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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的桃花江上，幼小的身體隨波漂流。是誰決定了一條性命的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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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綱 

 

 

    新任縣官秦鍾在宦海浮沉多年後，終於攜家眷返鄉赴任。一到任便遭遇了

棘手的連續強姦殺人案。而被逮捕的嫌疑犯馮生，似乎與秦鍾的夫人美娘，在

過去曾有不尋常的關係。 

     

    深愛著美娘的秦鍾感到十分痛苦，卻又看到美娘在水畔試圖溺死親生兒子

玉桐的殘忍景象。「或許是因為兒子是妻子與強姦犯所生，以致妻子如此的痛

苦。」心裡這麼想著的秦鍾，以自己的手溺殺了玉桐。孩子的屍體隨水漂流。

秦鍾並殺害了目擊證人婢女繡球，埋在梧桐樹下。 

      

     在審理案件的公堂上，秦鍾一向是一個明智的裁決者，但面對馮生的案

件，他失去了公正。雖然有眾多的疑點尚未釐清，但秦鍾只求速審定案，以求

封住馮生之口，免得妻子與強姦犯生子的醜聞被他人知曉。 

 

    忽然有一名不速之客來到，他是當年秦鍾參加科舉時的主考官，也是他的

恩師，現任的御史龐彬。龐彬意圖為馮生開脫，並說出了馮生早已不能人道的

事實。也就是說，馮生不可能是連續強姦殺人犯。而美娘所生的玉桐，其實是

秦鍾的親生子。 

 

    得知此事的秦鍾猶如遭逢晴天霹靂。在夫妻相互怪罪之時，玉桐回來了。

但玉桐因驚嚇過度口不能言，認不出父母，宛如行屍走肉。龐彬此時提出了各

讓一步的要求：盡早撤銷馮生的案子，讓他回家與父母團聚，並且也不起訴秦

鍾的殺人罪名。 

 

   面臨家庭破碎、妻離子散的景況，秦鍾做出了令人難以理解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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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秦鍾  新赴任的縣官，三十歲，有才情傲骨，仕途不順遂 

美娘  縣官妻，二十五歲，秦鍾的青梅竹馬 

玉桐  縣官夫婦的獨生子，七歲 

繡球  美娘的侍女，一個活潑善良的小姑娘，十七歲 

乳母  美娘的乳母，五十多歲 

 

馮生  犯罪嫌疑人，三十歲 

馮年  馮生的父親，五十多歲 

馮母  馮生的母親，五十多歲 

 

龐彬  御史大人，秦鍾的恩師，與馮家有故交，四十多歲 

 

醫生、補快、衙役、縣民人等 

 

 

分場 

 

第一場  赴任 

第二場  一堂 

第三場  疑心 

第四場  失子 

第五場  二堂 

第六場  恨水 

第七場  三堂 

第八場  浮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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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 赴任 

 

【音樂起。縣官一家與僮僕乘舟沿江而行。沿途景色秀麗宛如仙境。縣官一家

在船艙內，僮僕與船夫於船艙外。】 

 

僕役與船夫們：（唱）梧桐江邊花盛開， 一葉浮舟順流水， 美人可比粉紅蕊， 

                                      才子風流故里歸。 

 

【玉桐跑出船艙，被這般美景所吸引，興奮得跳上跳下。他是一個小少爺，承

襲了父親狂狷氣質，父親不太管教他，而是溺愛與任其發展，使得這個官家小

公子顯得有點野。】 

 

玉桐：（上半身伸出船外，伸手撥弄江水）好冰涼呀。阿爹阿娘，快出來，這裡

的桃花好美，江水好清呀。 

 

【繡球從船艙出。】 

 

繡球：玉桐公子，別這樣，危險呀。 

 

【玉桐裝作要跌入水中的樣子，繡球把他抓上來。玉桐跑前跑後，繡球追著

他。】 

 

秦鍾：（內白）左右！ 

僕役：在。 

秦鍾：停船靠岸。 

船夫：是。（將船靠岸） 

 

【幾個僕役跳上岸，做出縴船靠岸的身段。玉桐也蹦蹦跳跳的上岸，繡球跟著

他。】 

 

【一個俊逸的白衫男子，從船艙內背對著外走出來，他小心的牽著一個美麗女

子走到船艙外。亮相，是一對女貌郎才。他們是玉桐的父母，回鄉赴任的縣官

夫婦。】 

 

秦鍾：哈哈哈哈！（帶著酒氣，唱）少年英雄志凌雲， 李白斗酒百詩文， 

            花香襲人神智昏， 遊子歸鄉欲離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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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娘：（唱）隨郎赴任有七年， 南北顛沛與流離，有幸回歸故鄉里，相夫教子   

             避是非。             

 

繡球：（好不容易抓住了玉桐，玉桐在她手中掙扎著想跑）夫人，這樹林真是  

       寬闊，花蕊爭豔，香氣逼人。（大口吸氣）繡球我都快被這香氣薰得暈過 

       去了。 

美娘：繡球，是你們跑太快，喘不過氣了。 

 

【秦鍾與美娘上岸。美娘感動的欣賞美景，秦鍾卻百無聊賴，的往林中走去。

玉桐追著父親腳步鬧著玩，兩人的身影隱沒在林中。】 

 

玉桐：：阿爹等我！！阿爹！ 

美娘：啊，已經七年了，這梧桐江與梧桐林都沒有變，好像我當初隨秦郎赴任 

            的時候一樣。沒想到竟然能重返故里。像做夢一樣。 

繡球：恭喜夫人回轉故鄉。這裡的好風水，一定能讓您好好休養玉體。 

美娘：說來奇怪。能夠回鄉是好事，但是這幾天在船上我總是坐立難安，一睡

覺就作惡夢，或許是近鄉情怯吧？咦，玉桐呢？ 

繡球：咦，剛剛還在這裡，跑去哪裡了？ 

美娘：繡球，小公子對此地地形不熟，容易有危險，你快去找他回來。 

繡球：是。（喊）小公子，你在哪裡？快出來呀。（暫下，數名僕役隨行） 

 

