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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公主鄭成功 

 

【劇情大綱】 

鄭成功成立海上霸業，將反清復明視為畢生志業，卻遭逢巴達維亞城

的荷蘭官府，對貿易的壓榨，並思考到廈門並非能長居久安之地，正

巧通事何斌獻策，決心轉往大員發展，驅走荷蘭人奪元復明基地。 

荷蘭公主瑪麗來大員遊玩，玩心大起參加西拉雅夜祭，卻目睹西拉雅

人對於宗教束縛的不滿所造成的荷蘭人與西拉雅人的衝突，心驚之餘，

在海邊散步，巧遇喬裝來探路的鄭成功。 

瑪麗與鄭成功相知相戀，然而戰事一觸即發，亨牧師與鄭成功都希望

瑪麗離開大員避難，然而瑪莉卻為了離開鄭成功十分傷心，鄭成功答

應瑪麗，事情過去一定來接她團圓，並帶她去看大員南濱的蘭花遍

地。 

鄭成功以為瑪麗已經離去，鄭氏大軍壓境，直搗黃龍，這時鄭成功才

發現瑪麗尚未離去，急忙約她見面，勸她離開，不料卻被緊跟在後的

亨牧師發現，瑪麗傷心欲絕，決定馬上離去。 

瑪麗上船之際，聽聞人家要暗殺鄭成功的消息，急忙快馬趕回通報，

卻落入尪姨之手，尪姨欲用瑪麗來威脅鄭成功答應讓番社回復往日自

由，鄭成功答應，瑪麗被釋回，亨牧師與荷蘭兵士前來與鄭成功搶人，

慌亂之餘，誤殺瑪麗，瑪麗留下長埋大員南濱的遺言，死於鄭成功懷

中。 

【人物表】 

鄭成功：海上霸主，欲奪下大員作為反清復明的基地，與瑪麗公主相

戀 

瑪麗公主：荷蘭公主來大員遊玩，意外愛上鄭成功，為他喪命埋骨大

員。 

亨牧師：荷蘭牧師，疼愛公主，在番社漢人與荷蘭官府之間做調停與

傳教工作。 

尪姨：番社祭司，為求番社宗教自由與領土安全，不擇手段。 



2 
 

陳豪：鄭成功部下。 

烏娜：番社女孩，受洗為基督徒。 

何斌：荷蘭通事，獻上地圖給鄭成功，慫恿他來台。 

亞布：番社男孩，受洗為基督徒。 

伊庫：番社男孩，亞布之友與漢人交好。 

揆一：荷蘭東印度公司大員長官。 

 

第一幕【風雲欲變】： 

（幕起） 

景：海上 

（眾水手上場，做航海貌） 

眾水手唱：旌旗飄飄遮雲空旌旗飄飄遮雲空旌旗飄飄遮雲空旌旗飄飄遮雲空，，，，戰鼓聲聲震耳戰鼓聲聲震耳戰鼓聲聲震耳戰鼓聲聲震耳聾聾聾聾，，，，鄭氏縱橫在海上鄭氏縱橫在海上鄭氏縱橫在海上鄭氏縱橫在海上，，，，威威威威

勢宛如海龍王勢宛如海龍王勢宛如海龍王勢宛如海龍王。。。。 

（做搖晃貌） 

眾水手：噫，海上風起，波浪滔天，行船最驚遇到伊，風颱來臨，快

請國姓爺來坐鎮。 

眾水手：參見國姓爺。 

（鄭成功登場） 

鄭成功唱：男兒漢海上英豪男兒漢海上英豪男兒漢海上英豪男兒漢海上英豪，，，，與父對抗無奈何與父對抗無奈何與父對抗無奈何與父對抗無奈何，，，，力掃烽煙霸四方力掃烽煙霸四方力掃烽煙霸四方力掃烽煙霸四方，，，，為為為為

保大明的輝煌保大明的輝煌保大明的輝煌保大明的輝煌。。。。 

(陳豪向前行禮) 

陳豪唱：快請王爺快請王爺快請王爺快請王爺主意定主意定主意定主意定，，，，風雲變色波浪生風雲變色波浪生風雲變色波浪生風雲變色波浪生，，，，雷聲雨聲嚎不停雷聲雨聲嚎不停雷聲雨聲嚎不停雷聲雨聲嚎不停，，，，親像親像親像親像

勾魂催命鈴勾魂催命鈴勾魂催命鈴勾魂催命鈴。。。。 

鄭成功：待我觀來。（做巡視貌） 

鄭成功唱：日月無光浪無邊日月無光浪無邊日月無光浪無邊日月無光浪無邊，，，，一眾男兒聽吾言一眾男兒聽吾言一眾男兒聽吾言一眾男兒聽吾言，，，，收桅拉帆勤划槳收桅拉帆勤划槳收桅拉帆勤划槳收桅拉帆勤划槳，，，，回回回回

轉岸邊是該然轉岸邊是該然轉岸邊是該然轉岸邊是該然。。。。    

眾水手：是。 

（鄭成功指揮眾水手奮抵風浪） 

背景唱：天地已然有定數天地已然有定數天地已然有定數天地已然有定數，，，，乾坤難掌人手中乾坤難掌人手中乾坤難掌人手中乾坤難掌人手中，，，，縱你一時定風波縱你一時定風波縱你一時定風波縱你一時定風波，，，，難挽難挽難挽難挽

日月再日月再日月再日月再當當當當空空空空。。。。 

陳豪：老大，靠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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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成功唱：齊心一力人勝天齊心一力人勝天齊心一力人勝天齊心一力人勝天，，，，旗下驍勇不須言旗下驍勇不須言旗下驍勇不須言旗下驍勇不須言，，，，鄭氏船隊如閃電鄭氏船隊如閃電鄭氏船隊如閃電鄭氏船隊如閃電，，，，穿穿穿穿

梭惡海也坦然梭惡海也坦然梭惡海也坦然梭惡海也坦然。。。。 

（眾人登岸） 

眾水手：國姓爺英明，再一次救兄弟全身而退，吾等佩服。 

鄭成功：快起，都下去領金百兩，宴席大開，犒賞恁辛勞。 

眾水手：謝國姓爺。 

（水手退場） 

陳豪：老大，一事稟奏。 

鄭成功：但說無妨。 

陳豪唱：我軍本在巴達城我軍本在巴達城我軍本在巴達城我軍本在巴達城，，，，貿易交流好名聲貿易交流好名聲貿易交流好名聲貿易交流好名聲，，，，東去絲綢甲東去絲綢甲東去絲綢甲東去絲綢甲茶糖茶糖茶糖茶糖，，，，西來西來西來西來

