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隻鞋 

一、大綱 

講述兩名老夫妻乃當地頗有名氣的外科和婦科醫生，因為人忠厚，醫術高超

為相鄰所敬仰。 

某日老兩口外出行醫。阿順婆幫人接生後在主人家吃麻油雞、喝醉了酒，回

家之際遭遇一隻因受傷難產而性命垂危的老虎。所以，阿順婆可憐虎媽性命垂危

而巧施醫術，幫助虎媽順利產下虎寶寶…，在處理完虎媽生子後，虎爺卻苦著臉

咬住阿順婆的衣服，抬起腳請她看病…。 

正在此時一名路過山林的鐵工廠的員外艾蓬峰，在山上被無賴曾大膽謀財殺

害，被恰巧被路過的虎爺撞上…。 

被阿順婆要求來的李穩豪治好虎爺的腳後，虎爺感恩送了一個小禮物給李穩

豪，反而無端惹下了一件謀財害命的官司…。 

但這一切都恰好被虎爺撞上，於是虎爺叼著嫌犯的一隻鞋前去縣衙，與兇手

對質公堂，幫助兩位善心的夫婦洗刷冤屈，成功抓獲了真正的兇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E%BF%E8%A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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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鞋(國語版) 

                          

【第一場】 

人物：阿順婆、虎爺、阿滿 

場景：石頭  ；  樹 

配樂： 

旁白：山不在高有仙則靈;水不在深有龍則名。在枕頭山下這深山林內偏僻的村    

莊,因為有對夫婦好心助人的醫生夫婦而出名 。先生李穩豪是一位外科醫

生，他的太太人稱阿順婆,醫術好，有她在村莊內的婦人生小孩就免煩惱。

話說回來阿順婆每次工作做完,總愛小酌一下，常常喝到馬西…馬西…。

這天天剛亮，阿順婆又要出外去行醫，這次她又會發生什麼趣味,奇怪的

事呢? 來!我們看下去…   

阿滿：我是一位女醫生、醫藥是萬能(用唱的).大家好,自我介紹一下,我是阿順

婆 

      的頭號弟子阿滿啦。我師傅就是”頂港有名聲，下港尚出名”的婦產科醫 

      生阿順婆啦! 不管什麼疑難雜症難以啟齒的,保證給妳藥到命除(啊~~)沒 

      有啦,說太快了,是藥到病除。女人生小孩,就像走一趟鬼門關,生得過雞酒

香,生不過四塊板。像今天早上，劉員外的媳婦生小孩，雖然胎位不正真

麻煩， 

      不過經過我的妙手，也是”沒關係”，三兩下就”結束”， 順利生了一 

      個白白胖胖的男孩子。劉員外笑道樂不可支，包了一個大紅包給我們， 

      還請我們喝麻油雞酒，我師父一口氣就吃了五碗公。  

阿順婆：阿滿啊!妳自己在碎碎唸是在唸啥?忙了一整天，趕快回家去，早點休 

        息! 

阿滿：好啦!師傅，妳也趕快回去休息。 

阿順婆：累歸累，ㄡ(拍一下)剛才的雞酒，現在想起來口水還是會流不停。ㄟ~~  

        奇怪，這路哪時後舖的那麼高,厚~這風吹起來真爽快！我快要睡著了！ 

        我先睡一下！呼…呼…呼 

        (慢慢的倒在地上，睡覺了，打呼聲)。 

        (虎爺從右影窗進場，拉扯著阿順婆的衣袖，阿順婆以為是老伴在鬧著 

她玩，對著虎爺又摸又捏的玩起來了。) 

阿順婆：唉唷~老伴！別吵！別拉啦！呼~很冷耶(老虎靠了過去)真好!真溫暖! 

 咦~是什麼東西尖尖的扎我的手? (起身，發現虎爺嚇一大跳) 

 阿娘威!這大隻ㄟ山貓！快把我嚇死。夭壽唷！看一個真！這應該是一

隻大..大老虎。虎兄弟！你看我這樣子，瘦又無肉，皮又韌，一點都不

好吃，你饒了我吧！我給您磕頭!磕頭!...... 

(阿順婆跪在地一直磕頭)  (虎爺大吼一聲並搖搖頭) 

哇! 搖頭! 那這樣是不答應囉，這下我去了了!我去了了啦！老伴阿！

我要先走了！我要先走了！哇… 

(虎爺拉阿順婆的衣袖) 

咦~等一下！等一下！我沒死阿！還熱熱的!(用手摸摸自己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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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頭!有手!有腳!屁股也在，好佳在！阿彌陀佛!菩薩保佑!阿門! 

