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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寶傘》 
編劇：黃秀盒、王秀鳳         指導老師：簡育琳、林紋守 

人物：秦艾錢、秦無錢、如玉、如玉化身*2、四仙童 

 

眾仙童：〈內白〉來去凡間了－ 

眾仙童／出台  #1 音樂續走 1’36”【仙鄉歲月】騰雲駕霧隨風飄，仙    

鄉歲月多逍遙，世人貪念情難了，計出妙引惡念消  （空奏再一次） 

合 唸：大家好…   

仙 鶴：我是仙鶴 

玉 兔：I’m Rabbit. 

紅 蓮：我是紅蓮 

兵 兵：我是小兵兵 

玉 兔：仙鶴…我們今天有什麼任務 

仙 鶴：今天我要教訓一個凡人。 

兵 兵：What？Rights have to tease。（又擱要戲弄人啦） 

仙 鶴：No, no, no! 為要渡化惡念之人，善意的欺騙不是戲弄，是點

化。 

紅 蓮：是啊，咱既是仙，當然要引導凡人走正途，乎凡間充滿愛與

和諧＃１音樂收 1’36” 

仙 鶴：所有的好的甲壞的代誌攏是由凡人自己去決定，咱只能從旁

點化，是不是受教就不是咱這些囡仔仙會當決定的。 眾 

人：有道理 

玉兔、兵兵：That we are where to start（那我們要從何做起） 

紅 蓮：免急，仙鶴自有安排………. 

眾 仙：對---大家看了就知道     

秦無錢：來了－  #2 音樂下（1’16”） 

◎秦無錢／出台，仙童仙女退至舞臺後方觀看。 

    有請老爺    ◎秦艾錢／出台 

秦艾錢：【 點燈籠 】老漢姓秦名艾錢  

秦無錢：尚介愛錢就是他 

秦艾錢：無錢如何活落去 

秦無錢：無米也能吃蕃薯    （空奏再一次） 

秦艾錢：老漢單生一女名叫如玉，今年 17 歲，親像她阿娘少年時那呢

水。我為她找一個富戶人家訂親，想不到如玉少年不識代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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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愛上一個散赤書生，叫祝有情。有情能吃嗎！ 

秦無錢：當然不能吃耶..  ＃2 音樂收（1’16”） 

秦艾錢：沒有麵包的愛情能活嗎？(國語發音)。 

秦無錢：不能活.. 

秦無錢：唉…..有錢烏龜坐大廳，無錢秀才看著人嘛驚 

秦艾錢：你講什麼.. 

秦無錢：無啦…#３音樂下（2’06”）唉唉…(大大)(突覺肚痛，捧肚) 

秦艾錢：你抽斤喔.. (台+轉串樂 24 秒) 

秦無錢：糟呀，我好像吃壞肚子愛找便所，要按怎? 

秦艾錢：你的齣頭擱真多，嘛好，我也累了！前面大樹邊有一座涼亭，

不如來那裡休睏一下， 你去找所載方便吧。 

秦無錢：Yes, sir  ◎秦無錢／跑下台  (串樂收) 

秦艾錢：真是多屎多尿愛跟路.. ◎秦艾錢走到涼亭，坐下睡覺 

仙 童：來了－   ◎仙童／出台，  

【緊疊仔】Magic umbrella…  Cinderella, dancing samba 

           Wild gorillas, crazy drama, show me perfect replicas! 