奇珍滿廳堂奇珍滿廳堂奇珍滿廳堂奇珍滿廳堂。。。。    

鄭成功：是呀，巴達維亞所賺，是咱鄭氏海軍很重要的一筆收入啊。 

陳豪唱：可恨荷賊來可恨荷賊來可恨荷賊來可恨荷賊來拗蠻拗蠻拗蠻拗蠻，，，，東抽西減氣死人東抽西減氣死人東抽西減氣死人東抽西減氣死人，，，，巴城生理漸歹紡巴城生理漸歹紡巴城生理漸歹紡巴城生理漸歹紡，，，，應應應應想想想想

出路來周全出路來周全出路來周全出路來周全。。。。    

(鄭成功暗自思索) 

鄭成功唱：征討全靠是糧草征討全靠是糧草征討全靠是糧草征討全靠是糧草，，，，金錢領地是源頭金錢領地是源頭金錢領地是源頭金錢領地是源頭，，，，本思量另起爐灶本思量另起爐灶本思量另起爐灶本思量另起爐灶，，，，忽忽忽忽

然一事上心頭然一事上心頭然一事上心頭然一事上心頭。。。。    

鄭成功：陳豪聽令。 

陳豪：陳豪在。 

鄭成功：宣伊大員荷蘭通事何斌來晉見。 

陳豪：宣大員荷蘭通事何斌晉見。 

（何斌登場） 

何斌唱：我是通事在大員我是通事在大員我是通事在大員我是通事在大員，，，，通曉言語荷與漢通曉言語荷與漢通曉言語荷與漢通曉言語荷與漢，，，，眼看鳥盡良弓藏眼看鳥盡良弓藏眼看鳥盡良弓藏眼看鳥盡良弓藏，，，，鳳凰鳳凰鳳凰鳳凰

應棲別樣紅應棲別樣紅應棲別樣紅應棲別樣紅。。。。 

何斌：參見國姓爺。 

鄭成功：何通事請起，之前你求見，說要與吾通報一件的好消息，可

是有關大員的玄機？ 

何斌：正是，國姓爺容稟。 

何斌唱：移孝作忠成大義移孝作忠成大義移孝作忠成大義移孝作忠成大義，，，，恩賜國姓郡王身恩賜國姓郡王身恩賜國姓郡王身恩賜國姓郡王身，，，，演武思明演武思明演武思明演武思明雖成器雖成器雖成器雖成器，，，，難免難免難免難免

清廷亂根基清廷亂根基清廷亂根基清廷亂根基。。。。 

鄭成功：看來何通事有高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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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斌唱：特來為君解愁眉特來為君解愁眉特來為君解愁眉特來為君解愁眉，，，，荷蘭佔地數十年荷蘭佔地數十年荷蘭佔地數十年荷蘭佔地數十年，，，，前是漢人紛亂起前是漢人紛亂起前是漢人紛亂起前是漢人紛亂起，，，，後是後是後是後是

番社不服氣番社不服氣番社不服氣番社不服氣；；；；因的補因的補因的補因的補給給給給巴城來巴城來巴城來巴城來，，，，順順順順風風風風駛駛駛駛船看時船看時船看時船看時開開開開，，，，趁虛而入展趁虛而入展趁虛而入展趁虛而入展氣氣氣氣概概概概，，，，

圖畫圖畫圖畫圖畫大員城大員城大員城大員城池台池台池台池台。。。。（攤開大員地圖） 

鄭成功：好，好，獻上來。 

（何斌獻上，陳豪接過地圖獻給鄭成功） 

鄭成功唱：地地地地貌貌貌貌城城城城池池池池看看看看得得得得清清清清，，，，山山山山勢海勢海勢海勢海道道道道盡盡盡盡分分分分明明明明，，，，不不不不知物產知物產知物產知物產何收成何收成何收成何收成？？？？人人人人

民馴化亦民馴化亦民馴化亦民馴化亦蠻蠻蠻蠻性性性性？？？？    

何斌唱：大大大大員地員地員地員地靈靈靈靈四時四時四時四時溫溫溫溫，，，，春春春春有有有有百花遍芳芬百花遍芳芬百花遍芳芬百花遍芳芬，，，，夏夏夏夏來來來來水水水水清天無雲清天無雲清天無雲清天無雲，，，，秋到秋到秋到秋到

遍野遍野遍野遍野金金金金勻勻勻勻勻勻勻勻；；；；冬冬冬冬藏糖藏糖藏糖藏糖米米米米好好好好過過過過年年年年，，，，茶茶茶茶葉水果葉水果葉水果葉水果滿眼滿眼滿眼滿眼青青青青，，，，山林野鹿山林野鹿山林野鹿山林野鹿處處處處處見處見處見處見，，，，

堪稱福島堪稱福島堪稱福島堪稱福島好好好好養養養養人人人人。。。。    

鄭成功：確實是一個天生難尋的好所在。 

鄭成功唱：物產豐饒物產豐饒物產豐饒物產豐饒氣氣氣氣候新候新候新候新，，，，海上地理海上地理海上地理海上地理優優優優勢勢勢勢過過過過人人人人，，，，獻獻獻獻上地上地上地上地圖圖圖圖畫畫畫畫城城城城池池池池，，，，

說說說說起人起人起人起人民卻躊躇民卻躊躇民卻躊躇民卻躊躇。。。。 

鄭成功：何通事多謝你親身送來如此好消息，待本郡王細細思量之後，

再與你參詳，來人啊，看賞。 

何斌：拜謝國姓爺。 

（何斌退場） 

陳豪：老大，這位何通事，在台灣為荷蘭人工作多年，忽然間來到，

說的嘴角全波，恐驚伊是兩面刀。 

鄭成功：說的是，雖然伊所說的大員，與我了解相差不遠，獻上地圖

也誠意周全，但是說起人民百姓，卻是有口難講；又為何投誠鄭軍對

荷蘭反叛，疑慮一棧棧（層層）。 

陳豪：不如虛實來去探，親身踏上伊大員。 

鄭成功：好，改裝輕騎親探大員。 

（落幕） 

 

第二幕【八寶公主】： 

景：荷蘭堡中 

（幕啟） 

（瑪麗公主登場，亨牧師拿著皮箱緊追在後） 

瑪麗公主唱：飄飄飄飄洋過洋過洋過洋過海海海海搖過山搖過山搖過山搖過山，，，，踏踏踏踏上上上上樂土樂土樂土樂土唸詩歌唸詩歌唸詩歌唸詩歌，，，，蓮步輕蓮步輕蓮步輕蓮步輕移移移移遍遍遍遍地地地地花花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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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如如臨仙境福爾摩沙臨仙境福爾摩沙臨仙境福爾摩沙臨仙境福爾摩沙。。。。 

