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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蠻公主乞食尪》人物介紹： 

人 物 行當 身 份 長 相 角   色   概   述 

1.  唐凌月 旦 元唐公主 美貌非常 

元唐國王掌上明珠，生性刁蠻，

後嫁與乞丐無名ㄟ，經歷滄桑，

終於成長。 

2.  齊越風 生 大齊國王 器宇軒昂 童年歷經宮廷變故，淪為乞食沙

彌；後得遇高人，又成為傳奇俠

士；最後時來運轉，復位成為大

齊國王。 

    無名ㄟ 

  （丐丙） 
生 乞丐 骯髒邋遢 

   風超群 生 遊俠 （覆面） 

3.  元唐國王 生 唐凌月之父 威嚴理智 

兼具理性、智慧的父親，忍痛將

女兒嫁給乞丐，讓女兒獲得成

長，並因此讓天下局勢得以安定

的明君。 

4.  元唐王后 旦 唐凌月之母 雍容慈藹 
既是疼惜女兒的母親，也是能理

性支持丈夫的妻子。 

5.  秦英俊 丑生 夜秦王子 英俊風流 
夜郎自大，意圖破壞大齊與元唐

同盟，自命風流瀟灑。 

6.  秦美麗 彩旦 夜秦公主 美麗活潑 
自恃美貌，又喜歡湊熱鬧，直率

而無知。 

7.  燕穿雲 生 新燕王子 自信武勇 

生性魯莽，自命英雄，一心破壞

大齊與元唐同盟，企圖角逐領袖

群倫的野心份子。 

8.  燕岫雲 旦 新燕公主 清秀理性 
性情冷靜，支持大哥，卻又能理

性分析，判別輕重。 

9.  江楚靳王 生 江楚王爺 高瘦 

系出名門的王爺，愛慕凌月公

主，參與招親，慘遭譏諷，敗興

而歸 

10.  玄魏宣王 生 玄魏王爺 矮胖 

出身北胡的王爺，愛慕凌月公主 

，參與招親，慘遭譏諷，敗興而

歸 

11.  西蜀成王 生 西蜀王爺 臉長 

有文采卻嫌矯揉的王爺，愛慕凌

月公主，參與招親，卻慘遭譏諷，

敗興而歸 

12.  紅袖 旦 元唐宮女 秀麗 唐凌月侍女，忠心、俏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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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倚翠 旦 元唐宮女 秀麗 唐凌月侍女，忠心、嚴謹 

14.  賈清鳴 

 （丐甲－瞎） 

   （農夫） 

   （男子） 

生 大齊大樂丞 
風度翩翩的

紳士 

大齊首席樂師，忠心耿耿，扶助

齊越風復位，又助其迎娶凌月公

主。為李魁家之夫， 

尊重、疼惜妻子，唯妻子之命是

從。 

15.  李魁家 

 （丐乙－瘸） 

   （農婦） 

    (王大嫂) 

旦 
大齊梨園 

  教授 

美貌精明的

藝術家 

大齊第一女伶，忠心耿耿，精心

策劃，助齊越風逃生，又扶之復

位，最後更與夫婿賈清鳴親自下

海，助其迎娶凌月公主。 

16.  侍臣 生 元唐侍臣   

17.  侍臣 生 大齊侍臣   

18.  士兵 生    

19.  樂師 不拘 大齊樂師   

20.  歌伎 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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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說明 

    大齊國王齊越風正在詠風殿之中，召集大樂寺丞賈清鳴、梨園教授李魁家，聆賞新編歌

舞《候我於牆》，忽然侍臣來報，元唐外交使者凌月王子被人劫走… 

 

△大幕開，投影幕下 

△投影：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詩經．齊風．著》 

新娘隨着迎親隊伍，由牆、而庭，而踏進夫家廳堂，她對湧動的人群，漠不關心，視而不見，

映進她眼簾的唯有恭候在屏風前的夫婿。她原想好好把新郎看個清楚，然而在眾目睽睽之下，

她不敢抬頭仔細端詳，而只是低頭用眼角瞟了一下，沒看清他的臉龐，只見帽沿下垂在耳畔

的珍珠和發光的玉瑱。 

△投影幕收 

△齊越風坐堂上，堂下樂府寺丞賈清鳴、梨園教授李魁家就定位 

賈清鳴∕李魁家：臣等獻上《候我於牆》，請大王驗收！ 

△音樂下              ※舞台圓燈照在賈清鳴、李魁家身上 

△樂師奏琴、鼓並演唱，賈清鳴、李魁家依韻而舞（排身段──三拍子宮廷舞） 

OS：【      】（獨唱） 

    候我於照牆兮候我於照牆兮候我於照牆兮候我於照牆兮，，，，明珠繫帶明珠繫帶明珠繫帶明珠繫帶，，，，垂在耳旁垂在耳旁垂在耳旁垂在耳旁    

                加加加加之以瓊華之以瓊華之以瓊華之以瓊華兮兮兮兮，，，，君子如月君子如月君子如月君子如月，，，，月色月色月色月色無瑕無瑕無瑕無瑕 

    候候候候我於我於我於我於庭中庭中庭中庭中兮兮兮兮，，，，明珠照容明珠照容明珠照容明珠照容，，，，燿如秋霜燿如秋霜燿如秋霜燿如秋霜    

                加加加加之以瓊之以瓊之以瓊之以瓊瑩兮瑩兮瑩兮瑩兮，，，，君子如玉君子如玉君子如玉君子如玉，，，，玉色清明玉色清明玉色清明玉色清明…………（舞樂被打斷）    

△侍臣匆匆上    

侍臣：大王，不好了！元唐特使凌月王子在半路被人劫走了！ 

齊越風：什麼！（震驚站起）       

※燈暗 

〈第一場〉序曲 

場景 大齊詠風殿 時間 日 

道具 琴、鼓 

人物 大齊國王齊越風、大樂寺丞賈清鳴、梨園教授李魁家、樂師兩名、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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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說明  

元唐王子唐凌月為使者，奉命出使大齊，於兩國邊境遭匪徒強行擄走。群匪意欲以其性

命威脅元唐不得與大齊交好，誰知身為俘虜且弱不禁風的元唐王子卻性情蠻橫，致群匪束手

無策，在雙方拉扯之中，元唐王子暴露了「他」乃為女兒身的秘密。唐凌月的美貌令群匪驚

艷，遂致群匪內鬨，正當群匪都意圖爭奪唐凌月僵持不下時，江湖盛傳義名的大俠風超群出

手救走了唐凌月。 

△幕起                     ※燈亮（昏黃） 

△背景音樂下。帶著面具的群匪持刀械，相互掩護奔走於山谷中，其中一人肩 

   負一只布袋 

OS：【卜卦調】 

    星月無光夜深沉星月無光夜深沉星月無光夜深沉星月無光夜深沉，，，，風高密雪風高密雪風高密雪風高密雪捲山陰捲山陰捲山陰捲山陰    

                寂靜谷中寂靜谷中寂靜谷中寂靜谷中動動動動人影人影人影人影，，，，驚起眠鴉嘯寒驚起眠鴉嘯寒驚起眠鴉嘯寒驚起眠鴉嘯寒林林林林     

△群匪躲藏，元唐護衛上 

【      】 

    元元元元唐唐唐唐將士追將士追將士追將士追行行行行蹤蹤蹤蹤，，，，連夜搜索苦無功連夜搜索苦無功連夜搜索苦無功連夜搜索苦無功    

                可憐金玉落賊手可憐金玉落賊手可憐金玉落賊手可憐金玉落賊手，，，，脫險無脫險無脫險無脫險無望望望望計已窮計已窮計已窮計已窮（紅袖、倚翠隨侍衛搜索喊道：王子！） 

△元唐護衛搜索無功，下；群匪出，一行來到預先設在山谷中的小屋 

△燕岫雲（女扮男裝）推門查看屋內無異狀先入，燕穿雲肩負布袋繼入，燕岫 

  雲助燕穿雲將布袋藏在桌後；秦英俊、秦美麗（女扮男裝）負責斷後、押陣， 

  隨後進入屋內 

秦美麗：唉！好險！（確定無人跟蹤之後，將門關上） 

        哈哈哈…來！咱來慶祝一下，咱頭一擺合作，功德圓滿！（斟酒四杯） 

秦英俊：哈哈哈…還有酒可喝啊！太好了！真是設想周到，不愧是我的好小妹！ 

        人媠又巧。    

△秦美麗面露驕矜之色，隨即想到什麼，示意不要多言 

燕穿雲：（語氣不屑）真是好雅興，在這麼緊張的時候，也不忘苦中作樂啊！ 

〈第二場〉驚艷 

場景 山寨 時間 夜 

道具 布袋一只、刀數把、槍兩支、桌一張、酒一壺、杯四個 

人物 
唐凌月、燕穿雲、燕岫雲、秦英俊、秦美麗、風超群、元唐將士數名、紅袖、倚

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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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英俊：那是當然的啊！『談笑用兵』才是英雄本色！來，乾杯！ 

△四人圍攏，舉杯欲飲時，桌後布袋傳出唐凌月的吶喊聲 

唐凌月：放我出來、放我出來！     

△四人停杯互看，放下酒杯    

燕岫雲：大哥，我看也是先將伊放出來，若將伊悶死，就不好了！ 

燕穿雲：這… 

秦美麗：反正咱這麼多人，敢怕伊插翅飛去？ 

秦英俊：好啦！怕什麼？我來！（走去解開布袋） 

        唉呦！（被袋中唐凌月迎面一拳）   

秦美麗：大哥，你有要緊嗎？（秦美麗扶住秦英俊） 

秦英俊：我的緣投仔面啦！      

△餘人圍住唐凌月，防止他逃走 

【      】                 

唐凌月：何方狂徒何方狂徒何方狂徒何方狂徒膽膽膽膽包天包天包天包天？？？？竟竟竟竟敢橫行毒計施敢橫行毒計施敢橫行毒計施敢橫行毒計施    

                                速速放歸趁此時速速放歸趁此時速速放歸趁此時速速放歸趁此時，，，，若無者…元元元元唐唐唐唐揮鞭揚國威揮鞭揚國威揮鞭揚國威揮鞭揚國威    

△眾人上前想教訓唐凌月，卻見他俊俏的臉龐，霎時怒氣全消 

【【【【                        】】】】    

秦美麗：唉呀〜 

        只道只道只道只道美麗貌麗美美麗貌麗美美麗貌麗美美麗貌麗美，，，，卻輸堂堂一男兒卻輸堂堂一男兒卻輸堂堂一男兒卻輸堂堂一男兒    

秦英俊：面容俊俏面容俊俏面容俊俏面容俊俏勝勝勝勝桃李桃李桃李桃李，，，，鬚眉鬚眉鬚眉鬚眉美美美美貌賽西施貌賽西施貌賽西施貌賽西施    

燕穿雲：獸面獸面獸面獸面入陣入陣入陣入陣稱稱稱稱豪英豪英豪英豪英，，，，今日今日今日今日方方方方信俏蘭陵信俏蘭陵信俏蘭陵信俏蘭陵 

燕岫雲：劍劍劍劍眉眉眉眉微顰膽氣盛微顰膽氣盛微顰膽氣盛微顰膽氣盛，，，，轉盼轉盼轉盼轉盼憑添無限情憑添無限情憑添無限情憑添無限情 

                                真是妙啊！    

△鑼鼓樂中，秦氏兄妹、燕氏兄妹四人齊上，意欲擒拿唐凌月（排身段） 

△大俠風超群（覆面）上，出手力退眾人 

OS：【      】        

                元元元元唐唐唐唐王子名凌月王子名凌月王子名凌月王子名凌月，，，，會會會會盟盟盟盟大齊大齊大齊大齊領使團領使團領使團領使團    

                秦秦秦秦燕燕燕燕施計用手段施計用手段施計用手段施計用手段，，，，意外揭穿意外揭穿意外揭穿意外揭穿女紅顏女紅顏女紅顏女紅顏 

△燕岫雲一劍揮掉了唐凌月的頭冠，一頭烏黑秀髮如瀑披散；燕穿雲一掌，誤傷了唐凌月；

受傷的唐凌月被風超群救走 

風超群：走！ 

※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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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刁蠻公主 

場 景 元唐國風殿 時間 日 

道 具 小几數張、坐墊數個 

人 物 元唐國王、王后、侍臣、舞伎四名；唐凌月、紅袖、倚翠、燕穿雲（新燕王子）、

秦英俊（夜秦王子）、江楚靳王、玄魏宣王、西蜀成王、齊越風（大齊國王） 

場景說明：各國風聞元唐凌月公主之美，於是紛紛來到元唐求親，國王取決不下，只好安排

一場相親筵席，由凌月公主決定自己未來的夫婿。眾人原期待見到的是一位溫柔可人的俏佳

人，沒想到凌月公主生性刁蠻，把在場的各國王子、王爺批評得一文不值，讓元唐一夕間得

罪了眾多盟友，於是國王大發雷霆… 

 

