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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編京劇【伍員求劍】 

劇情大綱 

 

  吳國為出兵楚國急召伍子胥，怎知當前吳國武力不及楚國，尤其楚國握有太

阿寶劍，更使楚國如虎添翼。伍子胥為報楚王滅族之仇已隱忍多時，無奈鑄劍名

師歐冶子早逝，為了能早日出兵伐楚，他決心深入山林尋訪其弟子──干將，以

求鑄寳劍助吳伐楚。 

  幸得干將與莫邪相知相惜，讓鑄劍一事有了曙光，豈料鑄劍之路難上難，鐵

石不易銷融，為成全志願，莫邪以自己性命幫助干將鍛鑄；又豈料劍成之日，干

將也為寶劍犧牲性命。 
  當初為從楚國脫逃，伍子胥已得需多人相助，並犧牲許多人性命，如今莫邪

貌似妻子，與干將更如手足，當他們也一並犧牲後，無非是重重給了伍子胥一擊。

可是肩頭上所背負的責任卻束縛了他，當他回首過往時，不禁懷疑自己所堅持的 

一切是否是正確的。 

 

 

人物：伍子胥   吳國將軍 

   吹簫男子  伍子胥的影子或作內心之音 

   干將    鑄劍師 

   莫邪    干將之妻 

   吳王    吳王闔閭 

 

 

 

第一場：憶昔 

 

（夜，虛幻飄邈的江邊，男子坐一石上吹簫。） 

（簫聲幽幽地響起，伍員像是在練劍又像在掃除心魔般地舞動劍。） 

 

男子：（唱） 

   幾重山水，環顧邈冥冥， 

   幾多心事，如幻影隨形。 

 

伍員：（唱） 

   蕭蕭風來彈劍影， 

   揮舞東西展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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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劍氣沖霄破霾陰， 

   透露明月照冷清。 

   悄步移，驀地迴轉，劃寒風， 

   轉瞬間，數片落葉，飄零丁。 

   無情風來愁髮鬢， 

   散落眼前欲不聞， 

   有誰知，黯夜相隨，人難醒， 

   滅得火燭，滅不得月光， 

   白髮孤影照分明。 

 

（吹簫男子停止吹奏。） 

 

男子：先生的氣息亂了。 

 

伍員：哪裡亂了？（繼續練劍） 

 

男子：先生的心亂了。 

 

伍員：不許胡說。（將劍指著男子） 

 

男子：怎麼？先生在害怕什麼？ 

 

伍員：…… 

 

男子：到底這裏還只有你我二人，先生不講，豈不是將滿腹愁緒壓在喉頭，折騰 

   著自個兒麼！ 

 

伍員：（唱） 

   恍若是，一身傷心，映明鏡，  

   愈藏隱，無奈卻是，愈分明。  

   那年，老漁翁乘著一葉扁舟，就是在如此江月之中，飛網亂篩明月影，好 

不快活！還有個大姐，浣紗江邊，也是同如此夜景。 

 

男子：還記得，當時老漁翁助先生渡江，躲過楚兵；大姐賞飯，使先生免受飢苦… 

   只是他們二人卻已隨江水浮沉而去。 

 

伍員：自那時起，我便夜夜來此江邊，十餘年來不敢相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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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無奈浮沉的又何只他二人！ 

 

伍員：望此江月，即使四時交替、世事無常，多少年來，皆是如此。 

 

男子：有時候變了，只是無人知曉。看這些箇枯葉飄落，輕蕩水波，景色都模糊 

   了。 

  

（水光波動蕩起漣漪） 

（伍員又重拾寶劍，但卻已然亂舞。） 

 

伍員：（唱） 

   還以為、景色依舊、不曾變， 

   有誰知、過往處、翻覆若波瀾。 

   似眼前、風襲落葉、聚又散， 

   輕泛起、水漣漪、飄盪在水間。 

   舊時明月影斑殘， 

   隱隱閃閃紛紛亂。 

    

男子：亂了。 

 

伍員：住口！（朝男子走去） 

 

男子：一切都亂了。（男子消失） 

 

伍員：你在哪裡？出來，快出來！ 

 

（簫聲轉為緊張詭異並加入鼓聲，引出了幕後陣陣伐楚聲，燈光凝聚在伍子胥身

上，時空轉換快速，吳王取代吹簫男子的位置，伍子胥陷入慌亂，直到吳王的叫

喚，才讓伍子胥回過神來。） 

 

