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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表 

杜蘭朵 

白少雲 

柳兒 

杜梅蕊 

小杜蘭朵 

番王 

番王子 

新宮女 

宮女甲 

老國王 

官員 

王公 

貴族 

天龍兵、侍衛、番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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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 

(幕啟) 

◎幕起，天龍國戰士上，與番王、番兵戰 

幕  後：(唱)兵馬倥傯戰火起 

殺聲不斷震連天 

◎杜梅蕊上 

杜梅朵：(唱)屍橫遍野血成池 

天龍公主戰馬催 

◎兩國繼續交戰，天龍國士兵敗 

◎杜梅蕊解圍，一對四龍套，開打，杜梅朵勝 

杜梅蕊：眾兵士，追 

◎杜蘭朵上 

◎戰爭轉為無聲快戰，戰士們無視杜蘭朵存在，下面唱段中，杜梅蕊屢次獲勝) 

杜蘭朵：(霜雪調)冷冷靜靜寒如冰 

十年苦澀慘心情 

往事歷歷如咒令 

驚破夢醒天未明 

 ◎杜蘭朵退至一角，番王與二番兵逃上 

番  兵：啟稟大王，咱的軍士潛入皇城，偷偷將天龍國小公主抓來，現在如何處

置？ 

番  王：哈哈，真是絕處逢生，來啊，佈下奇陣，將小公主放在陣中 

◎燈光佈景變換，有些乾冰、硝煙，導演可將此陣安排得特殊一點， 

◎詭譎音樂，番王將小杜蘭朵綁在高台 

小杜蘭朵：皇姐，救我 

杜梅蕊：小妹 

◎杜梅蕊欲上前，高台附近噴出火焰，杜梅蕊退 

番王：來阿，不是欲救你小妹？快來阿 

◎杜梅蕊再上前，再被火焰飭回 

小杜蘭朵：皇姐，救我 

杜梅蕊：(七字搖板)萬濤怒火將我吞 

我若近前命難存 

奇門幻陣將我困 

為救小妹不怕身焚 

 ◎杜梅蕊將小杜蘭朵救出陣外，天龍國兵接走，杜梅蕊被番王刺死 

杜蘭朵：姐姐 

◎杜蘭朵背對觀眾站在台上，上舞台位置 

◎小杜蘭朵被宮女帶上站在下舞台，宮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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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女、侍衛輪流上，向小杜蘭朵稟報消息又下 

宮女甲：小公主，大公主伊身亡了 

侍衛甲：小公主，皇后憂心成病，竟然吐血 

宮女乙：小公主，皇后娘娘歸天了 

◎杜蘭朵倏的轉過來 

侍衛乙：小公主，國王伊……伊竟然駕崩了 

◎宮女侍衛全上 

眾  人：請小公主繼承皇位 

◎小杜蘭朵一聽放聲大哭 

杜蘭朵：(可憐青春)光陰一日如十年 

日日熬煎苦難言 

幸福溫暖全熄滅 

世間變化又萬千 

◎小杜蘭朵仍然哭，被宮女帶下 

侍衛甲：公主，城外十里饑荒，數百名百姓無飯可食 

杜蘭朵：皇宮內外每餐食物減半，快馬送去 

侍衛乙：公主，我國南部大水 

杜蘭朵：即刻放糧賑災 

侍  衛：稟公主，番邦王攻進白族國家 

杜蘭朵：這……白族國家與我國為鄰，番邦王佔伊，日後必定進攻我國，(思想

一下)，罷了，都是番邦，就讓伊自相殘殺，但是吩咐邊關勤練軍馬，以

我國實力……量他番邦不敢進攻 

◎杜蘭朵與侍衛下 

◎戰聲又響，白族士兵與番王戰 

◎慌亂中，柳兒上 

柳  兒：王子，你又哪裡去？ 

(四空反)滿天黃沙塵滾滾 

兵荒馬亂不見君 

四面楚歌被圍困 

山河變色倒乾坤 

山河變色倒乾坤 

王子，你是在哪裡？王子 

◎柳兒下 

◎白少雲上 

白少雲：(怒罵)被逼被殺被陷害 

絕天絕地絕命來 

斷水斷路斷天崖 

恨番恨父恨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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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餘軍士有多少？ 

士  兵：只剩八十 

白少雲：與我殺 

◎一場混戰，白少雲下 

◎柳兒上 

柳  兒：王子，你在哪裡？ 

◎番兵追殺手無寸鐵的柳兒，或許可以有水袖功來表現慌亂 

◎柳兒躲過番兵下，番兵追 

白少雲：(新慢頭)殺出了一條生路向天開 

◎白少雲與老國王上 

白少雲：(唱)屍橫遍野為何來 

老國王：兒阿，咱緊走 

白少雲：(唱)百萬大軍今何在？ 

柳兒？柳兒？ 

老國王：一個女婢不重要，你我快走比較要緊 

白少雲：要走你走，我一定要回去找柳兒 

◎又遇兩番兵，白少雲殺死番兵，柳兒上 

柳  兒：王子，你平安無事就好 

白少雲：(唱)我絕不能與你畫分開 

 