※燈亮 

△背景音樂下，元唐國風殿內歌舞迎客，喜氣洋洋，各國權貴一一入座，彼此互相較勁 

侍臣：傳女樂！（四名舞伎獻舞） 

OS：【卜卦調 】 

    艷名四方傳艷名四方傳艷名四方傳艷名四方傳佳人佳人佳人佳人，，，，遠來貴客爭求親遠來貴客爭求親遠來貴客爭求親遠來貴客爭求親    

                國國國國風殿內春日永風殿內春日永風殿內春日永風殿內春日永，，，，石榴裙下願稱臣石榴裙下願稱臣石榴裙下願稱臣石榴裙下願稱臣                                        

△國王和王后在簾後窺望        

王后：自小自小自小自小寵愛掌上珠寵愛掌上珠寵愛掌上珠寵愛掌上珠，，，，今已長成配丈夫今已長成配丈夫今已長成配丈夫今已長成配丈夫（感動拭淚）    

                        只願好花得歸處只願好花得歸處只願好花得歸處只願好花得歸處，，，，慧眼識得千里駒慧眼識得千里駒慧眼識得千里駒慧眼識得千里駒    

國王：原原原原計計計計會議合會議合會議合會議合鸞鳴鸞鳴鸞鳴鸞鳴，，，，孰料孰料孰料孰料半途半途半途半途風波生風波生風波生風波生    

                        凌月自幼男兒性凌月自幼男兒性凌月自幼男兒性凌月自幼男兒性，，，，可能可能可能可能順利順利順利順利配配配配鴛盟鴛盟鴛盟鴛盟（憂心忡忡）    

侍臣：啟稟大王，吉時已到，請準備入殿。 

△國王、王后相視頜首 

侍臣：大王、王后駕到！           

△眾賓客聞聲起立，舞伎分列兩旁迎接 

△背景音樂下，國王、王后上，走上台階王位 

眾人：拜見大王、王后。   

△眾賓客作揖為禮；舞伎則蹲姿為禮 

王、后：（還禮畢）各位貴客請座。（示意侍臣宣達旨意） 

侍臣：大王有旨，宣凌月公主進殿！  

△背景音樂下，紅袖、倚翠前導，凌月公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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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       】 

    百聞凌月貌如百聞凌月貌如百聞凌月貌如百聞凌月貌如仙仙仙仙，，，，不如一見在眼前不如一見在眼前不如一見在眼前不如一見在眼前    

    低眉低眉低眉低眉淺笑芙蓉面淺笑芙蓉面淺笑芙蓉面淺笑芙蓉面，，，，金鈿輕搖步生金鈿輕搖步生金鈿輕搖步生金鈿輕搖步生蓮蓮蓮蓮            

△眾人屏氣凝神看著公主入殿    

唐凌月：參見父王、母后！  

國王：吾兒。（自王位走下台階，對凌月說）父王來為妳介紹── 

△凌月抬頭，秀目四周逡巡，秋波流轉，眾人情不自禁跟著站了起來 

國王：（走到左手首位介紹）這位是江楚靳王爺 

【狀元調】 

      系出名系出名系出名系出名門是靳門是靳門是靳門是靳王王王王，，，，先祖曾經建奇先祖曾經建奇先祖曾經建奇先祖曾經建奇功功功功    

△靳王意態洋洋上前致意，凌月不客氣上下打量後，噗哧一笑    

唐凌月：枯枝也想枯枝也想枯枝也想枯枝也想配配配配新鳳新鳳新鳳新鳳？？？？看你尊容… 

        分分分分明明明明潑猴孫悟空潑猴孫悟空潑猴孫悟空潑猴孫悟空 

△眾人聞言哈哈大笑    

靳王：我我我我瘦罔瘦瘦罔瘦瘦罔瘦瘦罔瘦來來來來也有八塊肌也有八塊肌也有八塊肌也有八塊肌，，，，正是正是正是正是好好好好棲鳳凰枝棲鳳凰枝棲鳳凰枝棲鳳凰枝（惱羞，出言辯解） 

唐凌月：我我我我有有有有眼無珠眼無珠眼無珠眼無珠莫莫莫莫掛掛掛掛意意意意（說罷欠身致歉） 

靳王：我大人大量…         

唐凌月：是！你本是七爺你本是七爺你本是七爺你本是七爺好威好威好威好威儀儀儀儀    

△眾人聞言又哈哈大笑，靳王惱羞，洩氣而退 

國王：凌月…不可放肆！（走到左手次位一胡人裝束者，才要介紹）這位是玄魏宣王…。 

【      】 

唐凌月：哈！七爺八爺七爺八爺七爺八爺七爺八爺好好好好兄弟兄弟兄弟兄弟，，，，果然果然果然果然結伴兩相隨結伴兩相隨結伴兩相隨結伴兩相隨    

△眾人聞言哈哈大笑，宣王卻不生氣 

宣王：我我我我雖雖雖雖無凌無凌無凌無凌雲沖雲沖雲沖雲沖天天天天志志志志，，，，卻卻卻卻是草是草是草是草原原原原的的的的好男兒好男兒好男兒好男兒    

                        人生在人生在人生在人生在世拼世拼世拼世拼一一一一醉醉醉醉，，，，咱咱咱咱美女美女美女美女野野野野獸獸獸獸添一添一添一添一奇奇奇奇（說罷就要拉起凌月的手）    

△凌月一旋身，避開他的輕薄 

唐凌月：月月月月老錯老錯老錯老錯配配配配無無無無道道道道理理理理，，，，我不我不我不我不嫁酒桶做胡姬嫁酒桶做胡姬嫁酒桶做胡姬嫁酒桶做胡姬    

△眾人聞言又哈哈大笑，宣王惱羞，沮喪而退 

△西蜀成王上前一步 

成王：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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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西西西蜀蜀蜀蜀花花花花香香香香正當正當正當正當時時時時，，，，成王成王成王成王摘摘摘摘月月月月慶慶慶慶團團團團圓圓圓圓（神情矯揉）    

唐凌月：悟空悟空悟空悟空、、、、八戒八戒八戒八戒轉轉轉轉回回回回去去去去，，，，龍馬也龍馬也龍馬也龍馬也來來來來勾勾纏勾勾纏勾勾纏勾勾纏 

成王：龍馬？ 

秦英俊：妙哇！看你一個「馬臉」這〜麼長！  

△眾人哄笑 

唐凌月：去年去年去年去年一一一一點相思淚點相思淚點相思淚點相思淚，，，，今今今今日日日日未流未流未流未流到到到到腮邊腮邊腮邊腮邊     

成王：妳…自自自自恃恃恃恃美貌美貌美貌美貌無無無無理智理智理智理智，，，，口舌逞強口舌逞強口舌逞強口舌逞強後悔遲後悔遲後悔遲後悔遲（灰頭土臉，退） 

【       】 

唐凌月：不不不不知尊駕又是誰知尊駕又是誰知尊駕又是誰知尊駕又是誰？？？？凌月可凌月可凌月可凌月可曾曾曾曾識風識風識風識風儀儀儀儀（似曾相識，打量秦英俊）    

秦英俊：哦…（如夢初醒） 

        英英英英俊俊俊俊正是正是正是正是秦秦秦秦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特特特特來來來來探探探探花花花花請請請請佳佳佳佳期期期期（故作瀟灑狀） 

唐凌月：真英俊？（笑） 

        人無人無人無人無世世世世出出出出是為是為是為是為俊俊俊俊，，，，草木草木草木草木之之之之精精精精是為是為是為是為英英英英    

                                你你你你何何何何德德德德何能何能何能何能叫叫叫叫英俊英俊英俊英俊？？？？敗絮其敗絮其敗絮其敗絮其中中中中枉枉枉枉此名此名此名此名    

秦英俊：妳…（作勢理論） 

△燕穿雲一個箭步擋在秦英俊之前 

【       】    

燕穿雲：哈哈哈… 

        穿穿穿穿雲雲雲雲識識識識遍遍遍遍美人兒美人兒美人兒美人兒，，，，公主堪公主堪公主堪公主堪稱稱稱稱是是是是英英英英雌雌雌雌 

        不不不不讓讓讓讓鬚眉利鬚眉利鬚眉利鬚眉利牙齒牙齒牙齒牙齒，，，，唯有唯有唯有唯有英英英英雄雄雄雄堪堪堪堪配配配配伊伊伊伊    （欺身上前） 

△倚翠、紅袖挺身護著凌月公主 

唐凌月：：：：自自自自命命命命風風風風流流流流將人將人將人將人欺欺欺欺，，，，妄妄妄妄稱英稱英稱英稱英雄太離奇雄太離奇雄太離奇雄太離奇    

△燕穿雲將倚翠、紅袖推開，秦英俊將之擋住    

秦英俊：公主公主公主公主親親親親選是規矩選是規矩選是規矩選是規矩，，，，起起起起腳腳腳腳動手動手動手動手失禮儀失禮儀失禮儀失禮儀    

△秦英俊、燕穿雲爭相上前    

侍臣：大齊國王駕到〜 

【      】 

國王：大齊大齊大齊大齊國王國王國王國王名名名名越越越越風風風風，，，，器宇器宇器宇器宇不不不不凡凡凡凡貌堂堂貌堂堂貌堂堂貌堂堂（滿懷喜悅）    

                        必必必必能使能使能使能使妳芳心妳芳心妳芳心妳芳心動動動動，，，，郎才郎才郎才郎才女貌配女貌配女貌配女貌配鸞鸞鸞鸞凰凰凰凰    

                        嗄〜你…你…（轉頭，詫異）    

△齊越風（滿面虯髯）深深一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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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凌月：器宇器宇器宇器宇不不不不凡凡凡凡貌堂堂貌堂堂貌堂堂貌堂堂？？？？滿滿滿滿面面面面虯髯像獅虯髯像獅虯髯像獅虯髯像獅王王王王    

                                哈哈哈…我就叫你〜獅頭國王！（伸手指著齊王譏笑）    

△齊越風一把捉住齊凌月伸出的手；兩人對望 

齊越風：百獸之中百獸之中百獸之中百獸之中獅獅獅獅稱王稱王稱王稱王，，，，也有溫柔存心也有溫柔存心也有溫柔存心也有溫柔存心中中中中    

                                聞聞聞聞說說說說元元元元唐一唐一唐一唐一彩鳳彩鳳彩鳳彩鳳，，，，可願可願可願可願隨隨隨隨我我我我飛飛飛飛齊齊齊齊宮宮宮宮    

唐凌月：除非除非除非除非凌月凌月凌月凌月雙雙雙雙眼眼眼眼盲盲盲盲，，，，寧嫁乞食尪寧嫁乞食尪寧嫁乞食尪寧嫁乞食尪、、、、不不不不嫁獅頭嫁獅頭嫁獅頭嫁獅頭王王王王（倔強反擊）    

國王：豈有此理！ 

【      】 

      逆逆逆逆女女女女生性生性生性生性太敲欹太敲欹太敲欹太敲欹，，，，得得得得罪罪罪罪賓賓賓賓眾理眾理眾理眾理有有有有虧虧虧虧（向眾人賠禮）    

                        怒怒怒怒將將將將逆逆逆逆女女女女嚴教示嚴教示嚴教示嚴教示，，，，想嫁乞食想嫁乞食想嫁乞食想嫁乞食成成成成全妳全妳全妳全妳    

△眾人驚詫。定點亮相。    

※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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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乞食尪 

場景 元唐棲凰宮（公主寢宮） 時間 日 

道具 花瓶、拐杖、棍棒 

人物 
唐凌月、元唐國王、王后、紅袖、倚翠、群丐甲（賈清鳴）乙（李魁家）丙（無名

ㄟ）、侍臣 

場景說明：元唐國王命人找來乞丐三名，從中挑選了一個最無用的乞丐，將公主許配給他，

並下了一道：「永不得回轉元唐！」的嚴峻命令… 

 

※燈亮 

△「砰！」一聲摔碎東西的巨響 

唐凌月：嫁給乞丐？哼！ 

【      】 

        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公主身公主身公主身公主身貴貴貴貴重重重重，，，，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嫁予乞食郎嫁予乞食郎嫁予乞食郎嫁予乞食郎    

                                全全全全無無無無代念代念代念代念兒兒兒兒感想感想感想感想，，，，被被被被人人人人恥恥恥恥笑笑笑笑怨父怨父怨父怨父王王王王（氣得拿起一支花瓶就要摔） 

紅袖：公主〜（奪下花瓶） 

【      】 

        公主公主公主公主身份雖身份雖身份雖身份雖不不不不同同同同，，，，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也有伊也有伊也有伊也有伊苦苦苦苦衷衷衷衷    

                                聯聯聯聯合大齊合大齊合大齊合大齊最理想最理想最理想最理想，，，，乘龍該乘龍該乘龍該乘龍該選獅頭選獅頭選獅頭選獅頭王王王王    

倚翠：紅袖說得不錯！公主〜 

【      】 

        鐵馬鐵馬鐵馬鐵馬金金金金戈戈戈戈有胡有胡有胡有胡人人人人，，，，如如如如虎似狼虎似狼虎似狼虎似狼燕燕燕燕與與與與秦秦秦秦    

                                元元元元唐唐唐唐昇平昇平昇平昇平一一一一旦盡旦盡旦盡旦盡，，，，今日今日今日今日繁繁繁繁華華華華化煙塵化煙塵化煙塵化煙塵    

唐凌月：難道我堂堂公主，就一定要犧牲終身，不能嫁予自己中意的人… 

紅袖∕倚翠：噓…（兩人急忙跑向門外查看） 

紅袖：風大俠浪跡天涯，現在也不知道逍遙到哪裡去了？ 

倚翠：再說，公主剛才說「堂堂公主身貴重」，可有適合嫁給大俠，跟伊去流浪？ 

唐凌月：我怎可能喜歡那個流浪漢啊？把我ㄧ個人丟在山洞，一去不回。哼！ 

△紅袖、倚翠相視而笑 

紅袖：公主，若不是伊留一封書信給偺大王，說明妳的去處。大王怎麼知道要去哪裡接妳 

      返回來呢？莫非…公主不想要回來？ 

唐凌月：妳…妳胡亂說什麼？（作勢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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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王后上，在門後側耳傾聽 