吳王：伍子胥聽令，立即召喚各路將領，準備伐楚！ 

 

伍員：大王，萬萬不可！憑現在的吳國，恐怕… 

 

吳王：恐怕什麼？將軍應該是比任何人都想要攻伐楚國不是？ 

 

（回憶：舞台一角出現伍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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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尚：子胥，能對付楚王的只有你了！ 

 

伍員：兄長！ 

 

伍尚：愚兄無能，只能赴郢都以殉父為孝；而以賢弟的才智，理應投奔他國， 

   以報仇為孝。從今而後，你我兄弟二人各行孝道！（轉身消失） 

 

伍員：大王呀！子胥既為楚國亡臣，投奔至此，便十分曉得兩國優劣。楚國之 

   強，實則強在懂得利用精銳的兵器，尤其楚王手中握有太阿劍，此劍一出， 

   威力橫掃千軍。吳國武備雖不弱，惟獨…獨缺少寶劍助我神威啊！ 

 

吳王：恩…，將軍可有辦法？ 

 

（回憶：賈氏出場，身披紅紗巾。） 

 

伍員：呀！夫人。前有江水阻路，後有楚兵，這可怎麼才好？ 

 

賈氏：妾身既不能文，又不能武，若是繼續隨夫君同行，必是拖累夫君。 

 

伍員：你我夫妻，怎能置妳於不顧？…阿！夫人小心！（拿起劍對空氣筆劃） 

 

賈氏：夫君，這把寶劍豈能只保護妾身一人！（投江，下場，水波投影） 

 

伍員：夫人── 

 

吳王：伍將軍！你在想什麼？ 

 

伍員：寶劍… 

 

吳王：寶劍如何？ 

 

伍員：稟大王，子胥在楚之時與鑄劍名師歐冶子互有來往，聞得有名傳人，名為 

   干將，隱於山林。子胥不才，願往求劍。 

 

吳王：如此甚好，若得寶劍，必增國威。成就霸業，又有何難？等待劍成之日， 

   亦是伐楚之時！哈哈哈哈哈哈…. 

 

（吳王轉身下場，周圍燈光漸暗，只獨照伍子胥。） 



 5

 

伍員：等待劍成之日，亦是伐楚之時！父親，你聽見了麼？兄長，你聽見了麼？ 

   夫人….你聽見了麼？ 

     

（賈氏身上的紅紗巾緩緩飄落，並配合水流波動的光影和聲音。） 

 

伍員：（唱） 

   聲聲喚、聲聲喚、卻換無語， 

   想滴滴、唸滴滴、無盡思憶。 

   不自覺、兩淚縱橫、劍上滴， 

   頃刻間、一生夙願、寄劍裡。 

 

（簫聲響起，男子上。） 

 

男子：（唱） 

   何處飄來紅紗綾， 

   輕薄不堪寒風勁。 

   好似落英離花身， 

   飄飄何處尋依存？ 

 

（男子撿起紅紗巾。莫邪上，與賈氏同一人扮演，男子替他披上紅紗巾後下場，

伍子胥仍留場上，接第二場。） 

    

 

 

 

第二場：尋劍 

  

（深山河邊，莫邪清洗著鐵石） 

 

莫邪：（唱） 

   春去秋來似無形， 

   何處無不留蹤影， 

   曾經繁華春裡生， 

   秋意濃時化落英。 

   再看鐵石淘洗盡， 

   滄桑處裡藏煙塵。 

   只盼流水轉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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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獲新生在山林。 

 

伍員：（唱）     

   千里路途崎嶇行， 

   峰迴路轉疑無村， 

   尋覓山林反被山林困， 

   煙波矇矓更不清。 

   恍惚間、水光飄紅影， 

   在水一方、似落英。 

   霎時遠、霎時近， 

   霎時現、霎時隱。 

   疑是夢中影、喚起舊時情， 

   卻若水中花、觸不著、看不清。 

 

（伍員一邊追尋影子，一邊與之對唱，莫邪看不見伍員，但兩人動作互相應和） 

 

莫邪：（唱） 

   向來是空山寂靜， 

   為何今日裡、煙波深處、起浮塵？ 

   溯游而上，輕步前行， 

   在水一方似有情。 

 