(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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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 

◎宮殿外街道，天龍國官員貼出告示，各國王公貴族紛紛觀看 

◎一人進皇宮內，又被官兵押出斬首 

幕  後：(六角美人)天龍國內獻殷勤 

杜家公主欲成親 

各國王子皇城進 

卻是送回無命身 

官  員：公主下令，各國王子可以前來求親，求親者必須過三關，三關不過，就

要獻出人頭 

貴  族：到底是甚麼關卡這麼困難？ 

王  公：看來是無可能啊，這題目根本都無人會知 

貴  族：是阿，連波斯國的大王子，這麼聰明的人都被斬頭，以我看，公主根本

都沒有要嫁 

官  員：你們不要在這亂說，公主這是精挑細選，選翁婿親像底咧揀土豆 

王  公：選不中也不用殺頭阿，還把人頭掛在城牆上，是欲驚死人  

貴  族：弄得這個皇城，一點也不像是要辦喜事 

官  員：你們要試看毋？ 

王  公：欲死你自己去死，這種穩死無活的我才無要去 

◎王公逃下 

官  員：你咧？ 

貴  族：我甘願一輩子做羅漢腳也不要娶公主，等有熱鬧再叫我去看 

◎貴族下 

官  員：都沒有人報名，我是欲如何做業績 

◎官員下 

◎宮門口，白少雲準備進宮去答題，與柳兒依依難捨 

柳  兒：(艋舺雨)才從虎口逃出來 

又要送你去受災 

白少雲：(唱)身為王子是無奈 

遵從父王才應該 

柳  兒：你難道一定要去？ 

白少雲：父王之命，我是王子，為了白族的百姓，我必須要去 

柳  兒：你甘知影你去是可能會無命？我不要你去 

白少雲：希望與公主聯姻，她會助咱復國，消滅番邦 

柳  兒：但是公主定下求親的規矩，必須要通過三道難關，若無者就必須要獻出

人頭，我不要你去送死 

白少雲：我的命早就應該與咱的族人死在一起，既然我沒死，我就應該為國效力，

更何況你要相信我，我能得過三關平安回來，你一定要支持我，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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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支持，我如何過關？ 

柳  兒：你是要我怎樣支持你  

白少雲：你先回去吧，我應該進宮去了 

◎柳兒欲走，又回頭 

柳  兒：王子，你保重 

白少雲：我會 

◎柳兒走了幾步，又再回頭 

柳  兒：你一定要平安 

白少雲：你等我 

◎柳兒又走遠一點，又回頭，兩人相擁 

柳  兒：少雲 

白少雲：柳兒……再不進宮，恐怕就失了機會 

 

(幕落) 

 



8 
 

第三場 

◎宮內奏樂，大殿 

◎宮女侍衛走上，杜蘭朵坐在布簾後 

◎白少雲與眾人上，音樂中眾人行禮 

官  員：稟公主，有人前來答題求親 

王  公：看來是直接處斬就好 

◎公主用馬鞭慢慢挑開布簾，全部人屏息營造公主的氣勢 

眾人：(七字連空奏)公主啊，美麗多嬌芙蓉面 

杜蘭朵：(唱)花藏憂悶 

眾  人：(唱)冷酷寒冰難解芙蓉心 

杜蘭朵：(唱)難展眉 

冷宮歲月渡流年 

眾  人：(唱)惶恐阿 

杜蘭朵：(唱)主持國政廢盡心 

眾  人：(唱)公主天威恐冒犯，冒犯命要除 

◎杜蘭朵見白少雲 

杜蘭朵：就是你欲來求親？ 

白少雲：是 

杜蘭朵：你叫甚麼名字？ 

白少雲：我名喚白少雲 

杜蘭朵：你可知求親的規矩？ 

白少雲：三道難關，過得能娶公主，若無，獻出性命 

官  員：白少雲，你準備好了嗎？ 

◎番王子上 

番王子：稍等咧 

官  員：公主，還有一位欲來求親 

杜蘭朵：現來求親又是哪一個？ 

官  員：是番邦大王韓邪魯的小王子 

杜蘭朵：韓邪魯？ 

白少雲：韓邪魯！ 

杜蘭朵：番王之子，我等候你多時了 

白少雲：竟然是他番王之子，我更加不能輸給這個狗畜生 

番王子：我還未到，是誰能過關？ 

杜蘭朵：這是當然，千等萬等，也是等你來 

番王子：公主說得何意？ 

杜蘭朵：想你父親韓邪魯，南征北戰，英雄蓋世，殺滅了多少國家 

番王子：我父王的十全武功是世界盡知 

杜蘭朵：過往之事，哼，不必多言，準備，第一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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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員：第一關，是考智慧，過關者，須對出公主三道聯 