倚翠：公主，說正經的，現在後悔未慢，妳緊去向大王陪不是，說妳願意嫁給… 

唐凌月：獅頭王是嗎？哼！看伊一副大眾情人的樣子，好親像我非嫁伊不可，我才不向伊 

        低頭咧！ 

△國王、王后進門 

國王：哼，凌月！現在就算妳想嫁給那個獅頭王…不是！大齊國王，也已經太慢了！來啊， 

      將人帶進來！ 

△背景音樂下，侍臣帶領一群形容各異的乞丐魚貫而上 

【      】 

群丐：天天天天為為為為穹廬地為床穹廬地為床穹廬地為床穹廬地為床，，，，竹竿破碗竹竿破碗竹竿破碗竹竿破碗走走走走四四四四方方方方 

丐甲（瞎子）：阮阮阮阮不不不不是是是是天生無天生無天生無天生無路路路路用用用用，，，，八字八字八字八字較較較較輕輕輕輕步步步步難難難難行行行行 

丐乙（跛腳）：一人一人一人一人吃飽全家飽吃飽全家飽吃飽全家飽吃飽全家飽，，，，逍遙逍遙逍遙逍遙自在自在自在自在的羅漢腳的羅漢腳的羅漢腳的羅漢腳 

丐丙（憨傻）：世間萬事都看破世間萬事都看破世間萬事都看破世間萬事都看破，，，，但但但但求求求求心安即是家心安即是家心安即是家心安即是家    

侍臣：啟稟大王，我走尋很久，偺南唐國泰民安，根本就沒有乞食。真不簡單才找到不知哪 

      裡來的三個乞食。來，排好、排好！見過大王，跪下、跪下！ 

△群丐趕緊跪下 

國王：今日將恁找來，恁就好好地表現，向前自我介紹，表現最好的，本王就將公主嫁給伊！ 

唐凌月∕王后：父王！∕大王！ 

國王：（以手勢制止）大家平身。這位就是公主！ 

群丐：哇〜 

侍臣：（對丐甲說）你…你不是青瞑？ 

丐甲：聽人家：「哇〜」偺就跟人家：「哇〜」這樣較趣味。呀無只有偺一個不知一挎芋頭 

      仔蕃薯？ 

國王：呵呵呵…有意思！既然這樣，機會先給你，你先來！ 

丐甲：好，歹勢。我先來！啟稟大王，我叫做賈清鳴啦！ 

丐乙：嘻嘻，我都叫他「假青瞑」啦！ 

丐甲：對啦、對啦！ 

國王：「假青瞑」，你要表演什麼呢？ 

丐甲：啟稟大王，我尚鰲唱歌啦！因為我是乞食，所以就來唱一條《乞食歌》給恁聽。 

      咳咳…（清喉嚨） 

 

 



 12

【      】 

丐甲：有量有量有量有量的的的的頭家頭家頭家頭家啊啊啊啊來來來來疼痛疼痛疼痛疼痛，，，，好好好好心心心心的的的的姑娘啊姑娘啊姑娘啊姑娘啊來來來來助贊助贊助贊助贊    

                        不不不不是是是是阮阮阮阮要吃要吃要吃要吃不不不不討討討討趁趁趁趁，，，，青瞑青瞑青瞑青瞑注定注定注定注定歹歹歹歹命命命命人人人人    

                        一天一天一天一天到到到到晚晚晚晚四四四四界界界界迺迺迺迺，，，，街街街街頭頭頭頭巷尾巷尾巷尾巷尾來來來來講講講講好好好好話話話話    

                        一一一一碗碗碗碗泔糜泔糜泔糜泔糜來來來來分分分分咧咧咧咧，，，，善善善善有有有有善報善報善報善報、、、、給給給給你你你你錢錢錢錢銀銀銀銀哦哦哦哦趁趁趁趁較較較較濟濟濟濟    

唐凌月：哼！假青瞑，你會唱歌，為何不賣唱賺錢？竟然做乞食！ 

丐甲：公主有所不知，我做乞食是副業啦，平常時是在葬儀社唱輓歌。我很會唱呢，有一次 

      一個亡者做頭七，被我唱一個煞活過來哦。大家都嘛驚到，不信，我唱給恁聽…  

國王：好了、好了！你唱得很好，站在一邊。 

侍臣：下一位〜 

丐乙：啟稟大王，我叫做李魁家，阮最鰲的就是跳舞。 

丐甲：嘻嘻，我都叫伊「你瘸腳」啦！ 

侍臣：嗄？你…跳舞？ 

丐乙：就是這樣（拄杖走幾步），會跳舞才稀奇啊！  

丐甲：我唱你跳，有歌有舞較精彩啦！呵呵呵… 

丐乙：我哪會不知道你想要趁機多表現一次？好啦，反正我不會輸你啦！麻煩下鼓、樂！ 

△排身段──丐乙以杖為劍，舞動起來 

【       】 

丐甲：值值值值吉吉吉吉日兮日兮日兮日兮辰良辰良辰良辰良，，，，我我我我將將將將舞舞舞舞兮兮兮兮娛娛娛娛皇皇皇皇    

            持持持持長劍兮長劍兮長劍兮長劍兮逞逞逞逞勇勇勇勇，，，，鳴鳴鳴鳴不不不不平平平平兮兮兮兮琳瑯琳瑯琳瑯琳瑯    

            踏踏踏踏瑤席瑤席瑤席瑤席兮兮兮兮緩節緩節緩節緩節，，，，盍把盍把盍把盍把酒酒酒酒兮瓊兮瓊兮瓊兮瓊漿漿漿漿    

            擊擊擊擊鼓鼓鼓鼓樂樂樂樂兮兮兮兮安安安安歌歌歌歌，，，，獻獻獻獻芳芳芳芳菲菲菲菲兮兮兮兮滿滿滿滿堂堂堂堂    

            五音紛五音紛五音紛五音紛兮兮兮兮繁繁繁繁會會會會，，，，君君君君臣臣臣臣樂樂樂樂兮兮兮兮樂樂樂樂安安安安康康康康    

丐乙：大王，我跳得不錯吧！ 

唐凌月：哼！李瘸腳，你會跳舞，為何不跳舞賺錢？竟然做乞食！ 

丐乙：公主有所不知，我做乞食也是副業啦，我本是酒店的樂工，負責教導店內的歌伎學舞。 

      有一次不小心摔斷腳骨，酒店生意又變壞，不得已才來「兼職」啦… 

國王：嗯！本王知道了。你跳得很好，站在一邊。 

侍臣：下一位〜 

丐丙：啟稟大王，我叫做「無名ㄟ」，因為我自小漢就不知自己叫什麼名，所 

      以大家叫我「無名ㄟ」。我什麼都不會，只會「唸詩」！ 

國王：唸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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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臣：想不到你生做憨形憨形，還是一個詩人哦。 

丐丙：是「假青瞑」教我唸的啦。我要唸的這首詩，叫做《公主徹夜未眠》。 

【      】 

丐丙：無人入眠無人入眠無人入眠無人入眠！！！！無人入眠無人入眠無人入眠無人入眠！！！！    

公主公主公主公主殿下殿下殿下殿下，，，，妳未妳未妳未妳未能入眠能入眠能入眠能入眠為為為為何何何何因因因因？？？？    

宛宛宛宛如如如如嫦娥嫦娥嫦娥嫦娥下下下下凡塵凡塵凡塵凡塵，，，，獨守獨守獨守獨守廣廣廣廣寒寒寒寒誤良辰誤良辰誤良辰誤良辰。。。。    

碧海碧海碧海碧海青青青青天天天天情不情不情不情不盡盡盡盡，，，，莫莫莫莫再再再再錯身有錯身有錯身有錯身有緣緣緣緣人人人人。。。。    

請請請請妳說妳說妳說妳說出出出出我我我我名名名名姓姓姓姓，，，，阮阮阮阮的的的的秘秘秘秘密密密密藏藏藏藏在在在在心心心心。。。。    

夜深風夜深風夜深風夜深風冷冷冷冷不不不不要要要要緊緊緊緊，，，，耐耐耐耐心心心心等待等待等待等待日月日月日月日月新新新新。。。。    

長長長長庚庚庚庚下沉下沉下沉下沉，，，，黎黎黎黎明將明將明將明將近近近近，，，，    

破破破破曉曉曉曉時時時時辰辰辰辰，，，，我將我將我將我將得得得得到到到到妳的心妳的心妳的心妳的心！！！！妳的心妳的心妳的心妳的心！！！！    

△丐丙對著凌月深情吟唱，眾人為之沉醉 

侍臣：啊〜怎會這麼好聽？ 

唐凌月：哼，空嘴薄舌的無賴漢！吟詩可以賺多少錢？  

丐丙：就是因為不賺錢，才會做乞食啊。 

國王：好。我心裡已經有打算了！賈青鳴、李魁家恁兩個我重重有賞！從今以後做一個小生 

      意，不要再做乞食了。 

丐甲∕丐乙：要做駙馬了，對嗎？哪得做乞食！呵呵呵… 

唐凌月：豈有此理！我哪有可能嫁給乞食？ 

國王：「寧嫁乞食尪、不嫁獅頭王」是什麼人說的？無名的，我就將公主嫁給你！ 

丐丙：真實的？！我要做駙馬了！ 

眾人：嗄？為什麼？！ 

丐甲∕丐乙：不公平啦！平平都是乞食，哪會差這麼多？ 

國王：因為我要將公主嫁給真正的乞食！無名的，你現在就可以把公主帶走了！ 

王后/唐凌月：大王/父王！ 

丐甲∕丐乙：嗄？！不是住在宮內，享受榮華富貴哦？這樣錢拿了，好來溜了！ 

△丐甲、丐乙向侍臣領賞，下 

丐丙：大王啊，這樣不對啦！呀無錢也要一點來分咧！無錢公主會餓死啦！ 

國王：嫁雞跟雞飛，嫁狗跟狗爬！嫁給乞食，當然就是乞食婆，就要自己去分！ 

唐凌月：母后！（投入王后懷中痛哭） 

王后：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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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小自小自小自小惜惜惜惜命命命命命命命命驚驚驚驚妳妳妳妳受受受受風寒風寒風寒風寒，，，，親手親手親手親手拈針線拈針線拈針線拈針線為妳為妳為妳為妳作作作作新新新新衫衫衫衫    

                        夜來夜來夜來夜來偎偎偎偎床邊雙床邊雙床邊雙床邊雙眼眼眼眼斟酌斟酌斟酌斟酌看看看看，，，，輕輕輕輕輕輕輕輕叫叫叫叫一一一一聲聲聲聲心心心心肝寶貝肝寶貝肝寶貝肝寶貝子子子子    

【      】 

王后：難道你真實忍心要把公主嫁給一個乞食？大王〜 

      偺偺偺偺中中中中年年年年得女得女得女得女多多多多寵寵寵寵倖倖倖倖，，，，又又又又作作作作男兒來男兒來男兒來男兒來養養養養成成成成    

                        怎怎怎怎能能能能怪怪怪怪伊伊伊伊多任多任多任多任性性性性？？？？望君望君望君望君三三三三思莫思莫思莫思莫斷斷斷斷行行行行    

                        我會我會我會我會教伊教伊教伊教伊明人明人明人明人倫倫倫倫，，，，遵遵遵遵行女行女行女行女誡守誡守誡守誡守本分本分本分本分    

                        謹慎言語謹慎言語謹慎言語謹慎言語性性性性調調調調順順順順，，，，母母母母儀儀儀儀天下配元君天下配元君天下配元君天下配元君    

【       】 

國王：王后〜 

                        凌月凌月凌月凌月雖是雖是雖是雖是女兒女兒女兒女兒身身身身，，，，自來好自來好自來好自來好強強強強勝勝勝勝男人男人男人男人    

                        非是非是非是非是卿言卿言卿言卿言我我我我不信不信不信不信，，，，江江江江山山山山易改易改易改易改性性性性難難難難新新新新    

倚翠：啟稟大王〜 

倚翠：公主公主公主公主性情性情性情性情本本本本純真純真純真純真，，，，不願不願不願不願擇婿擇婿擇婿擇婿有有有有原原原原因因因因    

紅袖：雙雙雙雙親親親親膝膝膝膝下無人下無人下無人下無人問問問問，，，，願願願願盡盡盡盡孝孝孝孝道道道道定晨昏定晨昏定晨昏定晨昏    

倚翠∕紅袖：就讓公主和駙馬住在宮中，以盡孝道。 

國王：不行！ 

倚翠∕紅袖：若無，就讓倚翠、紅袖隨行，侍候公主和駙馬。 

國王：做乞食，怎有嫺婢隨行的道理？來人啊！將公主和駙馬「請」出宮外，永遠不得回轉！ 

△侍衛上（侍衛：是！） 

王后：大王不可啊！    

△排身段──國王將王后拉開，侍衛將公主和無名ㄟ驅出宮外 

王后/唐凌月：凌月/母后！ 

丐丙：我苦！                      

※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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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乞食婆 