【乳母出。】 

 

乳母：小姐在哪裡？小姐在哪裡？（唱）小姐離鄉已七年，今日返鄉歸故里， 

             老身快將腳步移。（見到小姐，白）小姐！！（唱）故人面前施一禮。 

美娘：（唱）忽見故人施一禮，美娘含淚悲又喜，（白）乳母呀！（唱）一別至 

             今有七年，點滴恩情記心裡。 

美娘：（扶起乳母）乳母，多年不見，你的身體可好？我寄給你的信件與禮物可 

            有收到？ 

乳母：小姐，讓我看看妳。怎麼瘦這麼多？這幾年你在外地受苦了！ 

 

【乳母哭了起來。美娘搖搖頭，拍乳母的手，表示安慰她。】 

 

【玉桐忽然從水中冒出來，滿臉是泥巴，肩上背著一根樹枝，上插著一條鯉

魚。乍看之下像一隻小獸。】 

 

玉桐：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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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娘與乳母以為有獸出現，大驚失色，尖叫著想逃跑，玉桐則緊隨在後。】 

 

玉桐：（覺得有趣，繼續逗著母親與乳母，堵住她們的去路）哇！ 

 

【美娘與乳母嚇得逃往另一個方向。】 

 

玉桐：阿娘，阿娘看妳清楚啦！是我啦。我抓了一條鯉魚，要送給妳！ 

 

【美娘看到魚，再看到玉桐全身溼透，一怒就打了玉桐。】 

 

美娘：你這個不聽話的孩子！ 

玉桐：（哭泣）阿娘，你怎麼打我？ 

美娘：（唱）江流無情奪性命，阿娘的話你敢不聽？（白）打你是為了讓你記 

             住。 

 

【乳母抱住玉桐不讓美娘打。】 

 

乳母：孩子不懂事，好好跟他說，不要打。玉桐，你長這麼大了？當年你跟爹

娘離開家鄉的時候，才這麼點大呢！乖，不要哭，阿嬤惜！ 

 

【玉桐更大聲的哭泣起來，秦鍾聞聲，與繡球、僕役們上。】 

 

秦鍾：（唱）耳聽嬌兒啼哭聲，扯痛秦鍾軟心肝。 

 

【玉桐上前抱住秦鍾。】 

 

玉桐：（含淚）阿爹。 

秦鍾：夫人，對孩子好好說就行了，何必動氣呢？ 

美娘：（委屈）我……（嘆氣）唉！ 

秦鍾：乳母，多年不見了。怎麼敢勞煩你親自來接我們？ 

乳母：我聽說大人與夫人今日返鄉，在家裡坐不住，想早點見我們。 

秦鍾：這幾年煩勞你操持家務，看守祖厝，辛苦你了。 

乳母：這是老身應當做的事情。 

秦鍾：繡球，你把玉桐的手腳洗乾淨，換了衫褲。 

繡球：是。 

 

【繡球與乳母帶著玉桐下。秦鍾對僕役們揮手，僕役們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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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鍾：夫人？ 

 

【美娘轉身不搭理，秦鍾換個方向再作揖。】 

 

秦鍾：娘子？啊，美娘？ 

 

【美娘一笑，秦鍾上前一抱。】 

 

美娘：（躲開）縣老爺，民女有狀要上告。 

秦鍾：喔？來來來，這麼漂亮的民女，有什麼狀要告？直接跟本縣說。 

美娘：（嗔怒）唉呀，秦郎。我是跟你說正經的，以後我管孩子，你別插手。 

秦鍾：唉，玉桐只是個七歲的孩子而已。孩子愛玩，有什麼呢？等他長大就會

懂事了。 

美娘：秦郎，你七歲就精通四書五經，十二歲就中了秀才，我也是出身書香門

第。但玉桐卻整天只知道玩，無心攻書，沒有遺傳到我們的優點。唉，

你是不知道我有多傷心。 

秦鍾：美娘呀。妳這麼說，孩子聽到，心裡怎麼想呢？ 

美娘：秦郎，這幾年你的仕途不……（想說出「不順」兩字，卻嚥下），朝中小

人猖狂，我們母子隨著你四處赴任，加上我的身體不好，無法好好管教

玉桐。我們終究會老，要為將來做打算呀。 

秦鍾：（低頭沉吟）嗯，將來，將來……（露出苦中作樂的神色）等我老了，我

就辭官引退，帶著一個老婆婆，乘一葉浮舟，捕魚維生，雲遊四海如

何？（唱） 順流而下碧海飄，比翼雙飛青天翱，野鶴閒雲任逍遙，執子

之手同終老。 

美娘：我才不要跟你去呢。 

秦鍾：我有說要帶去的人是妳嗎？ 

美娘：（嗔怒）不學好！（作態要打） 

秦鍾：哎呀，你別打！ 

 

【秦鍾覺得好玩，雙手捧水潑向美娘。】 

 

秦鍾：哈哈，老婆婆，老婆婆！ 

美娘：（逃）你都是當爹的人，怎麼總是瘋瘋癲癲的？ 

 

【繡球上，咳嗽一聲。】 

 

繡球：老爺、夫人，小公子已經換上乾淨的衫褲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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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見雙方衣衫盡濕，不禁相視而笑。秦鍾細心的為美娘撫去水珠。】 

 

繡球：老爺，您與小公子，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秦鍾：哼，是虎父無犬子。 

衙役：（外白）捉到了！捉到了！！ 

 

【敲鑼打鼓，數名衙役上。】 

 

衙役：老爺，抓到了。抓到，老爺了！ 

秦鍾：抓到什麼老爺了？有話慢慢說。 

衙役：（喘）啟稟老爺，摧花大盜抓到了。 

秦鍾：什麼？摧花大盜，我怎麼沒聽說？ 

衙役：老爺新官上任，有所不知。這幾個月，縣內發生了好幾起強姦殺人的案

件。一直抓不到人。好在老天有眼，被我們抓到了現行犯。我們已等候

多時，剛才才聽說老爺上岸，請老爺即刻升堂。 

秦鍾：（嗅出不對的味道）我尚未與前任縣令交接，他怎麼不辦理此案？ 

衙役：這……他已經托病請假多日，忽然病入膏肓，前天已經由家人送回故鄉

祖厝，聽說是昏迷了。 

秦鍾：胡說。我問你，是否有朝中權貴關說？ 

衙役：小人不知道。 

秦鍾：（怒）嗯？ 

衙役：老爺，現在衙門外聚集了上千人，群情激憤，怕會出代誌。 

 

