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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仔戲劇本：龍  女 

劇情大綱：海龍王的女兒在河中遊玩，不慎被孝子張源義捕獲，源義建此魚個格外

鮮豔好看，決定不賣，拿回去給失明的母親進補。卻見錦魚眼中含淚，

源義告知母親，張母不忍食用，命源義放回大海。龍女為源義母子善心

感動，佯裝落難女子借居張家，藉機制好張母眼疾，久後遂與源義成親。

一日，土財主許員外巧見龍女，許員外為奪龍女，造謠使源義的魚都賣

不出去，再威脅龍女下嫁，龍女賈亦答應，但要許元外將長女嫁給源義，

並贈予豐厚嫁妝；許員外一口答應。源義知情後萬分難過，龍女苦心勸

告，娓娓道出真情，並企圖藉仙酒消去源義記憶。龍女與許員外洞房之

夜，龍女巧借啤酒泡沫回歸大海……  

 

人物：  

龍女：自名錦荷，善良賢淑，情意真切，不計前嫌，巧妙報長孝子。  

張源義：孝順聰敏，真情不二。  

張母：善良仁慈。  

龍王：暴虐  

許員外：好色財主。  

阿坤嫂：洗衣婦  

周大娘：洗衣婦  

許小姐：精明果斷，正直善良  

侍女蘭心：聰明伶俐  

媒人：  

僕役數人  

蝦兵蟹將  

 

場次  

第一場：墮入紅塵  

第二場：有情眷屬  

第三場：逼婚允婚  

第四場：訣別  

第五場：回歸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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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  

場景：天氣晴朗的海邊  

時間：黃昏  

人物：龍女錦荷 孝子張源義 女伴數人 於而若干 漁夫數人  

龍女：（龍女與眾女伴舞彩帶上唱）  

   海闊天空日晴和，踏浪分波凌漩渦。  

   揚袖浪頭添白雪，裙底蓮步掀綠波。  

   （魚群略驚，龍女與女伴笑向魚兒招手，魚兒又群聚龍女等人身邊。）  

   （龍女接唱）  

   父王愛將人拘束，難拘少女心靈活。  

   （諸女伴與魚兒相戲，元義帶魚網上，灑網捕魚，龍女助魚群逃脫，回頭一

見元義，失神被捕）  

源義：欸！（唱）今日捕魚真蹊蹺，水浪波濤亂糟糟。  

   驚走魚群都不見，只有一隻自來投。  

   （白）想我張源義，自幼爹爹也曾要我讀書，希望有一天可以改換門楣，誰

知爹爹暴症亡故，留下孤兒寡母，好不悽涼，無奈到許員外家中為長工。母

親因為思念爹親，每日哭哭啼啼，竟哭瞎雙眼，許員外為人吝嗇，薪水又少，

工時又長，也無閒錢給母親買補品，聽說吃魚對眼睛好，因此每日來到海邊

抓魚。今天跟打漁的張伯伯借了一張漁網，想說可以多抓幾隻，誰知一隻也

抓不到，幸好這隻……走去又回頭讓我抓──這一定是天公保佑，保佑我母

親早見光明！  

   （唱）上蒼眷顧實可貴，我小心抱在懷中心歡喜。  

   趕緊回家作料理，母親重見光明必有時。（抱魚行，到家敲門）  

   （白）娘，我回來了  

張母：（上唱）夫君不幸早殯天，阮思君卻墜黑暗淵。  

      連累還而棄書卷，身為長工甚可憐。（開門）  

源義：（進門，白）娘，我回來了。  

張母：你回來了，你一定累了，稍微休息一下，娘晚餐已經煮好了，休息一下再吃。 

源義：娘，我不是說嘛，晚餐等我來再煮就好，你看，我剛剛抓到一尾魚，又肥又

漂亮，（邊說邊把魚放進水盆裡，源義作被水濺到的樣子）又有活力，一定很

補，我來去煮給你吃。  

張母：娘雖然看不見，總也要做點事情，娘煮飯煮一輩子了，這種事情難不到我的，

今天晚餐我已經煮好了，那條於明天再煮吧！  

源義：留到明天就不新鮮了……娘，我抓到這條魚很有趣耶！本來很多魚在附近，

後來我一撒網，所有的魚都跑光了，只有這隻，傻傻的跑過來，被我抓到，

這一定是天公伯保庇，特別送這條魚要給娘吃。  

張母：這……所有的魚都跑了，只有這隻跑來，我看款事情很蹊蹺，（張母有作被水

濺到狀）你看他掙扎成這樣，也許那些魚伴中有伊的夫婿……這隻於我們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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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不要吃吧！  