◎士兵手持題目，一題一題揭開 

杜蘭朵：父愛子，子愛父，父子有愛 

白少雲：天差地，地差天，天地相差 

番王子：山變河，河變山，山河亂變 

官  員：不通，不通，山哪會變河？ 

番王子：地動了，山河當然會變 

杜蘭朵：無妨，再對第二聯 

(陳三五娘)頂天立地君子性 

白少雲：(唱)閉月羞花美人情 

杜蘭朵：(唱)才思敏捷好對應 

難題試探伊才能 

番王子：我對出來了，殘人害民小人行 

貴  族：對得真有風格 

番王子：這是當然 

官  員：再對第三聯 

杜蘭朵：(唱)天上有天恐禍災 

白少雲：(唱)人間之人有情愛 

杜蘭朵：(唱)一點情懷滴心海 

錯亂的念頭腦中埋 

奇怪，我看到他，竟無殺他的念頭，怎會如此奇怪 

白少雲：(唱)果然難題過得險 

小心應對冷汗涼 

杜蘭朵：(唱)後面兩關伊難閃 

桃花馬上刺一槍 

番王子：這第三聯我放棄，我不要動腦筋費精神想這種無聊的東西 

官  員：王子阿，三關至少過兩關，你可能還有活命的機會喔 

番王子：憑我的身分，我就不相信誰敢斬我 

王  公：文的袂曉無要緊，比武的比較適合你 

官  員：第二關，比賽武藝，三次以內將玫瑰花射入花瓶，就算過關 

番王子：這有甚麼困難 

白少雲：原來三關各有困難 

官  員：兩位王子請輪流過關 

◎白少雲與番王子輪流，白少雲至少一次射中，番王子則三次不中，官員依照中

與不中分別說話奚落 

杜蘭朵：(七字)看恁過關卻是兩樣情 

同款是番差別有愛憎(落弄) 

一個想欲取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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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擾得我心難寧 

官  員：三次已畢，請公主裁示 

杜蘭朵：來人，將兩關未過的番王，押下處斬，人頭掛在西方的城牆邊，我欲讓

韓邪魯看清楚 

番王子：你敢斬我，難道你不怕我父王滅掉你天龍國 

杜蘭朵：十年前，韓邪魯想要侮辱我，若不是我姊姊犧牲自己救我，今天也不會

有我來殺你，如今我殺你，算是還他，這十年來我精心養兵，天下根本

無對手 

番王子：原來這是你的計謀 

杜蘭朵：現在你知已經太慢了，來人，押下 

◎士兵把番王子押下 

官  員：公主，現在是不是準備第三關，十呎火炭路？ 

王  公：十呎火炭路，根本就無可能活命 

◎杜蘭朵看了看白少雲 

杜蘭朵：不用，本公主有主意，先放這個外邦人出宮，三日後再過第三關 

官  員：公主，這個人同款是番，難道不殺他，要嫁給番仔人？ 

杜蘭朵：外邦人，三日後我要你往到校場比試第三關 

◎杜蘭朵下，回頭多看了白少雲一眼 

白少雲：難道往到校場是要比武？ 

官  員：公主是欲用他的快馬銀槍直接讓你死 

 

(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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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 

(幕啟) 

◎空景 

◎宮殿中，宮娥彩女整理環境 

新宮女：姊姊，你甘有看過公主笑過？公主的臉好像是假的，都不會笑也不會哭 

宮女乙：很久以前有，但是自從大公主死後，咱公主就不曾笑過 

新宮女：還有一個大公主喔？她也跟公主同款這樣冷冰冰嗎？ 

宮女乙：其實公主以前才不是這樣 

新宮女：公主以前是…… 

宮女乙：你別問這麼多，小心被公主聽到 

新宮女：喔…… 

宮女乙：你掛的哪是甚麼？ 

◎新宮女拿起腰間的香火袋 

新宮女：香火袋啊 

宮女乙：怎會有這樣的東西 

新宮女：在我進宮以前，隔壁村的阿牛兄送我保平安的 

宮女乙：阿牛兄是你的青梅竹馬？ 

◎新宮女噘著嘴點頭 

宮女乙：可惜青梅竹馬，進宮來就看無了 

新宮女：若不是家裡窮赤，甚麼人願意失去家庭的溫暖，被人關在這冷冷靜靜的

宮殿內 

宮女乙：禁聲，既然進宮，這款話就不能再講 

◎兩宮女下 

◎這場戲公主夜晚難眠，與王子柳兒的生死相許並呈 

◎柳兒上 

柳  兒：(抒情調)長夜漫漫如流水 

等無水流斷頭時斷頭時 

千迴百轉過深更 

何時比翼何時比翼雙雁飛 

◎杜蘭朵上 

杜蘭朵：(抒情調)雙十年華空寂寞 

盼望東風柔情多柔情多 

三月不來花易落 

料峭春風料峭春風入姑蘇 

◎另一邊新宮女手拿香火袋上，若有所思，一回頭撞見杜蘭朵，掉了的香火袋被

杜蘭朵撿起 

新宮女：公主，失禮，我不知影你在後面，我不是故意的 

◎白少雲上，看到柳兒，輕輕攬住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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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宮女：公主，那個你能不能還我？ 