【秦鍾與美娘對望了一眼。】 

 

秦鍾：（嗅出不對的味道）我尚未與前任縣令交接，他怎麼不審理此案？ 

衙役：這……他已經托病請假多日，忽然病入膏肓，前天已經由家人送回祖

厝，聽說已經昏迷不醒了。 

秦鍾：胡說。我問你，是否有朝鐘權貴關說？ 

衙役：小人不知道。 

秦鍾：嗯？（怒） 

美娘：秦郎，你與前任尚未交接分明，別衝動，貿然升堂這件事就會變成你的

責任。 

 

秦鍾：既然我已經到任，百姓的事就是我的責任！升堂！ 

 

【美娘理解她丈夫的個性，輕嘆了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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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 一堂 

 

秦鍾：（唱）摧花大盜下毒手，桃江縣民人人愁，新官上任志躊躇，書生意氣斷

春秋。 

 

【換場，簡單的場景與燈光變化，秦鍾迅速的從一個浪漫的情人轉為嚴正的官

吏形象，衙役們為他換上了官衣官帽。】 

【縣衙，秦鍾坐於公堂之上，其下縣民與衙役亂成一團。馮生頭髮散亂，眼神

失焦，雙手被反綁於背後，跪於堂中。受害著家屬跪在兩側。】 

【民眾不斷的往前推擠，被衙役們阻擋著。眾衙役喊：下站！退後！】 

【有的縣民對著馮生吐口水、丟石頭、丟雞蛋菜葉，有的婦女呼天搶地，衙役

們阻擋不斷湧入的縣民前進。美娘坐在側間竹簾後旁聽，繡球隨侍。】 

 

老鴇：給他死！給他死！ 

老翁：我的女兒！我的女兒！ 

秦鍾：（拍板）肅靜！ 

衙役們：威武！ 

老翁：啟稟縣老爺，這個喪盡天良惡質的罪人，污辱我孫女的清白，還殺人滅

口。您要為小人伸冤呀！把這個人就地正法！ 

老鴇：大人呀！我的女兒養到十六歲，還沒幫我賺到錢，就被這個人糟蹋，我

女兒死得好慘呀。您要為民婦報仇呀。 

秦鍾：是誰抓到這個人的？ 

農夫：啟稟老爺，我在田裡做事，聽到我小妹喊救人，回頭一看，就看到這個

肖仔抱住我小妹不放手，我就把他抓起來。 

村姑：老爺，小女子在家門口餵雞，這個人忽然從後面把我抱住，要不是我阿

兄及時搭救，我就……。（哭泣）大人請為我作主啊！ 

 

【美娘聽到村姑的控訴，不知為什麼心跳加速，坐立難安。】 

 

眾人：（群情激憤）就地正法！就地正法！ 

秦鍾：（拍板）肅靜！肅靜！ 

衙役們：威武！ 

秦鍾：堂下所跪者何人？報上名來！ 

馮生：（神情恍惚）我？哈哈哈哈……，我是乙卯年二甲進士，姓馮名生字俊

傑。奉了皇命，要來上任呀。（對村姑）夫人呀，我妻！你要做誥命夫人

了，來呀，快隨我上任呀！（想要抱住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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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鐘觀察著馮生，覺得好像見過這個人。美娘也覺得此人越看越面熟。】 

【村姑躲避尖叫，眾人圍上，對馮生一頓毒打，被衙役制止。】 

 

秦鍾：來人呀，除了相關人等，其餘俱退至堂外，若有擅闖者，責打五十。 

【除相關人等外，其餘皆被衙役驅至堂外，但人群仍不散去，在堂外窺視，等

待消息。】 

 

秦鍾：馮俊傑……他是（眼光一轉，唱）同科進士，達禮知書，難相信他欺凌

婦女。（白）其中定有誤會。 

美娘：（唱）驚惶入骨，不能言語，冷汗淋漓如冰如霧。 

 

【美娘想站起離席，無奈腳不聽使喚，剛想站起馬上又跌坐在椅子上。】 

 

秦鍾：（對老翁）石雄。 

老翁：草民在。 

秦鍾：你之前說，看到有一個男人，從你女兒房間走出來。你看得清，就說得

明。這個人敢是你那天晚上看到的那個人？ 

老翁：這……老漢今年八十七，眼睛還是金爍爍，對，就是他。 

秦鍾：（指著珠簾）石雄，這珠簾上的圖案，你可看得清？ 

老翁：這是兩隻大黑熊。 

秦鍾：石雄，你看到的兩隻黑熊，其實是兩株黑松呀。 

 

【眾人笑。】 

 

老鴇：（撒潑）青天大老爺，石老伯眼睛看遠看不清，我祝甜姨看近看得明。哪

一天，我衝到這個壞人前面，跟他只有（比出一個豆子的距離）這麼

近，兩對眼睛都要相撞。對！就是他！給他死！給他死！ 

秦鍾：祝甜姨，你向天借膽喔。 

老鴇：（心虛）沒呀。 

秦鍾：你竟然敢衝到殺人犯前面，你好大膽。更奇怪的是，他竟然沒有殺你

呢。 

 

【眾人議論紛紛，婦女啞口無言，退至一旁。】 

 

秦鍾：馮生，對石雄與祝甜的證詞，你要辯駁嗎？ 

馮生：我妻呀！（唱）她正值梨花吐蕊少年時，遭不幸魂斷他鄉杜鵑啼。 

 

【馮生望向珠簾內，美娘心驚，茶盅掉落在地。】 



11 
 

秦鍾：（唱）他分明神思昏昏心智失，補快找無閻王小鬼替死。 

 