源義：娘！你每次看見於這樣掙扎，就說不要吃，魚被抓到都是這樣掙扎的……  

張母：傻孩子，我們吃的飽就好，看他這樣，真可憐……  

源義：好啦！我來去把它放了就是。  

張母：快去快回！  

源義：孩兒來去！（出門唱）  

   月下魚鱗閃金光，含情雙目如明星。  

   若非母親來提醒，吞在腹內太酷行。  

   （作到海邊狀，涉水入海，做將魚放入大海狀）  

   （夾白）魚啊！你趕快回去找你的夫婿，以後小心，不要到水面來玩，很危

險的！  

   （接唱）瞬間沒入波浪中，必是被捕太恐慌。  

   （望向水面，龍女忽一現身，轉瞬隱去）  

   欸？（接唱）回轉家門要趕緊，不要失神又入羅網。（回望海面，下）  

龍女：（幕後唱）驚魂未定（上）渾身顫，九死幸得一命還。  

   幸好他母子心腸軟，怕我夫妻難團圓。（轉身、沉思）  

   本該速速回水府（行弦，再沉思、轉身）難忘他胸口透溫暖。  

   他殷勤送阮來迴轉，臨別叮嚀多眷戀。  

   怎怪龍女方寸亂……此恩……（害羞界）此恩不報難周全。  

   （回到張家門外）  

   他魚網之下放過阮……我情網要逃自古難。  

 

第二場：張家門外  

源義：（邊上邊回頭說）娘，我來去許員外家，你自己一個人在家要小心，不認識的

人敲門千萬不要開門……  

張母：（在內）有人來怎能不開門……  

源義：鄰居來才開門，現在壞人多；還有，晚餐我回來再煮，你不要煮哦！  

張母：（在內）你不必擔心，快去快回就好，路上要小心。  

源義：是！我來去了！（下）  

龍女：（換裝上唱）  

   破衣襤衫露疲態，裝作漂泊可憐兒。  

   來到門邊手輕叩，呻吟一聲倒門邊。  

   （白）有人在嗎……（昏倒在門上）  

張母：來了！（上唱）  

   母子相依度時日，慘澹維生新哀悲。  

   夫望孩兒讀書做儒士，有朝能得換門楣。  

   如今坐長工多無奈，何時才能出頭天？  

   （白）誰啊！（聽介）誰啊？（開門邊問）是誰啊？（龍女倒入門內）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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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一個人倒入來我家？（摸介）是一位姑娘。姑娘醒來、姑娘醒來。（作扶