◎柳兒拿出一個香火袋，給白少雲 

杜蘭朵：這是甚麼？ 

新宮女：這…… 

柳  兒：這是我去廟裡求來的，你掛在身上保平安 

新宮女：這是我進宮的時陣，阿牛哥送我的 

白少雲：你要在香火袋上繡條柳葉，我就一定會平安 

◎柳兒繡起香火袋 

杜蘭朵：阿牛哥是你的意中人？ 

◎新宮女怯怯的點頭 

白少雲：我要你永遠在我身邊 

杜蘭朵：若是我不還你咧？ 

新宮女：公主，拜託你，一定要還我 

柳  兒：我真正對你有這麼重要？ 

新宮女：香火袋對我很重要，我不能沒有它，不然，我讓你罰一個月的薪水 

白少雲：等復國成功以後，我欲帶你去一個所在 

杜蘭朵：拿去吧，這麼重要的東西，要保管好 

新宮女：多謝公主 

◎新宮女下 

柳  兒：什麼所在這麼神秘？ 

◎以下唱段最好為一連貫的新編唱段，標示「兩人」為白少雲跟柳兒同唱 

杜蘭朵：(新編)被人所愛，是怎樣的情懷？ 

甘會講出來？亦是藏在心內驚人知？ 

一種心情難排解 

啥款滋味費疑猜 

白少雲：(唱)那個所在，有情有愛 

柳  兒：(唱)燦爛花開 

兩  人：(唱)我在你身邊，門外厝內 

白少雲：(唱)我要帶你 

柳  兒：(唱)甘願跟你 

兩  人：(唱)移去一個花花世界 

白少雲：(唱)四季存在 

柳  兒：(唱)風吹柳擺 

兩  人：(唱)只有你我的將來 

白少雲：(唱)抱你笑開懷 

柳  兒：(唱)你不會再悲哀 

兩  人：(唱)看遍每天日落西 

◎柳兒將香火袋繫在白少雲腰邊，抒情的音樂延續到下場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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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蘭朵：為何我腦中竟然都是那個外邦人的形影？ 

柳  兒：希望這一天快來 

杜蘭朵：他只是一個番邦人 

白少雲：那一天很快就會來 

◎白少雲與柳兒下 

◎宮女乙上 

◎杜蘭朵以下的喃喃自語有時會不自覺笑出來 

杜蘭朵：到底伊是一個什麼款的人？他對我是甚麼感覺，敢會…… 

宮女乙：公主，是甚麼事情讓你高興得睡不著，天就要亮了 

杜蘭朵：無，我是在想困難的第三關，讓他難過，我就不用嫁給番仔人 

宮女乙：但是公主你在笑咧 

杜蘭朵：你看錯了 

◎杜蘭朵下 

宮女乙：公主也真是奇怪，明明就是在笑 

 

(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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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場 

(幕啟) 

◎野外，番王帶番兵上 

番  王：(撲燈蛾)憂心如焚急又狂急又狂，白少雲到底在何方 

◎一番兵報上 

番  兵：白少雲與老國王現在天龍國 

番  王：竟然在那天龍藏，我是欲如何來進攻 

◎一番兵報上 

番  兵：小王子去天龍國求親被殺 

番  王：天龍公主殺我兒殺我兒，我卻不能攻城池 

◎一番兵報上 

番  兵：小王子被曝屍在城牆邊 

番  王：她為報仇來曝屍，我悔不該殺死杜梅蕊，事到如今，我只能放手一搏，

眾軍士，整頓兵馬，與我攻打天龍國，公主要嘛交出白少雲，要嘛我

就殺她十萬大軍，雖然不能滅她天龍國，至少要她付出代價 

 

(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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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 

(幕啟) 

◎眾人上 

◎二龍套推一高台出，高台上杜蘭朵擂鼓 

◎一堂或兩堂龍套出隨鼓聲佈陣 

◎一龍套從另一邊推鼓出 

白少雲：我明白了 

◎白少雲跟著杜蘭朵的節奏打起鼓來 

宮女乙：從來就無人能與公主同時擂鼓 

杜蘭朵：白少雲，這是水龍陣 

◎杜蘭朵變換節奏，隊形也隨之演變 

白少雲：水來土掩，土形陣法，公主，且看蜈蚣陣 

◎白少雲變換節奏 

杜蘭朵：蜈蚣驚火，對頭火燒，此陣可破 

◎杜蘭朵又變換節奏 

◎狀況允許下，希望可以出火，或者在室外想要噱頭可以放個煙火) 