【馮生忽然變力大無窮，掙脫繩索，衝向珠簾。】 

 

馮生：（大叫）美娘！美娘！ 

 

【美娘暈倒。衙役們圍上，制服馮生。堂外民眾意圖衝入堂內，公堂亂成一

團。】 

 

秦鍾：（拍板）退堂，擇日再審。 

馮生：美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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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疑心 

 

【暗夜，大雨，美娘與一個男人的剪影，男人的影子追逐著美娘。】 

【八年前的美娘，穿著紅色嫁衣，驚慌的從側幕出。】 

【黑色的影子仍追逐著美娘，美娘只有一人在台上，但她的形體看似在與黑色

的影子做搏鬥。】 

 

美娘：秦郎救我！秦郎！（唱）弱女不堪狂蜂摧，生死難料命垂危。 

 

【燈光變化，秦鍾與美娘的寢室，美娘從床上坐起，一身冷汗，原來是做了惡

夢。】 

 

美娘：秦郎！ 

 

【美娘往四周看，發現自已又做了惡夢，哭泣，勉強扶牆而立。】 

【聽見美娘的動靜，乳母推門進房。】 

 

乳母：聽聞衙門謠言飛，快來探問是與非。 

美娘：乳母！（抱住乳母）我好怕。 

乳母：美娘，讓我看看，妳有受傷沒？還會頭昏嗎？ 

美娘：乳母……（哭）這是為什麼？那個強姦犯，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字？ 

乳母：美娘，你……你都想起來了嗎？ 

美娘：想起什麼？想起什麼？ 

 

【乳母百般為難的樣子。】 

 

美娘：你快說呀？ 

乳母：唉，事到如今，我只好說了。（唱）當年秦爺中三元，依照婚約配鳳鸞，

應在良辰得團圓，不料天妒得意緣。 

 

【秦鍾換了常服，在房外徘徊，不知道該不該進去。】 

 

美娘：發生什麼事情？ 

乳母：（唱）待字閨中盼吉時，暗夜夢中厄運至，忽然姑娘行蹤失，找到已在外

三里。 

美娘：我怎麼都不記得！我怎麼都不記得。 

乳母：當時姑娘衣衫不整，神智不清，恐怕已經被歹人下藥污辱。老身據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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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秦公子，難得他性情純良，叫我不要告訴你。依然在約束的日子前來

迎娶。 

美娘：這是真的嗎？為什麼我什麼都不記得？ 

乳母：當時我以為你是被人下藥所以完全沒有記憶。不過，我聽說在公堂上的

那個犯人，知道你的名字。那個人為什麼會知道你的名字？難道他就

是……？  

 

 

【秦鍾推門而入。】 

 

秦鍾：乳母，你先離開吧。 

乳母：是。 

 

【乳母離開。】 

 

秦鍾：（斟酌怎麼跟她問這件事）美娘，你沒有什麼話想跟我說嗎？ 

美娘：我……我要說什麼呢？ 

秦鍾：（原先的緊繃感覺忽然鬆懈下來）美娘，你不要怕，你好好跟我說，我不

會怪你。 

美娘：不會怪我？秦郎，你覺得是我做了對不起你的事情嗎？ 

秦鍾：美娘，我沒有懷疑你的意思。我問你，那個姓馮的為什麼知道你的名

字？聲聲口口喊美娘？ 

美娘：我，我不知道。（又開始哭泣）秦郎，自從你接到回鄉上任的派令，我就

夜夜惡夢，難以安枕。 

秦鍾：我知道，你說在夢中，有個人一直追著你。不過，你看不清楚那個人的

臉。 

美娘：不是，我有看到。但是每當我清醒過來的那個時候，我一睜眼，就忘記

了。 

秦鍾：我不是叫你努力的回想嗎？我叫你下一次夢到的時候，一定要提醒自

己，把那個人臉記住嗎？（引導作答）美娘，妳是不是有跟我說過，那

個人高高瘦瘦，頭髮散亂？他的眼神如狼似虎？三白眼目露兇光？ 

美娘：（慌張，也不太能確定，點頭）嗯，好像…好像是。 

秦鍾：妳再仔細想想，沒有錯吧？他長得像不像今天你在公堂上看到的人？ 

美娘：我不知道？ 

秦鍾：（一步步逼問）你為什麼要含糊其詞？難道你有苦衷必須對我隱瞞？ 

美娘：沒有！沒有！ 

秦鍾：你記起來了嗎？ 

美娘：我想起來了。就是（給秦鍾所期待的答案）……就是昨天的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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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鍾：好呀！（唱）惡夢纏，歲歲年年，如今仇人落我著。 

美娘：（唱）免猜疑，撲朔迷離，惡有惡報是天意。 

      （下定決心）秦郎，有件事情，我一定要跟你說。不管你是不是會怪我。 

秦鍾：（惶恐）那你不要說。 

美娘：你我是青梅竹馬，自小就是無話不談的知己。知我者，除了父母，就是

秦郎。美娘身世悽涼，父母早就過身。秦郎，就是我的至親。得中功名

後，富商權臣都想與你結姻親，你卻全部拒絕，猶原遵守婚約，迎娶我

入門。美娘銘感五內，生死都願與秦郎相隨。你說過，夫妻之間應該坦

白，沒有秘密。我們就是一為二，二為一的夫妻。 

秦鍾：（拭淚）我秦鍾能得美娘為妻，是百年修得的好運。別說什麼生死，就是

要我去做一個貧寒的漁翁，只要能與你在一起，放棄功名我都願意。 

美娘：就在你衣錦還鄉之前，美娘……美娘身遭污辱，已是殘花敗柳。我絕非

故意欺騙夫君，只是我遭受巨變，一時喪失了記憶。直到昨天，我看

見……我看見他！ 

秦鍾：（難以承受，大吼）我要殺死他！只要殺了他，你我的生命就可以重新開

始。  

 

【美娘瞪大了眼睛望著秦鍾。】 

 