虎兄弟！難道你嫌我難吃，不要吃我嗎? (虎爺點點頭，) 

吼！你嘛早一點說嘛！害我差一點尿褲子！(虎爸拉拉阿順婆的 

衣袖) 喔!你拉我的衣服，是要我跟你一起走嗎? 好啦！好啦！ 

別拉！我跟你一起走就是了，嘿嘿…沒有要吃我,又要我跟他走,到 

底搞什麼把戲,管他的!事情已經走到這地步,就跟他『看一看! 』就 

『便知道! 』(引號內國語發音) 

 (虎爺點點頭，拉阿匹婆的衣袖轉身一起往右邊出場)； (關燈) 

 

【第二場】 

人物:阿順婆、虎爺、虎媽媽、虎子    

配樂： 

場景：山洞內 

阿順婆：唉唷…走了半天，這到底是到了沒有阿！(虎爺停在洞口) 

什麼，說到就到了，這山洞可是你家(虎爺點點頭) 可是，這裡面黑漆

漆的，把我打死我都不進去! (虎爺大吼一聲) 好啦！好啦！我又沒說，

我不進去！叫那麼大聲做什麼？走就走！ (虎爺阿順婆往右邊的山洞

方向出場)  (關燈) 

阿順婆：唉唷…怎麼有一隻母老虎在這裡呀！喔!我明白了，虎兄弟，原來是你

老婆要生虎仔，早說嘛！可…是人我是接生很多很多…但是從來不曾為

老虎接生過！我不知道我行不行耶！(虎爸哀吼一聲)好吧！好吧！我試

試看就是了。(阿順婆一面按摩虎媽媽肚子一面安撫虎媽媽) 

阿順婆：虎媽媽，有我在不用緊張！用我這雙萬能的手把你摸一下,再搓一下，

再忍耐一下，你們就可以當父母了。 

【同學一起喊吸氣!吐氣! 吸氣!吐氣!用力! 用力!再用力!】 

(沒多久，虎媽媽生下了二胎小老虎) 

阿順婆：哇！生了一對可愛的雙生子，恭喜你們當父母了！已經天黑囉~我要趕

緊回家煮飯了啦!否則我家那老頭子，可要罵死我了！ ( 阿順婆轉身要

離去，虎爺拉住她) 

阿順婆：唉唷~又怎麼了啦！  (虎爺舉起前腳給阿匹婆看) 

阿順婆：夭壽喔~腳腫那麼大，又化膿，這個我沒辦法！ (虎爸哀吼一聲音效)

好了！好了！算我欠你的,外科方面我家老頭子最拿手，明天我叫他帶

藥過來，安內可以了吧！你保重!我先回去了 .(阿順婆退場) 

虎爺：虎爺搖搖尾巴，送阿順婆離開。(吼叫一聲音效)；(關燈) 

 

【第三場】 

人物：鐵工廠員外—艾蓬峰、曾大膽、李穩豪、虎爺 

配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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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山谷；山洞內 

 

艾蓬峰：我是鐵工廠的員外艾蓬峰，看我一身軀的行頭金項鍊,金戒子,金扇子,

金腰帶有夠派頭,就知道我大有來頭.(東看看西看看)偷偷的跟你說這

全身的金子除了金扇子之外,都是假的.是鐵鍍金的啦!走,來去茶室逛

逛,讓大家看看我這身的派頭. 

曾大膽：唉!有夠衰,最近手氣很差ㄟ!擲骰子!沒一次贏的!跟別人打賭又輸到脫 

        褲, 現在口袋裡半毛錢也沒有,腸子又餓到打結.我看還是去街上看看 

        有什麼好康的.吼~看他全身金光閃閃,赚到了。(朝員外方向前進) 

曾大膽：不要動!搶錢!錢拿出來! 

艾蓬峰：蛤~搶錢唷!我是有錢人,不要傷害我.  

曾大膽：真識相,金子全都交出來(陸陸續續交出金項鍊金戒子金皮帶)你找死喔!

金扇子也要交出來.(語氣大聲,堅決) 

艾蓬峰：(拉扯之際)什麼都可以給你唯獨這扇子不可以,這是我的寶貝我的傳家

寶. (一直後退，掉到山下，留下了金扇子)； (關燈) 

 

【第四場】 

人物：曾大膽、李穩豪、虎爺 

配樂： 

場景：山谷；山洞內 

曾大膽：啊!是你自己不小心不夠乾脆,自己跌落山腳可別怪我.(當要彎腰撿扇子

時虎爸大吼一聲出現)   唉呀~有老虎啊！快跑阿~~ 

(曾大膽，留下扇子拔腿就跑，一隻鞋子掉在現場) 

虎爺：(虎爺叼起扇子及鞋子，返回洞內)；(李穩豪來到虎洞的附近) 

李穩豪：根據我家那老太婆的描述，虎洞應該就在附近，怎麼找了老半天，不但

沒看到老虎，連隻蒼蠅蚊子也沒有! 