場景 元唐郊外，近大齊邊界 時間  日 

道具 荷葉小包裹 

人物 唐凌月、無名ㄟ、農夫（賈清鳴假扮）、農婦（李魁家假扮）、風超群 

場景說明：凌月公主和無名ㄟ被驅出元唐宮外，兩人朝鄰國大齊行去。正挨餓時，忽然聽到

一片美好田園間農夫、農婦歡樂的歌聲… 

※燈亮 

△背景音樂中，無名ㄟ、唐凌月出 

無名ㄟ：快走啦！ 

【下凡調】 

唐凌月：遙遙遙遙望望望望鄉鄉鄉鄉都都都都千千千千萬萬萬萬里里里里，，，，怎怎怎怎堪堪堪堪趕趕趕趕路路路路聲聲催聲聲催聲聲催聲聲催    

                                幾幾幾幾步步步步回頭回頭回頭回頭行行行行又又又又止止止止，，，，不信不信不信不信從從從從此此此此葉葉葉葉離枝離枝離枝離枝 

無名ㄟ：免看啦！說什麼恁母后一定很快就會來接偺回去，今走個把月了，連一隻蒼蠅、 

        蚊子都沒看到。唉〜 

【      】 

        不識不識不識不識疾疾疾疾苦苦苦苦皇皇皇皇家家家家女女女女，，，，想想想想坐坐坐坐馬馬馬馬車展皇車展皇車展皇車展皇威威威威    

                                珠珠珠珠寶寶寶寶盡盡盡盡數數數數典典典典當去當去當去當去，，，，身身身身無無無無分分分分文止餓飢文止餓飢文止餓飢文止餓飢 

唐凌月：喂！我肚子餓了，要吃東西！ 

無名ㄟ：什麼喂？我是恁尪呢！就不堪走幾步路，買什麼車？現在啦馬車被人偷牽走了， 

        也沒錢可買東西吃！ 

唐凌月：買是也用我的錢，想那當時，也不知是什麼人說：「啊！這世人還不曾坐過馬車咧， 

        真好！」現在你這樣絮絮唸，是在唸什麼？還有，你最好是別肖想啦！本公主不可 

        能嫁妳！ 

無名ㄟ：這樣最好！再見！（轉身要走） 

唐凌月：ㄟˋ〜你不能走啦！ 

無名ㄟ：既然偺兩個沒關係，那這樣妳就走妳的路，我過我的橋，沒有妳勾勾纏，我還較逍 

        遙自在咧！ 

唐凌月：本公主命令你… 

無名ㄟ：ㄟ〜失禮！妳已經不是公主了，我奉待妳也沒有好處，憑什麼要聽「妳」的命令？  

        妳若是乖乖叫我一聲：「相公！」輕聲細語說：「我肚子餓了，請你拿東西給我吃。」 

        說不定我還會想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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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凌月：不可能啦！ 

無名ㄟ：那這樣…我來走嘍！ 

唐凌月：走就走，稀罕？！（賭氣，臉轉向一邊） 

△無名ㄟ拍拍身上灰塵，看了唐凌月一眼，下 

唐凌月：諒你也不敢！（轉身）咦？怎麼真實走掉了？可惡！唉喲！肚子好餓！ 

△忽然前方傳來悠揚歌聲，唐凌月往前方走去 

△兩名農夫、農婦在田間一面工作，一面快樂歌唱 

【       】 

                                稻穗堆場稻穗堆場稻穗堆場稻穗堆場裝裝裝裝滿滿滿滿車車車車，，，，雞雞雞雞鴨鴨鴨鴨成成成成群群群群更桑麻更桑麻更桑麻更桑麻    

                                漫栽漫栽漫栽漫栽木木木木槿槿槿槿成成成成籬籬籬籬落落落落，，，，又又又又得清得清得清得清蔭蔭蔭蔭又又又又得花得花得花得花    

唐凌月：哇〜這麼大又這麼美的一片田園！ 

農夫：呵呵，媠姑娘仔，妳不是阮大齊的人齁？ 

唐凌月：這裡已經是大齊了？原來大齊這麼富裕哦… 

農婦：是啊！阮大齊有一個很好的國王，體貼民心、造福百姓。所以阮大齊年年豐收、家家 

      快樂。 

唐凌月：哦〜就是那個獅頭王是嗎？ 

農婦：獅頭王？哼！那是那個無知又刁蠻的元唐公主講的傻話！伊若是願意嫁給阮大王，現 

      在這片這麼大、又這麼美的田園就是伊的了！ 

唐凌月：什麼無知又刁蠻…（正欲爭辯） 

農夫：哈哈哈…，不過，我感覺這個名號真適合偺大王呢！ 

農婦∕唐凌月：哦？ 

【       】 

農夫：威風威風威風威風凜凜凜凜凜凜凜凜大齊王大齊王大齊王大齊王，，，，一一一一聲號令便聲號令便聲號令便聲號令便稱稱稱稱雄雄雄雄    

                        廣廣廣廣施施施施聖恩濟聖恩濟聖恩濟聖恩濟萬眾萬眾萬眾萬眾，，，，戴戴戴戴德德德德叩謝叩謝叩謝叩謝獅頭獅頭獅頭獅頭王王王王（跪下向天叩拜） 

△農婦也跟著跪下叩拜（農婦：叩謝大王！） 

【南光調】 

唐凌月：想不到獅頭王這麼得民心哦〜〜〜〜    

                                看看看看怹怹怹怹誠誠誠誠心心心心來來來來讚頌讚頌讚頌讚頌，，，，感感感感恩恩恩恩必然是必然是必然是必然是真真真真衷衷衷衷 

                                以貌以貌以貌以貌取取取取人我信人我信人我信人我信口口口口講講講講，，，，有有有有眼無珠眼無珠眼無珠眼無珠愧胸愧胸愧胸愧胸中中中中    

農夫：不知哪一位有福氣的女子，可以嫁給阮的「獅頭王」？那這樣伊一定就是全世界最幸 

      福的人了。 

農婦：是啊，阮全大齊的水姑娘仔都想要嫁給伊！若是我年輕二十歲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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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夫：老仔〜較有斬截咧！妳睏罔睏，別眠夢啦！哈哈哈… 

農婦：人家阮年輕的時候，也是一朵花呢！ 

農夫：對！圓仔花！噓…你聽！偺大齊的水姑娘仔又在唱歌了。 

△兩人聆聽之後，相顧微笑又伏腰種作，獨留凌月公主循聲前行，看到遠遠山坡上一群採茶 

  姑娘，邊採茶邊歌唱 

【      】（排身段－群舞） 

採茶女：風風風風流流流流飄逸飄逸飄逸飄逸立立立立玉玉玉玉樹樹樹樹，，，，雙雙雙雙眼眼眼眼含含含含情情情情似似似似明珠明珠明珠明珠    

                                偉哉偉哉偉哉偉哉大齊大齊大齊大齊奇奇奇奇男子男子男子男子，，，，人中之人中之人中之人中之龍龍龍龍嘆嘆嘆嘆不如不如不如不如    

                                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大齊大齊大齊大齊癡癡癡癡心心心心女女女女，，，，夢攀瑤閣窺夢攀瑤閣窺夢攀瑤閣窺夢攀瑤閣窺英英英英姿姿姿姿    

                                奈奈奈奈何何何何寄寄寄寄情情情情早早早早有主有主有主有主，，，，不不不不知伊是誰家知伊是誰家知伊是誰家知伊是誰家姝姝姝姝    

唐凌月：想不到這個獅頭王還真的是一個大眾情人呢！ 

△風超群（覆面）上 

【      】 

風超群：亦亦亦亦狂狂狂狂亦俠亦亦俠亦亦俠亦亦俠亦溫溫溫溫文文文文，，，，江湖江湖江湖江湖盛稱風盛稱風盛稱風盛稱風超群超群超群超群    

                                此此此此心心心心磊磊磊磊落落落落似似似似明明明明月月月月，，，，不用人不用人不用人不用人間間間間論論論論功功功功勳勳勳勳    

唐凌月：風超群，是你！（驚喜） 

風超群：是我。公主別來無恙？我雖人在江湖，但是也已經聽說公主的「豐功偉業」了。真 

        不簡單！竟然將參加招親的王子和王爺，都罵得敗興而 歸。公主，真是女中英豪啊！ 

        哈哈哈…但是為何… 

【      】 

風超群：釵釵釵釵橫橫橫橫鬢亂鬢亂鬢亂鬢亂面面面面憔悴憔悴憔悴憔悴，，，，親親親親像像像像雨打雨打雨打雨打紅紅紅紅玫瑰玫瑰玫瑰玫瑰    

                                利利利利口口口口罵罵罵罵人人人人多伶俐多伶俐多伶俐多伶俐！！！！如何威風一如何威風一如何威風一如何威風一但但但但摧摧摧摧    

唐凌月：你… 

【       】 

        一一一一問問問問使我使我使我使我口難口難口難口難言言言言，，，，又又又又喜喜喜喜又又又又氣氣氣氣思萬思萬思萬思萬千千千千    

                                可可可可恨言語恨言語恨言語恨言語來來來來消遣消遣消遣消遣！！！！絕絕絕絕不不不不吃虧吃虧吃虧吃虧在眼前在眼前在眼前在眼前    

                                哼！那些別說是什麼王子、王爺，就算怹是潘安再世，我也不稀罕！ 

風超群：哈哈哈…是啊，那些凡夫俗子算什麼呢？凌月公主是甘願做乞食，也不願意嫁給怹， 

       對嗎？ 

唐凌月：風超群！我本來是想要向你說多謝，感謝你的救命之恩，想不到你卻出言譏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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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超群：公主殿下，我只是想要知道經過這段日子的奔波，高高在上的凌月公主可有什麼改 

        變？ 

唐凌月：我唐凌月就是唐凌月，永遠都不會改變！ 

風超群：呵！我看妳又餓又累，但是嘴還是這麼硬！唉〜若不棄嫌，來，這給妳吃！（拿出 

        一包荷葉包著的食物） 

唐凌月：我也不是乞食，而且…噁〜那是什麼東西？看起來那麼骯髒！ 

風超群：骯髒？我自十五歲就浪跡天涯，去過很多地方，風餐露宿，都是平常。我的師父曾 

        對我說：「再怎麼骯髒的東西，也有人在吃；再怎麼偏僻的所在，也有人在住。」人 

        就是要岩硬（堅強），才能活下下去… 

唐凌月：好了！你比阮父王更較囉唆！明明就是一個飄丿的俠士，開口就說教，使人厭煩！ 

        你要知道：我不是普通人，我是公、主！ 

【      】 

        金金金金枝枝枝枝玉玉玉玉葉皇葉皇葉皇葉皇家尊家尊家尊家尊，，，，市井市井市井市井小小小小民怎比論民怎比論民怎比論民怎比論    

                                夸夸夸夸夸夸夸夸之之之之言言言言無無無無分分分分寸寸寸寸，，，，雲雲雲雲泥泥泥泥有有有有別別別別不不不不同同同同群群群群    

風超群：妳… 

【      】 

                                市井市井市井市井小小小小民民民民若若若若不不不不存存存存，，，，何來金何來金何來金何來金枝枝枝枝皇皇皇皇家尊家尊家尊家尊    

                                井底水蛙井底水蛙井底水蛙井底水蛙失分失分失分失分寸寸寸寸，，，，果然雲果然雲果然雲果然雲泥泥泥泥不不不不同同同同群群群群    

                                親愛的公主，那這樣我這個市井小民就告退了。妳保重！ 

△風超群下 

唐凌月：風超群，你不能走！你不能走啦！ 

△凌月公主發現四野寂然，暮色蒼茫，山風陣陣，野犬鳴吠，她開始覺得恐懼 

唐凌月：大家都走了，我怎麼辦？難道我真的要做一個乞食婆了？父王！母后！ 

△哭累了的凌月公主，蜷縮在山坡下，沉沉睡去 

OS：【      】 

                漫漫漫漫漫漫漫漫長長長長煙煙煙煙罩周罩周罩周罩周圍圍圍圍，，，，山山山山坡酣坡酣坡酣坡酣然是然是然是然是嬌嬌嬌嬌兒兒兒兒    

                腮腮腮腮邊邊邊邊猶留猶留猶留猶留一一一一點淚點淚點淚點淚，，，，夢夢夢夢中笑中笑中笑中笑語語語語似似似似當年當年當年當年    

△月色昏黃中，一個黑影（風超群）駐足凌月公主身旁，輕輕將她抱起 

 

※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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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場〉巍巍大齊 

場景 山間小屋、大齊皇城 時間 日 

道具 破鍋、破碗、筷子、青菜擔、攤販籮筐數個 

人物 王大嫂（李魁家假扮）、無名ㄟ、唐凌月、秦英俊、秦美麗、燕穿雲、燕岫雲、擺

攤商販、逛街百姓、逛街男子（賈清鳴假扮） 

場景說明：唐凌月一覺醒來，發現自己置身山間小屋，為了謀生，無名ㄟ希望凌月能去城裡

賣菜，想不到卻巧遇秦美麗和燕岫雲兄妹砸攤… 

 