不起介）有了。（倒水，餵龍女喝下）姑娘醒來。  

龍女：魂魄悠悠新迷惘，不知置身在何方？  

張母：（夾白）姑娘，振作啊！  

龍女：（接唱）見一位大冒善良，感是觀音現祥光。  

張母：（夾白）姑娘你湖說什麼？是你昏倒在我家門口，我扶你不動，來來，你自己

出點力，我扶你起來這坐著。  

龍女：多謝伯母。（掙扎起身坐下）  

張母：姑娘你這坐一下，再喝點水，我來看有什麼東西給你吃……  

龍女：這……多謝伯母。  

張母：不用客氣！你渾身軟綿綿的，肚子一定很餓，你稍等一下。（虛下，龍女隨後

偷看，再回座，張母重上）姑娘，沒什麼好吃的，這半個饅頭你隨便吃點，

昨天那隻於如果沒放回去就好了……。  

龍女：（暗笑）多謝伯母，這就很好了。（吃介）  

張母：慢慢吃，配點水，不要被噎著了。  

龍女：（吃完、起身下拜）多謝伯母救命之恩，請受我一拜。  

張母：（連忙扶起）不要這樣！不要這樣！你一個女孩子，怎會流落至此？  

龍女：伯母啊（唱）  

   家住溪山清河頭，小女子名叫龍錦荷。  

   只為大雨釀災禍，一家大小墮波濤。  

   阮隨波逐流失方向，不知何處避風波。  

   幸遇伯母伸援手，受我一拜不算多。（再拜）  

張母：（扶起）原來如此，那場大宇真是可怕，那這樣，你今後有什麼打算？有沒有

親戚這在什麼地方？  

龍女：我自幼不曾離開我們那個村莊，親戚朋友都住在彼，大家都被水沖散了……

（大哭起來）  

張母：別傷心！別傷心！不然……你若是不棄嫌，就先住在我家，我家只有我和兒

子一起住，阮子是個古意人，你可以安心住下，以後再探聽你親人的消息，

你看好不好？  

龍女：若能如此，伯母就是我的再造父母了，再受我一拜！（再拜）  

張母：別拜了！別拜了！  

龍女：只是，我是個女孩兒家，若跟令郎同住在一起……  

張母：是啊……不然這樣，你若無棄嫌，就拜我做義母，咱們就住在一起，也比較

方便。  

龍女：如此一母請上，受我一拜！  

   （唱）好似大海一孤舟，蒼茫之中見明光。  

張母：（接唱）  

   夫君死後難失依傍，孤兒寡母難說悽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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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有女相為伴，也是上蒼安慰我年邁人。  

   （挽龍女下，龍女復上，四周看看）  

龍女：（接唱）真是家徒四壁無長物，想一個方法來幫忙。（下）  

源義：（上唱）許家的事情怎會這樣多，每日忙到起更時。  

   自我失怙母失明，每日心頭憂思纏。  

   生活困苦失卻聖賢志，身為長工賺無錢。  

   前程不知在哪裡？遑論光宗耀門楣。  

   （到家門前）  

   （唱）放下憂思換笑臉，免得母親天愁眉。  

龍女：（內白）義母你休息就好，晚餐我來傳就好，（上）廚房真正沒什麼菜，不如

我去摘些野菜……  

   （源義正要敲門，張口未言，龍女開門，二人相看，背恭同唱）  

龍女：昨晚不能看清楚，果然翩翩一少年。  

源義：我家中出現一位美天仙，看得源義神魂迷。  

   （龍女往裡讓，源義邊看便進門，邊說）娘，我回來了。  

張母：（上，看）義兒你回來了，來來這坐一下，錦荷晚餐應該煮好了，我來去看看……  

龍女：娘！  

張母：哦！原來你在這裡……  

源義：娘，這是……  

張母：我都忘記給你介紹了，這是你的義妹，他昏倒在我們家，說是大火作水災，

他和她家裡的人被水沖散……  

源義：（驚覺）娘，你的眼睛看得見了？  

張母：啊！對啊！剛才錦荷說他去煮晚餐，叫我休息一下，我不知不覺就睡著了，

誰知道醒來就……真是謝天謝地！  

源義：對啊！謝天謝地！  

張母：這一定是錦荷給我們帶來的好運。來，義兒，快來見過你的義妹……  

源義：娘！我出門時還叫你不可隨便給人家開門……（看錦荷）不過這個不錯就……  

張母：你是胡亂講什麼？來見過你的義妹。  

源義：見過義妹。  

龍女：義兄。（兩人相視而笑）  

源義：妙啊！（唱）  

   她雙眼清澈似大海，好似哪裡曾看來。  

   一聲義兄紅唇啟，我十味雜陳新徘徊。  

   （將張母拉到一旁，白）母親！  

   （接唱）回頭將母親來怨懟。  

張母：（夾白）你說什麼？  

源義：（接唱）認做小妹我無將來。  

張母：（夾白）你這個孩子，今日講話怎這樣顛顛倒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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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義：（接唱）母親養我十八載，兒的心事你全不知。  

   我若對他有意愛，認做小妹怎樣結和諧？  

張母：（白）哈哈哈！傻孩子，你想要娶妻，娘最高興了，你難道沒聽過，吃緊會撞

破碗。又不是親小妹，哪有關係？慢慢來！來來來，你兩個見個禮，以後才

好講話。  

源義：是！小妹。  

龍女：義兄。（相視而笑）（唱）  

   他雙眼含情帶笑意，怎知我早已生情絲。  

   千言萬語難說起，我低頭不住弄羅衣。  

張母：（白）哈哈哈！天色不早，我來去吃飯吧！（三人同下）  

 