秦鍾：（變得陰沉）是呀，除了你我，不應該有第三人知道這件事情了。以後就

不要再提這件事情了。（忽然變得開朗）我們還這麼年輕，很快可以有我

們「自己的」兒子。 

美娘：「自己的」兒子？什麼意思？殺了他？什麼意思？ 

秦鍾：一定要拋棄過去的污穢……（根本沒有仔細聽）我要上衙門了，你好好

休息。 

 

【秦鍾離開。】 

 

美娘：秦郎呀，你不是常常說，虎父無犬子，還說玉桐跟你很像？（自思自

忖，得出了一個可怕的結論）難道，你還是不相信我？過去的污穢？玉

桐是過去的污穢？ 

 

美娘：（唱）方寸大亂好難為，郎心難測多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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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 失子 

 

【燈光變化，空間轉換，美娘從室內走到了第一場的樹林內。】 

 

美娘：（唱）……百般疼愛玉桐兒，怎能不認秦家枝？ 

 

【玉桐在桃林內玩耍，繡球則在後面追趕著他。】 

 

繡球：小公子，你別跑，你要是受傷了，我會被老爺夫人怪罪的。 

玉桐：（從後面抱住母親）阿娘！ 

美娘：（受到驚嚇）啊！你放開我！ 

玉桐：阿娘，失禮啦，我不是故意嚇驚到你。 

美娘：（遷怒）繡球，我不是叫你看好小公子嗎？你怎麼跟他玩在一起了？ 

繡球：夫人，我沒有啦，請您原諒我。 

美娘：你帶他走開，我現在心裡很煩。 

玉桐：阿娘，你看到我，覺得很煩嗎？ 

 

【美娘一瞪玉桐，接著上下打量他，越發痛苦。】 

 

美娘：（不願意再想了，大怒）繡球，你快帶他走！ 

 

【繡球趕快帶著玉桐離開。】 

 

美娘：（唱）歹竹怎能出玉筍？他是秦家的兒孫。 

 

【玉桐甩開繡球的手，跳入江中捕魚。】 

 

玉桐：（唱）桃江鯉魚何處尋？抓來獻上盤中飧。 

 

【玉桐一腳踩空，跌近水裡，他被捲入暗流，對著他母親呼救！】 

 

玉桐：阿娘！阿娘救我！ 

 

【美娘一見玉桐掉入溪中，奮不顧身跳下水救他！】 

 

美娘：我的心肝子！（唱）江流無人情， 

玉桐：（唱）生或死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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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娘將玉桐從水中舉起，但力氣不夠，玉桐又掉進水中。】 

 

美娘：（唱）羅剎面相迎， 

玉桐：阿娘…… 

 

【玉桐的氣息逐漸微弱，手腳放棄了掙扎。】 

 

美娘：（抱起玉桐）玉桐，清醒呀！玉桐，快醒來呀，沒有你阿娘要怎麼辦呀？

玉桐啊！（哭泣） 

 

【秦鍾聞聲而至，看在他的眼裡，宛如妻子要溺死兒子一樣。】 

 

秦鍾：（唱）驚見地獄刑。（將孩子抱上岸）你在做什麼？ 

 

美娘：我不知道，我不知道，他沒有呼吸了。 

秦鍾：別吵！ 

 

【美娘仍站在水中，停止了聲音，但身體仍在顫抖。】 

【秦鍾為孩子急救，玉桐卻沒有任何反應。】 

 

美娘：他怎麼了？玉桐有救嗎？ 

 

【玉桐咳了一下，有了生氣，但尚未清醒。】 

 

美娘：兒子呀！ 

 

【秦鍾與妻子對望，兩人眼神中好像在交換什麼訊息。】 

 

秦鍾：玉桐呀！（唱）只怪你錯投時辰，莫怪我為父不仁。你得眼睛看得真，來

世投做潔淨身。 

 

【秦鍾下了某種決心，他將手放掉，玉桐漸漸漂遠。】 

【夫妻倆站在水中良久，望著玉桐逐漸漂遠的身體，這一切都被繡球看在眼裡。

繡球站在遠處，躲在桃樹後，全身瑟縮。】 

【秦鍾一個箭步上去，瞬間殺死了繡球。】 

【美娘蒙住眼睛不敢看。】 

 

美娘：（陷入恐慌）秦郎，你為什麼？你不要殺我！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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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鍾：噓！噓！我都是為了妳呀！好了，冷靜，不許哭。 

【美娘好不容易安靜下來。】 

 

秦鍾：等一下你先回家，說你跟玉桐出來玩，他掉進水中被急流沖走，派所有的   

            奴僕出來找。我先處理繡球的屍體，隨後就到。 

 

美娘：（唱）郎心似鐵碎好夢，半月梧桐沉浮中。 

秦鍾：（唱）血染桃江楓覆霜，將錯就錯難回頭。 

 

【美娘一步一回頭，神情迷惘。秦鍾開始掩埋繡球的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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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 二堂 

 

【場景同第二場，秦鍾坐於堂上，馮生跪於堂中，證人等跪於兩側，群眾在堂外

圍觀。】 

 

【拍板聲。】 

 

秦鍾：升堂！ 

衙役們：威武！ 

秦鍾：石雄，你說你看見一個男人從你孫女房中跑出來，敢是堂前跪的這個人？ 

老翁：啟稟大人，那天我只看到歹徒的背影，老漢不敢確定是不是他。 

秦鍾：石雄，前次升堂，你說你看到的人是馮生，今次又說不敢確定，敢是戲弄

本縣，蔑視公堂？ 

老翁：石雄不敢。 

秦鍾：（拍板）到底是不是？ 

老翁：是、是。 

秦鍾：祝氏。 

老鴇：民婦在。 

秦鍾：殺害你女兒的，敢是這個人？ 

老鴇：民婦走進我女兒的房間的時候，歹徒已經離開了，我根本沒看見是誰。 

秦鍾：祝氏，你不用害怕，馮生已經被綁起來了，不會傷害你。你再仔細看一

看，能不能指認出他來。 

老鴇：（覺得秦鐘的態度很奇怪）大人，我看不出…… 

秦鍾：（引導作答）祝甜，你再看詳細來！ 

 