虎爺：(叫了一聲，出現在李穩豪面前) 

李穩豪：唉唷!驚死我了~你就是虎兄弟嗎?聽說你的腳受傷，讓我看一下。 

(顫抖害怕的說) 

虎爺：吼一聲，舉高前腳。 (吼聲音效) 

李穩豪：腫成這樣又化膿，如果再拖下去,沒死也跛腳。來先把膿擠出來，再擦

藥包紮一下,要記得別沾到水.那樣就不要緊了,我要回去了。 

虎爺：(吼了一聲，拉了拉李穩豪的衣袖，入洞內咬了一支金扇子，低吼一聲，

給李穩豪) 

李穩豪：這是要給我的謝禮嗎? 

虎爺：點點頭。 

李穩豪：不行!醫者父母心，話說回來，我們做醫生的是不能亂收紅包的!如果被

衛服部的人捉到，會被吊銷執照的，我不能收，不能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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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爺：(生氣的吼叫) 

李穩豪：好好好!別生氣，我收！我收！你好好保重，記得不能告訴別人我收了

你的好康的唷！要記得別沾到水! (李穩豪離去) 

虎爺：(搖搖尾巴，送李穩好離去)     (關燈) 

 

【第五場】 

人物：白戚戚、黑米嘛、李穩豪 

場景：穩豪診所 

配樂: 

旁白：整個村莊都知道蓬峰鐵工廠員外艾蓬峰，不幸遭到謀財害命，老百姓議 

      論紛紛，縣官下令補快十天要破案，白戚戚、黑米嘛他們如何破案呢? 

白戚戚：我叫白戚戚,他叫黑米嘛！雖然咱們兩人稱黑白無常,牛鬼蛇神,惡霸,

痞 

        子遇到咱們倆都沒『皮條』(引號內國語發音)變不出把戲。但偏偏鐵 

        工廠員外的命案卻毫無頭緒，一個頭兩個大。離命案偵破期限，只剩 

        二天，一點線索都沒有，進退兩難，該如何是好?  

黑米嘛：我們這些天來上山下海、明查暗訪，兩條腿都快走斷了，全身腰酸背痛，

還沒線索不如我們來去關子嶺泡個溫泉，做個腳底按摩，放鬆後再來努

力想辦法你想怎麼樣？ 

白戚戚：在這節骨眼你還有心情泡溫泉如果我們再破不了案，別說工作,我看十

條命都不夠死! 

黑米嘛：厚…咱們也是有血有肉，又不是鐵打的身軀，休息一下也不會怎樣!ㄟ

你看!前面不就是穩豪伯診所了，不然我們去貼點酸痛藥布。 

白戚戚：好啦！穩豪伯認識的人很多，順便打聽看看有沒有什什麼線索！(說完

兩人往診所前去)； (關燈) 

 

【第六場】 

人物：李穩豪、白戚戚、黑米嘛 

場景：診所 ；金扇子 

黑米嘛：(白戚戚、黑米嘛進場)穩豪伯有在嗎？  (李穩豪進場) 

李穩豪：兩位官爺，請坐!那裡疼痛不舒服? 

白戚戚：最近為了追查鐵工廠員外的命案命案，腿都快跑斷了，麻煩幫我們貼一 

        下藥布。 

李穩豪：沒問題！包你們貼完後,又是生龍活虎走跟飛的一樣。  

(黑米嘛四處張望，發現櫃上放有一把金扇子，隨手拿起來看) 

黑米嘛：穩豪伯，你這把金扇子很值錢吧？咦!上面刻有【艾】的字號。這可是

命案死者的證物，怎麼會出現在你這?莫非你就是殺人兇手！ 

李穩豪：官爺!官爺!您不要誤會。一個禮拜前，我到山上幫一隻老虎治療腳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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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金扇子是那老虎送我的，我要救人都快來不及了，我怎麼會是殺人兇

手呢? 

白戚戚：啥!你為老虎治病？不要如此誇張吹牛。事關重大，我看你還是到官府

『說清楚、講明白。』(引號內國語發音) 

黑米嘛：事不宜遲，現在請你跟我們去官府協助查案! 

李穩豪：哼!平日不做虧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門!走就走，有什麼好怕，我就陪你

們走一趟衙門!   (李穩豪、白戚戚、黑米嘛退場) ； (關燈) 

 

【第七場】 

人物：縣太爺、白戚戚、黑米嘛、李穩豪、虎爺、虎媽媽、曾大膽 

配樂：迎春曲 

場景：衙門! 

 

白戚戚：報告大人，鐵工廠艾蓬峰命案，終於找到嫌疑犯，他手上有一項證物----

就是上面刻有【艾】字號的金扇子。 

縣太爺：帶上來。 

白戚戚、黑米嘛：是!( 白戚戚、黑米嘛退場帶進李穩豪) 

縣太爺：威~武~來者的是何人? (李穩豪跪下) 

李穩豪 :草民叫李穩豪。 

縣太爺：李穩豪，艾蓬峰的金扇子為什麼在你那裏,難道人是你殺的? 