亨牧師：公主，稍等欸，毋通亂走，唉。 

瑪麗公主唱：清清清清溪溪溪溪流流流流石石石石生生生生紫紫紫紫煙煙煙煙，，，，粉蝶迷花繞芳甸粉蝶迷花繞芳甸粉蝶迷花繞芳甸粉蝶迷花繞芳甸，，，，一一一一望望望望田田田田野野野野綠綠綠綠無邊無邊無邊無邊，，，，

鶯哥歡唱鶯哥歡唱鶯哥歡唱鶯哥歡唱聲聲聲聲綿綿綿綿綿綿綿綿。。。。    

亨牧師唱：刁刁刁刁蠻蠻蠻蠻公公公公主主主主駕到駕到駕到駕到來來來來，，，，厲厲厲厲死我身死我身死我身死我身老奴才老奴才老奴才老奴才，，，，身身身身負重任顧裙釵負重任顧裙釵負重任顧裙釵負重任顧裙釵，，，，玉玉玉玉

葉葉葉葉金金金金枝怎安排枝怎安排枝怎安排枝怎安排。。。。    

（亨牧師追上瑪麗公主） 

亨牧師：公主，妳就卡好心欸，我老歲仔人，擱扛這皮箱重槐槐，險

險就倒頭栽，妳嗯就毋通黑白來，我是驚甲六神存一神在。 

瑪麗公主：牧師，真歹勢，忘記你底後面對，皮箱架重你就毋通拿，

我來叫侍衛拿。（瑪麗公主做勢離去） 

亨牧師：毋免毋免，妳乖乖這坐，老身就安然。（亨牧師趕忙攔住瑪

麗公主） 

瑪麗公主：哼，牧師。（公主嬌嗔） 

亨牧師：是亨牧師，毋是哼牧師。是說妳裡面放啥會，怎會重黎黎？ 

瑪麗公主唱：荷蘭荷蘭荷蘭荷蘭帶帶帶帶來的奇珍來的奇珍來的奇珍來的奇珍，，，，都都都都是是是是寶貝寶貝寶貝寶貝不不不不離離離離身身身身，，，，寶石項鍊寶石項鍊寶石項鍊寶石項鍊甲耳甲耳甲耳甲耳墬墬墬墬，，，，

木鞋筆墨木鞋筆墨木鞋筆墨木鞋筆墨珍珍珍珍珠衣珠衣珠衣珠衣。。。。 

亨牧師：安呢是幾項？ 

瑪麗公主：八項。 

亨牧師：上帝啊，有影是八珍。 

瑪麗公主：什麼八珍，我是聽有漢語，是八寶。 

亨牧師：好好，八寶，妳若歡喜就好。 

（烏娜登場） 

烏娜唱：自幼自幼自幼自幼生生生生長長長長在番社在番社在番社在番社，，，，日出日出日出日出而而而而作月出作月出作月出作月出鼎鼎鼎鼎（（（（停停停停）））），，，，無人無人無人無人相伴青春影相伴青春影相伴青春影相伴青春影，，，，

芳顏芳顏芳顏芳顏空對雲空對雲空對雲空對雲映山映山映山映山。。。。    

烏娜：亨牧師。 

亨牧師：原來是烏娜，妳怎麼來這？ 

烏娜唱：番社番社番社番社今要辦夜祭今要辦夜祭今要辦夜祭今要辦夜祭，，，，頭人頭人頭人頭人遣遣遣遣我我我我提問題提問題提問題提問題，，，，牧師牧師牧師牧師不不不不知知知知何何何何高見高見高見高見，，，，尊重尊重尊重尊重

你是你是你是你是阮鄉賢阮鄉賢阮鄉賢阮鄉賢。。。。 

亨牧師唱：番社本番社本番社本番社本祭阿立祖祭阿立祖祭阿立祖祭阿立祖，，，，基基基基督聖督聖督聖督聖義不義不義不義不他奉他奉他奉他奉，，，，多多多多年紛年紛年紛年紛爭爭爭爭也難也難也難也難放放放放，，，，夜夜夜夜

祭希望莫祭希望莫祭希望莫祭希望莫聲聲聲聲高高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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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娜唱：夜祭夜祭夜祭夜祭是是是是阮阮阮阮的的的的祖例祖例祖例祖例，，，，篝火染篝火染篝火染篝火染空空空空敬祖先敬祖先敬祖先敬祖先，，，，高高高高聲聲聲聲歡祝慶歸歡祝慶歸歡祝慶歸歡祝慶歸暝暝暝暝，，，，歌詩歌詩歌詩歌詩

傳遍山水傳遍山水傳遍山水傳遍山水邊邊邊邊。。。。 

亨牧師：唉，我能了解是恁的祖例，可是如果大聲夜祭，恐驚荷蘭官

府有意見，畢竟基督教義只奉上帝不拜他仙。 

烏娜：牧師說的是，我也是受洗的教徒明白教義，可是千古留下番社

的規矩，輕易打破，和平一定徒生芽枝，牧師請你就周至。 

亨牧師：罷罷了，夜祭隨恁辦去，只希望受洗的教徒，只可觀望、不

可參入，荷蘭官府若有異議，我再來將大事化輕。 

烏娜：多謝牧師。 

瑪麗公主：牧師，伊是啥人，啥麼是夜祭？ 

亨牧師：公主一路艱苦罣濟，咱先回來城內替（躺），妳毋通管那麼

多。 

瑪麗公主：我毋，姑娘，妳叫什麼名什麼姓。（越過亨牧師，走向烏

娜） 

烏娜：我叫烏娜，是西拉雅番社的女兒，亦是上帝的子弟。 

瑪麗公主唱：看看看看伊伊伊伊穿穿穿穿插插插插有風有風有風有風情情情情，，，，貌貌貌貌如如如如春花春花春花春花眼眼眼眼含情含情含情含情，，，，夜祭必夜祭必夜祭必夜祭必定好光定好光定好光定好光景景景景，，，，

不不不不枉枉枉枉來來來來此千里行此千里行此千里行此千里行。。。。 

瑪麗公主：我是荷蘭公主，妳可以叫我瑪麗，恁今夜的夜祭，我也想

要去看詳細。 

亨牧師：公主不可。 

瑪麗公主：不可不去，我就是來看覓與荷蘭不相同的代誌，大好的機

會你不讓我去，我千里過海可有啥意義，歸去來去死。 

亨牧師：公主啊，好好，讓妳去，烏娜妳就帶好勢，邊仔看麥厚話，

毋通讓公主甲人起冤家。 

瑪麗公主：我才未。 

亨牧師：未？我是驚甲目珠濁濁，頭殼花花。 

瑪麗公主：老囉嗦，老愛對。 

（烏娜偷笑） 

亨牧師：妳講啥會？ 

瑪麗公主：沒，我和烏娜來去看夜祭。 

（瑪麗公主與烏娜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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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牧師：才講刷，人紡見，皮箱重重才留給我推。 