伍員：（唱） 

   似花非花、欲辨清， 

   似夢非夢、難分明。 

 

莫邪：（唱） 

   幽幽雙眸、幾多心事、探不盡， 

   望穿秋水、似盼著、舊人相應。 

 

伍員：夫人…… 

 

莫邪：老先生？ 

 

伍員：啊？ 

    

莫邪：老先生，我們可曾相識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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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員：（唱） 

   還以為、相看間、猶是當年形， 

   如昨夜、夢裡相會、笑談舊時景。 

   待她喚得一聲老先生， 

   才驚覺、落英已去、是人多情。 

   我也曾是、七尺男兒、抱凌雲 

   一夕間、慘遭橫禍、轉運命 

   想當初、為過昭關、一夜白髮， 

   曉得我、衰老身外、壯志在心。 

   嘆流光似水不曾停， 

   多少滄桑愁髮鬢。 

   如今是、華髮蒼顏、年華消盡， 

   空留我、獨看江水、對殘影。 

 

莫邪：（唱）    

   為何他、柔情未褪、又發悲情？ 

   恍若有、千萬語、心中藏隱。 

   老先生，您的臉色差了，不如在這裡歇會兒吧。 

 

伍員：不礙事的。 

 

莫邪：想這山林間，鮮少有人來往，老先生為何隻身來此？ 

 

伍員：只不過來此尋人罷了。 

 

莫邪：尋人？莫非先生是將我誤認為所尋之人，才會如此── 

 

伍員：非也，請姑娘休見怪。  

 

莫邪：可你的神情卻不是如此。 

 

伍員：我麼…是感嘆逝者如江河，一去不能返。 

 

莫邪：多少人無不感慨？可是水流復海，海又分流，已是定律，傷悲又有何用？ 

   不如珍惜眼前景才是。 

 

伍員：是阿，應該珍惜眼前景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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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邪：對了，老先生，不知你要尋的是什麼樣的人呢？ 

 

伍員：我與所尋之人並不曾見過，但知此人乃鑄劍之人，應該不難尋得。 

 

莫邪：鑄劍之人……！老先生雖然說是來尋人，但帶劍入山可不是件尋常事。 

 

伍員：此劍乃我家傳之寶，向來是劍不離人，人不離劍。 

 

莫邪：這把劍？不知可否借先生寶劍一看！ 

 

伍員：無妨。 

 

莫邪：呀！這箇是…，干將若看到此劍，定是十分歡喜。 

 

伍員：干將？姑娘認識干將？ 

 

莫邪：認識。 

 

伍員：借問姑娘是….？ 

 

莫邪：實不相瞞，我乃干將之妻，莫邪。 

 

伍員：原來你是…干將之妻！ 

 

莫邪：能配得此劍的普天之下，就只有一人了。若我猜得沒錯，您應該就是伍子 

   胥將軍吧！ 

 

伍員：你知道我麼？ 

 

莫邪：莫邪曾聽師父提起過… 

   （唱） 

   英雄少年仗俠劍， 

   傲骨一身志不凡。 

 

伍員：如今我卻不是那個模樣了…… 

 

莫邪：（唱） 

   暮雲雖將青山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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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崢嶸之勢在雲端。 

    

伍員：（思考貌）崢嶸之勢…… 

 

莫邪：將軍特來此地是為了尋找干將麼？ 

 

伍員：喔，歐冶子與我交情甚篤，並多有關照，得知有一徒弟，特來拜訪。 

 

莫邪：干將與我早已仰慕將軍多時，今日定要好好招呼將軍！ 

 

伍員：如此，請莫邪帶路了。 

 

莫邪：將軍，這邊請走。 

 

（二人下，接第三場） 

 

 

 

第三場：求劍 

 

（干將家） 

 

干將：（唱） 

   三尺龍泉、一壺酒， 

   斜暉滿山、映白鷗， 

   山伴鷗來、劍伴酒， 

   相看無言、又一秋。 

 

莫邪：夫君，我回來了。 

 

干將：回來就好，怎麼淘洗鐵石需花費這麼久的時辰呢？ 

 

莫邪：你可知道我遇著誰來了？ 

 

干將：誰？喔，想必是隔壁的老樵夫纏著你要酒喝吧？ 

 

莫邪：是不是樵夫，你看了不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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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將：喔？這位是……？ 

 

伍員：在下伍子胥！ 

 

