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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鯉奇緣-拒絕毒害 
  

 

 

 

 

 

 

 

 

 

     

故事大綱 
古廟前方有一座荷花池，池裡有兩隻修練了九世成形的白鯉魚、小金魚，為報答龍麒救命之恩，

化為人形，尋找龍麒。周天師專門拿藥讓人吃，等到上癮之後，開始大發不義之財，某日到古廟尋

找看起來無精打采、沒精神的人準備販毒，發現順仔、龍麒是目標，就找機會向他們推銷藥草，白

鯉香發現周天師是蟾蜍精所變，對他小心翼翼，特別防備。 

順仔買了天師的藥草回去吃，順仔心情變好，但也上癮了，由於順仔開始變得失常，龍麒看不

慣周天師的作法，就來找周天師理論，理論的同時，周天師竟然施法也讓龍麒吃藥並上癮了。白鯉

香為救龍麒，找上南極仙翁幫忙，仙翁告知白鯉香不該來人間擾亂，答應幫忙之後，也要白鯉香回

到她該去的地方，讓人間恢復平靜。 

人物表 道具  

白鯉香〔鯉魚〕 白鯉魚  

小雯〔小金魚〕 小金魚  

龍麒〔藥鋪老闆〕 紙片  

順仔〔龍麒跟班〕 麵粉  

周天師〈賣藥者〉 藥草  

南極仙翁 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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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1    

景：荷花池 

人物：白鯉香、小雯、龍麒、周天師 

  △小雯歡喜跑步上台，邊呼小姐(輕鬆音樂) 

小雯：小姐，緊來看喔，那裏有一個很帥ㄟ查甫人耶 

 △白鯉香優雅走出 

白鯉：賀啦賀啦，你卡小心咧！ 

 小雯：小姐，知啦!出來荷花池玩，就讓我看帥哥一下啦！哇~古佛寺、荷花池這真正是人間好地方， 

       尤其是…尤其是… 小姐你看，彼爿有很多查甫人在看咱呢！唉喲－，害人攏歹勢起來！ 

 △小雯快樂舞蹈 

白鯉：小雯，跟你說卡幼秀一點，別這麼三八。他們攏不是咱欲找的那個人，那人在哪裡呢？ 

小雯：這些人攏這緣投，妳還要找誰？ 

白鯉：唉呀，有人來，走！ 

 △白鯉香迅速拉小雯下台 

 △周天師上台 

天師：嘿嘿嘿我是周天師，吃藥一整天，快樂似神仙，爽爽吐出煙，包你快樂往上飛啦！  哈哈哈  

      我是專門賣藥草ㄟ專家  要讓大家每天都很爽快，我的服務專線:0806-449-449 嘿嘿… 

△周天師下台 

    △白鯉香拉小雯再上台 

白鯉：無事了！ 

小雯：小姐，妳怕那個茅山道士喔？ 

白鯉：這茅山道士不是好人，利用道士名義，拐騙信徒，專門將毒品加入藥草賣給別人，這次他出 

      現一定也沒好代誌，咱大家要小心。 

小雯：小姐你看!彼爿有一位公子從這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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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帥哥就忘了剛剛的緊張。手指處 ，龍麒出場   

    △白鯉香定住，注目看  △發現白鯉香不動，注目「龍麒」、龍麒也不動  △小雯二邊看 

小雯：ㄟ…小姐…先生…緣投兄…唉喲！有電－擱是高壓電、遮人來人往，二人安尼目睛牽電線， 

      真趣味！嘻嘻!我來給他捉弄一下 。   嘿嘿嘿，天清清、地靈靈－(作法)    

△下紙雨   

白鯉：唉呀! 

龍麒：怎樣忽然之間下大雨咧？！ 

小雯：喂，青仔叢！你有帶雨傘否? 

龍麒：啊！沒有哩。 

白鯉：要不然，我們去前面的 7-11 避雨好了。 

小雯：小姐，趕緊來找地方避雨。 

 △白鯉香完全不搭理小雯。斜眼看著龍麒在旁邊。 

白鯉：小女子名叫白鯉香，公子貴姓大名? 

