要猶豫，快把這狐狸精殺了…… 

李鳳：皇后……為什麼妳非置我於死地不可？ 

皇后：妳……胡說什麼？ 

李鳳：（唱） 娘娘何苦一再相逼？ 

李鳳註定與妳相剋？ 

刺客之事我不再苛責， 

恩望娘娘不可失德。 

皇后：（唱） 賤人竟敢教訓我， 

玻璃珠也敢放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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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再胡言黑白賴， 

死罪難饒千刀萬剮。 

皇后：哼！所謂抓賊抓贓，抓姦在床，妳無證無據，敢誣賴本宮，本宮豈能饒妳？ 

太后：是呀，空口無憑！谷大用！單憑這一點誣告皇后，你與這班人就是死罪呀…… 

△ 李龍嚇得昏倒在地，小春為他搧風急救…… 

大用：這…… 

李鳳：皇后娘娘，妳也不用逼人太甚，妳叫人要謀殺我，幸蒙谷大人搭救而倖免於難，

想不到今日公堂之上，竟然反遭妳誣賴…… 

皇上：李鳳，妳講的句句屬實？ 

李鳳：谷大人可以為證。 

皇上：谷大用，你講……這是不是真的？皇后真正派人要刺殺李鳳？ 

大用：這…… 

皇后：且慢…… 

皇上：皇后何故喝止？ 

皇后：皇上，谷大用現在是主審官，他怎麼能當證人？那豈不應了一句「球員兼裁判」？ 

太后：嗯，皇后說得有理，谷大用…… 

大用：臣在…… 

太后：李鳳一行若提不出證人，你即刻要加伊定罪！ 

皇后：對……緊判呀！誣賴本宮，死罪難逃…… 

大用：這下可難倒我了…… 

△ 大用正猶豫不定之際……皇后已迫不及待…… 

皇后：你們這些差役還在幹什麼？快將他們抓起來，要不然連你們一起治罪！ 

△ 差役們惶恐不安之際，殺手從外翻身而入 

殺手：（ＯＳ）且慢…… 

皇后：啊？有刺客…… 

△ 殺手向皇上及大用眾人跪拜 

殺手：參見皇上…… 

皇上：你……你是何人？ 

殺手：末將乃名喚許英，乃是娘娘宮前侍衛。 

李鳳：就是伊……伊就是皇后派人要刺殺我的人…… 

殺手：沒錯！確實是皇后娘娘派我行刺李鳳姑娘…… 

皇上：皇后……妳好大的膽子，妳現在還有什麼話可說？ 

皇后：這……皇上，這不合情理，這名許英我根本不認識他，一定是谷大用故意安排…… 

太后：嗯，是呀！如昧是皇后派去，豈有背主作證之理？ 

殺手：太后…… 

（唱）生死早已置之度外， 

只是不願乎人吐痰涎， 

李鳳引我泅過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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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顏枉費在作官。 

李鳳：許壯士，你何必又回來呢？你甘知景我只是爭一口氣，而你卻有生命之災…… 

殺手：承蒙李鳳姑娘不殺之恩，這條性命算是妳再恩賜，能夠證明李鳳姑娘的清白，許

英死而無憾！ 

大用：好！現在人證已在，皇后娘娘，妳可有答辯？ 

皇后：這……憑他一人空口白話，如何能信？ 

殺手：我身上的銅牌乃是宮前侍衛的身份，請大人作主…… 

△ 大用接過，再呈皇上，皇上震怒…… 

皇上：娘娘……妳還有什麼話說？ 

皇后：皇上恕罪……我只是一時糊塗，但是我嘛是想要挽回你的心……太后…… 

太后：唉……妳怎麼做出這種糊塗之事？也罷，皇上，此乃內宮之事，待回宮之後再作

打算…… 

皇上：哼！回宮之後，再與妳計較！谷大用…… 

大用：卑職在…… 

皇上：現在回到正題，寡人與李鳳之事，你可以作一宣判了…… 

大用：是！李鳳控告當今聖上之事，雖是壓君犯上，但卻是兔曲實情，而聖上雖然違背

諾言，卻是被太后所阻止，並非寡情斷義…… 

△ 大用見太后怒目望著自己，有點渾身不自在…… 

皇上：太后……請息怒，讓谷大人宣判！若無如此，天下人誤以為寡人虛情假愛用情不

專，將來如何受萬民愛戴？ 

太后：這……好！你宣判！ 

大用：本官為使有情人終成眷屬，當庭宣判，聖上應當花鑾鳳轎迎娶李鳳入宮！ 

△ 眾人驚訝……李鳳投入皇上懷中 

△ 太后無可奈何的表情，皇后哭喪著臉…… 

△ 李龍醒來，也沾染了勝訴的喜悅，與小春逗樂…… 

△ 燈暗…… 

眾唱：（唱） 七品縣令審天子， 

天下奇聞的怪事。 

姻緣甘是天來賜， 

飛上枝頭入宮府。 

 