李穩豪 : 大人!冤枉啊! 扇子是我幫老虎治腳傷，老虎送的。 

縣太爺：大膽刁民!一般老百姓看到老虎，跑都來不及，你卻替老虎治病。胡說!      

李穩豪:我一生行醫，童叟無欺!我若說謊，頭剁下來給你當椅子坐! 

縣太爺：好!暫時先相信你。 

縣太爺：白戚戚、黑米嘛傳老虎來作證。 

白戚戚、黑米嘛：是!    (白戚戚、黑米嘛退場)  

縣太爺：「威~武」艾蓬峰命案，終於找到一項證物----金扇子，按照李穩豪的說

詞，扇子是老虎送的難道兇手是老虎?我已經派了白戚戚、黑米嘛傳老虎

來做證，應該快回來了。(白戚戚、黑米嘛進場) 

白戚戚：報告大人，老虎帶到，請大人問話。 

縣太爺：好！你們先退下！  

白戚戚、黑米嘛：是！(白戚戚、老虎進場) 

縣太爺：老虎這把金扇子是你送給李穩豪的?  

虎爺：低吼一聲，點點頭。 (吼聲音效) 

縣太爺：(拍桌音效)難道是你害死了鐵工廠員外艾蓬峰  

虎爺：(生氣的撲向縣太爺，大吼一聲，縣官趕緊將手舉起遮住) 

縣太爺：好好!我知道你不是兇手，別那麼兇，難道你目擊了命案現場? 

虎爺：低吼一聲，點點頭。 (吼聲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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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太爺：如果找到真兇，你確定你能認得出來? 

虎爺：低吼一聲，點點頭。 (吼聲音效) 

縣太爺：好！很好！那你先退下去休息。(虎爺退場)  

黑米嘛：報告大人!又來了一隻老虎，嘴裡還叼著一隻臭鞋子。 

縣太爺：叫它進來! (虎媽媽叼著一隻鞋子進場)將鞋子呈上來。(衙役將鞋子 

        呈上,縣太爺端詳了一會兒)這隻鞋不只大總覺得怪怪的！ 

李穩豪：大人，這隻鞋我好像在那見過，可以讓我瞧瞧嗎? 

縣太爺：也好你仔細看看 也許和命案有關連 

李穩豪：(聞一聞故作嘔吐狀)這味道我認得，這..這…是住在巷尾曾大膽的 

         上上個禮拜他的腳裸跌傷我幫他醫治,這是我獨門獨方的味道,加上他 

的腳有六腳趾所以我記的很清楚,不信大人你看這鞋有突出一塊 。 

         (要秀出大鞋子) 

縣太爺：白戚戚、黑米嘛你們速速帶前往逮捕曾大膽。 

白戚戚、黑米嘛：是! 大人!(白戚戚、黑米嘛退場)； 

白戚戚:大人，曾大膽已帶到(白戚戚將曾大膽綑綁帶上) 

縣太爺：你是曾大膽?七天前艾蓬峰是不是你害死的? 

曾大膽：大人冤枉啊!人不是我殺的! 

縣太爺:這隻鞋是你的吧! 

曾大膽：鞋!什麼鞋,不是,不是我的(有點害怕的聲音) 

縣太爺：是~嗎~?你連看都沒看,就說不是,你做賊心虛喔 

曾大膽：沒有!沒有!絕對不是我的 

縣太爺:來人阿!將他的鞋脫掉 

曾大膽:要幹什麼!為什麼要脫我的鞋! 

黑米嘛：大人你看!六隻腳趾!(這時大腳ㄚ出場其他燈關掉，投射燈聚焦在大腳

ㄚ上，2~3秒後燈光恢復原狀)豈有此理!現在證據其全，你還想裝蒜。 

曾大膽：我沒殺人，大人明察呀! 

虎媽媽：生氣的撲向曾大膽，並吼叫。 (吼聲音效) 

曾大膽：別咬我!別咬我!我招就是了。那天賭骰子輸了錢就一路跟蹤艾蓬峰，準

備行搶，那知道他怕得要死，自己掉下山崖，關我什麼事。 

縣太爺：可惡，犯了錯還是不認錯，你謀財害命，押入大牢，等待審判。兩隻靈

虎，通曉人性，李穩豪、阿順婆熱心助人，破案有功，實在是地方的福

氣，大家要向他們學習，選一個好日子大家好好阿慶祝一下。           

(迎春曲響起)；(鞭炮聲!砰!砰!砰!音效) 

旁白：賭輸沒錢會變瘋，變瘋變傻丟祖先的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

時候未到。咦~~愛做好事 

 

一落幕一 

建興國中全體團員謝謝大家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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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跤鞋仔 
三、語譯版(台語版) 