 △白鯉示意龍麒往前行〈下台〉 

龍麒：小小…小ㄟ叫叫…叫龍麒，我是藥鋪ㄟ頭家。 

   △白鯉、龍麒下台 

小雯：唉！你們兩個丟我在這眉來眼去，真是見色忘友，喂！等我一下啦！ 

△小雯搖擺屁股、跟下台 

△周天師隨上台 

天師：青天白日忽然落起一陣大雨，真是怪奇啊！貧道周天師，下山賣爽爽藥，保證大家吃下去以 

      後，心情清爽、happy  happy；方才那人看起來像好野人，我來賣藥給他吧！     

△周天師下台   

△轉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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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2    

景：室外 

人物：龍麒、順仔、周天師 

 △龍麒、順仔上台 

順仔：頭家，我這陣子心情很鬱卒，是不是我身體出什麼問題啊？有沒有什麼藥可以讓我解憂愁? 

龍麒：順仔，來，你手伸出來我替你把脈一下。  

    △順仔將手伸出，龍麒把脈。 

龍麒 :你這陣子太操勞了，不要常晚睡，等一下回藥鋪拿藥， 近若有甚麼新藥，我再密你 FB。 

順仔：對啦！安捏就麻煩你了〈敬禮示意〉 

龍麒：不用客氣，我先來去準備藥材。 

△龍麒下台 

△順仔慢慢離開，在門口遇到天師 

    △天師上台 

天師：施主請留步 

  △順仔聽到有人叫他，轉身回頭應答。 

順仔：道長，怎樣嗎？  

天師：施主，你看起來…印堂反黑喔！ 

順仔：道長你嘛真厲害，我 近心情鬱卒，不知阿麥安怎才好。〈垂頭喪氣〉 

天師：來~我這裡有一帖藥帖免費讓你試用，只要吸幾下，馬上精神百倍，比瑤瑤的白馬馬力夯搁 

      卡有效。 

順仔：安捏賀!感謝道長，你真正是救人濟世的活菩薩。 

天師：來，跟我進去拿藥，若用有效，記得幫我宣傳喔，來！跟我進去。     

順仔：沒問題的啦！多謝道長。 

 △全部下台      △轉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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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3     

景：室外 

人物：白鯉香、小雯、天師 

 △白鯉香無力走上台，小雯跟上 

小雯：小姐，咱們 近身體乾乾的，是不是要回去荷花池浸水啊？！ 

白鯉：我們是鯉魚和金魚所變，還是適合在水裡啊！ 

小雯：若不是要報答那摳龍啥咪麒的救命之恩，要不然咱們也不用在這裡受苦，小姐你是不是喜歡 

      那個龍麒？ 

白鯉：你麥黑白講話啦！〈白鯉害羞〉                         

    △天師出場 

天師:這兩位女施主，你好啊！  

小雯：你是誰？你要做什麼？！〈防備的語氣〉 

白鯉：小雯，不得失禮。 

天師：我看還是這位姑娘卡得人疼。 

小雯：哼!你這摳臭豆腐，麥欺負我家小姐喔！ 

天師：你家小姐，身體已經很虛弱了，我這有一帖藥，可以幫助你家小姐。 

    △天師拿一包藥出來 

    △小雯知道是毒品，立即打翻。 

小雯：哼!你這是白粉吧？！大家都知道你是在賣毒品，害人 家破人亡，壞心的人。 

天師：這兩位女施主，我好意拿藥給你治療，你竟然把它打翻，害我很傷心捏。〈假好心〉 

小雯：你是用毒品要乎我們吸吧！我們當然要拒絕阿，而且誰都嘛知道你是蟾蜍精所變， 

      才不會被你騙騙去。  

天師：這位施主啊，飯可以亂吃，話抹凍黑白講喔。 

小雯：哼!你才亂講咧，看我甲你ㄒㄚ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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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雯作勢出拳，要打周天師 

天師：麥 7 仔在笑 8 仔，你們倆也是阿，一個鯉魚精、一個金魚精所變。 

小雯：總比你這害人的蟾蜍精好吧！ 

△天師掐指一算 

天師：我算一下，呵呵，肖想跟人一起是不可能的。  

白鯉：你…你麥黑白講喔！ 

天師：看你們倆這呢沒氣力了，還是回去你們水裡玩水吧，人間事別管，不然喔!!恁就有麻煩囉！  

    △全部下台    △轉場 

 

場：4      

景：室內 

人物：龍麒、順仔     

△順仔、龍麒上台 

順仔：果然吸了這帖藥，讓人覺得身體輕飄飄，這種好東西一定要分享給大家。 

龍麒：順仔，你這樣每天吸對身體不好吧…？！〈有些擔心〉 

順仔：龍麒，別說我不照顧你，這包給你，回去試試看你就知。 

龍麒：這些藥是沒有經過衛生局許可的，來路不明的藥還是麥吃卡好。 

順仔：你懂什麼阿，周天師講的一點也沒有錯，吸幾下，馬上精神百倍，比你開的藥，還要好幾百倍。 

     △順仔打噴嚏，流鼻水出來，吸回去的聲音 

順仔：哎呀!我怎麼一直流鼻水阿!!龍麒，你有衛生紙某？借我一張，阿?!我褲底怎麼濕濕的？！ 

   等我一下!!我進去換件褲子。 

 △順仔下台 

龍麒：這是什麼症頭阿!怎麼會突然……褲底濕?〈疑惑〉 

△ 順仔包尿布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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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仔：不知影為什麼 近常常會這樣… 

龍麒：這應該是中毒哦! 

