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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場 

鼓聲（威武） 

縣: 文武兩相全  威風掌一縣  本官……胡圖 

眾: 哈  糊塗 

縣: 呔！聽好，本官姓胡名圖，就是很會畫圖那個圖，因為我很會畫

圖，所以人人都很喜歡我的圖畫。 

眾: 真的嗎？ 

縣: 哼！你們不相信，好！為了證明我很會畫圖，我今天就讓你們開

一下眼界，你们看！ 

（圖畫）   

眾: 喔！ 

縣: 喂！你來！ 

僕 1: 是！老爺。 

縣: 你看，這是什麼？ 

僕 1: 哇！好漂亮。 

縣: 哈哈哈，有眼光，你說，哪裡漂亮？ 

僕 1: 老爺，你畫的貓好可愛喔！ 

縣: （怒）什麼！你你你，來人啊！抓下去打屁股 

 

第 2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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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哼！沒眼光！本官明明畫的老虎，他竟然說成貓，氣死我了！

喂！你來。 

僕 2: 是老爺 

縣: 什麼！你說我死老爺！ 

僕 2: 沒啦！沒啦！我是說；是！老爺！ 

縣: 哼！說清楚。來你看，這是什麼？ 

僕 2: 老爺，那是貓。 

縣: 你你你 

僕 2: 喔！老爺，別生氣，我再看清楚一點！ 

縣: 對你看清楚，不然你就皮痛。 

僕 2: （想）請問老爺，你最怕誰？ 

縣: 問這個幹什麼？我當然怕…（現圖）皇帝啊！ 

僕 2: 那皇帝怕什麼？ 

縣: 皇帝怕天啊！ 

僕 2: 天怕什麼？ 

縣: 天怕雲啊！ 

僕 2: 那雲呢？ 

縣: 雲怕風啊！ 

僕 2: 那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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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你考我！風當然怕牆啊！ 

僕 2: 那有什麼可以把牆挖個洞？ 

縣: 就是老鼠嘛！ 

僕 2: 對了縣老爺，老鼠就怕你畫的…. 

縣: 你是說… 

僕 2: 貓 

縣: 抓下去！打屁股！ 

 

第 3場 

縣: 氣死我了！不管了，最近蚊子很多，我要下人去買竹竿好搭蚊

帳，來人啊！ 

僕 3: 啟秉老爺有什麼吩咐？ 

縣: 啊！你是那個外省的！ 

僕 3: 老爺，您說什麼？ 

縣: 真麻煩，要說國語他才聽懂。喂，你去買竹竿我要搭帳子！ 

僕 3: 喔！我知道了！（僕下場） 

縣: 看起來憨頭憨腦，不知聽懂了沒？ 

（快出場） 

僕 3: 老爺我回來了。 

縣: 這麼快！喂！我問你我要的東西你買好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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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 3: 老爺，我辦事你放心，我知道你最近為了辦登革熱防治比較累，

所以要吃豬肝大腸子，我已經買回來了！ 

縣: 蝦米啊！我我我我是怕蚊子咬，所以要你去買竹竿我要搭帳子，

你你你你聽成什麼？你你你耳朵在哪裡？ 

僕 3: 老爺饒命啊！我我我是順便買了兩個豬耳朵啦！你太厲害了，

挪！豬耳朵在這裡！ 

縣: （哭）我我我我會氣死啦!來人啊。抓下去打屁股 

(僕 1拉僕 3下場)  

(擊鼓……) 

縣: 奇怪!七早八早，到底是誰到公堂外面玩我家的鼓，衛兵，去外面  

看個明白…. 

僕 2: 報報報報….報告大人，外面來了三個女人正在擊鼓申冤，請大

人定奪! 

縣: 嗯..自從我在這裡當縣老爺，從沒什麼大案件，今天到底有什麼

冤情，我這青天大老爺一定要把他辦個清楚，來人啊，把人帶進

來! 

僕 2: 遵命 

(下場再上場) 

花:大人冤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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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大膽! 本官吃好，穿好，薪水好心情每天好，哪裡冤枉了! 