第四場 逼婚、允婚  

（內白）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送入洞房。  

（合唱）歡歡喜喜結連理，一對玉人比翼飛。  

    （源義、錦荷上）  

龍女：（唱）溫存體貼真情義。  

源義：（接唱）三生有幸得賢妻。  

   源義遂得平生願，今生今世不分離。  

   （白）我要來去了，你在家要小心，不相識的人敲門你不可以開門。  

龍女：是！你每次出門都說這句話。  

源義：你和母親都是女人，在家要小心。你又長得這麼漂亮……  

龍女：討厭！快去啦！  

源義：是！（下）  

龍女：（看源義下，唱）  

   相識相親已一年，情投意合甘又甜。  

   情不自禁婚姻允，忐忑不安心猶疑。  

   父王必然怒火起，母親思兒心傷悲。  

   動了凡心違仙理，我難捨張郎情綿綿。  

龍王太子：（內白）你也知道要煩惱嗎？  

龍女：（大驚）這……兄長。  

龍王太子：你還聽得出我的聲音啊？  

龍女：（撒嬌的）兄長！  

太子：在龍宮公主不做，在這裡洗衣煮飯，做得這麼高興。  

龍女：哥！  

太子：好了！好了！總算知道想家了──就回去吧！說報恩也抱夠了，說緣分──

你們，實在是無緣。  

龍女：這……  

太子：源義雖然善良，卻不具仙品，你們不會有結果的。趁早了結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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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女：可是張郎對我……  

太子：他是凡夫俗子，你兩人絕無將來，你是聰明的女孩子，你知道這是用的……  

龍女：可是我對張郎……  

太子：你若硬要留在他的身邊，只怕不只害了你自己，也會害了他，你若愛他，就

不該這樣害他……  

龍女：可是……  

張母：（內白）荷兒啊！（上）荷兒！  

龍女：我在這裡……  

太子：你好好想看，我走了。（下）  

龍女：（入門）娘，什麼事情？  

張母：沒事啦！我是想說你送義兒出門，怎麼都沒有回來。  

龍女：哦！我是在想說要來買什麼菜。  

張母：今天你剛新婚。（龍女羞介）不要太忙，今天我來去買菜就好。  

龍女：耶！那怎麼可以，不然我們一起去。  

（二人商量，許員外帶四心腹上。）  

許員外：（唱）本地的大財主就是我，全村一半課我吃飯和穿衫。  

      妻妾取了一打還不夠，又娶第十三個來作伴。  

心腹甲：（夾白）員外，你昨天才剛娶新某，不在家享受，來這要做什麼？  

許員外：（接唱）枉費我將你當心腹，我的心事你敢不知影？  

心腹甲：（夾白）這、這……（在旁邊數手指頭沉思）  

心腹乙：你今憨慢！員外，我知道！（接唱）我是心腹才正確，  

許員外：（接唱）你知你就說出來聽。  

心腹乙：（接唱）昨天的姨娘讓你擋不住，（許員外怒視之）  

心腹丙：（將乙拉開，接唱）只有我知道大爺怎會無心情。  

   （心腹甲乙要講話，被丁攔助）  

心腹丁：（對觀眾白）這句要讓我講，不然我都沒唱到。（對丙）不然你說說看。  

心腹丙：（接唱）昨天喜筵之上有聽講，咱家的長工娶了一個美妻世界第一趴！  

許員外：（喪氣的）唉！（眾人做明白狀）  

心腹甲：（白）原來大爺又有新目標。  

心腹乙：這叫吃一、夾二、看三、煩惱四。  

心腹丙：可是，已經是別人的某囉。  

許員外：唉！  

心腹丁：那那有要緊！（眾人期待的看著他）這我們先確定看傳言是不是真的，若

是真的，就是別人的也不緊，何況，是咱家常工的妻子。  

許員外：嗯！快，帶路！  

眾人：是！（暗下）  

   （龍女偕二洗衣婦上，龍女在前二婦在後）  

龍女：阿元嫂、阿金姐，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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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金：洗衣服又不好玩，你走那麼快做什麼啊！  