【第一場】 人物： 

阿順婆、虎爺、阿滿  

場景：石頭 ； 樹 

配樂： 

旁白：「山不在高，有仙則靈；水不在深，有龍則名。佇枕頭山深山林內揜貼的

庄頭，因為有一對仁心仁術的翁仔某醫生，名聲猶原迵京城。翁婿李穩豪

是外科醫生，牽手人稱阿順婆仔，醫術好，有伊佇咧，庄頭的婦人人生囡

仔攏免煩惱。是講阿順婆仔見若工課做煞，攏嘛愛散啉一下仔，有當時仔

閣會啉到馬西啊馬西…。 這一天透早，阿順婆又閣欲出診囉，這擺伊會

閣出啥物趣味、怪奇的代誌 呢? 來!咱就來共看落去… 

阿滿：阮是一个女醫生，醫藥是萬能（用唱的）。逐家好，我自我紹介，阮是阿

順婆的頭腳師仔阿滿仔。阮師父的就是『頂港有名聲，下港上出名』的婦

產科醫師阿順婆啦！毋管啥物款查某人的疑難雜症暗毿病，保證予妳藥到

命除(啊~~）無啦，講傷緊啦，是藥到病除。查某人生囝親像去鬼門關走

一逝，生會過就雞酒芳，生袂過就四塊枋。像今仔日透早，劉員外 媳婦

生囡仔，雖然坐胎無正真費氣，毋過經過阮的妙手，嘛是”la̋i-jió--

buh”，三兩下手就共〞kha ̋n-jióo〞，順序生一个白拋拋幼麵麵的查埔嬰

仔。劉員外是暢甲喙仔裂獅獅，包一个大大的紅包予咱們，閣請咱們啉麻

油雞酒，阮師的一睏頭嗄五碗公。 

阿順婆：阿滿仔！你家己佇踅踅唸是咧唸啥貨？無閒規工忝矣啦，緊來去轉，通

好歇睏囉！ 

阿滿說：好啦，師的，你嘛緊轉去歇睏。 

阿順婆：累還累，o̍h（拍一下呃），剛才的雞酒，這馬想起來猶閣喙瀾津津流

~~。欸~~奇怪，這路當時舖甲遮爾仔懸，遐爾仔厚~~，這風吹起來真爽

快！我足愛睏的！無，就先來睏一下仔！kônn…kônn…kônn… 

(慢慢仔倒佇塗跤，睏去矣，咧鼾的聲).。 

(虎爺對正爿的影窗入場，搝阿順婆的手䘼，阿順婆掠準是老的佇咧創

治伊，就共虎爺那摸那搦那耍。) 

阿順婆：唉唷~老仔！莫吵！莫囉啦！唬~足寒咧。(虎倚過去)，讚讚讚，規个人

攏燒烙起來矣！ 

咦~啥物東西啊？手哪會鑿鑿? (起身，看著虎爺掣一下足大下)  

阿娘喂!遮大隻的山貓！活欲驚死。夭壽喔！看一下真！這應該是~~一隻

大..大隻虎。 

虎兄弟！你看我這範的，瘦閣薄板，老皮韌吱吱，歹食僫落喉，饒我一

命啦，我共你磕頭啦，我磕頭，我磕頭......... 

(阿順婆跪佇塗跤，一直磕頭)   (虎爺沿路大聲吼沿路幌頭) 

哇!幌頭!按呢毋就毋答應囉，這聲去了了啦！老的仔！我先來走矣！

哇…...... (虎爺搝阿順婆的手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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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等咧！等咧！我無死?閣燒燒咧!(用手摸家己的頭) 有頭!有手!有跤!

尻川嘛佇咧，好佳哉！阿彌陀佛!菩薩保庇!阿門  

虎兄弟仔！敢講你嫌我歹食，無愛食我? (虎爺頕頭)唬！你嘛較早講

咧！害我驚一下險泄尿！ (虎爺搝阿順婆的手䘼)  喔!你搝我的衫，意

思是愛我綴你去呢? 好啦！好啦！莫搝！我綴你去啦，嘿嘿…也無欲食

我，閣叫我綴伊行，到底是咧變啥物魍，管待伊啊，代誌已經來到這个

崁站矣，就綴伊『看一看』閣咧便『知道』! (虎爺頕頭，搝阿順婆的手

䘼，越頭轉身對正爿做伙出場)；  (關燈) 

 

【第二場】 人物: 

阿順婆、虎爺、虎娘、虎囝  

配樂： 

場景：磅空內 

阿順婆：唉唷…行規晡，是到矣未？(虎爺停在洞口) 啥物?!講到就到喔，這山

洞敢是恁兜(虎爺頕頭)？毋過，這內底暗眠摸貓，共我摃死我嘛袂癮

入去! (虎爺大喝一聲)  