（亨牧師退場） 

 

第三幕【番社夜祭】： 

（祭典舞蹈） 

景：番社 

背景唱：夜夜夜夜空空空空朗朗朗朗清月明清月明清月明清月明照照照照，，，，番社番社番社番社今夜祭祖靈今夜祭祖靈今夜祭祖靈今夜祭祖靈，，，，歡歌樂舞篝火歡歌樂舞篝火歡歌樂舞篝火歡歌樂舞篝火生生生生，，，，敬敬敬敬天天天天

傳傳傳傳地地地地到到到到天明天明天明天明。。。。    

尪姨唱：獻獻獻獻上上上上米酒米酒米酒米酒與與與與檳榔檳榔檳榔檳榔，，，，敬敬敬敬我我我我千古千古千古千古的的的的祖靈祖靈祖靈祖靈，，，，一一一一望望望望保保保保佑佑佑佑番社番社番社番社平靜平靜平靜平靜，，，，人人人人

安安安安地地地地寧狩獵精寧狩獵精寧狩獵精寧狩獵精、、、、二望官府莫二望官府莫二望官府莫二望官府莫交交交交纏纏纏纏，，，，莫毀莫毀莫毀莫毀我番社的我番社的我番社的我番社的禮儀禮儀禮儀禮儀，，，，三三三三望望望望漢人漢人漢人漢人要守要守要守要守

義義義義，，，，土土土土地不可來地不可來地不可來地不可來窺視窺視窺視窺視。。。。    

尪姨：拜。 

番社眾人：拜。（亞布與伊庫站在偏旁邊，亞布不拜） 

（烏娜、瑪麗公主從側登場） 

烏娜唱：公公公公主主主主妳就細妳就細妳就細妳就細意看意看意看意看，，，，不可不可不可不可高高高高聲來大聲來大聲來大聲來大喊喊喊喊。。。。    

瑪麗公主唱：妳妳妳妳的交的交的交的交代代代代我我我我攏知攏知攏知攏知，，，，毋毋毋毋免免免免煩惱寬煩惱寬煩惱寬煩惱寬心心心心懷懷懷懷。。。。    

尪姨：亞布，你為何不拜，難講你對祖靈不敬？ 

番社眾人：難講你對祖靈不敬？ 

亞布：尪姨，荷蘭官府本來是不同意咱番社夜祭，是亨牧師居中排解，

才使咱可以繼續祭典，不過伊說，受洗的教徒不可參入其中，只能觀

望，我是教徒，不可祭拜，期望尪姨了解。 

尪姨：胡說！（尪姨震怒） 

番社眾人：胡說！ 

尪姨唱：你你你你說此說此說此說此言言言言太太太太無理無理無理無理，，，，你你你你講此講此講此講此語語語語太太太太無義無義無義無義，，，，你是番社你是番社你是番社你是番社所養飼所養飼所養飼所養飼，，，，怎會怎會怎會怎會

拜拜拜拜十十十十字字字字忘祖忘祖忘祖忘祖基基基基。。。。 

亞布：尪姨，我是講實情，妳莫生氣。 

尪姨唱：什麼實情什麼實情什麼實情什麼實情我不聽我不聽我不聽我不聽，，，，番社番社番社番社夜祭犯了誰夜祭犯了誰夜祭犯了誰夜祭犯了誰？？？？荷蘭人荷蘭人荷蘭人荷蘭人毀毀毀毀我我我我祭儀祭儀祭儀祭儀，，，，猶似猶似猶似猶似

虎狼虎狼虎狼虎狼來來來來吞侵吞侵吞侵吞侵。。。。    

尪姨：來人啊，亞布若不肯祭拜祖靈，觸犯祖靈盛怒，番社將不可安

寧，將伊押下。 

伊庫：尪姨，請息怒，亞布不是故意的，伊只是說出實情，懇求你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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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伊吧。 

尪姨：伊庫，別講是亞布，就說你，亦是番社的罪人！ 

伊庫：尪姨，此話怎說？ 

尪姨唱：我族自古在此居，熱情接待伊漢人，無疑巧奸心計深，你卻

與因好友誼。 

伊庫：也不是所有的漢人都是如此啊。 

尪姨：若無，你說，咱番社因為荷蘭官府與漢人所逼，生活日漸困難，

承受多少壓迫，阮堅守阮的傳統，可有啥不對？今日，已經有伊亞布

被荷蘭人所買收，再不罰伊為例，立定威儀，番社早晚崩敗！將亞布

押下！ 

番社眾人：是！（前去押下亞布） 

亞布：救人啊，救人啊！ 

瑪麗公主：烏娜，這是要怎樣辦？ 

烏娜：我也毋知啊。 

（荷蘭官兵與亨牧師來到） 

荷蘭官兵：快將人放下！（做火槍射擊準備貌） 

尪姨：你想要做啥？破壞夜祭罪不可赦！（番社眾人持長槍做攻擊貌） 

亨牧師：都放下，都放下，不可啊！ 

亨牧師唱：尪姨尪姨尪姨尪姨為何為何為何為何要抓伊要抓伊要抓伊要抓伊？？？？伊伊伊伊是是是是受受受受洗洗洗洗的的的的子子子子兒兒兒兒。。。。    

尪姨唱：受受受受洗洗洗洗是是是是伊伊伊伊的的的的代代代代誌誌誌誌，，，，不不不不拜祖靈拜祖靈拜祖靈拜祖靈不不不不饒伊饒伊饒伊饒伊。。。。    

荷蘭官兵唱：伊伊伊伊已是基已是基已是基已是基督督督督教徒教徒教徒教徒，，，，當然不可當然不可當然不可當然不可拜他拜他拜他拜他方方方方，，，，上上上上帝帝帝帝尊尊尊尊嚴嚴嚴嚴要要要要維護維護維護維護，，，，

不不不不驚驚驚驚聖聖聖聖戰戰戰戰動動動動火火火火龍龍龍龍。。。。    

尪姨：來呀！ 

荷蘭官兵：來呀！ 

亨牧師：哎呀，不可。 

亨牧師唱：荷蘭與番社荷蘭與番社荷蘭與番社荷蘭與番社要要要要和和和和平平平平，，，，不可不可不可不可輕輕輕輕易易易易嫌隙嫌隙嫌隙嫌隙生生生生，，，，退退退退下武器下武器下武器下武器怒怒怒怒氣氣氣氣平平平平，，，，