阿元嫂：就是啊！都成親了還像小孩一樣。  

錦荷：洗衣可以兼看風景，怎會不好玩。  

阿金：（與阿元嫂相視一笑）嗯！還可以玩水對不對？  

阿元嫂：自從他來這以後，咱們這裡就每天好像都再辦喜事一樣，大家都顯得高高

興興的。  

阿金：就是啊，什麼是他都好像很好玩的樣子……  

龍女：（回頭）快啊！  

阿金、阿元嫂：好！（三人同下，許員外隨上）  

四心腹：大爺！大爺！（四心腹一起拉住）  

許員外：（驚醒介）真正漂亮！真正漂亮！  

四心腹：漂亮哦！漂亮哦！  

許員外：這個我一定要！這個我一定要！  

心腹甲：可是，人已經有丈夫了。  

許員外：那有什麼關係！  

心腹乙：搶別人的老婆，王法不容……  

許員外：（回頭瞪他）你敢看過我怕過王法，有錢使鬼可推磨。  

心腹丙：可是你已經娶了十三個老婆……  

    （許員瞪丙，心腹丁打丙頭）  

心腹丁：你這是什麼心腹！真不懂事！員外十三個都在娶了，再娶一個有什麼關係？  

許員外：（滿意的點點頭）我這十三個老婆算是白娶了！去！去把張源義找來，說我

十三個老婆換他這一個！  

心腹丙：這麼好！我也要換。  

許員外：嗯！（不屑的）不然你是要拿什麼跟我換？啊……快！快去！  

心腹丙：不然是要去哪裡？  

許員外：去把張源義叫來見我！  

心腹甲：是！（眾人正要離開，突然發現龍女與二洗衣婦回來，許員外等人連忙躲

在一旁，龍女等人下場）  

許員外：我等不及了！（對心腹乙）你去待張源義來見我，我們先跟了去！（眾人

隨下）  

龍女：（上）娘，我回來了！  

張母：（上，開門）你回來了，快進來休息一下。  

龍女：好！  

   （龍女入內放下盆子，張母正要關門，許員外等人已經闖入。）  

張母：你們是誰！  

許員外：告訴他們，我是誰。  

心腹甲：你不認識他哦！他就是你們的衣食父母……  

心腹丙：衣食父母是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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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腹丁：許員外！  

張母：原來是許員外，  

龍女：（復上，見許員外等人大驚！）這、怎會如此！  

張母：源義已經去上工了，不知員外來此做什麼？  

心腹甲：我們員外看上你的媳婦，說要……員外，要給他們多少？  

許員外：我給你們一千兩銀子做聘金，妳們不用太感動！  

張母：一萬兩也不行，錦荷是我的媳婦，哪有人嫁媳婦的。  

心腹乙：人家不要耶……  

許員外：啥！給他錢還不要……好啦！你要一萬就一萬……  

僕役丙：一萬兩你要不要……  

張母：你胡說什麼？我不是已經告訴你我們不要錢。  

許員外：錢你不要？不然這樣，我十三個妾跟你換……  

張母：你是胡說什麼！  

   （心腹乙帶源義上）  

源義：（慌上，唱）突然煞星從天降，頓時一陣心驚慌。  

  （入門，白）母親！  

心腹乙：員外，這個就是張源義。  

許員外：哦！少年的，你老的說不清楚，你年輕人比較好講道理，你跟他講。  

心腹甲：張源義，大爺看上你妻子，說要用一萬兩做聘金。  

源義：哼！誰稀罕你的錢。  

許員外：不稀罕……  

心腹丙：不然員外要用他十三個妾跟你換……  

許員外：（熱切的）對、對！  

源義：真是無恥之徒！  

許員外：你、好！你如果不答應，我就把你辭投路，讓你們沒飯吃！哼！我們走！  

龍女：（闖上）慢著！我答應你！  

源義：你、  

張母：荷兒，你敢是瘋了！  

龍女：（對許員外）我答應你，但是你也要說到做到，我要人、也要錢！  

許員外：沒問題，我明天就把一萬兩黃金和十三個妾都扛來。  

龍女：誰要你十三個妾，我要你的女兒！  

許員外：啥！那是我的心肝寶貝，不能跟你換。  

龍女：哦！員外也知道捨不得！  

許員外：當然，不行！  

龍女：員外，你看我源義兄生得好人才，你的女兒嫁他，也不錯啊！萬兩黃金給你

心愛得女兒做嫁粧，也應該啊！  

源義：你……  

許員外：（端詳源義）嗯！不錯！不錯！張源義，本來你是不夠資格給我女婿，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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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在我未來的妻子的面子上，我就答應你，來來……（走向龍女）咱們回去。 