【秦鍾拍板。】 

 

眾衙役：威武！ 

婦人：對、對，就是他。 

 

【堂外群情激憤，不時傳出「就地正法」、「為民伸冤」等呼聲。】 

 

秦鐘：（拍板）馮生，你有什麼話說？ 

 

【馮生似乎不知道周圍發生了什麼事情，嘴型正說著「美娘、美娘」，然而他已

被投了藥，發不出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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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鍾：查人犯馮生，姦污婦女、奪人性命、危害鄉里，其行罪大惡極，且毫無反

悔之意，罪當論…… 

外白：慢且…… 

秦鍾：是誰擾亂公堂？ 

外白：御史大人到。 

秦鍾：是龐彬，他來這裡做什麼？（對左右）出迎！ 

 

【秦鍾出迎，御史龐彬與隨扈們進了公堂。後面跟隨著一對老人，馮年與馮母，

是馮生的雙親。】 

 

秦鐘：學生不知恩師駕臨，有失遠迎，望祈海涵。 

龐彬：是我來得魯莽，秦大人。聽聞令公子的噩耗，本官早就應該前來致哀，只

是…… 

秦鍾：（打斷）如恩師所見，學生正在處理一刑案。請先移駕後堂，待學生處理

完公務，再…… 

龐彬：不愧是奉公無私的秦大人。我正是為此事而來，馮生一案尚有下情。秦大

人可否將此案擇日再審？ 

 

【馮年與馮母奔向馮生，抱著兒子。】 

 

馮年：子呀，你說話呀？ 

馮母：孩兒呀，你是受了什麼折磨？你怎麼都嚇傻了？ 

秦鍾：（見馮家親子相聚，怒氣上湧）恕難從命。 

龐彬：卻是為何？ 

秦鍾：此人罪行重大，若不及時論處，就算本縣同意，老百姓也不同意。就算被

害人的父母同意，天也不能同意。 

 

【周圍圍觀的群眾開始騷動，大喊「不同意」、「狗官關說」、「縣老爺做主」

等。】 

 

秦鍾：來呀，將閒雜人等拉下去。升堂！ 

 

【衙役要將馮年夫妻拖下去，與龐彬的隨扈起了衝突。】 

 

龐彬：住手，我手中的寶劍，就是天意，誰敢不從？ 

 

【眾人下跪，秦鍾也老不情願的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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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彬：閒雜人等退下。 

 

【重新升堂，閒雜人等被驅離，龐彬坐上位，秦鍾坐下位。馮生的繩索被解開，

卻無法站立，他的父母也陪他一起跪坐在地。】 

 

龐彬：唉！秦鍾啊！（唱）老夫親身下縣城，此案必定有隱情。 

秦鍾：（唱）眾口鑠金罪證明，天理昭昭難容情。 

龐彬：秦鍾啊，當年我審閱你的策論，就知道你是人中的龍鳳，凡間的謫仙，只

可惜，你就是敗在恃才傲物、剛愎自用。 

秦鍾：當年蒙恩師錯愛，欲將千金下嫁與我。是學生不才，自慚形穢，難以匹

配，並非恃才傲物。 

龐彬：（搖頭嘆氣）秦大人好風骨啊！ 

秦鍾：恩師既然知道學生的性底，為何還要為難於我？ 

龐彬：馮家夫婦與我乃是故交。 

秦鍾：哼！ 

龐彬：（唱）馮生與你是同年同科。 

秦鍾：（唱）他是罪證據鑿奈我何？ 

龐彬：（唱）曾經攜眷上任引風波。 

秦鍾：（唱）玉帛露白難免動干戈。 

龐彬：馮生也算得是我的門生。可憐他上任途中，家財被劫，妻子受辱自殺，以

致喪心失智。可憐他的父母，這幾年都在為他善後。 

秦鍾：就算喪心失智，卻是罪證據鑿。本縣又要如何對這些枉死婦女的家人交代

呢？ 

龐彬：秦大人，你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先前的死者，是暗時受害，或是日時

受害？ 

秦鍾：是暗時。 

龐彬：是在房間裡面發現屍體，還是外靠？ 

秦鍾：（不安）是在房間裡面。 

龐彬：受害女子身上俱有刀傷。馮生被捕之時，他可有攜帶利器？ 

秦鍾：（傻了）這……無。 

龐彬：他除了抱住婦女以外，可有強行猥褻？ 

秦鍾：也無。 

龐彬：光天化日，既無凶器，也無意圖，何來罪證據鑿。 

秦鍾：不過他……「有人」認出他來了。 

龐彬：秦鍾呀，馮生在七年前赴任途中，遭受重創，已經不能人道了。 

秦鍾：什麼？叫忤作。 

 

【忤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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忤作：小人在。 

秦鍾：將馮生帶下去，詳細診斷。 

忤作：是。 

 

【忤作帶馮生下，馮生父母隨下。】 

 

龐彬：倘若確認馮生不能人道，那麼之前的受害婦女，就不是馮生殺的了。 

秦鍾：（自言自語）不過，他聲聲口口喊著「美娘」，這是什麼意思呢？ 

龐彬：誰是美娘？ 

秦鍾：（一驚）馮生聲聲口口一直喊著「美娘」。我懷疑是不是……是不是有一個

尚未發現的「受害者」。 

 

【忤作上。】 

 

忤作：稟大人，嫌犯的身體遭受重創，確實已經不能人道了。不過，之前發現的

受害婦女都在死前遭受姦污，所以他不可能是犯人。 

秦鍾：唉呀！（唱）冷水澆頭腹火燒，山崩石裂地動搖，天地不仁勝毒藥，殘忍

扼殺小幼苗。（暈厥） 

龐彬：秦大人身體不適，馮生一案擇日再審。來人呀！ 

眾衙役：在！ 

龐彬：盡速捉拿真兇。 

眾衙役：是！ 

 

【燈光變化，可以看到美娘痛苦的剪影。】 

 

美娘：（尖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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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場   恨水 

 

秦鍾：（唱）江水悠悠，恨水難斷千古憂。 

 