干將：什麼？伍子胥！可是那位伍子胥麼？ 

   （唱） 

   鄉野間、俱傳言 

   他為過昭關夜無眠， 

   換得白髮轉周全， 

   還以為無非是街里巷談， 

   今日一見是果然。 

   吾師也曾對我言， 

   說他氣宇軒昂、一身肝膽， 

   這般如此，如此這般， 

   他、他、他不幸亡走天涯間， 

   曲折入吳血淚含， 

   雖說白首不掩英雄面， 

   一身滄桑化眼前。 

 

莫邪：夫君，你瞧這把劍！ 

 

干將：這….可是吾師歐冶子所鑄的七星寶劍？ 

 

伍員：歐冶子正是我的故友。 

 

干將：師父…… 

   （唱） 

   見了此劍心感念， 

   撫其形、細數七星、如見恩師顏。 

   師徒緣、篤定在、對劍痴戀， 

   緣生滅、卻也在、鍛鑄之間。 

   劍影映照白首面， 

   忽看卻若吾師顏， 

   念師之情悄移轉， 

   隨境化遷續前緣。 

   果真是伍子胥，伍將軍！莫邪，快快準備酒食！ 

 

（莫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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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將：伍將軍，請！   

 

伍員：請。 

 

干將：師父曾向干將說道伍將軍是難得的忠義之士阿。 

 

伍員：我只是客居吳國的異鄉客，何來忠義之美名？ 

 

干將：楚王暴行，天下盡知。將軍因家仇在身，楚國又不能容，故而投奔吳國。 

   雖是如此，但盡心盡力，造福我吳國百姓。干將雖是粗鄙之人，也曉得這 

   樣的大忠大義。 

 

伍員：常言道：知己難求，我伍子胥今日能結識干將，也是不枉此生了！  

 

（莫邪端酒菜上） 

 

干將：哈哈哈，將軍言重了。來，喝酒！ 

 

伍員：干將既有如此見識，子胥有一事相求。 

 

干將：將軍別這麼客氣，有事且可直說。 

 

伍員：眼看今日吳國日盛，本該乘勢出兵攻伐楚國，只可惜…. 

 

干將：可惜什麼？ 

 

伍員：可惜楚國有太阿鎮國之劍，我國實力不及啊！ 

 

干將：太阿乃天下第一神劍，威力確是令人懼怕。 

 

伍員：無奈歐冶子早逝，所以子胥跋山涉水，特來拜訪，為的就是請干將你為 

   吳國造劍。 

 

莫邪：這…..（心驚，與干將交換眼神） 

 

干將：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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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員：是不是有什麼難處啊？ 

 

干將：不瞞將軍，我早已不鑄劍了。 

 

伍員：喔？若是如此，莫邪何須淘洗鐵石？若不鑄劍，為何屋外尚留有模具？ 

 

干將：那不過是干將愛劍，作來賞玩罷了。 

 

伍員：想不到歐冶子一生為了天下太平鑄劍，而你卻是為賞玩而鑄劍？ 

 

干將：將軍我…… 

 

伍員：罷了，想我本不該勉強他人之志，多謝款待，子胥先告辭了。 

 

干將：（唱） 

   聽他言、好似我無鴻鵠志， 

   不料想、黃蓮苦味、自家知。 

   想吾師、臨終前、指天立誓， 

   令徒兒、返山林、休戀華枝。 

   無奈是、今昔人影、交相織，  

   是守誓？是背誓？ 

   何人言是？矛盾相刺。 

   哎呀！將軍且慢。 

   前人雖死不違志， 

   縱知前途將成骴。 

   一身技藝傳樸質， 

   無非只為太平世。 

   干將雖無有吾師之才，但願為吳國效力。 

 

伍員：這才是大丈夫之言！ 

 

莫邪：（唱） 

   忽聞他言來求劍， 

   往事歷歷心膽寒。 

   不想雲煙再洄瀾， 

   巧玄機望夫思返。 

   看你二人相談甚歡，莫邪也來舞劍助興！（取劍起舞） 

   提劍起舞身法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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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君入甕手足間。 

    

干將：娘子舞劍甚是絕妙，看得我也起興致了！伍將軍，借你寶劍一用！ 

 

（拿了七星寶劍馬上加入莫邪，伍子胥雖不舞劍，但三人共舞，分述三段心情。） 

 