龍女：（躲開）哼！我啟是隨便的女人，這樣就要把我帶走。  

許員外：不然你是要怎樣？  

龍女：（唱）先選定良辰與吉日，萬兩黃金要傳整齊。  

    嫁粧要用車輛與馬匹，風風光光嫁女兒。  

許員外：（夾白）好啦！好啦！嘿！我女兒嫁過來，你呢？  

龍女：我！（唱）為保障我將來生活能好過，你搶來的妻妾要全放回。  

許員外：好啦！好啦！  

龍女：（接唱）等你女兒來出嫁，我就坐他的花較回你得家。  

源義：（夾白）不行！不行！  

龍女：（接唱）如此今天你且先退，待我好好勸說癡情兒。  

許員外：好好……（偕四心腹下）  

源義：你、你……我們昨天才成親、你、你……  

龍女：（唱）哎喲怎忍面對我的好夫郎，為妻為你解心疑。  

   夫君哪！你暫且按下滿腹的怒火，  

張母：（夾白）怎麼變成這樣，怎麼變成這樣……  

龍女：（接唱）母親也不用淚淋漓。  

   女而只是用了一個緩兵計，  

張母、源義：（夾白）緩兵計！  

龍女：嗯！（接唱）母親哪！許家在地方上有權勢，與他對抗咱憑什麼？  

   因此設計先將他退，我們再慢慢找尋脫身良機。  

張母：這樣啊……  

源義：你胡說，你跟他說得清清楚楚，怎會是什麼緩兵之計？  

龍女：（背唱）阮為他逗留人間不忍去，難道果然害了伊。  

   （回身）錦荷若將君連累，辜負母親恨綿綿。  

源義：（夾白）這……但是……  

龍女：（接唱）聽說許家小姐人品，與你匹配有相宜。  

源義：（夾白）我只要你一人。  

龍女：（接唱）也有黃金萬兩可安家，  

源義：（夾白）我也不要黃金萬兩。  

龍女：（接唱）到時你們還有馬匹可逃離。  

張母：（夾白）我們逃離，你呢？  

龍女：我……（接唱）女兒自有脫身計，  

源義：（接唱）你分明謊言將我欺。  

龍女：（夾白）這……  

源義：（接唱）我堂堂男兒頂天立地，怎能為保自身賣妻兒。  

   就算你有錢又有勢，我們也不能認人欺。  

   我即刻官府去報備，官府必會將公理來主持。  



 11

龍女：（接唱）許家前才從何來？他勾結官府你敢不知？  

張母：（夾白）你到底有何脫身之計？  

龍女：這……許家的花園有一條溪水流過，我自幼住在水邊，我可以藉水路逃走。  

張母：這樣太危險了。  

龍女：你放心，你只要在水源頭等我。  

源義：那許家的小姐怎麼辦？  

龍女：你娶了人家就要負責啊！  

源義：你、我不娶。  

龍女：許家的小姐品貌雙全，跟他的父親全然不同，你只要向對我這樣對他就好。  

張母：你怎麼知道那麼多？  

龍女：我……是阿元嫂跟我講的。  

源義：我絕不娶別人。  

張母：可是，若有許家小姐跟我們在一起，許家就不敢把我們怎麼樣了。  

源義：這樣做太卑鄙了！  

龍女：那你就好好對待人家啊！  

源義：錦荷！  

龍女：不然，你也可以把人家認做小妹，將來幫她找一個婆家……  

源義：你！  

   （龍女躲到張母身後。）  

張母：好了！好了！我們也沒有更好的辦法，暫時這樣決定。這幾天，我們先想看

看可以躲到哪裡去。  

源義：娘！這樣跟人家會妻子，太奇怪了！錦荷嫁過去，太危險了！  

張母：是這樣沒錯……可是，你有什麼更好的辦法嗎？  

源義：我們連夜逃走。  

張母：許員外不會放過我們。  

源義：錦荷若跳水逃走，許員外難道會放過我們？  

張母：這……  

龍女：我就裝作跳水自盡。  

張母：不行啊！  

龍女：娘，是假的。  

張母：這……  

源義：他們若找不到你的屍體，難道會放過我們？  

龍女：我們已經逃走了，更何況，許家小姐會幫我們。  

源義：我堂堂男子漢，竟然保護不了妻子，我去跟他同歸於盡！  

龍女：你去同歸於盡，我和娘怎麼辦？  

源義：這……  

張母：對啦，我們先想好後路要緊！  

源義：這……（三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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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 訣別  