【秦鍾走到了失子的江邊，看到美娘坐在船上。】 

 

美娘：（唱）悔恨難休，苦淚難吞萬世愁。 

秦鍾：（跳上船，打量美娘）美娘啊，你夢中的惡人，真的是馮生嗎？ 

美娘：你這是什麼意思？ 

秦鍾：可是他知道你的名字。可見他認得你。可是他又不可能是那個讓你做惡夢

的人。 

美娘：你不要再說了。（強忍悲傷）你不是說，我們可以有「自己的」孩子？我

不知道上天能不能再給我們孩子。為了你…… 

秦鍾：噤聲！不要說，不要說你是為了我……（痛苦） 

美娘：秦郎，為了你，我願意成為罪人。 

秦鍾：為了你殺死玉桐，我殺死了繡球。 

美娘：為了我？秦郎，你不是說只要「他」死了，我們就可以當做什麼事情都沒

有發生，重新開始嗎？ 

秦鍾：是「他」，我說的是「他」。 

美娘：什麼？ 

秦鍾：我說我會殺了姓馮的。 

美娘：是「他」？怎麼會是「他」？你說的明明是玉桐。 

秦鍾：（搧了美娘一巴掌）（唱）世間最毒是婦人，毒在愚昧天良泯，我為父怎會

噬血親，一世英名蒙土塵。（白）你怎麼這麼糊塗呀？ 

美娘：（唱）人間無毒不丈夫，毒在其心罪可誅，我為母怎會這糊塗，是你逼我

演這齣。（白）你明明說要殺的是玉桐！ 

秦鍾：我沒有說。我什麼時候說了？什麼時間？什麼地點？ 

美娘：在我向你坦白一切的那天晚上。你說，只要玉桐死，我們就可以當做什麼

事情都沒有發生，重新開始。 

秦鍾：（仰首，無法掩飾他的驚愕）我沒有說。我說的是要讓馮生死！ 

美娘：（驚愕與痛苦）不！你明明說的是玉桐。 

秦鍾：我明明說的是馮生，你卻聽成是玉桐。（控制不住自己）最毒婦人心呀，

你殺死了我的兒子。 

美娘：你口中說的是馮生，但你心裡想的明明是玉桐。那一天玉桐落水，本來是

有救的，是你把他放水流。 

秦鍾：我以為你想要他死。 

美娘：是你讓我以為我想要他死。玉桐是你我的親生子呀。我竟然允許你！我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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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允許你！啊！ 

秦鍾：（唱）啞口欲言難啟齒，羞也怒也心哀悲，昔日枕邊最知己，今日反目分

飛時。 

美娘：（唱）舊情難將覆水收，痴也嗔也淚不休，百年修得渡同舟，同心終究反

成仇。 

 

【美娘想要跳江，被秦鍾抱住制止。】 

 

美娘：我竟然允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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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場 三堂 

 

【衙門的內部會審，閒雜人等一律被排除。】 

【秦鍾隱藏了他之前在公堂上的氣焰，變得十分冷靜，心中有盤算。】 

 

秦鍾：恩師，秦鍾有一事相求。 

龐彬：秦大人請講。 

秦鍾：恩師與馮生的父母既是故交，為了表示法律無私，請馮生的父母離開此

地。 

 

【馮年夫婦焦急了起來。】 

 

龐彬：這是當然，馮兄，請你與夫人暫且離開。 

馮年：是。 

 

【馮年夫婦離開。】 

 

龐彬：高杆。 

農夫：草民在。 

龐彬：你發現馮生抱住你的妹妹的時候，他手中可有利刃。 

農夫：沒有。 

龐彬：高氏。 

村姑：民女在。 

龐彬：可否詳細說明，馮生是怎麼接近你？怎麼要脅你的？ 

村姑：我出來餵雞的時候，看到這個人。他已經在我們這附近，乞食好一陣子

了，我看他也不是什麼危險的人，也沒有去注意他。沒想到他忽然從後面

抱住我。 

龐彬：除此之外呢？他還有沒有做什麼？說什麼？ 

村姑：嗯……他一直叫著一個名字。 

龐彬：是什麼名字呢？ 

村姑：好像是「美娘」。 

龐彬：你確定他那個時候，說的是「美娘」？ 

村姑：是。 

龐彬：你沒有說謊嗎？ 

村姑：民女不敢。 

龐彬：（對秦鍾）怎麼才過幾天，他在公堂上，就變成啞吧了？ 

秦鍾：高氏，你可認識任何叫做「美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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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姑：不認識。 

秦鍾：高氏，敢問你的閨名是？ 

村姑：小女子名叫金枝。 

龐彬：（在桌上的文件上寫點東西）好了，你們都下去吧。 

 

【眾人皆退下，只剩下龐彬與秦鍾兩人。】 

 

龐彬：秦大人，我這裡有一特殊的證人，可否傳喚她？ 

秦鍾：是什麼人呢？ 

龐彬：是府上的侍女繡球。 

秦鍾：此女與本案無關，何以要傳喚上堂？ 

龐彬：本官有重要事情要問她，我認為有必要傳繡球上堂。 

秦鍾：（急了）我……繡球之前摔碎了我夫人的一雙玉鐲，我把她辭了，叫她回

老家。 

龐彬：無妨。那麼是否有其他女眷？ 

秦鍾：就是我夫人與乳母王氏。 

龐彬：那麼，下次可能要傳喚王氏。 

秦鍾：為什麼呢？ 

龐彬：（淡淡的笑）直接傳喚尊夫人，恐怕…… 

秦鍾：恩師有話請直說。 

龐彬：我聽說馮生曾在公堂之上，對尊夫人無禮。 

秦鍾：是。 

龐彬：是怎樣的無禮呢？馮生做了什麼？說了什麼？ 

秦鍾：這…… 

龐彬：為什麼馮生現在無法開口說話？是生了病？還是被投了藥？ 

秦鍾：…… 

龐彬：沒過幾天，玉桐落水失蹤，繡球也被辭頭路了。……秦大人？ 

秦鍾：啊？ 

龐彬：我派人去馮生的妻子娘家去探聽，你猜我查到什麼？ 

秦鍾：（心不在焉）什麼？ 

龐彬：馮生死去的妻子，名字就叫作「美娘」。唉，可憐呀…… 

秦鍾：原來是……（唱）秦鍾不禁淚潸潸，大錯鑄成留遺憾，若能換兒性命還，

我願一人上刀山。 

龐彬：（唱）淚濕衣衫坐難安，趁此時機叩心關，解救馮生出鐵欄，（白）秦大人

呀，（唱）請你起身園中觀。 

 