各各各各自歸自歸自歸自歸去好去好去好去好安安安安生生生生。。。。    

（亨牧師對尪姨說） 

亨牧師：聽我一句。 

（亨牧師對荷蘭官兵說） 

亨牧師：聽我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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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官兵與尪姨怒視拂袖） 

荷蘭官兵、尪姨：哼 

亨牧師：亞布、伊庫快回家去。 

（亞布退場） 

（尪姨與番社眾人怒離去，荷蘭官兵與亨牧師也退場） 

烏娜：公主，此地不宜久留，咱緊來去。 

（落幕） 

 

第四幕【岸邊初遇】： 

景：海岸邊 

（幕啟） 

（瑪麗公主與烏娜走在岸邊） 

瑪麗公主唱：此此此此地雖是地雖是地雖是地雖是遍遍遍遍地地地地花花花花，，，，眼眼眼眼見此景見此景見此景見此景割割割割心心心心肝肝肝肝，，，，同住同住同住同住一地一地一地一地心心心心不不不不相相相相偎偎偎偎，，，，

針鋒針鋒針鋒針鋒相相相相對對對對難難難難相伴相伴相伴相伴。。。。    

瑪麗公主：這裡的風光景緻，悅人耳目，這裡的物產豐榮，養人成長，

我實在是非常喜愛這的所在，可是我從未了解，為何荷蘭人與番社人

民有這麼大的衝突，分明大家都是同住一地，上帝說，都是一個大家

庭。 

烏娜：莫再提起上帝，雖然我是受亨牧師感化，受洗的教徒，我也有

話想要講，公主請聽。 

烏娜唱：荷蘭人來荷蘭人來荷蘭人來荷蘭人來到此到此到此到此地地地地，，，，算算算算來來來來短短短短短短短短數十年數十年數十年數十年，，，，番社番社番社番社信仰信仰信仰信仰古古古古不變不變不變不變，，，，禁止禁止禁止禁止

祭儀祭儀祭儀祭儀難難難難共戴共戴共戴共戴天天天天。。。。    

瑪麗公主唱：聽來不聽來不聽來不聽來不知怎分知怎分知怎分知怎分曉曉曉曉，，，，信仰信仰信仰信仰基基基基督督督督一一一一神教神教神教神教，，，，禁止禁止禁止禁止祭儀祭儀祭儀祭儀也霸也霸也霸也霸道道道道，，，，

應該如何心應該如何心應該如何心應該如何心糟糟糟糟糟糟糟糟。。。。    

瑪麗公主：烏娜，妳先回去吧。我想要自己在這個岸邊走走，這裡莿

桐花開放，又有海風拂面，別有一番風情。 

烏娜：公主妳可知路回去？ 

瑪麗公主：我知影，妳不用擔心，回去吧。 

（烏娜退場） 

（公主退到旁邊，鄭成功登場） 

鄭成功唱：改裝潛改裝潛改裝潛改裝潛入入入入隨隨隨隨水道水道水道水道，，，，游游游游龍龍龍龍翻翻翻翻身藏身藏身藏身藏碧碧碧碧波波波波，，，，為為為為取取取取大員大員大員大員暗查訪暗查訪暗查訪暗查訪，，，，行行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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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事事事小小小小心心心心隱隱隱隱如風如風如風如風。。。。    

（陳豪登場） 

陳豪：老大，你行那麼緊，我差一點跟不見。 

鄭成功：噓！白目，卡小聲咧，咱是來探路暗查訪，若被人抓到是要

進監牢。 

陳豪：喔，不卡早講。（陳豪訕訕然說） 

鄭成功：你擱大聲。（做勢打陳豪，陳豪害怕縮瑟） 

瑪麗公主：什麼人在那。（瑪麗公主緊張探問） 

陳豪：慘啊，要進監牢了。 

（鄭成功走上前去，瑪麗公主也走出察看，兩相對眼） 

鄭成功唱：眼前眼前眼前眼前突現突現突現突現洋洋洋洋嬌女嬌女嬌女嬌女，，，，異異異異國國國國風風風風韻巧佳韻巧佳韻巧佳韻巧佳人人人人，，，，不不不不由由由由心心心心內動內動內動內動情情情情絲絲絲絲，，，，不不不不

知知知知是是是是誰誰誰誰家家家家的的的的女女女女兒兒兒兒。。。。 

瑪麗公主唱：偷偷向偷偷向偷偷向偷偷向前來看清前來看清前來看清前來看清，，，，眼前男眼前男眼前男眼前男子子子子人中龍人中龍人中龍人中龍，，，，不不不不由由由由心心心心內動真內動真內動真內動真情情情情，，，，

不不不不知知知知是前是前是前是前世世世世情情情情根根根根種種種種。 

（鄭成功與瑪麗公主相對良久，陳豪走到瑪麗公主與鄭成功中間） 

陳豪：哈囉！ 

（鄭成功與瑪麗公主驚嚇別開眼） 

陳豪：老大，這是荷蘭紅毛仔，咱不緊走，等欸刷走未開腳。 

鄭成功：稍等欸，一個查某囡仔在這裡，不一定是走沒見，找沒路回

去，咱應該就要來幫忙伊。 

（鄭成功走上前去靠近瑪麗公主，陳豪沒發現鄭成功離開，依然自言

自語） 

陳豪：老大，咱不知路，伊講因叨底堆，咱也毋知要哪找？擱再講紅

毛話我是聽沒半撇。 

（回頭發現鄭成功離開） 

陳豪：老大！（趕忙跟上） 

鄭成功：姑娘有禮。 

瑪麗公主：公子有禮。 

陳豪：原來會講漢語。 

鄭成功唱：姑娘姑娘姑娘姑娘為何在為何在為何在為何在此此此此地地地地，，，，獨獨獨獨自自自自一人一人一人一人行行行行岸邊岸邊岸邊岸邊？？？？    

瑪麗公主唱：我是我是我是我是賞賞賞賞花花花花吹吹吹吹海風海風海風海風，，，，你是何人你是何人你是何人你是何人怎會怎會怎會怎會淡糊糊淡糊糊淡糊糊淡糊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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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成功唱：我是我是我是我是行行行行船貿易人船貿易人船貿易人船貿易人，，，，明明明明郎郎郎郎是我的名是我的名是我的名是我的名字字字字，，，，不不不不慎落慎落慎落慎落海海海海水水水水淋漓淋漓淋漓淋漓，，，，冒冒冒冒

犯犯犯犯姑娘姑娘姑娘姑娘請請請請見知見知見知見知。。。。 

瑪麗公主唱：落落落落水水水水容容容容易易易易受受受受寒寒寒寒侵侵侵侵，，，，應該回去應該回去應該回去應該回去暖暖暖暖自自自自身身身身，，，，這個這個這個這個所所所所在好在好在好在好景景景景緻緻緻緻，，，，