場景 錦荷繡房  

時間 婚禮前夕  

人物 龍女、源義  

（婚禮前夕，源義坐在桌旁，背對觀眾，錦荷捧酒上。）  

龍女：（唱）斷腸之酒捧在手，萬般滋味在心頭。  

     為君前程該設想，狠心斷絕諸緣由。  

     阮為郎君願承受，往日歡情獨自收。  

     船到江心難回首，風浪若起怎罷休。  

源義：（迎上，白）錦荷。  

   （唱）往日笑語常在耳，今日因何鎖雙眉。  

龍女：（接唱）明知故問壞兄長，枉我一片情意癡。  

源義：只為心頭多有愧，是我無能護嬌妻。  

龍女：（白）別這樣啊！遇到這種事，也不是你願意的……這杯酒你先喝下，我有話

要跟你說。  

源義：有話說就說，何必先喝酒……何況，我們本來也不喝酒的。  

龍女：你喝就是了嘛！  

源義：（盯著龍女）好！（源義飲酒，昏倒，龍女將源義扶到床上。）  

龍女：（退，唱）  

   錦荷一時魂魄斷，他無知喝下忘魂湯。  

   要續前緣全無用，就算來生不可能。  

   世上再無錦荷女，只有許氏賢妻掌門庭。  

   安心將咱的母親來奉敬，將來科場必揚名。  

   （夾白）你就好好照我的安排……（再退至門口）  

   我知郎君情分重，怎忍害你受拖磨。  

   迷酒助你得解脫，從此忘卻阮的名。  

   （出門，回頭）  

   三步難捨回頭看，叫聲郎君疼心肝。  

   別後莫將切牽掛，過去當他夢一般。  

   （衝到床前抱住，白）張郎！  

   （龍女起身，再退，愈走，源義拉住龍女衣角，龍女一驚）  

   你……  

源義：你當我是傻子嗎？酒我沒喝。（接唱）  

   偺初次見面就心相映，巧設迷酒我是怎設想？  

   有話就該當面講，不枉結縭同鴛帳。  

   說什麼來生也無望，說什麼過去夢一場？  

   （沉思、大驚）  

   莫非你另外有打算，莫非你、你真想作員外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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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女：（接唱）唉呀他含怒帶怨來責怪，我洩露天機又怕惹禍災。  