 

 

第十場  天女散花 

人物：李鳳、皇上、大用、宮女若干 

場景：皇宮後花園 

△ 承上場的音樂 

眾唱：（唱） 鑼鼓響樂震天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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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娶隊伍氣象萬千， 

仙女散花在轎前， 

人生際遇千萬變。 

△ 像是廟會遊行的隊伍，沿街有民眾撒落著花瓣…… 

△ 當遊行隊伍逐漸遠去時，燈光幻化成一種近似夢境的時空 

△ 李鳳身著鳳冠霞帔幽遊雲彩中…… 

李鳳：（唱） 珍珠瑪瑙為定聘， 

鳳冠霞帔穿在身。 

猶似纏身的攀藤， 

緣份卻似已經盡。 

皇上：（ＯＳ）李鳳…… 

△ 李鳳欲逃，皇上急急奔上拉住她…… 

皇上：（唱） 玉漏暗催雞喚醒， 

珠簾高捲蝶暫停， 

春宵苦短天將明， 

忽聽鑾鳳奏合鳴。 

李鳳：（唱） 小草難禁千嶂雪， 

早梅獨佔孤枝末。 

宮中名利相爭奪， 

鳥帶春光鮮羽缺。 

皇上：（唱） 三千粉黛我不愛， 

二八年華喜風采， 

從此真情無阻礙， 

繡閣瓊枝花艷開。 

△ 皇上與李鳳如漆似膠。突然幾聲悶雷…… 

皇上：啊？雷雨將至，李鳳，快入宮避雨…… 

△ 皇上與李鳳慌亂奔走，皇上一回頭，卻失去了李鳳的蹤影…… 

皇上：咦？李鳳……李鳳…… 

△ 皇上四處吶喊，燈光也開始變化，谷大用從右舞台上，他已恢復一品帶刀侍衛的

身份 

大用：皇上……皇上，你怎麼了？ 

△ 皇上從夢幻之中醒了過來 

皇上：李鳳……李鳳失蹤了？ 

大用：皇上，我正要來向你稟告這件事，迎娶朽鳳貴妃的鳳轎已經來到午門之外了…… 

皇上：啊？真的？ 

大用：你看…… 

△ 迎娶隊伍緩緩上來，終於將轎停在台階下 

皇上：李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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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高興地上前，掀開轎簾，不禁愣在當場 

大用：皇上，你怎麼了？趕快牽李鳳出來呀…… 

△ 皇上從轎內取出鳳冠霞帔及一封信，眾人訝異 

大用：啊？怎麼這樣？ 

△ 大用接過鳳冠霞帔，皇上開始展讀信件…… 

△ 燈光只照在皇上及上舞台出現的李鳳身上 

皇上：（唱） 鑾轎迎回一鳳冠， 

李鳳身影成虛幻， 

何故又擱心頭轉， 

莫非心念猶不願？ 

李鳳：（唱） 冒死控告上京城， 

並非為入皇家大廳， 

只問道理是講啥？ 

心願已足將子成。 

皇上：（唱） 西望秋月日晚初， 

恩望李鳳共船渡， 

情天霹靂徒勞苦， 

放我悲情孤單路。 

李鳳：（唱） 男女歡愛本無常， 

塵世奢華濁氣中， 

花蕊貴在長存香， 

真情願留桃花鄉。 

皇上：李鳳…… 

△ 皇上撲向李鳳，但李鳳已經消失…… 

△ 燈光又回到現實…… 

皇上：李鳳，妳這是何苦？ 

大用：皇上，李鳳按呢做，表示她是一位值得你去愛的人。 

皇上：對……我愛她……無論按怎，我攏要擱去找伊……谷大用…… 

大用：卑職在…… 

皇上：快快護駕，與寡人再下江南，找尋伊李鳳…… 

大用：遵旨…… 

△ 燈光又幻化夢境，迎娶隊伍隨歌聲中漸漸走下舞台 

眾唱：（唱） 天子匆匆下江南， 

不願真情被斷斬， 

無懼雷打大雨淋， 

跑馬上船爬山崁。 

（唱）不愛江山愛美人， 

註定累世的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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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真情甘苦盡， 

永生永世並蒂根。 

△ 李鳳出現與皇上在上舞台上重逢，四周煙霧迷漫，天上飄下了絮絮花瓣…… 

△ 曲末了，燈暗 

△ 落幕 

 

——全劇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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