干將：（唱） 

   三杯拂劍舞河漢， 

   揮灑浮雲凌九天。 

   今朝決意成鍛鍊， 

   換得一世太平年。 

 

伍員：（唱） 

   腰下龍泉空中旋， 

   飛躍天涯入九泉， 

   地下有知共宿願， 

   寄望所在比劃間。 

     

干將：娘子來啊！ 

   （唱） 

   看我氣勢如虹、急擊步、騰空刺劍， 

   劍若飛凰、快如電。 

 

莫邪：接招了。 

   （唱） 

   我這裡、腕花弓步、反撩掀， 

   剛柔並濟破驚險。 

 

干將：（唱） 

   速迴轉、持劍再向前， 

   提形升點、飛龍在天。 

 

莫邪：（唱） 

   轉身雲接劍， 

   返掃一線天。 

   切勿將志顯， 

   回首是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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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員：（唱） 

   招招使來有計算， 

   進退快慢似有言。 

 

干將：哈哈哈，我輸了，我輸了。今晚著實令人開心阿！來，喝酒！…怎麼，壺 

   裡無酒了？娘子，招呼伍將軍。待我再去取酒！。（下） 

 

莫邪：伍將軍，請。 

 

伍員：莫邪，看你們夫妻舞劍甚是巧妙！ 

 

莫邪：如何巧妙？ 

 

伍員：適才干將舞劍時快時慢，力道不穩；而你舞劍沉穩、氣力合宜。干將一快， 

   你便慢；干將一慢，你便快。看似相輔，卻又是相阻。 

 

莫邪：莫邪聽不明白。舞劍本是以強弱快慢一進一退，相互配合，何來擋阻之意？ 

 

伍員：這在於你劍劍都使得干將無法出招，若非有意，一般舞劍，豈是如此？ 

 

莫邪：伍將軍可又知道些什麼？ 

 

伍員：莫邪是否不想讓干將造劍？ 

 

莫邪：我…。沒錯，我是不想讓干將造劍。 

 

伍員：我還以為你…. 

 

莫邪：以為我怎麼樣？ 

 

伍員：我還以為干將與你當屬豪傑之士！ 

 

莫邪：伍將軍，你口口聲聲說是我師父故友，但你可知道我師父是因何而死？ 

 

伍員：據我所知，先師乃為病故。 

 

莫邪：世人皆以為吾師病故，怎麼知道… 

   （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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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吾師、為天下、為太平，  

   念吾師、為君王、為百姓， 

   劍成反遭一聲王令， 

   苦轉一生剩孤魂。 

 

伍員：怎麼卻是如此！ 

 

莫邪：（唱） 

   吾師遺言遠紅塵， 

   切勿鍛鑄為他人。 

   莫邪不曉男兒志， 

   只求平安渡餘生。 

   望將軍、能明白、師徒深情， 

   望將軍、能顧念、夫妻情深。 

 

伍員：這…… 

 

（燈光轉換，變成伍子胥心靈之景） 

（蕭聲響起，男子出現在光與影交錯處。同時，賈氏與莫邪已重疊。） 

 

男子：多少年來，先生曾幾何時像此刻般猶豫了。  

 

伍員：記得初見莫邪之時，還以為是我夫人回來了，你看，世間竟有人如此相像。 

 

男子：我明白，是故先生才不忍傷害她。 

 

伍員：莫邪、夫人，夫人、莫邪，我都糊塗了！ 

 

（男子在旁吹簫，看著接下來的一切） 

 

賈氏：夫君。 

 

伍員：夫人！ 

 

賈氏：看你眉頭深鎖，定是為了什麼心煩吧！ 

 

伍員：哪有什麼心煩的事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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賈氏：這句話可以瞞過外人，可卻瞞不過妾身。 

 

伍員：我不講是不想讓夫人操心。 

 

賈氏：夫妻之間，本該分擔煩憂，夫君你呀，就別折騰自己了。 

 