最最最最好好好好賞賞賞賞浪浪浪浪賞賞賞賞花枝花枝花枝花枝。。。。    

鄭成功：多謝姑娘的善意，我即時回去換下淡身淡褲，有空再來賞花

賞浪，不知姑娘可知影，一日之中，何時景緻最好？ 

瑪麗公主：我感覺就是這夕陽時，霞彩染海面，歸鳥吟歌詩，莿桐相

輝映。 

陳豪：老大，你管人什麼時間最水，咱來不是要來賞花趴妹妹，甲咱

有什麼關係？ 

（鄭成功推開陳豪） 

鄭成功：姑娘告辭。 

瑪麗公主：不送。 

鄭成功：來去。 

（鄭成功與陳豪退場） 

（落幕） 

 

第五幕【愁愛交纏】： 

（幕啟） 

（亨牧師憂慮地在台上） 

亨牧師唱：自自自自從從從從夜祭夜祭夜祭夜祭衝突衝突衝突衝突後後後後，，，，番社番社番社番社官府官府官府官府不不不不相相相相交交交交，，，，漢人為漢人為漢人為漢人為稅稅稅稅要要要要出頭出頭出頭出頭，，，，越越越越

想心想心想心想心內越內越內越內越紛紛紛紛擾擾擾擾。。。。（亨牧師憂慮地走來走去） 

瑪麗公主唱：牧師牧師牧師牧師一人在廳上一人在廳上一人在廳上一人在廳上，，，，嘴內嘴內嘴內嘴內不不不不知知知知念念念念什會什會什會什會，，，，趁伊趁伊趁伊趁伊不不不不察察察察躡躡躡躡鞋鞋鞋鞋尾尾尾尾，，，，

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出出出出門沒門沒門沒門沒問題問題問題問題（（（（瑪麗公主躡腳走過亨牧師，想偷溜出門） 

亨牧師：公主，妳要去哪？（亨牧師沒回頭，叫住公主。） 

（公主悻悻然走回來） 

瑪麗公主：噯呀，牧師，每日我都關在這個城堡內，外面生做安怎我

攏毋知，日子比我在荷蘭亦卡歹。 

亨牧師：麥拿準我毋知，妳是時常偷跑出去，講什麼賞海賞花枝，毋

知是走哪去，我是煩惱到半曉死。 

瑪麗公主：人亦沒騙你，本來就是賞海賞花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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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牧師：海岸有花是哪位？ 

瑪麗公主：阮的秘密毋講乎你。 

亨牧師：毋講就免想要出去。 

瑪麗公主唱：亨牧師！（公主嬌嗔耍賴） 

亨牧師：免師，才免歸盤輸輸去，緊講麥躊躇。 

（瑪麗公主不願說明，靈機一動，偽裝腹痛） 

瑪麗公主：哎呀，好痛，好痛！（抱著肚子蹲下來） 

（亨牧師非常緊張，趕緊向前查看） 

亨牧師：公主，妳是安怎？怎會痛甲呢？ 

瑪麗公主：可能是吃壞咪，腹肚雄雄痛未離。 

亨牧師：怎會安呢生？該怎樣才是？（亨牧師十分著急） 

瑪麗公主：牧師你毋是有藥通好醫，趕緊拿來甲阮救治。 

（瑪麗公主眼露機靈，設計亨牧師離去） 

亨牧師：我真沒頭神，是是，我趕緊來去。 

（亨牧師退場） 

（瑪麗公主確認亨牧師退場，趕緊站起來） 

瑪麗公主：牧師請原諒，毋是故意要騙你，是我不得已。 

（瑪麗公主退場） 

（鄭成功登場） 

鄭成功唱：大員大員大員大員局局局局勢大勢大勢大勢大致致致致清清清清，，，，應該應該應該應該取取取取下來下來下來下來復復復復明明明明，，，，不不不不由由由由一事一事一事一事在在在在心心心心胸胸胸胸，，，，嬌嬌嬌嬌

容浮容浮容浮容浮起在眼前起在眼前起在眼前起在眼前。。。。秀髮艷麗秀髮艷麗秀髮艷麗秀髮艷麗如如如如莿桐莿桐莿桐莿桐，，，，性情性情性情性情活潑又活潑又活潑又活潑又大方大方大方大方，，，，異異異異國思想風國思想風國思想風國思想風韻濃韻濃韻濃韻濃，，，，

柳腰款款柳腰款款柳腰款款柳腰款款花花花花面容面容面容面容。。。。    

（鄭成功嘆一口氣，陷入沉思） 

（瑪麗公主登場，不時回望後方，看見鄭成功出聲叫喚） 

瑪麗公主：明郎！ 

鄭成功：瑪麗！ 

（鄭成功向前將瑪麗公主擁入懷中。） 

鄭成功唱：因何因何因何因何嬌容暗消損嬌容暗消損嬌容暗消損嬌容暗消損，，，，見妳見妳見妳見妳憔悴憔悴憔悴憔悴滿心滿心滿心滿心悶悶悶悶。。。。（鄭成功憐惜的輕撫

瑪麗公主的臉龐） 

瑪麗公主唱：夜夜夜夜夜夜夜夜難難難難眠眠眠眠多多多多夢夢夢夢魂魂魂魂，，，，日日日日日日日日等待等待等待等待思思思思郎郎郎郎君君君君。。。。 

鄭成功：夜夜難眠是做什麼惡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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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公主：是呀，不知如何最近常常做惡夢。 

鄭成功：什麼款的惡夢？ 

瑪麗公主：總是戰爭，你也在內面，和揆一、亨牧師互相廝殺，我一

直叫你，你都沒聽見。 

鄭成功：這……（鄭成功聞言不由得放開瑪麗公主） 

鄭成功唱：聽聽聽聽聞聞聞聞此此此此言震心言震心言震心言震心驚驚驚驚，，，，與與與與她注她注她注她注定定定定壁壘壁壘壁壘壁壘明明明明，，，，真真真真心已心已心已心已放放放放難難難難斬斬斬斬情情情情，，，，如如如如

何何何何安安安安排排排排是是是是娉婷娉婷娉婷娉婷。。。。    

瑪麗公主：你在想什會？怎麼不說話？ 

鄭成功：不，我在想，我無論如何我會想辦法保護妳。 

瑪麗公主：那安呢，你可以結束你海上的生理，來替阮荷蘭官府做貿

易，卡免阮時常就愛等待你。 

鄭成功：這．．．．．．，妳看這是什麼？ 

（鄭成功拿出一束蘭花送給瑪麗公主） 

瑪麗公主：好漂亮！這是什麼花？ 

鄭成功唱：此花此花此花此花名名名名喚喚喚喚是蘭是蘭是蘭是蘭花花花花，，，，嬌麗嬌麗嬌麗嬌麗高高高高雅雅雅雅人人人人人人人人誇誇誇誇，，，，送送送送妳妳妳妳薰薰薰薰衣衣衣衣鬢鬢鬢鬢上上上上插插插插，，，，步步步步