秦艾錢：這支破傘竟然會變魔術－（前奏出）如果我將金銀財寶拿來

變，1 份變 3 份，照按呢落去豈不是愈變愈有錢，哈哈，真

好！真好－ 

仙  鶴：擋著！大膽凡夫！竟敢偷拿我仙家寶物！ 

秦艾錢：這是我撿的，當然是我的。而且只不過是把破傘！何必大驚

小怪！ 

仙  鶴：什麼破傘，這傘叫做神奇寶傘，傘開在任何東西上面，那樣

東西就會一個變成 3 個。 

秦艾錢：一個變成 3 個     

仙 鶴：不過，有一好無二好，變出來的物件會和原來的物件—最後

攏會在 3 個月後，全部煙消雲散。 

秦艾錢：煙消雲散！   ＃３音樂收（2’06”） 

仙  鶴：現在這支雨傘你要嗎？ 

秦艾錢：我… 

玉兔紅蓮：若不還阮… 

秦艾錢：這……我想看看…這要如何是好啊….. #４音樂下（58”） 

【留傘調】  一時心頭捉袂定  兩傘敢通提著行 

放棄機會心會痛  帶回猶原心會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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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仙童：痟貪就愛鑽雞籠，藉機教示無知人  

    跟隨在後把情探，好戲通看心輕鬆   ＃４音樂收（58”） 

合 問：怎樣啊，快決定 

秦艾錢：好！寶傘我無要還恁 

仙 鶴：如此，你回去吧 

秦艾錢：我可以回去.. 

玉 兔：回去吧.. 

秦艾錢：哈哈！快走..快走喔…. #5 下台鑼鼓出（７”）結束#5 音樂收 

◎仙童見秦艾錢／下台 

紅 蓮： 唉，真是無知的凡夫！   

仙 鶴： 哼！他馬上就會得到教訓！  

玉 兔： 萬一他冥頑不靈呢？  

仙 鶴： 這樣還打不醒，神仙也無法度救他。  

兵 兵： 但願他對家人的親情，可以解救他。來，這齣戲我們繼續看下去！  

眾仙童： Stay with us. Don’t  go  away!  

如 玉：來了－ ＃６音樂出（1’46”）◎如玉／出台，眾仙童／下台   

【文和調】如玉心傷心暗悲    何時才能兩相依 

          願望爹親回心轉意    如玉與友情早團圓 

    唉!爹爹欺貧愛富，如玉終身寄何處 

秦艾錢︰到厝了（鑼鼓出） ◎秦艾錢／出台  到厝啊……到厝了！ 

如 玉：阿爹你回來囉！是發生什麼事情..你.. 

秦艾錢：（背藏傘）沒代誌、沒代誌！你去休息  (串樂出) 

如 玉：人阮不放心，在這等你，你一返來就叫阮去休睏。 

秦艾錢：好好好，我的乖女兒。我已經平安回來了，你可以放心去睡

了吧？ 

如 玉：這…女兒告退。＃６音樂收（1’46”）（出門，偷覤） 

秦艾錢：剛才聽那謝猴子仔講，這神奇寶傘可以將任何東西一個變三 

        個，雖然都會在 3 個月後煙消雲散，想我秦艾前聰明過人， 

        嘿嘿，我有這支寶傘我就發財囉，神奇寶傘 I LOVE YOU… 

＃7 音樂出（6’51”） 

【看花燈】 變出所有金銀財  錢銀買地巧安排 

           錢財付出危機解  從此秦家富萬代 

秦艾錢：對對，這樣就對了，哈！夭壽喔，我怎會這麼巧，讚讚讚… 

    累了累了，先將雨傘藏起來，明天再來變，要藏在哪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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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這裡最妥當，大家不要說喔，緊來睏、等天光…哈哈 (串

樂收) 

◎秦艾錢／下台；如玉悄悄出台 （大大..台） 

如 玉：(取傘)奇怪，阿爹舉止行動真怪奇，又為何將即支雨傘藏在

這裡，（大大）這只不過是一支破傘而已嘛（台）。(開傘／仙童

出) 

    【緊疊仔】Magic umbrella… Cinderella, dancing samba 

           Wild gorillas, crazy drama, show me perfect replicas! 