僕 2 :是啊! ~我們家大人 3好加 1好，總共是 4好，哪裡冤枉了! 

花: 哈哈哈哈哈  4好 

縣: (生氣)哼…….. 

花: 失失失禮啦，報告大人，奴家名叫阿花，有天大的冤情要報告大

人， 

縣: 好，有什麼冤情你說吧 

花: 話說………. 

(換場……) 

 

第 4場 

商:來來來，看看看，快來快看，慢來你就減一半，人家說買俗貨， 

   卡好在做工作，今天本店清倉跳樓大拍賣，來喔….不管是東西南 

   北貨，應有盡有沒問題… 

花: 真的嗎? 跳樓大拍賣! 

商: 當然，買到保證你會跳樓.. 

花: 蝦米，你說什麼? 

商: 喔、喔、喔，說錯了..你這一位歐巴桑小姐，說!! 你要什麼? 

花: 哇!貨色很多喔..對了，那個土豆油怎麼賣? 

商: 算你識貨，我這油都是外國進口，臺灣偷工的…保證俗又香，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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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公都會天天回家吃晚餐(國).. 

花: 蛤!! 臺灣偷工…這!!! 

商: 唉喲!你聽錯了啦，我是說台灣加工的啦，快快快，我建議你買大 

    桶的更划算! 

花: 不過，真的沒問題喔? 

商: 放心!! 有代誌就有代誌，沒代誌我負責 

花: 好! 那我買兩桶..   

婆: 這麼好康，那我阿婆也買二桶好了啦 

商: 沒問題，阿婆買回去，你會高興死了(國)! 

婆: 唉喲!!聽無啦…生意嘴，胡綴綴….俗就好啦! 

(阿婆、阿花下場) 

(阿美快出場) 

美: (喘)還好趕得及…我我我也要大桶的…… 

 

第 5場 

音樂(癡情玫瑰花) 

花：（唱)我要送妳九十九朵玫瑰花….. 

美: 我以為哪裡在陳水鑼哩! 原來是你這朵圓仔花，怎樣…心花開喔! 

   中獎券了嗎? 這麼高興! 

花: 原來是阿美喔，我是高興啊!我現在開店做生意了喔!! 如今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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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頭家娘了捏! 

美: 是喔! 阿你是賣什麼碗糕啊! 

花: 不是碗糕啦，是我現在成為那位商人的經銷商，來來來，你是老 

    厝邊，自己人嘛..以後就多捧場囉! 

美: 自...己...人? 怎麼對呢? 我住彰化捏哪是嘉義人! 不過，你還是要 

   算我便宜一點喔! 

花: 三八姐妹喔! 當然! 當然..是說….(看阿美)阿美啊 你有沒有發 

   現…妳的臉… 

美: 我的臉? 按怎? 變漂亮了嗎? 

花: 你是黑著底，還是黑沒洗? 怎麼總覺覺得..妳的臉越來越像包青 

   天! 

美: 我的臉黑? 哼! 龜笑鱉無尾，你不說，我還想問你咧! 怎麼倒青 

   春喔? 滿面青春痘，一顆一顆…這麼老了還長這個..笑死人了! 

花: 你….. 

(阿婆出場) 

婆: 唉喲!唉喲! 

美: 哇! 才多久沒見面，阿婆，你怎麼變這麼福相啊? 

花: 是啊是啊..阿婆，你的肚子好像…… 

婆: 好像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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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美: 好像要生了 

婆: 妳們喔....有夠三八，我都這一把年紀了，不過，說也奇怪，我最 

   近真的感覺到身體怪怪的，也不知道哪裡不對! 

美: 是喔! 有沒有去看醫生啊? 

婆: 是…..(看阿美)哇! 你怎麼好像我家那尊黑面三媽? 

美: 是真的嗎? 剛剛阿花也說我像包青天? 難道我的臉…. 

花: 為蝦米，我們都變了樣….我看我們快去找大夫吧!!! 

 

第 6場 

縣: 所以妳們去檢查的結果如何呢? 