※燈昏黃 

△朦朧之中，有人為凌月公主更衣 

（以下對話旁白呈現） 

小凌月：我是元唐第一勇士──凌月王子！何方妖怪，我要把你刣死！殺！ 

國王：啊〜（假裝慘死聲） 

小凌月：母后，妳看！我把妖怪刣死了，有鰲嗎？ 

王后：哈哈哈…真鰲！真鰲！ 

小凌月：寶馬，來啊！ 

國王：哦！寶馬來啊、寶馬來啊！（假裝馬嘶） 

小凌月：父王！快跑啦、跑快點啦！ 

王后：凌月，好了，恁父王累了！ 

國王：哈哈哈… 

小凌月：父王！    

※燈亮 

△音樂聲中，凌月公主躺在竹板床上醒來 

唐凌月：父王！ 

【      】 

       夢夢夢夢中笑中笑中笑中笑語語語語似當年似當年似當年似當年，，，，只只只只今不能今不能今不能今不能比比比比兒兒兒兒時時時時    

                            父父父父王王王王反反反反面來面來面來面來拋棄拋棄拋棄拋棄，，，，母后母后母后母后也也也也不不不不曾探安曾探安曾探安曾探安危危危危    

                            母后！（哭泣）咦？這是哪裡？我的衫！（發現自己換了平民衣服） 

△鄰婦王大嫂上 

王大嫂：公主，妳醒了！我是隔壁王大嫂啦… 

唐凌月：妳…妳…妳不要過來！（扯緊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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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嫂：好、好、好！  

唐凌月：我的衫呢？是誰幫我換的？可惡！（拿起地上的鞋就要砸） 

王大嫂：公主啊，不是我啦！我那麼好膽，敢脫妳的衫？當然是無名ㄟ啊！ 

唐凌月：什麼？是無名ㄟ！哇〜（放聲大哭） 

王大嫂：公主啊，無名ㄟ說大王已經把妳嫁給伊了，換一個衫而已，不要緊啦！ 

唐凌月：哇〜 

王大嫂：好了！別哭了，妳聽我說，因為怕妳醒來沒有東西可吃，沒辦法，所以無名ㄟ才會 

        把妳的衫拿去當，伊有買了一些米回來。伊要我告訴妳說，快煮一點飯吃，伊去摘 

        野菜，等一下就回來了。家有嬌妻就是不同，我不曾看這個無名ㄟ竟然這麼打拼啦， 

        我還忙，要走了！ 

唐凌月：ㄟˋ〜王大嫂，妳別走啦！我也不會煮飯啊！ 

△凌月公主抹抹眼淚，趕緊穿鞋下床 

王大嫂：好好好，妳來！王大嫂來教妳！ 

△音樂下。王大嫂教凌月公主生火煮飯，凌月公主一會兒被煙嗆著了，一會兒被火燙著了，  

  弄得灰頭土臉，狼狽不堪。 

OS：【      】 

    養養養養在深在深在深在深宮宮宮宮不不不不知知知知愁愁愁愁，，，，身身身身穿穿穿穿錦裘享珍饈錦裘享珍饈錦裘享珍饈錦裘享珍饈 

                飯飯飯飯來來來來開開開開口口口口茶伸茶伸茶伸茶伸手手手手，，，，何何何何曾曾曾曾奔奔奔奔波波波波向向向向人人人人求求求求    

△尾奏中（飯煮好），王大嫂下；凌月公主盛飯、吃飯。無名ㄟ挑擔上 

【      】 

無名ㄟ：自小自小自小自小流流流流浪浪浪浪走走走走天天天天涯涯涯涯，，，，不不不不知知知知何處何處何處何處是是是是兒兒兒兒家家家家    

                                今日今日今日今日為為為為妻妻妻妻來來來來打打打打拼拼拼拼，，，，方方方方知有知有知有知有妻妻妻妻才像家才像家才像家才像家    

無名ㄟ：凌月ㄟ，我回來了！  

唐凌月：（放下碗筷）凌月，是你可以叫是嗎？我是公、主！    

無名ㄟ：我是公、主！（異口同聲）我就知道妳要說這一句。妳最好要記得，妳現在已經不 

        是公主了，偺一定要想辦法生活下去，若不然，妳就會真正變成一個乞丐婆了！ 

唐凌月：乞食婆？我不要啦！ 

無名ㄟ：我本來是想齁，我又沒辦法養妳，妳又那麼兇，乾脆偺各人走各人的，不過走到半 

        路，又想到，萬一妳若是餓死，我豈不是變成殺人兇手！只好越頭，幸好妳還有一 

       件媠衫（漂亮衣服）…所以我就想到一個好辦法，可以讓偺過好日子！ 

唐凌月：一件衫，也當不了多少錢啊！你又什麼都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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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ㄟ：呀妳呢？會唱歌嗎？（凌月搖頭）會跳舞嗎？（凌月搖頭）會唸詩嗎？  

       （凌月搖頭）龜笑鱉無尾！人阮醜馬還有一步踢，最少還會唸詩。唉〜 

【      】 

無名ㄟ：聞聞聞聞言言言言好氣好氣好氣好氣又又又又好笑好笑好笑好笑，，，，娶娶娶娶到到到到憨某憨某憨某憨某要要要要如何如何如何如何？？？？ 

        幸幸幸幸得得得得我我我我精精精精光光光光頭頭頭頭腦腦腦腦好好好好，，，，靈機靈機靈機靈機若若若若動動動動計計計計謀謀謀謀多多多多    

                                妳的妳的妳的妳的美貌人美貌人美貌人美貌人額佬額佬額佬額佬（（（（稱稱稱稱讚讚讚讚）））），，，，無無無無本本本本生意生意生意生意算算算算得合得合得合得合………… 

唐凌月：什麼？（劈頭就打無名ㄟ） 

        原來原來原來原來你做你做你做你做人人人人不不不不可可可可靠靠靠靠，，，，面面面面善善善善心心心心惡惡惡惡利如利如利如利如刀刀刀刀    

無名ㄟ：不是啦！妳誤會了！聽我說啦！真兇呢！ 

        野野野野菜菜菜菜我已我已我已我已準備準備準備準備好好好好，，，，不不不不必本必本必本必本錢錢錢錢算算算算得合得合得合得合    

                                妳的妳的妳的妳的美貌人美貌人美貌人美貌人額佬額佬額佬額佬，，，，擔擔擔擔去叫去叫去叫去叫賣賣賣賣尚尚尚尚輕可輕可輕可輕可（輕鬆）    

唐凌月：什麼？叫我去賣菜！你為什麼自己不去？ 

無名ㄟ：唉！ 

        雖然雖然雖然雖然我我我我緣緣緣緣投投投投眾眾眾眾人人人人褒褒褒褒，，，，英英英英雄雄雄雄氣氣氣氣短短短短嘆奈嘆奈嘆奈嘆奈何何何何 

唐凌月：哼！臭彈！ 

無名ㄟ：呵呵…生性生性生性生性頇頇頇頇顢顢顢顢嘴嘴嘴嘴花無花無花無花無，，，，賺沒賺沒賺沒賺沒半半半半毛恐毛恐毛恐毛恐徒徒徒徒勞勞勞勞    

                                妳生作這麼媠，若一叫賣…哦！根本都不必喊，人就圍過來了。 

唐凌月：我不會啦！若被認識的人看到了，我會無面子啦！ 

無名ㄟ：聽我的，不會錯啦！來，吃飽了齁，菜擔我擔，跟我來去市場。 

△背景音樂中，無名ㄟ挑起菜擔，凌月公主在半推半就之下，跟著無名ㄟ來到 大齊皇城 

OS：【       】 

    巍巍巍巍巍巍巍巍大齊大齊大齊大齊形勢形勢形勢形勢勝勝勝勝，，，，遠山遠山遠山遠山襟襟襟襟帶帶帶帶壯壯壯壯王王王王京京京京    

                道道道道臨臨臨臨霜霜霜霜峰峰峰峰踞踞踞踞地地地地險險險險，，，，冰河曲繞冰河曲繞冰河曲繞冰河曲繞衛衛衛衛皇皇皇皇城城城城    

【       】 

唐凌月：哇〜這就是大齊皇城哦！ 

        蟠蟠蟠蟠龍龍龍龍參參參參天天天天多多多多壯壯壯壯盛盛盛盛！！！！生生生生平未平未平未平未見行見行見行見行又又又又停停停停 

        元唐元唐元唐元唐繁繁繁繁華華華華怎比怎比怎比怎比評評評評？？？？人在人在人在人在天堂天堂天堂天堂笑笑笑笑盈盈盈盈盈盈盈盈    

無名ㄟ：凌月、凌月ㄟ！妳看得傻了是嗎！怎樣？妳那時若嫁給獅頭王，這座參天皇城就是 

        妳的了！哪得賣菜？ 

唐凌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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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ㄟ：好了，我就陪妳到這裡，妳過去和那些叫賣的人做伙賣。較小心一點兒哦。我在厝 

        裡等妳！ 

△無名ㄟ下 

唐凌月：喂！無名ㄟ！ 

△凌月公主無奈，只好把菜擔挑到市集中 

王大嫂：凌月！來，來這兒啦！我賣魚、妳賣菜，最剛好！ 

唐凌月：唉喲〜這麼臭又這麼骯髒！（自言自語）呃…王大嫂不必啦，我在這爿就好！ 

王大嫂：哦…這樣啊，那這樣我忙我的了哦。 

唐凌月：妳去忙，我自己來就好！ 

△凌月公主在對街下擔，遠遠離開人群，刻意壓低面容，蹲在擔前，默默垂淚 

OS：【      】 

    車車車車如如如如流流流流水水水水馬馬馬馬如如如如龍龍龍龍，，，，無人識得無人識得無人識得無人識得綺綺綺綺羅香羅香羅香羅香    

                大齊大齊大齊大齊皇皇皇皇城城城城高高高高萬萬萬萬丈丈丈丈，，，，城城城城下下下下獨獨獨獨棲棲棲棲一一一一鳳鳳鳳鳳凰凰凰凰    

△忽然一名男子停在擔前讚嘆起來，引得眾人圍觀 

男子：哇〜大家來看，當時（何時）有一個這麼媠的姑娘在這裡呢？！ 

【      】《畫中仙》（男子拉起凌月公主翩翩起舞） 

                        君不見君不見君不見君不見，，，，畫畫畫畫中中中中仙仙仙仙，，，，不施不施不施不施胭脂胭脂胭脂胭脂色自色自色自色自妍妍妍妍    

                        風情風情風情風情萬萬萬萬千千千千芙蓉面芙蓉面芙蓉面芙蓉面，，，，丹丹丹丹青難青難青難青難描描描描，，，，一段一段一段一段天天天天然然然然    

                        畫畫畫畫中中中中仙仙仙仙，，，，在在在在眼前眼前眼前眼前，，，，人人人人間間間間生生生生輝輝輝輝春無春無春無春無邊邊邊邊    

                        盈盈盈盈盈盈盈盈一一一一點點點點桃花桃花桃花桃花片片片片（嘴唇粉紅），，，，雙雙雙雙眉微顰眉微顰眉微顰眉微顰，，，，我見我見我見我見猶猶猶猶憐憐憐憐    

      小姑娘，妳舞跳得不錯哦！（凌月被逗得不禁笑了）呀妳這菜怎麼賣？ 

唐凌月：我…我不知道？  

男子：哈哈哈…哪會這麼可愛？頭一次賣菜齁，不要緊，我看妳的菜很青，我給妳較多錢勒。 

     大家來哦，都來交關哦！ 

△眾人紛紛上前交易 

眾人：哇〜哪裡來的媠姑娘？我也買一把！我也要… 

唐凌月：多謝、多謝！多謝大家！（抹抹臉上淚痕） 

【      】 

        原來人原來人原來人原來人間間間間多多多多溫溫溫溫情情情情，，，，雪中雪中雪中雪中送暖送暖送暖送暖笑笑笑笑相相相相迎迎迎迎    

                                哪怕冬哪怕冬哪怕冬哪怕冬來寒風來寒風來寒風來寒風冷冷冷冷，，，，烏烏烏烏雲盡雲盡雲盡雲盡掃掃掃掃見光明見光明見光明見光明    

△秦英俊、秦美麗、燕穿雲、燕岫雲上    

秦美麗：大哥，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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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字調】 

秦美麗：大齊大齊大齊大齊果然果然果然果然好風好風好風好風景景景景，，，，泱泱泱泱泱泱泱泱大國大國大國大國傳威名傳威名傳威名傳威名 

燕岫雲：物物物物華華華華錦錦錦錦繡繡繡繡多多多多豐豐豐豐盛盛盛盛，，，，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富裕富裕富裕富裕樂樂樂樂有有有有憑憑憑憑    