杜蘭朵：擂鼓者，最為重要是鼓棒，若是失去了鼓棒，就無法領兵 

◎一龍套奪去白少雲的鼓棒，白少雲掉落香火袋 

白少雲：你錯了，鼓棒只是一種外型而已，心中有鼓，萬物皆能擊鼓 

◎白少雲用水袖擊鼓，水袖的布需要特別處理，或者此時可由武場加入鼓聲，白

少雲可不用真的擊鼓 

◎擊鼓已畢兩人收兵 

新宮女：哎呀，看公主與白少雲同時擊鼓，好像是古人說的琴瑟和鳴吶 

杜蘭朵：白少雲，你……過了第三關 

官  員：很好很好，三天了後，準備完婚，白少雲……不是，是新駙馬，新駙馬

你可以出宮準備去了 

白少雲：謝公主 

◎杜蘭朵撿起香火袋，看了看白少雲，頓時又起疑心 

 

 

 

(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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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場 

(幕啟) 

◎河畔，夜晚 

◎柳兒一人悶悶不樂 

柳  兒：(江西接瓊花)提心吊膽過三餐 

終日為君心憂煩 

生死一念誰打算 

小情小愛卻為難 

不知如何，我心頭悶悶不樂，似有大事將要發生 

望欲能結同心圓 

為何事端多延箝 

相別之時盼相見 

卻是無力可回天 

◎白少雲上，為柳兒批衣 

柳  兒：你回來了？ 

白少雲：我答應你的，我會平安回來 

柳  兒：第三關過得如何？ 

白少雲：原來公主要我往到校場，並非比武 

柳  兒：那這樣是去校場做甚麼？ 

白少雲：擂鼓演陣 

柳  兒：擂鼓演陣？ 

白少雲：不錯 

柳  兒：公主竟然會擂鼓演陣？ 

白少雲：他不但會，而且精通各種陣法，他若是男兒，我真想欲與它比試一番 

柳  兒：你呢? 

白少雲：我不是毫髮無傷回來了嗎？你就不用擔心 

柳  兒：所以你過了第三關？ 

白少雲：當然是過關 

柳  兒：能得娶公主了？ 

白少雲：能得娶公主 

柳  兒：那這樣就好了 

白少雲：你是底咧吃錯？ 

柳  兒：小小女婢不敢吃醋 

白少雲：你又說你是女婢 

柳  兒：公主的身份那麼高貴 

白少雲：難道你忘了咱是怎樣經過這麼多風波，才能到這？ 

白少雲：(雜念仔)憶當年在白族皇宮的城河邊 

柳  兒：(唱)我是被人所害的小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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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你王子出外來巡視 

救我入宮為我來批衫衣 

白少雲：(唱)記得我初初見面遇著你 

我是一見鍾情透心扉 

到如今咱歷經風霜這多年 

我是絕不能與你拆分離 

柳  兒：(唱)但是公主她是天頂的鳳凰枝 

怎容得你身邊有兩妻兒? 

白少雲：(唱)我心內對公主並無情意 

你怎可對我心存懷疑 

柳  兒：但是…… 

白少雲：(轉都馬)難道你忘記咱曾經對天來立誓 

你是我欲牽手的未婚妻 

柳  兒：(唱)不是我無端來想這多 

女人的心情你無法通體會 

白少雲：既然如此，我不娶公主就是了 

柳  兒：不可 

白少雲：娶公主讓你不放心，那我決不能娶公主 

柳  兒：那這樣復國的計畫咧 

白少雲：只好放水流 

柳  兒：你怎能為了我放棄白族所有的百姓 

白少雲：若無你，我就算享盡榮華富貴也無意義 

(新編)我只要有你的花花世界 

三月春天風吹柳擺 

只有你我的將來 

你永無悲哀 

笑在我心懷 

陪我每天日落西 

柳  兒：那這樣公主他？你這樣不是欺騙公主嗎？ 

白少雲：等待結婚完畢，我會稟明公主，她是一個明理的人，她一定可以諒解 

柳  兒：感情這款事情是誰能明理？ 

白少雲：我要你知道，嬌貴的蘭花是受不得風吹，只有你，才是我欲要的，放心，

有我 

 

(幕落) 

 

 

 



18 
 

第七場 

(幕啟) 