伍員：唉，我不曉得該怎麼做了。 

   （唱） 

   人前一聲伍將軍， 

   豈知苟且度餘生。 

   只因當初無力護族親，  

   淪為白髮蒼生、偷渡國門， 

      吹簫求乞、偽裝身分， 

   換得忍辱負重做吳人。 

   多少年、舊時人來、牽夢魂。 

   醒來時、燭火搖曳、照獨身。 

   聽兄命、奔走天涯、為遺恨， 

   念妻情、獨守空床、淚無聲。 

   不敢忘、須臾之間、人情盡， 

   萬悔千恨、銘骨心。 

   遭遇離散是不幸， 

   又怎忍、有情人兒、歷險境。 

   緣奈何、奔波數年、化泡影， 

   獨留遠山、聽孤猿、為誰哀鳴。 

   夫人，我到底該如何做啊？ 

 

莫邪：（唱） 

   原來他、初見那日、將我錯認， 

   心底話、不敢言、只道光陰。 

   今日裡、執我手、視若舊人。 

   知心人前、話真心。 

    

（干將持酒壺上場，並體貼地為莫邪收拾桌上碗盤。莫邪看著身邊的人，再回頭

看眼前之人。） 

 

莫邪：（唱） 

   郎君與我不離分， 

   轉身回望眼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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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似孤鳶、空盤旋、相伴無群， 

   他似落葉、離枝去、任憑飄零。 

   這款悲情、於心何忍， 

   只求他、一聲承諾、保夫命。 

 

（干將下） 

 

莫邪：伍將軍，伍將軍！ 

 

伍員：阿！失態了。 

 

莫邪：伍將軍，讓干將鑄劍吧！但莫邪只求將軍一事。 

 

伍員：請講。 

 

莫邪：保護干將。 

 

（燈暗） 

 

 

 

第四場：情鑄 

 

（干將家） 

（干將正看顧著火爐） 

 

莫邪：夫君，歇會兒吧！ 

 

干將：莫非爐火熱度不夠？ 

 

莫邪：（唱） 

   千錘百鍊又一年， 

   鐵石難化心頭懸， 

   為此事、輾轉反側、皆無眠。 

   不忍他、日夜折磨、愁容顏。 

 

干將：娘子若是累了，就進屋歇息，這些日子，也辛苦你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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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邪：這是那兒的話。 

  （唱） 

   夫妻間、情分論定、無有限， 

   多少次、相伴相隨、共時艱。 

   你鑄劍來我擦汗， 

   辛苦事、共承擔。 

 

干將：娘子… 

 

莫邪：（唱） 

   猶記得、初入山林、攜手牽， 

   仰望蒼穹、星辰滿天。 

   自此便將山野做家園， 

   說好逍遙自在、歲歲年年。 

 

干將：等完成了這把劍，我們還是能像以前那般過日子。 

 

莫邪：恩…，還是要像以前一樣過日子，…（看著干將滿頭是汗，便拉起袖子為 

   他擦拭）歇會兒吧，我去幫你倒杯茶。（下） 

 

（伍員上） 

 

伍員：干將！ 

 

干將：伍將軍，這麼晚了，你怎麼還來這裡？ 

 

伍員：大王今日問起鑄劍一事，看來是耗費太多時日，大王急了。 

 

干將：唉，大王急也無用，鐵石還是不銷融。 

 

伍員：可有想過換箇鐵石麼？ 

 

干將：這塊鐵石乃聚合五金之英、日月之華，若能成劍，定有平天下之威！ 

 

伍員：雖說如此，卻無有銷融的辦法。 

 

干將：辦法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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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員：怎麼？有辦法嗎？ 

 

干將：干將曾聽聞傳言，若鐵石不融，可以… 

 

（莫邪在門邊偷聽） 

 

伍員：可以如何？ 

 

干將：以活人精血，助鐵石融化。 

 

伍員：不成！若為鑄劍而犧牲無辜性命，這叫我如何面對世人。 

 

干將：將軍放心，干將雖知道有此方法，卻也不曾動過害人的念頭。 

 

伍員：子胥當然知曉你的為人，只是擔心這把劍無法完成了。 

 

干將：倘若無法完成此劍，恐怕大王那兒怪罪下來，不只是我，就連莫邪還有將 

   軍都會受此連累。 

 

伍員：子胥豈會懼怕受到牽連，唉，是我連累你們才是，也愧對我伍氏一族阿！ 

 

干將：（唱） 

   凡人心豈如鐵英， 

   其實不堪壯志與柔情， 

   當初已把承諾定， 

   為成全不惜我將一身拼。 

   將軍！（跪） 

 

伍員：你這是做什麼，快快起來，快快起來！ 

 

干將：請將軍轉告大王，干將定將此劍完成。 

 