秦英俊：盛情盛情盛情盛情邀邀邀邀請請請請展展展展威風威風威風威風，，，，意在意在意在意在招降招降招降招降不不不不言言言言中中中中    

燕穿雲：不不不不惜惜惜惜兵戎干兵戎干兵戎干兵戎干戈戈戈戈動動動動，，，，要伊知要伊知要伊知要伊知偺偺偺偺非平非平非平非平常常常常    

        大齊和元唐聯姻這盤棋已經破局，大齊雖然氣勢十足，但是也不可能對偺新燕和夜 

        秦發施號令。大齊，哼！想要一統，哈哈哈…還早咧！ 

秦美麗：這都要感謝唐凌月，想到伊把齊越風叫做「獅頭王」，我就感覺好笑！ 

燕岫雲：這個唐凌月真是目中無人，連阮大哥這樣的英雄，伊都沒看在眼裡，齊越風算什麼？  

秦英俊：後來聽說元唐國王將伊嫁給一個乞食，可是真的？我真想看她變成一個乞食婆的模 

        樣呢，一定真趣味！ 

唐凌月：多謝、多謝！多謝大家幫忙！ 

男子：這麼可愛的媠姑娘，大家都來交關哦！ 

秦美麗：那爿怎麼那麼熱鬧？ 

燕岫雲：大哥，偺過去看一下！ 

△秦英俊、秦美麗、燕穿雲、燕岫雲四人前往觀看 

唐凌月：多謝、多謝… 

秦美麗：嗄〜妳？妳不是…唐凌月？ 

唐凌月：我不是啦！姑娘，我又不認識妳啊，妳認錯人了！ 

秦英俊：哈哈，真的是唐凌月！想不到在這裡遇到！我，秦英俊，妳應該還記得吧。嘖嘖嘖… 

        可憐哦〜真的變成乞食婆了！ 

燕穿雲：英雄不嫁，嫁給乞食，真威風齁？哈哈哈… 

男子：請問閣下是什麼人？人家小姑娘不偷不搶，安分守己做生意，為何出言相欺呢？ 

眾人：是啊！是啊！    

燕岫雲：大哥，這是大齊，偺最好別惹事！（小聲提醒） 

燕穿雲：哼！大齊有什麼了不起？閃！（將男子推開） 

        唐凌月！（一把抓住凌月公主的手）現在我看妳的威風哪裡去了？ 

唐凌月：你要做什麼啦！ 

秦美麗：讚、讚、讚！有好戲可看了！ 

燕岫雲：大哥，偺是來作客的，不可在街頭惹事！ 

王大嫂：你們這些人怎會這麼沒理？你放手哦，要不然我要喊了… 

秦英俊：（將王大嫂抓住）妳喊啊！喊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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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嫂冷不防地將秦英俊的手咬了一口，市井眾人於是打成一團（排身段） 

OS：【      】 

    人人人人說說說說冤冤冤冤家路頭家路頭家路頭家路頭窄窄窄窄，，，，仇仇仇仇人人人人相相相相見爭高低見爭高低見爭高低見爭高低    

                新怨新怨新怨新怨舊舊舊舊恨恨恨恨埋埋埋埋心心心心底底底底，，，，總總總總因因因因不願不願不願不願將將將將頭頭頭頭犁犁犁犁（向人低頭） 

△男子與眾人，並將秦氏、燕氏兄妹重重圍堵，王大嫂奮力將凌月公主拉出  

王大嫂：凌月啊，快走哦！ 

唐凌月：哦！ 

△凌月公主下。眾人定點亮相 

※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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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說明：唐凌月自從被燕穿雲一行人砸攤之後，感染風寒，大病一場，幸賴無名ㄟ細心照

料終於痊癒；由於看醫治病，積欠債務，凌月公主答應王大嫂的建議，進入大齊王宮擔任樂

伎… 

※燈亮 

△背景音樂下。天明，草屋之中，無名ㄟ坐在竹板床上，懷中抱著凌月公主， 兩人沉沉睡著 

△音樂下，凌月公主悠悠醒來，發現自己睡在無名ㄟ身上，不禁大吃ㄧ驚 

【卜卦調】 

唐凌月：猶猶猶猶記彼記彼記彼記彼日風波生日風波生日風波生日風波生，，，，眾眾眾眾人人人人助助助助我我我我脫脫脫脫紛紛紛紛爭爭爭爭    

                一一一一路路路路奔奔奔奔走走走走在山在山在山在山徑徑徑徑…………是誰是誰是誰是誰解救解救解救解救轉轉轉轉回回回回程程程程    

                是誰呢？ 

                力力力力盡頭重雙腳盡頭重雙腳盡頭重雙腳盡頭重雙腳輕輕輕輕，，，，唯唯唯唯聞聞聞聞聲聲聲聲聲聲聲聲喚吾喚吾喚吾喚吾名名名名    

    難道是無名ㄟ？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一一一一念念念念之之之之間間間間現現現現人影人影人影人影…………莫非莫非莫非莫非俠俠俠俠義義義義山中行山中行山中行山中行    

        風超群？（發現無名ㄟ動了一下，似乎即將醒轉，趕緊側身假裝睡著） 

△無名ㄟ醒來，趕緊摸摸凌月公主的頭 

無名ㄟ：啊〜謝天謝地！總算退燒了！ 

        數數數數日日日日昏昏昏昏迷迷迷迷亂亂亂亂心心心心境境境境，，，，捧熱捧捧熱捧捧熱捧捧熱捧冷冷冷冷來照來照來照來照應應應應    

                                總算總算總算總算雲雲雲雲開開開開見見見見天天天天青青青青，，，，雖雖雖雖病病病病芳芳芳芳損損損損更更更更清清清清靈靈靈靈（愛憐地看著凌月公主，低頭想一親芳澤） 

△凌月公主忽然把眼睛睜開，兩人都被對方嚇了一跳 

△王大嫂上 

唐凌月∕無名ㄟ：啊〜 

王大嫂：啊〜你們兩個怎會喊得這麼大聲啦！ 

△無名ㄟ從床上跳開，凌月公主用被子矇住自己的頭 

王大嫂：（噗哧一笑）都是尪某了，還在歹勢什麼？公主〜（近前將被子拉開） 

【卜卦調】 

王大嫂：世間世間世間世間男人男人男人男人多多多多風風風風流流流流，，，，耽耽耽耽誤誤誤誤某某某某子子子子心心心心憂憂憂憂愁愁愁愁（將無名ㄟ拉過來）    

                伊伊伊伊將將將將公主公主公主公主性性性性命命命命救救救救，，，，不眠不不眠不不眠不不眠不休休休休多多多多溫柔溫柔溫柔溫柔 

〈第七場〉見真情 

場景 草屋 時間 日 

道具 被子一襲 

人物 唐凌月、無名ㄟ、王大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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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嫂：公主！無名ㄟ雖然生做有較憨，不過，妳可知道妳發燒三瞑三日，無名ㄟ請醫生給 

        妳看、煎藥給妳喝，還逐瞑（每晚）這樣把妳摟著，讓妳出汗退燒，照顧得多麼用 

        心呢… 

無名ㄟ：王大嫂！大王將公主交代給我，我不照顧伊怎麼行？大王會怪罪我呢！再說，公主 

        凶巴巴，伊要嫁我，我也不敢娶伊啊！ 

唐凌月：凶巴巴？呀無是誰說要嫁給你啊？ 

無名ㄟ：噁〜王大嫂，妳看！ 

【      】 

無名ㄟ：雖想雖想雖想雖想摘摘摘摘月月月月伴身邊伴身邊伴身邊伴身邊，，，，只只只只惜惜惜惜明月遠在天明月遠在天明月遠在天明月遠在天    

                                不願不願不願不願真真真真心心心心來來來來露顯露顯露顯露顯，，，，自自自自作作作作多多多多情情情情恨恨恨恨綿綿綿綿綿綿綿綿    

唐凌月：原望原望原望原望有有有有緣緣緣緣伴身邊伴身邊伴身邊伴身邊，，，，只只只只惜惜惜惜伊伊伊伊人人人人遠在天遠在天遠在天遠在天    

                                明月明月明月明月隱隱隱隱藏藏藏藏未未未未露顯露顯露顯露顯，，，，自自自自作多作多作多作多情情情情恨恨恨恨綿綿綿綿綿綿綿綿 

無名ㄟ：王大嫂，妳來是有什麼事是嗎？ 

王大嫂：哦…我是來看公主… 

唐凌月：王大嫂，請妳以後別再叫我公主了，叫我凌月就好。我早就已經不是公主了… 

       （哽咽垂淚） 

△王大嫂看了無名ㄟㄧ眼 

王大嫂：好了，那以後我就叫妳凌月。是說，我看無名ㄟ為了妳的病，向人借那麼多錢，若 

        是賣菜齁，是不夠還了。剛好我有一個親戚在宮內教女樂，伊說伊的手下還欠一名 

        舞伎，我想賣菜那天看到凌月跳得不錯，不知凌月可願意入宮？ 

無名ㄟ：不過，凌月的病才剛剛好起來而已，哪會堪得樂伎的訓練呢？ 

王大嫂：住在宮內吃好、穿好，比住在這個草厝好多了嘍！身體說不定好得快。 

無名ㄟ：凌月，妳可願意？ 

唐凌月：這…做樂伎？唉！也只好如此。我只是怕去遇到那個「獅頭王」，會被伊恥笑… 

△無名ㄟ、王大嫂聞言不禁失笑 

王大嫂：凌月〜 

【卜卦調】 

王大嫂：莫要莫要莫要莫要多多多多慮慮慮慮煩惱煩惱煩惱煩惱生生生生，，，，大齊大齊大齊大齊仁仁仁仁君君君君最最最最通通通通情情情情        

        放心啦！伊若看到妳，一定不會為難妳的。 

無名ㄟ：事事事事事事事事忍忍忍忍耐耐耐耐莫莫莫莫任任任任性性性性，，，，雖雖雖雖在在在在絕絕絕絕處處處處必必必必逢逢逢逢生生生生    

        凌月，歹勢啦，我就較頇顢，什麼都不會，但是，妳若回來，我就在這裡等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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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凌月：無名ㄟ，多謝你照顧我。我若不回來，我還能去哪裡呢？現在，你和王大嫂就是我 

        最親的人了！ 

王大嫂：好、好，真好！ 

唐凌月：王大嫂！（投到王大嫂懷裡）              

△王大嫂將凌月公主緊緊抱住，輕輕拍著她的背 

※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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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場〉反省 

場景 山中涼亭 時間 日 

道具 包袱一只 

人物 王大嫂、唐凌月、風超群 

場景說明：王大嫂帶領凌月公主入宮，自王大嫂處，得知關於風超群身世的傳聞以及對於無

名ㄟ心境的分析，凌月公主不禁心生憐憫與感激，深自反省，於是對於自己的處境不再自怨

自艾，也同時知道了身分與責任的意義… 

 

※燈亮   

△音樂下，王大嫂、凌月公主背著包裹上 

【      】 

唐凌月：原來人原來人原來人原來人間間間間多多多多蒼涼蒼涼蒼涼蒼涼，，，，十十十十年年年年河河河河西西西西十十十十年年年年東東東東 

        曾經尊曾經尊曾經尊曾經尊貴貴貴貴世世世世無無無無雙雙雙雙，，，，今日今日今日今日流流流流落在落在落在落在異邦異邦異邦異邦 

王大嫂：凌月凌月凌月凌月莫莫莫莫再再再再淚淚淚淚淋漓淋漓淋漓淋漓，，，，英英英英雄也有雄也有雄也有雄也有落落落落魄魄魄魄時時時時 

   只只只只要要要要心心心心中中中中有志有志有志有志氣氣氣氣，，，，終終終終有有有有揚眉出揚眉出揚眉出揚眉出頭頭頭頭天天天天    

   凌月啊，妳可曾聽過阮大齊的傳奇人物──「風大俠」？ 

唐凌月：王大嫂說的可是「風超群」？！ 

王大嫂：是啊，我聽人說齁〜 

【     】 

王大嫂：伊伊伊伊出出出出身尊身尊身尊身尊貴貴貴貴的的的的人人人人家家家家，，，，富富富富可可可可敵敵敵敵國國國國冠京冠京冠京冠京華華華華    

    誰知誰知誰知誰知惡惡惡惡人施人施人施人施奸詐奸詐奸詐奸詐！！！！伊伊伊伊隱隱隱隱姓姓姓姓埋埋埋埋名在天名在天名在天名在天涯涯涯涯    

唐凌月：是何人心惡如蛇？是何人害伊淪落天涯？    

王大嫂：聽說是伊的父親過往之後〜    

                                家家家家族奪權族奪權族奪權族奪權爭爭爭爭地地地地位位位位，，，，寡寡寡寡母母母母孤孤孤孤兒苦無兒苦無兒苦無兒苦無依依依依    

                                母母母母親親親親削髮削髮削髮削髮出出出出家為家為家為家為尼尼尼尼，，，，伊也化伊也化伊也化伊也化緣緣緣緣乞食做乞食做乞食做乞食做沙彌沙彌沙彌沙彌    

                                那當時伊才六歲而已，就失去父母的疼惜了。 

唐凌月：六歲？！好可憐〜 

        聞聞聞聞言言言言不不不不由由由由愧愧愧愧在在在在心心心心，，，，想想想想起起起起雙雙雙雙親親親親淚淚淚淚淋淋淋淋淋淋淋淋    

                                如今紅如今紅如今紅如今紅塵塵塵塵歷浮歷浮歷浮歷浮沉沉沉沉，，，，寸寸寸寸草草草草春春春春暉暉暉暉才知才知才知才知深深深深    

                                後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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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嫂：十五歲，伊離開大齊到處遊歷，聽說去遇到一位世外高人，從此拜師學藝，學成之 