◎宮殿內杜蘭朵房間，整場背後佈景可換，但杜蘭朵的椅子從都到尾不撤連接下

去 

◎杜蘭朵上 

杜蘭朵：(留書調)手拿香火心懷疑 

上面錦繡青柳枝 

聞得一陣水粉味 

想欲問明又怕親事飛 

◎小杜蘭朵在上舞台，眾宮女侍衛上前稟報哀求狀，無聲僅作為背景畫面 

杜蘭朵：(文明調)十年啊有如夢空回 

萬事萬項誰擔替 

身無親人在身邊倘依偎 

心如石磨空損虧 

◎小杜蘭朵大哭，宮女侍衛帶下，無聲 

杜蘭朵：父王……娘親……姐姐……你們都去了哪裡？為怎樣不要我？ 

◎杜梅蕊上，以下為杜蘭朵自己的想像 

杜梅蕊：小妹，你怎會底咧哭？誰欺負妳？ 

杜蘭朵：姐姐，你沒死？真是太好了 

杜梅蕊：傻小妹，姐姐一直在你的身邊啊 

◎杜梅蕊拉杜蘭朵一起坐在椅子上，杜蘭朵側躺偎在杜梅蕊腿上，彷彿小女孩 

杜梅蕊：小妹，你辛苦了 

杜蘭朵：姐姐，你咁知道，我真正想你 

杜梅蕊：小妹，如今你不同了，已經是一個亭亭玉立的公主了，辦理國事也是有

條有理，所有的百姓都尊敬你 

杜蘭朵：但是，這並不是我欲要的，我只是要一個平凡的家而已 

杜梅蕊：家，你很快就會有了，你不是欲招那個白少雲為駙馬？我看伊……不錯

啊！ 

杜蘭朵：姐姐妳真正感覺他不錯嗎？(坐起) 

杜梅蕊：我看你們兩人相當適配啊 

杜蘭朵：這是真的嗎？ 

◎喜慶音樂響起，宮女為杜蘭朵批上紅衣，杜梅蕊為杜蘭朵蓋上蓋頭) 

◎白少雲穿紅衣上 

◎兩人完婚拜堂 

◎白少雲掀起杜蘭朵蓋頭 

白少雲：(三盆水仙)喜上眉梢心花開 

迎娶公主得意滿懷 

才子佳人並蒂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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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蘭朵：(接唱)你是夫君你主裁 

從今以後你為我主裁 

白少雲：(走路調)好娘子，好妻兒 

從此你我愛纏綿 

杜蘭朵：(唱)溫暖南風解心扉 

兩  人：(唱)夫妻恩愛永相隨，夫妻恩愛永相隨 

◎音樂乍停 

◎番王上，刺死杜梅蕊，杜梅蕊慘叫，番王大笑兩人下 

◎杜蘭朵掉落紅蓋頭 

杜蘭朵：姐姐 

◎柳兒批紅蓋頭上，與白少雲牽手相擁，兩人大笑下 

杜蘭朵：白少雲 

◎杜蘭朵跌回椅子上 

杜蘭朵：(快七字)一無所有不是我的命 

不讓厄運敗殘生 

出手為己不怕風湧 

為要幸福我決心賭一程 

杜蘭朵：來人，去偷偷調查白少雲身邊有甚麼人，若是女的，不管是誰帶來見我，

記得，趁白少雲不在的時候 

 

(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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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場 

(幕啟) 

◎柳兒被帶至皇宮中心中忐忑 

◎士兵上，帶柳兒 

柳  兒：(七字慢板)聞聽公主宣召見 

好似地動塌了青天 

◎杜蘭朵上 

杜蘭朵：(唱)我欲看清芙蓉面 

啥款女子在伊的心田 

◎士兵下 

柳  兒：見過公主 

杜蘭朵：不用多禮 

柳  兒：謝公主 

杜蘭朵：你叫甚麼名？ 

柳  兒：小女婢柳兒 

杜蘭朵：柳兒……(看了手上的香火袋)，柳兒，你抬頭來 

柳  兒：柳兒不敢 

杜蘭朵：賜你抬頭 

◎柳兒抬頭 

杜蘭朵：果然是好表面，起來吧，本公主宣你進宮來，是有事情要問你 

柳  兒：公主請問，柳兒知無不言 

杜蘭朵：講，白少雲與你是甚麼關係？ 

柳  兒：他是王子，我是女婢 

杜蘭朵：只是如此而已嗎？ 

柳  兒：這…… 

杜蘭朵：方才你才說過，知無不言不是？ 

柳  兒：是 

杜蘭朵：你看這是甚麼？ 

◎杜蘭朵舉起香火袋 

柳  兒：是一個香火袋 

杜蘭朵：這是白少雲隨身的香火袋，你可見過？ 

柳  兒：見過 

杜蘭朵：為何白少雲的香火袋，上面繡著柳枝？ 

柳  兒：這是我送他保平安的 

杜蘭朵：一個王子為何隨身帶一個女婢的香火袋？ 

柳  兒：只是一個香火袋而已  

杜蘭朵：柳兒姑娘，你錯了，你可知本公主的地位？ 

柳  兒：公主地位高高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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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蘭朵：本公主自小欲要的東西，就是我的，絕不與人公家 