△ 順仔手在抖，抖得很厲害。 

順仔：我想要再吃一包  

△ 龍麒阻止他 

龍麒：順仔，別再吃了，我帶你去找大間診所治療。 

順仔：阿!!麥阻止我啦 

△ 順仔失控跑下台 

龍麒：我一定要去找周天師理論.. 

△ 龍麒生氣下台 

△ 轉場 

 

場：５ 

景：室內 

人：周天師、龍麒、順仔 

△ 周天師上台 

天師：哈哈~~ 近生意真是強強滾，算錢算到手抽筋。 

△ 順仔手瘋狂的抖動跑上台 

順仔：我順仔來了，天師！天師！你的藥真好捏，還有沒有阿？ 

天師：有啦！但是我的試用包沒了，要用買的喔！ 

順仔：多少錢？？ 

天師：我這個藥很珍貴喔！ 

順仔：沒關係！要多少＄我都給你 

天師：ＮＴ＄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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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仔：好好好！馬上拿給你哦。 

天師：來！這包給你喔  

△ 天師拿了一小包給順仔 

順仔：怎麼那麼小包？ 

天師：要不要隨便你，不要拉倒！ 

△ 順仔馬上搶去吸 

順仔：啊！我要我要！〈迫不急待狀〉 

△順仔吸完。 

順仔：哇～好酥湖喔～ 

天師：這很好用，也很搶市，只剩幾包，你要的話你先拿走，不然晚拿就沒有喔！  

順仔：你還剩多少？ 

天師：差不多剩４至５包 不過要漲價喔～ ８０,０００元 

順仔：８０, ０００元喔？！那麼貴喔… 

天師：你沒聽過，現在什麼都漲嗎? 

順仔：喔，好啦！好啦！我來想辦法。 

△ 順仔下台 

天師：嘿嘿！大船入港囉！〈得意狀〉 

△ 龍麒帶著順仔 上台 

龍麒：周天師！你是用什麼藥給順仔吃啊？ 人怎麼變這樣？  

天師：這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Ｋ他命。 

龍麒：你…你很過分喔！那是害人不淺的藥，你怎麼可以拿出來害人呢？！  

天師：你沒試試看，怎麼知道它會害人呢？ 

 △天師施法讓龍麒也上癮。 

龍麒：天師，我錯怪你了，多謝你讓我知道這種藥可以讓人很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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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師：有錢公家賺，你做我的下游，馬上賺大錢啦！而且可以讓大家每天快快樂樂的， 

   這是在做善事啦！要好好把握啊！ 

龍麒：沒問題！我會好好的做。 

△ 全下台 

△ 轉場 

 

場：６ 

景：藥鋪 

人：龍麒、白鯉、小雯、南極仙翁、順仔 

  △龍麒邊唱歌邊整理藥草          

龍麒：你是我的小呀小蘋果，怎麼愛你都不嫌多，紅紅的小臉兒，溫暖我的心窩~ 

  △白鯉、小雯上台 

白鯉：龍麒！ 

龍麒：什麼事？！ 

白鯉：龍麒你怎麼會變成這樣？ 

龍麒：我又怎麼了？我現在每天都很開心啊 來！你也來ＨＡＰＰＹ一下 

  △龍麒動作很不得體，不正經，慢慢走下台。 

小雯：可憐喔，看他從本來的緣投桑，變成現在神經不正常。〈搖頭狀〉 

白鯉：事到如今，只好來找南極仙翁幫忙了。 

小雯：唉，代誌大條囉！ 

 △白鯉、小雯下台，白鯉上台。 

  △南極仙翁上台 

白鯉：仙翁在上，小女白鯉香，有一件事情想要來請求仙翁幫忙。 

仙翁：唉~你不應該擾亂人間的一切，你有你該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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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鯉：我…我只是想要報答龍麒的救命之恩啊！ 