伍員：可你不是說無有辦法。 

 

干將：無有辦法也要一試！只希望將軍能答應我一件事。 

 

伍員：起來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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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將：干將想請將軍替我好好照顧莫邪。 

 

伍員：你這話是…… 

 

干將：無有什麼，只是我將離開一段時日，讓自己專心鑄劍，所以才出此言。 

  

伍員：原來如此，這本當就是我該做之事，你就儘管專心鑄劍，等劍成之日，我 

   倆再喝一杯慶功酒！ 

 

干將：多謝將軍。夜深了，將軍還是先回去休息吧，！ 

 

伍員：干將，子胥替大王向你稱謝了！ 

 

干將：這是干將應該做的。 

 

伍員：那我先告辭了。 

 

（伍員下，莫邪上） 

 

莫邪：夫君，喝杯茶，歇一會兒。 

 

干將：多謝娘子。 

 

莫邪：適才伍將軍是不是來了？怎麼樣啊？ 

 

干將：說是大王希望可以盡快完成寶劍。 

 

莫邪：鐵石難融，可有什麼辦法？ 

 

干將：娘子就別為此事傷神了，我自有辦法。  

 

莫邪：大王以夫君善鑄劍而托付責任，如今已過多少時日，若是不能成劍，恐 

   怕── 

 

干將：娘子，無須操心了，我們歇息吧。 

 

（干將下。男子出現，簫聲幽幽的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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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唱） 

   世間化物、生而有命， 

   男兒心、早有論定。 

   鑄劍人、為何而生？ 

   有情人、為何而存？ 

  

莫邪：（唱） 

   他一身悲苦肩上擔， 

   他一身忠義來交還， 

   那兩人、多少事、不敢言， 

   又怎知、男兒淚、盡收眼前。 

   細數心事、難說難掩， 

   猶戴枷鎖、日夜熬煎。 

   沉沉甸甸重重疊疊， 

   重重疊疊沉沉甸甸， 

   不忍二人難成願， 

   莫邪呀、一步間、捨命換成全。 

 

（莫邪跳入火爐中，水波及火光意像交織，男子接住倒下的莫邪。） 

 

干將：（內白）娘子── 

 

伍員：（內白）夫人── 

 

男子：（唱） 

   落英飄來拂淚眼。 

   紅光乍現花影殘。 

 

（簫聲起，殘影搖曳。） 

 

 

 

第五場：獻劍 

 

（伍員臥房） 

（簫聲轉為緊張詭異並加入鼓聲，引出了幕後陣陣伐楚聲。） 

 

伍員：（驚醒，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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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光起，飛殘影， 

   慘觸目，驚膽心。 

   是紅焰、是水波、其實何景？ 

   荒唐夢，難釐清。 

   速整衣冠探究竟， 

   落花一片飄衣襟。 

 

（時空轉換，舞台分兩區塊，一邊是干將坐在宴席前，另一邊是吳王跟伍子胥在

殿上。） 

 

吳王：（玩賞寶劍）哈哈哈哈哈… 

   （唱） 

   不枉費心苦思量， 

   得來寶劍展威揚。 

   觀其紋、斑斕似、列星之行， 

   見其光、猶若日月、耀地方。 

   感其氣、洪流洶湧、盪滄浪。 

   游其刃、波動似水、力鏗鏘。 

   三尺神威天下闖， 

   定安邦指日有望。 

   伍將軍，你看這把寶劍如何？ 

 

伍員：神威不輸楚國太阿。 

 

吳王：沒錯。若有此劍相助，何愁攻不下楚國！只不過…你可曾想過，倘若干將 

又受他國之託，造出更好的劍，那對我們吳國可不是個威脅麼？ 

 

伍員：大王放心，干將是個忠義之士，絕不會如此為之。 

 

吳王：喔？若是受到利誘呢？ 

 

伍員：不會！ 

 

干將：不會！ 

 

吳王：若是遭人脅迫？ 

 

伍員：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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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將：不會！ 

 

吳王：若是為了復仇呢？ 

 

伍員：大王呀！ 

 

干將：絕對不會！ 

 

吳王：將軍可記得當初為何建議寡人鑄劍？ 

 

伍員：為了使吳國強盛以攻伐楚國。 

 

吳王：那寡人再問你，你是為了什麼攻伐楚國？ 

 

伍員：為了報楚王滅我全族之仇！ 

 

吳王：只有吳國強盛，才能助將軍復仇！任何會威脅吳國的人，對你和寡人而言 

   都是阻礙。 

 

伍員：這…. 