步步步步生生生生香香香香憐嬌娃憐嬌娃憐嬌娃憐嬌娃。。。。（鄭成功替瑪麗公主把蘭花插上髮鬢） 

（瑪麗公主開懷顧影自憐） 

鄭成功唱：傳傳傳傳聞聞聞聞大員的大員的大員的大員的南濱南濱南濱南濱，，，，瑯嶠瑯嶠瑯嶠瑯嶠番社番社番社番社遍遍遍遍地生地生地生地生，，，，妳妳妳妳若若若若甲意甲意甲意甲意帶妳帶妳帶妳帶妳去去去去，，，，游游游游

賞賞賞賞花花花花中中中中情纏綿情纏綿情纏綿情纏綿。。。。    

瑪麗公主唱：與君與君與君與君遊賞宿願償遊賞宿願償遊賞宿願償遊賞宿願償，，，，何何何何處都處都處都處都是是是是情情情情意意意意長長長長，，，，不不不不賞賞賞賞蘭蘭蘭蘭花花花花也心也心也心也心含含含含笑笑笑笑，，，，

只只只只要要要要偎偎偎偎在君在君在君在君懷懷懷懷中中中中。。。。（相視相擁） 

鄭成功唱：瑪麗瑪麗瑪麗瑪麗妳要妳要妳要妳要聽我言聽我言聽我言聽我言，，，，如如如如今情今情今情今情勢不如前勢不如前勢不如前勢不如前，，，，海海海海面面面面烽煙轉眼變烽煙轉眼變烽煙轉眼變烽煙轉眼變，，，，先先先先

離離離離大員保大員保大員保大員保安安安安然然然然。。。。 

瑪麗公主：我不要，我若是離開，何處找你，又該如何相逢？ 

鄭成功唱：巴達巴達巴達巴達維亞維亞維亞維亞是荷軍是荷軍是荷軍是荷軍，，，，妳妳妳妳能能能能去去去去那暫那暫那暫那暫安安安安頓頓頓頓，，，，一一一一旦局旦局旦局旦局勢勢勢勢若若若若平平平平穩穩穩穩，，，，接接接接

妳妳妳妳回來不回來不回來不回來不離分離分離分離分。。。。 

瑪麗公主：我甘一定要走？ 

鄭成功：為保妳的安全，最好速速離開。 

瑪麗公主：明郎。 

鄭成功：瑪麗。 

（兩人雙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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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唱：本是天鳥與本是天鳥與本是天鳥與本是天鳥與水水水水魚魚魚魚，，，，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會會會會來成來成來成來成雙雙雙雙對對對對，，，，為為為為了分離了分離了分離了分離淚淚淚淚不盡不盡不盡不盡，，，，風雲風雲風雲風雲

變色在一時變色在一時變色在一時變色在一時。。。。 

（幕降） 

 

第六幕【兵臨城外】 

景：熱蘭遮城內 

（亨牧師、揆一長官與眾荷蘭軍官） 

背景唱：鄭氏海軍來鄭氏海軍來鄭氏海軍來鄭氏海軍來壓壓壓壓境境境境，，，，直搗直搗直搗直搗荷荷荷荷營營營營有有有有權謀權謀權謀權謀，，，，民民民民心漸漸心漸漸心漸漸心漸漸散散散散了離了離了離了離，，，，援援援援軍軍軍軍

未未未未到到到到更慘淒更慘淒更慘淒更慘淒。。。。 

揆一唱：鄭氏鄭氏鄭氏鄭氏小小小小兒兒兒兒太放太放太放太放肆肆肆肆，，，，竟竟竟竟然然然然暗算暗算暗算暗算太過分太過分太過分太過分，，，，斷斷斷斷我糧我糧我糧我糧食圍食圍食圍食圍我軍我軍我軍我軍，，，，此情此情此情此情

此景怎吞此景怎吞此景怎吞此景怎吞忍忍忍忍。。。。 

亨牧師：可可可可嘆援嘆援嘆援嘆援軍軍軍軍未能未能未能未能到到到到，，，，大員命大員命大員命大員命運隨運隨運隨運隨流流流流漂漂漂漂，，，，何不快何不快何不快何不快信信信信到到到到巴城巴城巴城巴城，，，，求求求求來來來來

援援援援助助助助保保保保性性性性命命命命。。。。    

揆一唱：巴城巴城巴城巴城傳傳傳傳來的回應來的回應來的回應來的回應，，，，牧師牧師牧師牧師你也看你也看你也看你也看得得得得清清清清，，，，自自自自從從從從鄭氏鄭氏鄭氏鄭氏斷斷斷斷貿易貿易貿易貿易，，，，態度態度態度態度

就就就就變變變變得得得得冷冰冰冷冰冰冷冰冰冷冰冰，，，，還還還還有番社的有番社的有番社的有番社的反反反反亂亂亂亂，，，，漢人漢人漢人漢人統治統治統治統治也不也不也不也不簡單簡單簡單簡單，，，，如如如如今分今分今分今分明明明明放放放放乎乎乎乎

咱咱咱咱，，，，放放放放棄棄棄棄大員大員大員大員袂袂袂袂毋毋毋毋甘甘甘甘。。。。    

亨亨亨亨牧師唱牧師唱牧師唱牧師唱：：：：不不不不管管管管因是因是因是因是啥啥啥啥回應回應回應回應，，，，公公公公主主主主必先必先必先必先送送送送回回回回程程程程，，，，金金金金枝玉葉枝玉葉枝玉葉枝玉葉遭遭遭遭不不不不幸幸幸幸，，，，如如如如

何何何何面面面面對對對對咱咱咱咱王廷王廷王廷王廷。。。。    

亨牧師：去請公主來。 

（亨牧師讓荷軍小兵去請來公主） 

（公主登場） 

瑪麗公主唱：自自自自君別後君別後君別後君別後形容損形容損形容損形容損，，，，難難難難管世外管世外管世外管世外亂紛紛亂紛紛亂紛紛亂紛紛，，，，情情情情絲絲絲絲糾糾糾糾纏纏纏纏何何何何慘慘慘慘恨恨恨恨，，，，