源義：（夾白）說啊！  

龍女：（接唱）事到如今難排解，我費盡苦心他全不知。  

源義：（夾白）你不說，我怎麼會知？  

龍女：（接唱）轉眼已經過一載，你心口的溫暖我猶記來。  

莽撞將我抱滿懷。  

源義：（夾白）我哪有！  

龍女：你都忘了！（接唱）  

   我在大海多自在，你怎好羅網隨意開。  

   落你網中任你宰，你怎好將我抱滿懷……  

源義：你是……一年前……這、這怎有可能？  

龍女：（接唱）我本是東海龍王掌上珠，乘浪遊戲到人間，  

   突見魚群遭危難，挺身相救也當然。  

   只怪我不該偷眼看，一時失神脫身難……  

源義：（白）哦！謝天謝地！  

龍女：你謝什麼？  

源義：（接唱）若非天地有保佑，娘子險成桌上餐。  

龍女：一來是報答母親心良善，助她重見光明得康健，   

   二來是為你心海起波瀾，撇下爹娘入塵凡。  

   深情如濤怎安撫，凡心已動豈等閒？  

   大不該應允拜堂成姻眷，惹惱父王旨意傳。  

   偏遇著虎狼來逼迫，因愛成災恨綿綿。  

   也是郎君機運轉，趁機為君覓得財富與妻賢。  

   可嘆你我緣分淺，緣盡也該回本源。  

   感君多情徒遺憾，特地討來忘魂泉。  

源義：（白）忘魂泉，那是什麼？  

龍女：從閻王那裡要來的，喝下去，你就會把我忘了。  

源義：為何要我把你忘了？  

龍女：（唱）哎喲忘卻花朝與月夕，忘卻倚門盼歸期。  

   忘卻餐桌共笑語，忘卻樹下深井邊。  

   忘卻燈前論詩句，忘卻臨風賦新詞。  

   忘卻花堂拜慈顏，忘卻海邊曾相遇，  

   忘卻錦荷的名字，  

源義：（接唱）我緊抱賢妻不放開。  

龍女：（夾白）你聽我，你堂堂丈夫，不可以太任性。  

源義：（白）真是胡言亂語！  

   （接唱）分明是你自投我的羅網，要我放手難上難？  

       真情刻骨銘心記，怎忍讓我喝下忘魂泉？  



 14

   （白）你要我喝忘魂泉，你呢？  

龍女：我、我……  

源義：你若肯喝，我就呵！  

龍女：我……我喝……（端起欲喝，酒杯不慎摔落。）  

源義：你也不願望卻對不對？  

   （唱）分明忘卻你也不願，何必逼我喝靈泉？  

龍女：（夾白）喝下去，你就不會為相思所苦。  

源義：（接唱）你也知相思苦折磨，何不留下我們共渡難關。  

龍女：（夾白）仙凡殊途，我們……不可能。  

   （接唱）勸君莫要多留戀，仙凡殊途難周全。  

       勉強留下成災難，連累情郎心怎安。  

       郎君，將來只要郎君一聲喚，便能安慰我癡心間。  

源義：（接唱）我不要許家賢小姐，不要富貴與金銀。  

      就算今生緣已盡，倩影在心足慰終生。  

龍女：（接唱）郎君癡情我心碎，無計可以慰癡情。  

   郎君哪，母親在堂需奉養，千萬珍重有用身。  

   你今後善行修心性，也許相逢在仙庭。  

源義：（夾白）這又是你的緩兵之計。  

龍女：郎君！許家小姐重情義，定會助你渡此難關。  

源義：（唱）迂闊之言難憑信，只知放手便失卻你的身。  

龍女：（接唱）若得真情常相印，何須朝朝與暮暮情？  

   我回龍宮將你等，千年等待我唯一的郎君。  

 

第五場：回歸  

場景：洞房中  

時間：夜晚  

人物：龍女、許員外、媒人、心腹甲乙丙丁、路人數人、許家家丁僕役  

眾人：來哦！許員外娶十四姨，擺下流水席，許員外難得這麼大方，大家趕快去吃

哦！  

眾人：走走走……  

   （鑼鼓喧天，兩頂花轎交錯而過。）  

內白：一拜天地、二拜花堂、夫妻交拜，送入洞房。  

   （後台傳出飲酒生，媒人領龍女上，入洞房）  

龍女：（揭開蓋頭，唱）  

   金碧輝煌凍房內，全是不義之財。  

媒人：十四姨啊！你管這錢財怎麼來的，你只要知道怎麼讓許員外歡喜，前就會到

你這裡來了。  

龍女：哼！（接唱）他全無真情與真愛，過不了幾天便移了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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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路邊若再看見新菜色，十五、十六一個一個抬進來。  

媒人：（夾白）我幫他把喜歡的女孩抬回來，也是讓他們過好日子啊！我也算做好事

呢！  

龍女（接唱）不只打散幾對鴛鴦與恩愛，報應去到地獄你就知。  

媒人：（白）哦！我好心勸你，你反而詛咒我，真是好新給雷親。  

   （四心腹扶許員外上，錦荷重新蓋上蓋頭坐在床邊）  

許員外：來來來，新娘在哪裡啊……  

四心腹：在這裡、在這裡。（進房）  

媒人：員外哦！在這裡，我牽你走。  

   （兩人來到錦荷面前）  

許員外：嘿嘿嘿！美人，你等很久了哦！我來囉……  

龍女：且慢！要掀蓋頭，要掀喝交杯酒。  

許員外：對對對！先喝交杯酒。來人啊！  

   （心腹甲送上交杯酒）  

媒人：來哦！新娘喝下交杯酒，歡歡喜喜作牽手。  

龍女：酒杯太小，我是海量，最好整甕拿來喝！  

許員外：沒問題、沒問題，快去整甕酒都抬來。  

心腹乙：是！是！是！（與心腹丙下，隨即台上一罈酒）  

心腹乙、丙：酒來了、酒來了！  

許員外：（一看皺眉）這是什麼酒？  

心腹丙：啤酒！  

許員外：新娘子要喝醉上等的酒。  

心腹丙：啊就不知道怎樣，酒窖裡的酒都只剩下這種。而且這也不錯啊，啤酒是我

們台灣的名產……  

許員外：不然你是不會再去買……  

心腹丁：（拉開丙）是、是……  

龍女：員外。  

許員外：喂……  

龍女：不要緊，快拿來我喝。  

許員外：好好好！還不快抬過去。  

   （心腹乙、丙抬酒到龍女面前，揭開蓋子，啤酒氣泡不斷冒出，龍女作法，

拋出彩帶，舞動，許員外、媒人、四心腹隨之起舞）  

許員外：救命哦！  

心腹丁：老爺我來囉！（抱住許員外，龍女再舞動彩帶，眾人四散）  

龍女：（唱）惡貫滿盈遭報應，上天借我懲兇頑。  

     一場大水家財散，印證天到有循環。  

   （龍王太子引蝦兵蟹將上，迎龍女回歸）  

眾人合唱：迷途女兒今知返，回歸大海了塵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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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女：塵緣欲了何曾了，真情纏綿天地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