仙翁：念在你有一個善良的心，我答應你，幫忙你解決龍麒的問題，但是，你也要答應我，事情解 

      決以後，你要回去你的地方，不可再擾亂人間了。 

白鯉：鯉香答應你，決不食言。 

  △白鯉、仙翁下台   

 △龍麒和順仔同一邊上台，仙翁另一邊上台。 

仙翁：龍麒，我跟你們講，你們在吸的東西對身體有害。 

龍麒：哪有什麼害阿，吸了身體那麼輕鬆，心情那麼快活。 

順仔：對阿！對阿！ 

仙翁：你們竟然不相信我，那我就解釋給你們聽好了，你們吸這麼多會上癮，上癮之後你們會睡 

     不著，尿失禁，講話不清楚…  你們難道沒發現，沒吸的時候，身上像很多隻蟲一直咬？！  

順仔：我好像都有這些症頭呢！ 

龍麒：我才不要咧！我是緣投桑ㄋ，怎麼可以尿失禁，安呢就無水姑娘阿喜歡我了，仙翁那怎麼辦？ 

仙翁：你們要去戒毒。 

龍麒：戒毒以後可以再吃嗎？ 

仙翁：當然不行阿！你一定是吸太多了，所以才會這樣啦！ 

龍麒：我…我要去戒毒！ 

仙翁：好！你有那麼大的決心，我帶你們去，但是…會很辛苦喔！ 

龍麒：男子漢吃一點苦不會怎樣的啦！ 

仙翁：隨吾來 

  △全部下台 

 △白鯉香上台 

白鯉：龍麒，為了報答你救命之恩，等你恢復健康以後，也是我應該離開的時候了。 

 △燈暗    白鯉下台   △轉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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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７ 

景：藥鋪 

人：龍麒、順仔、白鯉、小雯、周天師、仙翁  

ＯＳ：經過二禮拜，龍麒和順仔終於戒毒成功了 

龍麒：感謝天，感謝地，我終於戒毒成功了。 

順仔：我終於不用再穿尿布了啦！ 

  △這時天師走到藥鋪門口 

天師：龍麒，你不是要協助我賣藥草嗎？阿現在咧？！ 

龍麒：哼！我不會再受到你的控制了！ 

天師：哎呀！可惡阿！看我變回蟾蜍精把你吃掉，乎你知影我的厲害。 

 △天師作勢準備變身。     

△煙霧器噴煙 

龍麒：阿～救命喔！ 

 △龍麒、順仔跑下台。 

ＯＳ：這時，仙翁趕到，龍麒、順仔才沒有被吃掉。 

仙翁：蟾蜍精，你已經做太多壞事囉，別在做傷天害理的事情，要不然…… 

天師：麥在那裏咧講經說道，你以為你是誰？！〈不屑〉 

仙翁：你害人不淺，到現在猶原執迷不悟，今日若不將你收服，恐怕會再危害更多人。 

天師：哼！要看你有沒有這種本事！ 

仙翁： 哈哈哈！要收你很簡單，天…羅…地…網…！ 

     △仙翁施法，用一網子將天師網住，天師動彈不得。 

天師：啊！我被困住了，我竟然…竟然連出手的機會都沒有，仙翁…仙翁饒命，我以後一定會好好 

      的修行，做更多壞代誌，阿不是啦.是造福啦！ 

仙翁：你以後一定不可賣毒品給他人，要謹記一句話：[毒癮可怕要知曉，販毒違法要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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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師：好!我知囉！ 

仙翁：你了解就好，為了弭補你所犯的過錯，隨我回山去修行，以後用心幫助善良的人，不可再害人。 

天師：是！是！是！ 

    △天師、仙翁下台  

△白鯉、龍麒、小雯上台 

白鯉：真的要感謝仙翁及時相助。 

龍麒：嘿阿嘿阿，要不然，我就無法度恢復健康了。 

△龍麒轉身向白鯉香 

龍麒：白鯉香…你願意陪我一輩子嗎？ 

白鯉：龍麒，我是要來報答你的恩情，現在，是我要離開的時候了。希望有緣能再相逢。 

小雯：對啦！對啦！只要你誠心做好事，相信天公伯會讓你們下輩子結為夫妻的啦！ 

龍麒：好，現在開始我就來幫助，吃毒的人戒毒，讓大家遠離毒害，期待下輩子我們可以結成夫妻 

   △龍麒牽白鯉的手。  燈暗 

△全部下台 

△亮微燈，兩隻魚走台+os 

ＯＳ：快感是瞬間，破滅是永遠，拒絕毒品誘惑，發現親友吸毒，請以愛心及耐心陪他 

      一齊度過戒毒難關。 

 

※全部上台謝幕做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