     好啦！好啦！我又無講我毋入去！喝遐大聲欲死諾（hiooh）？行就

行！  (虎爺阿順婆對正爿右邊的磅空方向出場)   (關燈) 

阿順婆：唉唷…哪有一隻虎母佇遮啊！喔!我知矣，虎兄弟，原來是恁牽手欲 

生虎仔囝，毋較早講咧嘛！毋…過是按呢啦，這人我是抾真濟啦…毋

過就毋捌共虎抾過！我毋知有才調無！(虎爺哀求吼一聲)  

       好啦！好啦！我試看覓的啦。(阿順婆那共虎娘的腹肚掠龍，那按貼虎娘) 

阿順婆：虎娘，有我佇咧，妳緊張煩惱啦！我用這雙萬能的手，共你挲一下， 

閣捘一下，再忍一下，你就會當做虎娘矣。 

【同學做伙喝：欶氣!吐氣! 欶氣!吐氣!出力! 出力!閣瞪力!】 

(無偌久，虎娘生落兩隻虎仔囝) 

阿順婆：哇！生一對古錐的雙生仔，恭喜恁做爸母矣！天欲暗矣~我愛趕緊轉去

煮暗頓矣!若無阮兜彼隻老猴，會共我罵死喔！  (阿順婆越頭就欲離

開，虎爺共伊搝咧) 

阿順婆：唉唷~是閣按怎啦！    (虎爺共前跤攑懸懸予阿順婆看) 

阿順婆：夭壽喔~跤腫 uainn-uanii，閣孵膿，這我無法度！(虎爸閣哀吼一聲)好

啦！好啦！算我欠你的，若講外科，我兜彼个老猴不止仔�，明仔載我

叫伊來，按呢會使啦乎！你較細膩咧，我先來轉喔  .(阿順婆退場) 

虎爺：虎爺尾巴搖咧搖咧，送阿順婆離開。(喝一聲)；(關燈) 

 

【第三場】 人物： 

鐵工廠員外—艾蓬峰、曾大膽、李穩豪、虎爺  

配樂： 

場景：山谷；山洞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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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蓬峰：我是鐵工廠的員外艾蓬峰，看我金袚鍊、金手指，金葵，金腰帶，金光

閃閃瑞氣千條，有夠派頭，就知影我絕對毋是三跤貓。(正爿看一下，倒

爿瞇一下)偷偷仔共你講：這規身軀，除了這支金葵扇，賰的攏假的，

攏淋金水的啦！行，來去茶店仔踅踅咧，予逐家看我的派頭！ 

曾大膽：唉!有夠衰，這站仔手氣有夠䆀!搦十八啦無一改贏的!佮別人相輸閣輸

甲褪褲，這馬枵甲大腸告小腸，煞橐袋仔内閣袋磅子無半仙，我看猶是 

來去街仔路看有啥物好空的無？ 唬~~這箍規身金光閃閃，卯死矣，。

(對員外的方向前進) 

曾大膽：徛騰騰，莫振動!錢提出來! 

艾蓬峰：hann~搶劫喔!我好額人喔，毋通傷害我啦！  

曾大膽：算你目色好，金仔攏交出來！  (金祓鍊、金手指、金腰帶一項一項交

出出)。無啊，你皮咧癢揣死喔，彼支金葵扇毋就交出來.(真大聲， 閣歹

聲嗽) 

艾蓬峰：(搝搝搦搦的時陣)啥物攏會使予你，獨獨這支葵扇袂用得，這是阮兜的 

傳家寶！  (一直退，一直退，跋落山跤，葵扇留落來)；  (關燈) 

 

 

【第四場】 人物：曾大膽、

李穩豪、虎爺 配樂： 

場景：山谷；山洞內  

曾大膽：啊!彼是你家己無夠阿沙力無細膩閣，家己跋落山跤，毋通怪我喔。

(當欲向腰抾葵扇的時，虎爺大喝一聲出現)      

唉呀~有虎喔！緊來走啊~~(走路調） 

(曾大膽，葵扇留落來起跤就閬港。留一跤鞋仔佇現場)  

虎爺：(虎爺共葵葵扇佮鞋仔咬咧，轉去洞內)；(李穩豪來到虎洞的附近)  

李穩豪：根據阮老柴耙的描述，虎洞應該就佇這个跤兜，哪會揣規晡，連一隻胡

蠅蠓仔都無! 

虎爺：(喝一聲，出現佇李穩豪面頭前) 

李穩豪：唉唷!是欲共我驚死呢~你就虎兄弟啊？聽講你的跤著傷，來，予我看一 

下。(驚甲咇咇掣) 

虎爺：(喝一聲，跤攑懸懸) 

李穩豪：腫甲按呢，閣孵膿，若閣拖沙落去，無死嘛跛跤。來，先共膿擠出來，

才閣抹藥仔紮起來。愛會記得，毋好去沐著水，按呢就連鞭好矣，我欲來去來轉

矣！  

虎爺：(喝一聲，搝李穩豪的手䘼，入去洞內咬一支金葵扇，低聲喝，予李穩豪) 

李穩豪：這是欲我的謝禮呢? 