【乳母與玉桐被安排好站在庭園中。她抱著玉桐，玉桐看起來十分的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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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母：你乖乖等一下喔。我們馬上回去。 

玉桐：※○％◎。（語不成聲，開始哭） 

秦鍾：玉桐，你沒有死！你沒有死！ 

 

【秦鍾衝出去，玉桐一看到他便魂不附體，發抖、大哭。】 

 

乳母：好好！別怕！ 

【乳母抱著玉桐離開。秦鍾想追。】 

 

龐彬：恭喜秦大人失子復得，不過，現在可能不要追比較好。 

秦鍾：這是怎麼回事？這是怎麼回事呢？ 

龐彬：有人在桃花江下游發現了小公子，找到的時候，他幸好還活著。不過，他

驚嚇過度，口不能言。是看到他的衣服上繡著名字，才知道是你的公子。

我叫人往上游查看，發現繡球被歹人扼殺，埋在梧桐樹下。我知道你是一

個愛面子的人，所以把這個案子先壓下來。 

秦鍾：恩師想說什麼呢？ 

龐彬：你若放過馮生，我就放過你。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秦鍾：（冷淡的）此案疑點眾多，尚未結案，馮生不是說放就放的。 

龐彬：馮生的父母已經很累了，只想早點了結此案，回家過平靜的日子。你呢，

只要把繡球的案子壓下來，就能跟妻兒恢復以往的生活。 

秦鍾：恩師，你以為時光能倒流，我真的能裝做什麼事情都沒發生，回到從前

嗎？就算我與妻兒重聚，那也跟家破人亡沒有兩樣了。 

龐彬：秦鍾，你這個人，就是什麼都往心裡去，太計較的話，要怎麼過日子呢？ 

秦鍾：我都不知道我該怎麼過日子了。我只知道馮生的案子要查，繡球的命案也

要辦，我才能過了這一關。 

龐彬：秦鍾呀，你真傻，你有那麼多的時間查嗎？ 

秦鍾：那就交給下任縣令來查吧。請恩師將我收押。 

龐彬：秦鍾，你太不知好歹了。 

秦鍾：繡球是我殺的，一人做事一人當。（摘下烏紗） 

龐彬：你怎麼這麼傻呢？你不說，我不說，大家暗蓋，各取所需。 

秦鍾：就是因為你不說，我不說，大家暗蓋，所以錯誤越滾越大呀。恩師，倘若

玉桐害怕我，甚至看不起我。我要怎麼讓他承認我這個父親呢？（唱）磊

落認罪不後悔，來日再與妻兒會。摘去烏紗不懼畏，明日清風明日吹。 

 

龐彬：唉。秦鍾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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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場  浮舟 

 

【江邊，與第一場相似的景物。乳母抱著玉桐站在水畔，龐彬正監督著押解犯人

的過程。】 

 

龐彬：（唱）桃花江邊桃花開，一葉浮舟順流水， 

乳母：（唱）不見美人粉紅蕊，才子何時鄉里歸？ 

 

【可是那浮舟不是官船，而是要押解犯人的囚船。秦鍾穿著罪衣，即將被遞解

上船。幾個解差在交接文件。】 

 

秦鍾：玉桐，來，讓阿爹抱一下好嗎？ 

 

【玉桐不願意，秦鍾垂下了眼淚。】 

 

秦鍾：阿爹對不起你。（唱）小孩兒，離情依依，望你攻詩書明白事理。 

玉桐：（怯生生的）阿爹。 

秦鍾：玉桐，你說什麼？你再叫我一聲！ 

【玉桐低頭不說話。】 

秦鍾：乳母，玉桐叫我阿爹了。 

乳母：是呀，玉桐你讓爹抱一下好嗎？ 

【秦鍾要伸手抱孩子，孩子卻轉開了頭。】 

解差：有什麼要說的話快點說，船要開了。 

秦鍾：（拭淚）乳母，美娘她，會來送我嗎？ 

乳母：我不知道。 

玉桐：（背過身，小聲唱）老爹親，眼淚滴滴，望你早轉來共享春暉。 

秦鍾：（對乳母，感慨的）好！好！ 

 

【秦鍾被解差催趕著上船，他一步三回頭。】 

 

美娘：（內白）解差大哥，請稍等。 

 

【美娘快步上前，無奈秦鍾已然上船，她只能在岸上伸手。】 

 

美娘：秦郎！秦郎！ 

秦鍾：美娘，太危險了，你回去吧。 

美娘：你是（唱）南方魚米逢北土，沿途恐怕多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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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鍾：（唱）覆水難收莫蹉跎，另尋喬木寄絲蘿。 

美娘：秦郎，你忘記了嗎？（唱）順流而下碧海飄，比翼雙飛青天翱，野鶴閒

雲任逍遙，執子之手同終老。 

秦鍾：美娘，你……你要等我？ 

 

【美娘搖搖頭。秦鍾露出了失望的表情。】 

 

美娘：我要陪你去。 

秦鍾：孩子沒有母親照顧呀？ 

【美娘回頭看孩子，但玉桐只沉溺在自己的世界中，坐在地上劃著圈玩。】 

 

美娘：在我與你共同贖完罪之前，我沒有資格做他的母親。 

 

【美娘搭了扶手，跳上船。】 

 

合唱：一葉浮舟隨水流，梧桐依舊映月洲，試問真情何處有，心中空明亦無

愁 。 

 

【岸上的與船上的人們互相揮手道別，小船航向未知的旅程。】 

 

 

 

 

 

 

劇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