 

吳王：我已命人設宴款待干將，也已備好毒酒，將軍應該明白孤家的話。 

 

（宮殿舞台暗，轉換干將舞台，伍子胥走向干將。） 

 

伍員：（唱） 

   步步走來、步步艱， 

   愈近人來、人愈遠。 

   原來劍成之日、日夜盼， 

   為何劍成之時、難言歡？ 

 

干將：（唱） 

   本是決心將命斷， 

   魂去只在一步間。 

   鐵石難化卻化全， 

   人心豈能比石堅。 

   忍淚鍛鑄獻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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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得一席離別宴。 

   離別之酒五味掺， 

   錯雜杯內心不怨。 

   整頓衣冠理容面， 

   黃泉路上伴紅顏。 

   將軍前來愁難掩， 

   早知歸途誰掌權。 

   將軍，寶劍已呈給大王了？ 

 

伍員：已經呈上了，寶劍威力著實驚人，大王十分高興，特擺此宴，賞賜於你。 

 

干將：干將不過是盡一己之力，大王何須如此費心？  

 

伍員：這把劍關乎吳國稱霸與否，大王豈能不獎賞干將你的功勞。 

 

干將：哈哈哈，好大的功勞阿！只怕這把劍的價值愈重，干將的命就顯得愈輕阿！ 

 

伍員：干將吶！ 

 

干將：寶劍既成，大王眼裡豈容得下干將？ 

 

伍員：大王他… 

 

干將：哈哈哈，干將明白。將軍你看，這不正好是我們的慶功酒麼！來，我敬你！ 

 

伍員：（唱） 

   舉杯對飲似從前， 

   把酒言歡難再見。 

   相知相惜昨日伴， 

   今朝親手送黃泉。 

   欲將王令來阻攔， 

   仇恨相催不得返。 

   斟酌反覆難訣選， 

   離別酒如何下嚥？ 

 

干將：（唱） 

   功成之日酒一杯， 

   今朝有酒今朝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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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使金樽空對月， 

   志與願合已無悔。 

   將軍，我以莫邪精血打造了兩把劍，一陽一陰。陽劍曰干將，陰劍曰莫邪。 

   陽劍已獻給大王，而這把莫邪劍，我不忍沾染血腥，願將軍在我死後，立 

   此劍為碑！ 

 

伍員：好…好沉的一把劍…… 

 

干將：是阿，好沉的一把劍！ 

 

（兩人相視，悲從中來，卻無言相對，只能發為苦笑。） 

 

伍、干：哈哈哈哈哈哈……. 

 

（笑聲苦澀悠長，干將飲下最後一杯酒。簫聲起，燈光獨照伍子胥，男子吹著簫

出現。） 

（干將下，場景轉換，直接接第六場。） 

 

 

 

第六場：祭劍 

 

（同第一場場景） 

 

伍員：（唱） 

    舊時明月天上掛， 

   地上人影飄天涯。 

   迎風取劍鳴蕭颯， 

   無數離別已消乏。 

 

（邊唱邊將劍插入土中，以此為碑，接著做祭拜的動作） 

 

男子：遠了，他們都走遠了。 

 

伍員：（唱） 

   承諾許來千斤重， 

   輕如鴻毛隨風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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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滾滾江流東去，水流復海，海又分流，已是定律，傷悲又有何用？不如珍 

   惜眼前景才是。 

 

伍員：我欲珍惜，又為何我伍子胥無法保全任何一人？ 

 

男子：先生既如此悔恨，為何當初不阻止干將喝下毒酒？ 

 

伍員：阻止，…又該如何阻止？ 

   （唱） 

   苦轉一生、為何故？ 

   若非信念、怎存吾？ 

   身陷仇海、如何渡？ 

   浮浮沉沉、終得枯木持扶。 

   一報能將恩仇除， 

   豈知恩仇未報人情無。 

 

男子：唉，這江水已不知滾進多少血淚。 

 

（男子吹著簫離開，獨留伍子胥在場上） 

 

伍員：（唱） 

   束縛人來人自縛， 

   回首處、何處是歸途？ 

 

（燈暗） 

（全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