虎爺：(頕頭) 

李穩豪：袂使，醫者爸母心，話講翻頭，這馬做醫生的是袂使共人收紅包的！若

去予衛福部的人㨑著，就會吊銷執照的，我袂用得收，袂用得收啦！ 

虎爺：(受氣大聲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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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穩豪：好！好！好！莫受氣，我收，我收！你好好仔保重，袂使共別人講我收 

了你的好空的喔，喔，袂使沐著水! (李穩豪離開) 

虎爺：(搖尾仔，送李穩好離開)         (關燈) 

 

 

【第五場】  

人物：白 sih-sat、烏 mih-mà、李穩豪 

場景：穩豪診所 

配樂:- 

旁白：規个庄頭攏咧會蓬峰鐵工廠員外艾蓬峰，去予人謀財害命的消息。縣老爺 

下令補快佇十天內愛破案，白 sih-ssat、、烏 mih-mà 是欲按呢破案呢? 

白 sih-sat、：我叫白 sih-sat，伊是烏 mih-mà！雖然阮兩个，人稱烏白無常，

牛鬼蛇神，惡霸、術仔拄著阮嘛是無『皮條』變無魍。偏偏仔鐵工廠員

外的命案煞捎無摠 咧燒。離命案偵破期限，閣賰兩日，毋過一點仔線

索都無，進無步，退無路，欲如何是好啊? 

烏 mih-mà：咱這站仔上山落海、明查暗訪，兩肢跤傱甲強欲斷去矣，全身軀腰痠

背疼，嘛是捎無寮仔門，規氣來去關仔嶺泡一下仔溫泉咧，做一下 

SAP，放鬆一下才閣來捙拚，毋知你意下如何？ 

白 sih-sat：閣有心情泡溫泉?咱若閣無才調破案，莫講無頭路啦，我看十條命

就死無夠！ 

烏 mih-mà：唬…咱嘛是有血有目屎的青春肉體，就毋不是鐵拍的閣，歇一下也

袂按怎？欸，你看！頭前毋就是是穩豪伯診所矣，無，咱來去貼一下痠

疼藥布。 

白 sih-sat：好啦！穩豪伯仔人面闊，順紲來去探聽一下，看有啥物線索無？ 

！(講煞，兩人對診所前去)；  (關燈) 

 

【第六場】 

人物：李穩豪、白 sih-sat、烏 mih-mà  

場景：診所  ；金葵扇  

烏 mih-mà：(白 sih-sat、烏 mih-mà 進場)穩豪伯仔有佇咧無？ 

(李穩豪進場)  

李穩豪：兩位官爺，請坐!佗位疼痛無爽快? 

白 sih-sat：這站仔為著追查鐵工廠員外的命案，兩肢跤傱甲強欲斷去矣，麻煩

共阮貼一下藥布。 

李穩豪：無問題！貼落去了後，保證予恁跤弄手弄，走若飛咧！ (烏 mih-mà 目

睭四界貓貓看，發現櫥仔頂有一支金葵扇，隨手攑起來看) 

烏 mih-mà：穩豪伯仔，你這支金葵扇真值錢予？咦!頂面有刻【艾】的字號。

這是命案死者的證物，哪會佇你這?莫非你就是殺人兇手！ 

李穩豪：官爺!官爺!您毋通誤會。頂禮拜，我去山頂共一虎爺治療跤傷，這金 

葵扇是伊送的，我救人就袂赴矣，哪有可能是殺人兇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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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sih-sat：啥!你替虎爺治病？毋通遐爾膨風臭彈。這事關重大，我看猶是來去

衙門『說清楚、 講明白』。 

烏 mih-mà：事不宜遲，行！ 

李穩豪：哼!平常無做虧心事，毋驚半暝仔鬼挵門！行就行，『誰怕誰，烏龜怕鐵 

槌』! (李穩豪、白 sih-sat、烏 mih-mà 退場) ；  (關燈) 

 

 

【第七場】  

人物：縣太爺、白 sih-sat、烏 mih-mà、李穩豪、虎爺、虎媽媽、曾大膽 

配樂：迎春曲 

場景：衙門! 

白 sih-sat：報告大人，鐵工廠艾蓬峰命案，已經掠著嫌疑犯，頂面有刻【艾】字

號的金葵扇就是證物。  

縣太爺：帶上來~~。 

白 sih-sat、烏 mih-mà：是!(白 sih-sat、烏 mih-mà 退場帶李穩豪入來) 

縣太爺：威~武~來者何人？(李穩豪跪下)  

李穩豪:草民李穩豪。 

縣太爺：李穩豪，艾蓬峰的金葵扇哪會佇遐，敢講人是你刣的?  