柳  兒：這…… 

杜蘭朵：白少雲雖是王子，但是國家已被番邦毀滅，為怎樣你肯跟隨在身？ 

柳  兒：王子待我有恩 

杜蘭朵：是甚麼款的恩情？ 

柳  兒：(都馬慢板)過往之事思想起 

柳兒曾經是孤兒 

無依無靠失意志 

淪落花街被人欺 

杜蘭朵：(轉中板)只是恩情我能放心 

主僕為何情深深 

雙人若是救命恩 

為何將此物伊帶隨身 

你講你雙人是主僕 

難道你也要伺候伊入洞房 

小柳兒啊 

你內心所想我哪會毋知 

你是等待機會搖身一變上鳳凰台 

柳  兒：(轉快板)公主你不免太多慮 

柳兒絕無這款的心思 

伊是高高在上的王子 

哪管我小女婢 

杜蘭朵：怎樣？ 

柳  兒：(唱)我人輕命賤有啥言詞 

杜蘭朵：好，既然如此，我給你一個報恩的機會，由你為我夫妻籌辦婚禮，辦得

風風光光，就算是報了恩 

柳  兒：(轉慢板)命我熱鼎做紅娘 

哪知我心內是亂悠悠 

送恁入洞房做牽手 

分明一刀刺我心猛抽 

公主，皇宮之內人手這麼多，為何偏要我一個？ 

杜蘭朵：放心，等大典結束，我一定會給你一筆錢，你就不用困在皇宮，可以遠

走他鄉 

柳  兒：柳兒不用金銀財寶 

杜蘭朵：你只是要終身似候在白少雲身邊？ 

柳  兒：不是 

杜蘭朵：柳兒阿柳兒，你以為我看不出你對白少雲別有情意？ 

柳  兒：我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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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蘭朵：若無，為何普通的香火袋還要繡上你的名字？ 

柳  兒：這…… 

杜蘭朵：本公主就對你實講，我已經確確實實愛著白少雲 

(都馬調)我愛他青春美少年 

我愛他有才氣翩翩 

我愛他已經情難剪 

我愛他卻是心熬煎(落弄) 

我將我的心內話對你講，前來求親有不少，每個對我是噓寒問暖，十

分關心，但是白少雲，卻是不多言語，對我也看不出半點情意，你講

這是為什麼？這與你無關嗎？ 

柳  兒：(唱)他確是一個好男兒 

你若愛他是莫猜疑 

小小柳兒怎比得你皇家女 

我不過是自作多情為情癡(音樂過奏) 

杜蘭朵：你們的感情到什麼款地步？ 

柳  兒：(轉慢板)海誓山盟偷偷講 

蠟燭高燒只有半字紅 

是王子錯愛空笑夢 

你不免擔心女紅妝 

杜蘭朵：(轉快板)心頭火烈起怨妒 

竟差一杯女兒紅 

怎說錯愛來戲弄 

分明是真心訴情衷 

是真也罷，是假也罷，柳兒姑娘，你分明對白少雲有情 

柳  兒：小小的女婢，請公主不用掛慮 

杜蘭朵：這封書信你看，看完你來教我，我應該怎樣做 

 ◎杜蘭朵交給柳兒番王的戰書 

柳  兒：公主，你一定要保少雲 

杜蘭朵：少雲？你叫他少雲？ 

柳  兒：公主你一定要保他，只有你能保他 

杜蘭朵：為何我要不惜我天龍國的兵馬來保他？ 

柳  兒：公主，你不是講你愛他？你怎堪忍心將少雲交出去？ 

杜蘭朵：交出白少雲，我心有不忍，但是為著一個不愛我的人來犧牲我的子民，

我難道就能忍心？ 

柳  兒：你們兩人就要成親，時到少雲一定會愛你 

杜蘭朵：少雲，你叫伊少雲，哼，有你存在伊就不可能愛我，你真的愛他嗎？ 

柳  兒：是  

杜蘭朵：本公主也想欲保他，但是你叫我如何保一個不愛我的人，又如何保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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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他愛別人 

柳  兒：公主的意思我了解，柳兒離開就是 

杜蘭朵：離開？就算你走到天涯海角，白少雲也一定會找到你 

柳  兒：公主的意思是？ 

杜蘭朵：我要讓他對你完全死心 

柳  兒：我留下批信，今生永不相見 

杜蘭朵：這還不夠 

柳  兒：公主，你到底要我怎麼做？ 

◎杜蘭朵突然轉弱哀求柳兒，有點發了瘋似的 

杜蘭朵：柳兒，我拜託你，你將他讓給我好不好？ 

柳  兒：讓？ 

杜蘭朵：你將他讓出來，讓他完全屬於我的，我就能不顧一切保他 

柳  兒：難道我離開還不夠？ 

杜蘭朵：你咁知道，只要有你，伊就不可能專心愛我，我拜託妳讓給我 

柳  兒：成親以後你們就是夫妻 

杜蘭朵：不是，我是公主，駙馬只能是我一個人的 

柳  兒：公主你…… 

杜蘭朵：你難道還不明瞭嗎？(發狂) 

柳  兒：你……你是欲逼我死？ 

杜蘭朵：除了你死，我別無辦法 

柳  兒：我死，難道你就能得到真愛？ 

杜蘭朵：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活著我無法得到真愛，你不是要我保白少雲，

你死，只要你死，我即刻出兵攻打番王，白少雲就能平安無事，我會

助他復國，你們白族的百姓也可以過安穩的生活，一切都沒問題啊，

對不對？只要你死 

◎柳兒癱坐 

柳  兒：你咁真正會保伊？ 

杜蘭朵：那是當然，來人，賜酒 

◎彩霞上，端酒給柳兒 

杜蘭朵：這是鶴頂紅，很快就會過去 

柳  兒：你一定要保他 

◎柳兒喝酒 

柳  兒：(望月詞)毒酒一杯吞入喉 

如刺刺在我心頭 

似有毒蛇在肚中走 

為保你少雲我甘願酆都走一遭 

 (柳兒死，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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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場 