        後伊就開始行俠仗義。十年來，受伊幫助的人不計其數呢，「風大俠」的俠義就這樣 

        傳遍大齊了！那天在市井鬧事那些人，後來也是風大俠出現將怹電得金爍爍（修理 

        悽慘）的，要不然，妳就被怹抓走了！ 

唐凌月：風大俠真實有出現！為何伊不和我見面呢？（自言自語） 

王大嫂：凌月妳在想什麼？ 

唐凌月：沒有啦，我說大齊真是地靈人傑！有一個親民愛民的大王，一個仁義為懷的俠士， 

        還有妳這個熱心助人的王大嫂！ 

王大嫂：嗄？歹勢啦！我怎麼跟怹比！其實無名ㄟ人也真好呢！ 

唐凌月：哪有？我跟著他來到大齊，一路上伊都跟我吵架，還逼我去賣菜！ 

王大嫂：哈哈哈…我ㄧ個好公主〜 

【      】 

                                妳是妳是妳是妳是仙女下仙女下仙女下仙女下凡塵凡塵凡塵凡塵，，，，又是又是又是又是至至至至尊尊尊尊皇皇皇皇家家家家親親親親    

                                天天天天淵淵淵淵之之之之別別別別難難難難接接接接近近近近，，，，伊伊伊伊只好只好只好只好針針針針鋒鋒鋒鋒衛衛衛衛自自自自身身身身    

                                人，不分貴賤，都嘛有自尊！伊不疼惜妳，哪會妳一生病，伊就那麼細膩在照顧妳？ 

唐凌月：無名ㄟ… 

        想到想到想到想到無名無名無名無名暖暖暖暖心心心心扉扉扉扉，，，，針針針針鋒鋒鋒鋒相相相相對對對對不不不不離離離離棄棄棄棄    

                                無無無無實實實實夫夫夫夫妻妻妻妻有有有有恩恩恩恩義義義義，，，，…………偏偏偏偏偏偏偏偏難難難難忘忘忘忘那個那個那個那個伊伊伊伊（想到風超群）    

王大嫂：好了！涼亭已經到了，我那個親戚怎麼還沒來？我去前頭等看看，妳在這兒稍歇息 

        一下哦！ 

△王大嫂下，風超群上 

唐凌月：唉！人生真是一場夢，不知夢醒是什麼？ 

【      】 

風超群：縱縱縱縱浪浪浪浪大大大大化化化化多多多多變幻變幻變幻變幻，，，，總總總總有離有離有離有離合合合合與與與與悲歡悲歡悲歡悲歡    

                                真真真真情情情情待待待待人人人人莫莫莫莫計計計計算算算算，，，，夢夢夢夢醒醒醒醒猶猶猶猶原原原原是心安是心安是心安是心安 

唐凌月：是你！風大俠！  

風超群：叫我「大俠」？凌月公主真是不一樣了哦！ 

唐凌月：你…可以別笑我嗎？我想和你好好說話。（語氣特別溫柔） 

△風超群不由好奇上下前後打量；凌月公主被看得不好意思起來 

風超群：妳要說什麼？在下洗耳恭聽。 

唐凌月：我想要問你。 

風超群：好，妳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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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凌月：助助助助我脫險我脫險我脫險我脫險離虎口離虎口離虎口離虎口，，，，侍侍侍侍候候候候療傷療傷療傷療傷萬萬萬萬般勞般勞般勞般勞    

                                此此此此恩恩恩恩永永永永感感感感在在在在心心心心窩窩窩窩，，，，不不不不告而告而告而告而別別別別是為是為是為是為何何何何    

                                你可知道你沒有回來，我在山洞內一直等你，是為你多麼煩惱？！ 

風超群：最難最難最難最難應對應對應對應對真真真真心心心心話話話話，，，，怎怎怎怎知知知知我我我我離離離離開開開開為為為為情情情情迷迷迷迷 

        公主公主公主公主何何何何須須須須太太太太多多多多禮禮禮禮，，，，往往往往事事事事如如如如煙莫煙莫煙莫煙莫再再再再提提提提    

        公主有公主的身分和責任，我風超群也有不能放下的使命、不能辜負的寄望。 

唐凌月：公主的身分和責任？但是我已經不是公主了！我現在只是一個乞食婆。我可以和你… 

風超群：新的身分也有新的責任，可不是嗎？如果…現在我說要帶妳走，妳可能夠就跟我走？ 

唐凌月：這…，無名ㄟ！我若走…，無名ㄟ要怎麼辦？ 

【      】 

風超群：縱縱縱縱浪浪浪浪大大大大化有化有化有化有悲歡悲歡悲歡悲歡，，，，處處處處處處處處玄機玄機玄機玄機是難是難是難是難關關關關    

唐凌月：真真真真情無情無情無情無價價價價真真真真情情情情還還還還，，，，但但但但求求求求夢夢夢夢醒醒醒醒心心心心是安是安是安是安 

風超群：凌月公主真的不一樣了！能夠聽到公主幾句真心話，在下今生無憾矣！ 

【      】 

風超群：初初初初見見見見妳妳妳妳，，，，妳妳妳妳在在在在雲雲雲雲天天天天，，，，我我我我是塵是塵是塵是塵泥泥泥泥    

                                天之天之天之天之驕驕驕驕女女女女，，，，宛宛宛宛轉轉轉轉娥娥娥娥眉眉眉眉，，，，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情情情情絲絲絲絲纏纏纏纏    

        再再再再見見見見妳妳妳妳，，，，風風風風韻依依韻依依韻依依韻依依，，，，卻成人卻成人卻成人卻成人妻妻妻妻    

                                落花落花落花落花流流流流水水水水，，，，縱縱縱縱有有有有情意情意情意情意，，，，再再再再難難難難兩兩兩兩相隨相隨相隨相隨    

唐凌月：初初初初見見見見你你你你，，，，你你你你在在在在雲雲雲雲天天天天，，，，我我我我是塵是塵是塵是塵泥泥泥泥    

                                天之天之天之天之驕驕驕驕子子子子，，，，雋朗雋朗雋朗雋朗鬚眉鬚眉鬚眉鬚眉，，，，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情情情情絲絲絲絲纏纏纏纏    

        再再再再見見見見你你你你，，，，俠俠俠俠風風風風猶猶猶猶是是是是，，，，我我我我非非非非昔昔昔昔比比比比    

                                落花落花落花落花流流流流水水水水，，，，縱縱縱縱有有有有情意情意情意情意，，，，再再再再難兩相隨難兩相隨難兩相隨難兩相隨 

△牽起凌月公主的手，輕輕一吻 

△凌月公主忍住眼淚，投入風超群懷中，緊緊抱住 

風超群：公主，後會有期！（輕輕將凌月公主推開，轉身就要離去） 

唐凌月：風超群，你不可…將我忘記了！ 

△風超群下，獨留凌月公主掩面哭泣 

※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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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場〉疑雲 

場景 臨碧宮 時間 夜 

道具 鼓樂 

人物 唐凌月、賈清鳴、李魁家、樂伎數名、燕穿雲、燕岫雲、秦英俊、秦美麗、風超群 

場景說明：來到大齊的凌月公主，進入梨園接受訓練，原來大齊國王即將大婚，梨園教授李

魁家、大樂寺丞賈清鳴，正在加緊訓練一批女樂於當天表演。午夜將近，婚禮即將開始，但

大齊皇城卻暗潮洶湧… 

 

△上中隔幕，音樂下 

OS：【      】 

    皇皇皇皇宮宮宮宮內外內外內外內外備備備備大大大大婚婚婚婚，，，，舉舉舉舉國上下國上下國上下國上下賀仁賀仁賀仁賀仁君君君君    

                暗暗暗暗中中中中有有有有人來人來人來人來探探探探問問問問，，，，不見不見不見不見新娘新娘新娘新娘起起起起疑疑疑疑雲雲雲雲    

※燈亮 

△尾奏中，秦氏兄妹、燕氏兄妹上 

【      】 

秦英俊：官官官官道道道道驛驛驛驛路都路都路都路都查查查查明明明明，，，，找沒找沒找沒找沒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懷疑懷疑懷疑懷疑生生生生 

秦美麗：飛飛飛飛天天天天鑽鑽鑽鑽地地地地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除非新娘是除非新娘是除非新娘是除非新娘是幽靈幽靈幽靈幽靈  

燕穿雲：大大大大婚婚婚婚不不不不知是知是知是知是真真真真假假假假？？？？從從從從未未未未聽聽聽聽聞聞聞聞有有有有聘媒聘媒聘媒聘媒 

燕岫雲：今今今今夜夜夜夜宮宮宮宮內內內內探探探探嬌嬌嬌嬌客客客客，，，，便便便便知知知知大大大大婚婚婚婚真亦真亦真亦真亦假假假假 

秦英俊：是說偺是不是謹慎得太過頭了？說不定齊越風就是娶一個無名的公主而已，哪會值 

        得偺大驚小怪？ 

燕穿雲：哼！沒可能！元唐國王沒有後嗣，若是唐凌月嫁給齊越風，伊就可以退位給伊的女 

        婿了。根據我國的調查，那次唐凌月以王子的身分出使大齊，原本就是瞞人耳目的 

        相親！ 

燕岫雲：若是齊唐聯姻成功，齊越風同時統領齊唐江山，偺新燕和夜秦就算聯合，也不是大 

        齊和元唐的對手。其他玄魏、西蜀、江楚本來就是邊陲之邦，難成氣候。到時候， 

        偺也只好向齊越風俯首稱臣了！ 

秦美麗：嗯，本來我以為齊越風被唐凌月叫做「獅頭王」，是奇恥大辱，沒想到大齊的百姓還 

        很高興地唱什麼：「威風凜凜大齊王，一聲號令便稱雄，廣施聖恩濟萬眾，戴德叩謝 

        獅頭王」咧！不知是什麼道理？ 

燕穿雲：既然如此，偺就兵分四路，深入後宮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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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英俊：嗯，不管查有、查無，午夜婚禮開始，偺都要返來臨碧宮。 

燕岫雲∕秦美麗：好！大家小心！ 

△燕穿雲、燕岫雲、秦英俊、秦美麗下 

△風超群上，望著四人背影，追下 

△音樂下，中隔幕開 

OS：【      】 

    點點點點燈燈燈燈結結結結綵綵綵綵喜喜喜喜洋洋洋洋洋洋洋洋，，，，臨臨臨臨碧碧碧碧宮宮宮宮殿殿殿殿更更更更輝煌輝煌輝煌輝煌    

                仙仙仙仙樂飄飄樂飄飄樂飄飄樂飄飄如如如如幻幻幻幻夢夢夢夢，，，，《《《《候我於牆候我於牆候我於牆候我於牆》》》》詠詠詠詠齊風齊風齊風齊風    

△賈清鳴、李魁家、凌月公主以及樂伎數名就定位 

△背景音樂《候我於牆》下，賈清鳴、李魁家一組，凌月公主與樂伎們兩兩成雙，分為數組 

  ，賈清鳴、李魁家帶頭示範，樂伎隨後跟從練習舞蹈。待樂伎們都熟練地跳起來了，賈清  

  鳴、李魁家才分開。李魁家打拍子緊盯樂伎舞姿，賈清鳴也站在樂隊中間緊盯節奏 

李魁家：這擺是最後一次練習的機會，大家要好好的把握。今晚午夜，偺大齊最重要的典禮 

        就要開始了，要知道恁是婚禮之中很重要的角色之ㄧ，這是表現偺大齊國威的時刻 

        ，在各國的貴賓面前，絕對不能漏氣！ 

△音樂聲停，樂伎們互揖為禮之後，站在原地 

賈清鳴：李教授，偺已經練整天了，是不是讓怹稍休息一下？（小心詢問） 

△眾樂伎見狀不禁笑了起來 

李魁家：恁在笑什麼？賈寺丞，這婚禮的成敗，是偺兩個要負責的呢！ 

賈清鳴：是是是…不過，妳不是還有重要的事，要交代凌月去辦？ 

樂伎甲：怹兩個是尪某，不過賈寺丞很怕李教授！（悄悄對凌月公主說） 

唐凌月：是哦？！嘻！（笑）不知為什麼，我總覺得怹兩個很面熟…在哪裡曾看過？ 

李魁家：對齁！多謝賈寺丞的提醒。凌月！ 

△唐凌月兀自陷入沉思之中 

李魁家：凌月！ 

唐凌月：是！（回神） 

李魁家：妳跟我來。其他的人再練一次才能休息！ 

賈清鳴∕眾樂伎：是！ 

※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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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場〉大婚 

場景 臨碧宮 時間 午夜 

道具 面具二副（有柄） 

人物 
齊越風、唐凌月、賈清鳴、李魁家、樂伎、燕穿雲、岫雲、秦英俊、美麗、元唐國

王、王后、江楚靳王、玄魏宣王、西蜀成王、紅袖、倚翠 

場景說明：凌月公主奉命來到一陰暗房中待命，在房門口隱約聽到房內有人吟唱之聲，推門

入內，房中微光只見新娘端坐紗帳內，接著大齊國王齊越風赫然現身… 

 