如玉本尊：哎哎哎呀！【 陳三五娘 】 

如玉本尊：霎時如玉加二名  使阮心內真驚惶 

看怹宛如塊照鏡   莫非三人行工命 

如玉本尊：恁是何人者猖狂  舉止形體貌相同 

敢是妖怪來捉弄  速速離開化成風 

如玉分身：莫要驚來莫擔憂    呣免煩惱免憂愁 

只是與妳同模樣  性情與妳同溫柔   

如玉本尊：妳是如玉.. 

如玉分尊：妳是如玉.. 

如 玉：好！我先冷靜落來把代誌想清楚…（大大）這、這、這.. （台） 

         啊呀！◎秦艾錢／出台 (嘟..)敢說是因為這支破雨傘？    

哎呀！真是奇妙啊！（倉） 

秦艾錢︰裡面怎麼那麼吵。敢講如玉開了我的神奇寶傘？按呢就糟

了！ 

如 玉：阿爹(嘟..) 

如玉分身：阿爹 

秦艾錢：恁…是如玉 

如 玉：是啊！（倉）阿爹，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為何我拿你帶回

來的雨傘，轉一下就多出兩個我… 

秦艾錢：這不是一般的雨傘，（大大）這是神奇寶傘 

如 玉：神奇寶傘！（台） 

秦艾錢：神奇寶傘變出來的物件不是永遠兮，佇 3 個月了後，會變甲

無影無踪全部消失！  

如 玉：（大驚）什麼？阿爹意思是講我 3 個月後會消失？（強樂出） 

秦艾錢︰是啊！如玉都怪我為了一時兮貪念，害了妳 ，什麼神奇寶

傘！根本就是無褔全散，害我福氣全全散！（丟傘，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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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寶傘，我不要金錢，我要阮女兒！ 

如  玉：阿爹，我不要離開你…  （強樂收）（大大） 

秦艾錢：如玉..我錯了！妳原諒我啦！（台）轉緊疊仔音樂出◎仙童出 

【緊疊仔】Magic umbrella…         Cinderella, dancing samba 

           Wild gorillas, crazy drama, show me perfect replicas! 

秦無錢：哇! 按呢透透兮加外爽快啦。(串樂出)人生有什麼好計較兮，

尚快樂兮莫過於吃 兮落，放兮出，恁講對嗎? 呀!阮老爺是

佇叫什麼? 

◎秦艾錢嚇昏，躺回呼叫，唸唸有詞，秦無錢見秦艾錢說夢話。 

秦無錢：老爺！醒來啊!  

秦無錢：老爺！你是不是作惡夢？ 

秦艾錢：夢？我是佇作夢？啊！我覺悟了！ 

秦無錢：覺悟啊..  

秦艾錢：千富萬富，毋值家己厝，家和萬事成，家不和萬世窮，只要

如玉和有情會仝心，烏土也會變黃金- ＃7 音樂收（6’51”） 

秦無錢：really！我咧……真正是土地兯看傀儡—愈看愈花，老爺你那 

       會熊熊想通啊？敢會去煞著？ 

秦艾錢：煞你兮的大頭，我是跋一倒，抾著一隻金雞母，人若遇到代

誌，自然就了解了。走了，走了，我們快來返。 

＃８音樂出（1’50”）    （大大…台）  （鑼鼓出，秦下場，仙童上。） 

仙 鶴：這兮任務已經完成，看來這個錢愛錢真正是受到感化了.. 

玉 兔：是啊..這凡間就像夢一場，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大大）咱都 

        要分的清.. 

仙 鶴：講的好、講得好（台）.. 

合  白：(六角前奏出)咱就先回天庭報備，接受下一個任務。Let’s go 

【六角美人】 

眾仙童：平平凡凡人生路  一幕一幕似旅途 

        若能吃苦當做是吃補  一生一世永遠不孤苦   

秦艾錢、無錢：  心清意明看得開 

三如玉：平安褔氣自然來 

大合唱：大家共勉心存愛  成就世界大和諧                         

【劇終】＃８音樂收（1’50”）自動轉#9 謝幕音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