李穩豪:大人!冤枉啊，葵扇是我替虎爺治療跤傷，伊送的。 

縣太爺：大膽刁民一般老百姓看著虎，走若飛咧，你閣會替虎治病。胡說! 

李穩豪:我一世人行醫，古意閣條直！我若講白賊，頭剁予你坐! 

縣太爺：喔!按呢暫時先相信你。  

縣太爺：白 sih-sat、烏 mih-mà 去傳虎爺來做證。  

白 sih-sat、烏 mih-mà：是!       (白 sih-sat、烏 mih-mà 退場) 

縣太爺：「威~武」艾蓬峰命案，這馬有揣著一項證物----金葵扇，按照李穩好的

說詞，葵扇是虎爺送的，敢講兇手是彼隻虎?我已經派白 sih-sat、烏 

mih-mà 傳老虎來做證，應該快回來了。(白戚戚、黑米嘛進場) 

白 sih-sat：大人，虎爺帶到，請大人問話。 

縣太爺：好！恁攏退下！ 

白 sih-sat、烏 mih-mà：是！(白 sih-sat、烏 mih-mà 退場、老虎進場) 

縣太爺：這支金葵扇是你送予李穩豪的? 

虎爺：(低喝一聲，頕頭)  

縣太爺：敢講是你害死鐵工廠員外艾蓬峰  (拍桌)  

虎爺：(受氣的跳向縣太爺，大喝一聲，縣官趕緊共手攑起來擋咧) 

縣太爺：好！好！我知就你不是兇手，莫遐歹。敢講你有看著命案的現場 

虎爺：(低喝一聲，頕頭) 

縣太爺：若是看著真兇，你敢認會出來?  

虎爺：(低喝一聲，頕頭) 

縣太爺：好！按呢你先退下去歇睏。(虎爺退場) 

烏 mih-mà：報告大人!閣有一隻虎來矣，喙裡閣咬一跤臭鞋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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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太爺:共叫入來!(虎娘咬一跤鞋仔入場)共鞋仔呈上來，(雜差仔共鞋仔呈上，

縣太爺相一晡)這跤鞋仔不止仔大跤，而且按怎看就攏感覺無啥對同？ 

李穩豪：大人，這跤鞋仔我敢若佇佗位捌看過的款，敢會當予我看覓咧？ 

縣太爺：嘛好，看較斟酌咧，凡勢佮有牽連。 

李穩豪：(鼻鼻咧，想欲吐的款)這个味我鼻會出來，這..這…是蹛佇巷仔尾的

曾大膽的。頂頂禮拜伊的跤目摔著傷，是我替伊糊的。這是我獨門秘方

的味，閣有啦，伊有六肢跤指頭，我記甲明明明，毋信，請大人詳細

看，這跤鞋仔遮有噗一丸。, 

縣太爺：白 sih-sat、烏 mih-mà 恁兩个速速前往逮捕曾大膽。 

白 sih-sat、烏 mih-mà：是! 大人!(白 sih-sat、、烏 mih-mà 退場)； 

白 sih-sat:大人，曾大膽帶到(白 sih-sat 共曾大膽綑縛帶上)  

縣太爺：你是曾大膽?七天前艾蓬峰是毋是你害死的?  

曾大膽：大人冤枉啊！人不是我刣的 

縣太爺:這跤鞋仔敢是你的?  

曾大膽：鞋仔!?啥物鞋仔，毋是，毋是我的(著驚的聲) 

縣太爺：敢按呢?你連看都無,就講毋是，做賊心虛喔！  

曾大膽：無！無！絕對毋是我的。 

 縣太爺:來人啊！共伊的的鞋褪起來。 

曾大膽:欲創啥！哪欲褪我的鞋仔？ 

烏 mih-mà：大人請看!六跤指頭仔!豈有此理!這馬證據齊全，你閣佯生。  

曾大膽：我無刣人，大人明察啊！ 

虎媽媽：(受氣的跳向曾大膽，大聲喝) 

曾大膽：莫咬我！莫咬我！我招就是啦。彼天跋十八骰仔輸錢，就一路綴艾蓬峰， 

的尻脊後準備行搶，哪知就伊家己驚甲欲死，煞家己墜落山崖，佮我啥 

底代。 

縣太爺：可惡，死鴨仔硬喙桮。你謀財害命，押入大牢，等待審判。兩隻靈虎，通

曉人性，李穩豪、阿順婆熱心助人，破案有功，實在是地方的福氣，逐

家愛共 向他們學習，揀一个好日子，逐家好好仔慶祝一下。(迎春曲響

起)； (鞭炮聲!砰!砰!砰!) 

旁白：筊輸無錢會起悾，起悾起戇卸祖公。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毋是毋報，

時候未到。咦~~愛做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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