(野外) 

◎幕起，天龍國戰士上，與番兵戰 

◎番王上，打敗天龍國兵 

◎杜蘭朵持槍上，戰番王，番王逃下 

◎兩國兵繼續交戰，天龍國士兵敗 

◎杜蘭朵解圍，一對四龍套，開打，杜蘭朵勝 

 

杜蘭朵：眾兵士，追，務必擒拿番王 

 

◎杜蘭朵下，番王對二天龍國兵上，開打，番王勝 

◎杜蘭朵上，解圍，打傷番王，番王下 

◎四番兵上，開打，安排杜蘭朵打出手場面，如果演員可以練成靠旗打出手或特

別的方式打出手最好，至少用槍打出手 

◎杜蘭朵勝，殺死番兵，番兵下，杜耍下場 

 

杜蘭朵：來人，佈下奇陣 

 

◎鼓聲響，杜蘭朵站立高台 

◎番王與眾番兵逃上 

◎天龍國兵圍困番王與番兵 

◎杜蘭朵躍入陣中，殺死番王，勝 

 

(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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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場 

(幕啟，高掛白布，靈堂) 

◎白少雲穿白素衣上，有些撲跌的身段 

 

白少雲：(都馬搖板)一見靈牌心痛難當 

青春美夢轉眼成空 

你放我一人漂流放蕩 

這款的折磨我如何抵擋 

(十一字)自悲嘆欠思量乎你來犧牲 

心頭亂肝腸斷如劍刺在胸 

為保我犧牲你了結你性命 

我不甘我不願這款的前程 

(轉行板)我怎堪你委屈我恨我無能 

不能阻擋讓命運橫行 

厄運拖磨了結殘生 

(都馬哭清板)柳兒阿我的妻 

你忘了咱欲去的花花世界 

你忘了我對你滿腹的情懷 

從今後 

誰人對我殷勤關懷 

誰人讓我永無悲哀 

(接新編)失了所愛，是這款的情懷 

我無法講出來，心痛是放在心內自己知 

十分心情難排解，聲聲無言訴悲哀 

◎杜蘭朵上) 

杜蘭朵：(唱)被他所愛，是怎樣的情懷？ 

甘願講出來，亦是放在心內驚人知？ 

這種心情難排解 

無法解脫費疑猜 

白少雲：你來了 

杜蘭朵：我已經為你殺死番王了 

白少雲：柳兒咧？ 

杜蘭朵：死了 

白少雲：活要見人死要見屍 

杜蘭朵：火化了 

白少雲：骨灰咧？ 

杜蘭朵：骨灰？隨風而去 

白少雲：隨風而去？呵呵，(轉對柳兒牌位)隨風而去你是欲去叨位？你曾經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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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風，我就底咧這，你在哪裡？ 

杜蘭朵：柳兒沒了，有我甘不行？ 

白少雲：你不是柳兒 

杜蘭朵：我比柳兒能給你更多 

白少雲：你不是柳兒 

杜蘭朵：是我，是我救你，是我保住你白族人的性命 

白少雲：那又如何？ 

杜蘭朵：所以你應該是我的，應該跟我完成大婚 

白少雲：可以阿，現在就可以完婚 

◎杜蘭朵高興點頭 

杜蘭朵：好，來人，準備拜堂 

◎換景，眾人準備婚禮，白少雲捧著柳兒靈位，眾人在他身邊穿梭，宮女為白少

雲批上大紅披風，老國王上前求白少雲成親，白少雲唱以下唱段，甚至

可以有喜慶的舞蹈也穿梭在白少雲身邊，呈現一種白少雲被獨立出來的

景象) 

◎儐相主持拜堂儀式，老國王在白少雲身邊壓著他點頭拜堂 

◎眾人上前向白少雲與老國王祝賀 

◎白少雲屏開眾人，捧著柳兒靈位出走 

白少雲：(新編)從此以後，無情無愛 

春風不來，桃花不開 

誰在我身邊，空屋厝內 

失了牽手，只剩悲哀 

只剩一個虛華世界 

春風無能風吹柳擺 

是我孤單的將來 

不會再笑開懷 

等候你不會來 

自己白頭日落西 

杜蘭朵：白少雲，你是欲去哪裡？ 

白少雲：柳兒在哪哩，我就在哪裡 

杜蘭朵：柳兒已經死了 

白少雲：你講她隨風而去，風往哪裡吹，我就去哪裡找她 

◎白少雲再次推開眾人欲下 

杜蘭朵：白少雲 

◎杜蘭朵摀住自己嘴巴，幕後傳來小杜蘭朵放聲大哭 

 

(幕落) 

(劇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