※燈亮     

△音樂下，凌月公主上，在房門口理裝，正待叫門 

唐凌月：咦？（房內傳出吟唱之聲）這是… 

OS：【      】（演員獨唱） 

                無人入眠無人入眠無人入眠無人入眠！！！！無人入眠無人入眠無人入眠無人入眠！！！！    

                公主公主公主公主殿下殿下殿下殿下，，，，妳未妳未妳未妳未能入眠能入眠能入眠能入眠為為為為何何何何因因因因？？？？    

                宛宛宛宛如如如如嫦娥嫦娥嫦娥嫦娥下下下下凡塵凡塵凡塵凡塵，，，，獨守獨守獨守獨守廣廣廣廣寒寒寒寒誤良辰誤良辰誤良辰誤良辰。。。。    

                碧海碧海碧海碧海青青青青天情不天情不天情不天情不盡盡盡盡，，，，莫莫莫莫再再再再錯身有錯身有錯身有錯身有緣緣緣緣人人人人。。。。    

                請妳說請妳說請妳說請妳說出出出出我我我我名名名名姓姓姓姓，，，，阮阮阮阮的的的的秘秘秘秘密密密密藏藏藏藏在在在在心心心心。。。。    

                夜深風夜深風夜深風夜深風冷冷冷冷不不不不要要要要緊緊緊緊，，，，耐耐耐耐心心心心等待等待等待等待日月日月日月日月新新新新。。。。    

                長長長長庚庚庚庚下沉下沉下沉下沉，，，，黎黎黎黎明明明明將將將將近近近近，，，，    

                破破破破曉曉曉曉時時時時辰辰辰辰，，，，我將得我將得我將得我將得到到到到妳的心妳的心妳的心妳的心！！！！妳的心妳的心妳的心妳的心！！！！    

唐凌月：無名ㄟ？！這不是無名ㄟ當初所吟唱的詩歌？（趕緊推門入內） 

        無名ㄟ！（四下找尋） 

【      】 

        四下無人四下無人四下無人四下無人燈燈燈燈昏昏昏昏黃黃黃黃，，，，歌聲歌聲歌聲歌聲情情情情濃濃濃濃人何方人何方人何方人何方    

                                只見只見只見只見窈窕窈窕窈窕窈窕一一一一彩鳳彩鳳彩鳳彩鳳，，，，身身身身穿穿穿穿嫁嫁嫁嫁衣衣衣衣坐坐坐坐帳帳帳帳中中中中    

唐凌月：啊！公主，對不住！我是待命的樂伎，若有攪擾，請公主恕罪！（伏地跪下） 

△齊越風上，扶起凌月公主 

齊越風：凌月公主，久違了！    

△凌月公主抬頭，羞愧得無地自容 

唐凌月：啊！是大王…凌月…恭喜大王，賀喜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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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越風：多謝公主！紗帳之中，就是我的新娘。來，妳看！伊有媠嗎？（牽起凌月公主的手， 

        一步步走近紗帳） 

△凌月公主將紗帳掀開──只見新娘嫁衣整齊披掛如人穿戴之形 

唐凌月：嗄？這是… 

齊越風：這是妳的新娘衫啊！公主〜 

【      】 

        一見一見一見一見芳芳芳芳容自容自容自容自難難難難忘忘忘忘，，，，依依倩依依倩依依倩依依倩影影影影映映映映心心心心中中中中        

                                無無無無端端端端相思相思相思相思常常常常作作作作弄弄弄弄，，，，今今今今宵宵宵宵得得得得償償償償伴伴伴伴紅紅紅紅妝妝妝妝    

唐凌月：大王且慢！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錯錯錯錯愛愛愛愛感心感心感心感心懷懷懷懷，，，，梅梅梅梅開開開開二度二度二度二度理理理理不不不不該該該該    

                                木木木木已成已成已成已成舟舟舟舟再再再再難難難難改改改改，，，，勸勸勸勸君君君君另另另另選選選選好花好花好花好花栽栽栽栽    

齊越風：妳情願嫁給乞食，也不願意嫁給我是嗎？ 

唐凌月：不是、不是！ 

        萬萬萬萬民民民民景仰景仰景仰景仰比比比比南南南南山山山山，，，，凌月凌月凌月凌月愚痴愚痴愚痴愚痴難難難難高高高高攀攀攀攀    

                                不願夫不願夫不願夫不願夫妻恩妻恩妻恩妻恩義義義義斷斷斷斷，，，，一一一一馬馬馬馬何能配何能配何能配何能配兩兩兩兩鞍鞍鞍鞍 

齊越風：凌月，妳看！我是什麼人？（拿掉虯髯鬍鬚，眼前竟是無名ㄟ） 

唐凌月：無名ㄟ！這…這是怎樣一回事？ 

齊越風：為為為為將將將將窈窕淑窈窕淑窈窕淑窈窕淑女求女求女求女求，，，，假扮假扮假扮假扮乞食乞食乞食乞食穿穿穿穿破破破破裘裘裘裘    

                                但但但但願願願願執執執執子子子子纖纖纖纖纖纖纖纖手手手手，，，，但但但但願願願願與與與與子子子子同同同同白首白首白首白首 

唐凌月：是是是是夢夢夢夢是是是是真真真真分分分分不清不清不清不清，，，，往往往往事事事事歷歷歷歷歷歷歷歷在眼前在眼前在眼前在眼前        

                                不不不不由由由由心心心心中中中中怨怒怨怒怨怒怨怒生生生生，，，，枉枉枉枉我我我我分分分分付付付付一一一一片片片片情情情情 

        你…你這個臭無名ㄟ！讓我吃這麼多苦！（舉手要打卻被齊越風抓住） 

齊越風：這劇本不是我寫的啦！ 

△李魁家出 

李魁家：一切都是我的主意！臣參見公主。  

唐凌月：李教授！ 

齊越風：為妳介紹，這位是大齊第一名伶：「百變女王」──李魁家！ 

唐凌月：「你瘸腳」？莫非… 

李魁家：不錯！「你瘸腳」是我，「王大嫂」也是我。 

唐凌月：那這樣…「假青瞑」不就是賈寺丞？！ 

齊越風：沒錯！伊正是大齊首席調音聖手：「一代歌王」──賈清鳴！  

△賈清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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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清鳴：臣賈清鳴見過凌月公主！公主，若有得罪，請恕罪！ 

唐凌月：你…是不是也在市場為我唱歌叫賣？ 

賈清鳴：正是！ 

唐凌月：兩位請起。原來恁都在暗中幫助我！ 

李魁家：公主需要磨練，但是阮也不能讓公主冒險。保護公主，是阮的責任。 

齊越風：在我六歲的時候，我的父王駕崩，叔父欺我年幼，竟然圖謀篡位奪權、逼娶我的母 

        后。我的母后逃往大相國寺得到庇護，削髮為尼。叔父搜查寺內，所幸李教授將我 

        改扮作小沙彌，助我逃出皇城，從此我變作乞食，浪跡天涯。一直到五年前，叔父 

        病亡，膝下無子，我才被李教授和賈寺丞聯合眾臣迎接回宮。唉〜政壇黑暗，世事 

        無常，公主，妳可願意做我的王后，與我同甘共苦，患難相依？  

唐凌月：嗯，我願意！ 

齊越風：真實的？！太好了！那這樣父王和母后也可以放心了！ 

唐凌月：父王、母后…（感傷落淚） 

△元唐國王、王后、紅袖、倚翠出 

國王∕王后：凌月！ 

紅袖∕倚翠：參見公主！ 

唐凌月：啊！父王、母后！你們怎麼來了？（扶起紅袖、倚翠） 

國王：阮當然要來看阮最疼惜的女兒出嫁啊！不知父王為妳挑選的這個乞食尪，凌月公主 

      有中意嗎？哈哈哈… 

唐凌月：原來…原來恁都串通好了？！ 

王后：母后也是後來才知道的，害我為妳流很多眼淚呢！  

唐凌月：母后〜 

△「況！況！況！」臨碧宮傳來三響清遠鑼聲；《候我於牆》配樂下 

賈清鳴：啟稟大王，時辰已到，請新娘準備。 

王后：凌月，快去！ 

李魁家：大王、王后，公主交給我，恁可以放心！公主，請跟我來！（將公主領至紗帳後， 

        紅袖、倚翠幫忙，開始著裝） 

△上中隔幕 

齊越風：岳父、岳母大人，我要送你們一項禮物！將人帶上來！ 

賈清鳴：是！（自屋後帶出燕穿雲、秦英俊、秦美麗，三人皆被縛綁） 

國王：是新燕王子燕穿雲、夜秦王子秦英俊哦！恁怎會在這裡呢？ 

齊越風：怹幾個人夜探後宮，有所圖謀，所以被人擒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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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美麗：都是那個風超群啦！… 

燕穿雲：手下敗將，無話可講！唉！… 

秦英俊：學藝不精，甘拜下風！ 

齊越風：夜秦、新燕是不是願意臣服於元唐和大齊呢？ 

燕穿雲：哼！要刣、要割，隨在你啦！ 

秦英俊：不可割！我這個緣投仔面，袂割哩啦！ 

齊越風：岫雲公主，請出來吧！ 

△燕岫雲出 

燕岫雲：新燕公主燕岫雲參見兩位大王。 

國王：公主，免禮。 

燕穿雲：岫雲，妳… 

燕岫雲：大哥，齊唐聯姻既然已成定局，風大俠又仁風高義，饒偺不死，偺又何必還再作對 

        呢？大王，臣願效犬馬之勞！ 

燕穿雲：唉〜罷了！我願臣服！ 

秦英俊∕秦美麗：（互看）好啦，阮也臣服！ 

齊越風：很好，就命恁將功折罪。將人解開！（賈清鳴上前解繩） 

國王：太好了！四海昇平，民心和樂，夫復何求！賢婿，這真是最好的禮物了！ 

齊越風：岳父，你想，派什麼任務給怹較適當？ 

國王：就命怹先作伴嫁護衛吧！ 

齊越風：好！就有勞各位王子和公主，擔任凌月公主的伴嫁護衛。 

燕穿雲兄妹∕秦英俊兄妹：是，謹遵命令！ 

△中隔幕開，紗帳開。 

△《候我於牆》樂聲漸大，鼓聲漸強。李魁家領凌月公主緩緩走出 

△王后看到美麗的新娘凌月公主，上前擁抱 

△《候我於牆》（第一段）唱詞開始 

OS：【狀元樓】 

                候我於照牆兮候我於照牆兮候我於照牆兮候我於照牆兮，，，，明珠繫帶明珠繫帶明珠繫帶明珠繫帶，，，，垂在耳旁垂在耳旁垂在耳旁垂在耳旁    

                加加加加之以瓊華之以瓊華之以瓊華之以瓊華兮兮兮兮，，，，君子如月君子如月君子如月君子如月，，，，月色無瑕月色無瑕月色無瑕月色無瑕    

齊越風：公主，我等妳很久了！ 

李魁家：來，公主，這是避邪面具，大齊婚禮之中的傳統，這個給妳。（言罷，拿起兩副面罩， 

       一副交給凌月公主，一副交給齊越風） 

△齊越風將面具舉在自己眼前，望向凌月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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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凌月：嗄？你…你是風大俠！ 

△秦氏兄妹、燕穿雲聞言皆大驚，只有燕岫雲微笑以對 

△齊越風執起凌月公主的手輕輕一吻，將她攬入懷中 

齊越風：凌月，記得嗎？我說過：後會有期！ 

唐凌月：我一定是在作夢… 

李魁佳：大王，時辰已到。 

△齊越風放開凌月公主 

秦英俊兄妹∕燕穿雲兄妹：大王、公主請！ 

△賈清鳴和李魁家領所有人各就各位──燕穿雲、秦美麗；秦英俊、燕岫雲； 

  元唐國王、王后；齊越風；最後為凌月公主暨兩名隨侍宮女紅袖、倚翠。 

  迎親隊伍隨著節奏，緩緩前行（設計路線） 

△《候我於牆》（第二段）唱詞開始 

OS：【狀元樓】 

    候候候候我於我於我於我於庭中兮庭中兮庭中兮庭中兮，，，，明珠照容明珠照容明珠照容明珠照容，，，，燿如秋霜燿如秋霜燿如秋霜燿如秋霜    

                加加加加之以瓊之以瓊之以瓊之以瓊瑩兮瑩兮瑩兮瑩兮，，，，君子如玉君子如玉君子如玉君子如玉，，，，玉色清明玉色清明玉色清明玉色清明    

△隊伍進殿。殿中賓客引頸期盼 

侍臣：大王駕到！ 

△賈清鳴、李魁家、秦英俊兄妹、燕穿雲兄妹分列兩旁，元唐國王、王后進。 

侍臣領眾人齊聲：吾王萬歲、萬歲、萬萬歲！（跪） 

△眾賓客分列走道兩旁齊聲附和（跪） 

△齊越風進，在堂中靜候公主來到 

侍臣：新娘駕到！ 

侍臣領眾人齊聲：恭喜吾王、賀喜吾王，萬歲、萬萬歲！（跪）    

△凌月公主進，元唐國王上前相迎，將凌月公主的手交到齊越風手中 

△《候我於牆》（第三段）唱詞開始 

OS：【狀元樓】 

                候候候候我我我我於殿中兮於殿中兮於殿中兮於殿中兮，，，，起起起起舞舞舞舞生風生風生風生風，，，，此夜此夜此夜此夜未未未未央央央央    

                加加加加之以瓊之以瓊之以瓊之以瓊英兮英兮英兮英兮，，，，君子如花君子如花君子如花君子如花，，，，花色花色花色花色同同同同榮榮榮榮    

                步步前行步步前行步步前行步步前行，，，，君王來君王來君王來君王來迎迎迎迎，，，，普普普普天天天天歡歡歡歡慶慶慶慶，，，，鼓樂鼓樂鼓樂鼓樂禮禮禮禮成成成成    

△齊越風與凌月公主攜手翩翩起舞，眾賓客亦隨之成雙成對，共舞同樂 

 

※燈光漸暗 

〜全劇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