美: 大人這是大夫的檢查報告，我們去檢查得結果，大夫說我們都吃 

   了黑心油 

花: 是啦! 就是因為吃了那個商人賣的油，害我們都變了樣，請大人 

   把他抓過來吧 

婆: 是啊! 連我這個老太婆，都變成這幅模樣，大人請你幫我們申冤 

    吧! 

縣: 好!本官自有定奪妳們先下去，我會看事辦事的.. 

(三人下場) 

縣: 來人! 把那個商人抓過來 

僕 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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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這幾位官人， 一路上我看你走路都怪怪的，好像長痔瘡一樣， 

    到底為什麼?   

衛: 哼! 你哪裡知道，我們家老爺喜歡畫老虎，可是我們怎麼看都覺 

得是貓，所以所以才會被打屁股! 不用笑我，等一下如果你也亂 

說話，一定會被打得更慘…多話不說，走啦…  

商: 參見英明的縣老爺 

縣: 哈哈哈哈哈! 真會說話!!! 好，本官問你，你叫什麼名字? 聽那三 

   位婦道人家說吃了你的油，身體都變差，你是不是賣假油呢? 

商: 啓稟老爺，小人叫作  魏著錢，是一個忠厚老實的生意人，沒有 

   犯法! 

縣: 可是她們去看了大夫，說你的油有問題! 就連剛剛送來大夫的報 

   告也說明你的油確時不單純，你還有什麼話說? 

商: 大人!我真的沒有錯! 

縣: 你如何沒有錯? 

商: 第一..那些婦人有可能說錯! 第二..大夫有可能看錯! 第三..那些 

   報告有可能大夫寫錯! 總之!! 不是我的錯! 

縣: 那如果婦人沒說錯，大夫沒看錯，報告也沒寫錯….那…. 

商: 那也不是我的錯，因為有可能土豆錯，也有可能我的工人 

   有了錯，你看你看，我是一個老闆，怎麼可能我親自去做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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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這……..我都弄糊塗了，到底誰不對? 

商: 縣老爺，比如說，你要僕役去買東西，你沒說錯，他卻買錯，那 

   到底是誰的錯? 你畫的明明是老虎，他們卻都說是貓…..那倒底是 

   誰的錯呢? 不會是你的錯吧!! (國) 難道你縣老爺錯了嗎? 難道是 

   你縣老爺錯了嗎? 

縣: 蝦米，你你你你看得出來我畫的是老虎? 

商: 當然，縣老爺你畫的老虎栩栩如生，威震九州，當然是山中之王 

    猛虎啊! 

縣: 哇! 尋你千百回，果然你就是我的知己，所以  我沒錯，你也沒 

    錯，錯的是衛兵，錯的是那些婦道人家，錯的是大夫....千錯萬錯 

    都不會是我們的錯….你無罪釋放，等一下我請你吃飯喔! 

商: 多謝大人英明，我就知道你是一個最好的官，等一下，你請客，   

    我出錢。   

縣: 這這這這就不好意思了 

衛: 報…按巡大人到 

縣: 哼，剛剛已經說要去吃大餐了，怎麼又一個要來賣紅龜的，不需 

    要，趕出去，說我們不買! 

衛: 報告大人…不是紅龜啦，是代替皇帝巡察地方的大官啦! 

縣: 豆干? 那我就更不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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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 唉呦你攏聽無….. 

按: 大膽的糊塗縣官! 

縣: 對啊! 你怎麼知道我叫胡圖….你又是誰，來我的公堂做什麼? 

按: 哼! 我聽到許多老百姓控訴你是自大又胡圖，如今經過我明查暗 

    訪，才發現，你真的是無可救藥，竟然連這樣的黑心商人你也判 

    他無罪，我代替當今皇上巡查天下，專門抓你這樣的糊塗官員和 

    可惡的生意人! 

縣: 蛤………….大人…我我我 

商: 英明的按巡大人我…………. 

按: 哼! 你這一招對我這個清官可是一點效果都沒有，告訴你，我可 

   不是恐龍法官喔! 來人啊...縣老爺革職查辦，這一位魏著錢把他財 

   產充公，關他三十年，最重要的是  天天讓他吃他自己做的油! 押 

   下去!  

縣商: 饒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