飄飄雖飄飄雖飄飄雖飄飄雖活活活活似離似離似離似離魂魂魂魂。。。。    

瑪麗公主：牧師你找我？ 

亨牧師：公主，妳究竟是怎樣？一日比一日消瘦，送妳回程的船班，

這兩日就會到，妳趕緊款好行李，隨船回去。 

瑪麗公主唱：此此此此去何日去何日去何日去何日能能能能見見見見君君君君，，，，一日一日一日一日苦等苦等苦等苦等如如如如三春三春三春三春，，，，熬煎熬煎熬煎熬煎心心心心內內內內如如如如火火火火焚焚焚焚，，，，

誰誰誰誰人人人人哉哉哉哉知知知知我心我心我心我心憂憂憂憂恨恨恨恨。。。。 

（各自發愁） 

（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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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幕【猛龍叩關】： 

景：城外 

（鄭成功領隊，大軍壓境） 

（海戰） 

眾水手唱：戰船戰船戰船戰船進港翻進港翻進港翻進港翻海海海海湧湧湧湧，，，，海海海海潮潮潮潮也滿也滿也滿也滿助進助進助進助進征征征征，，，，荷軍荷軍荷軍荷軍呼呼呼呼天地不應天地不應天地不應天地不應，，，，難難難難

敵敵敵敵海上一海上一海上一海上一猛猛猛猛龍龍龍龍。。。。 

鄭成功唱：親親親親壓壓壓壓大軍大軍大軍大軍執執執執軍旗軍旗軍旗軍旗，，，，訓練訓練訓練訓練有有有有術兵術兵術兵術兵如如如如儀儀儀儀。。。。 

（與荷軍對戰） 

揆一唱：健健健健兒勇兒勇兒勇兒勇猛猛猛猛是鄭氏是鄭氏是鄭氏是鄭氏，，，，我軍漸漸我軍漸漸我軍漸漸我軍漸漸敗敗敗敗下下下下陣陣陣陣。。。。 

揆一：來人啊，收兵。 

（荷軍收兵退場） 

陳豪：老大，被他們跑去！ 

鄭成功：無妨，天命不與，民心不依，因只是困獸之鬥，早慢要投降。

來人呀，收兵！ 

鄭軍：是！ 

 

第八幕【情天恨海】： 

景：岸邊 

（鄭成功在台上） 

鄭成功唱：取取取取大員大員大員大員誓復誓復誓復誓復大明大明大明大明，，，，橫掃荷軍橫掃荷軍橫掃荷軍橫掃荷軍猛猛猛猛如龍如龍如龍如龍，，，，愧愧愧愧對紅對紅對紅對紅顏顏顏顏眠眠眠眠難成難成難成難成，，，，不不不不

知知知知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說分說分說分說分明明明明。。。。    

鄭成功：唉，罷了，先護伊瑪麗離開就是，一切待得風波平靜，再來

懇其原諒吧。 

（瑪麗公主碎步匆匆上台） 

瑪麗公主唱：手手手手拿郎拿郎拿郎拿郎君的君的君的君的書信書信書信書信，，，，匆匆趕匆匆趕匆匆趕匆匆趕到到到到是岸邊是岸邊是岸邊是岸邊，，，，不不不不知知知知為何亂在心為何亂在心為何亂在心為何亂在心，，，，

眉眉眉眉跳跳跳跳手手手手抖抖抖抖太太太太驚驚驚驚人人人人。。。。    

（（（（瑪麗瑪麗瑪麗瑪麗公公公公主主主主環環環環顧顧顧顧四周四周四周四周））））    

瑪麗公主：明郎，郎君。 

（鄭成功向前緊擁瑪麗公主） 

鄭成功唱：得知得知得知得知佳佳佳佳人在大員人在大員人在大員人在大員，，，，心心心心驚又驚又驚又驚又亂亂亂亂太太太太愁愁愁愁煩煩煩煩，，，， 

瑪麗公主唱：船船船船班班班班明日明日明日明日會會會會來來來來到到到到，，，，護送護送護送護送回回回回程程程程一時一時一時一時間間間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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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成功唱：回轉回轉回轉回轉切切切切要要要要珍珍珍珍重重重重身身身身，，，，如如如如此此此此消瘦刺消瘦刺消瘦刺消瘦刺我心我心我心我心。。。。待待待待到此到此到此到此地風波盡地風波盡地風波盡地風波盡，，，，必必必必

會會會會接接接接妳妳妳妳來來來來團圓團圓團圓團圓。。。。 

瑪麗公主：郎君。 

（亨牧師登場，見二人相擁大喊） 

亨牧師：大膽狂徒，將公主放開！ 

亨牧師唱：你是你是你是你是哪哪哪哪來的來的來的來的狂狂狂狂漢漢漢漢，，，，竟敢竟敢竟敢竟敢對對對對伊伊伊伊摟摟摟摟安安安安安安安安（（（（緊緊緊緊緊緊緊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放開放開放開放開趕趕趕趕

緊緊緊緊棒棒棒棒（（（（放放放放）））），，，，若若若若毋毋毋毋不不不不容容容容你你你你活世間活世間活世間活世間。。。。    

（亨牧師向前拉開公主） 

亨牧師：好呀你，我才要看覓你究竟是誰？ 

瑪麗公主：亨牧師，求你饒他一命。 

亨牧師：公主妳走！（推開公主） 

亨牧師：你！你是．．．．．．（亨牧師愣住） 

亨牧師唱：甘甘甘甘是我是我是我是我老老老老眼眼眼眼昏昏昏昏花花花花，甘甘甘甘是我心是我心是我心是我心緒緒緒緒如如如如麻麻麻麻，，，，海上惡海上惡海上惡海上惡鬼鬼鬼鬼將將將將城城城城破破破破，，，，哪哪哪哪

會會會會將將將將伊伊伊伊看看看看做做做做他他他他。。。。    

（公主上前拉住亨牧師衣袖） 

瑪麗公主：亨牧師，求你饒赦伊，阮是真心相愛，毋是伊來將我欺。 

亨牧師：公主啊！ 

亨牧師唱：公公公公主主主主妳怎妳怎妳怎妳怎這這這這麼麼麼麼憨憨憨憨，，，，伊伊伊伊是惡是惡是惡是惡鬼鬼鬼鬼妳妳妳妳當當當當情情情情郎郎郎郎，，，，知知知知啥啥啥啥名姓來名姓來名姓來名姓來自自自自何方何方何方何方？？？？    

瑪麗公主：我當然嘛知，伊是．．．．．． 

亨牧師唱：伊伊伊伊是是是是毀妳毀妳毀妳毀妳家家家家國國國國，，，，鄭成鄭成鄭成鄭成功功功功！！！！ 

瑪麗公主：亨牧師，你怎可胡言亂語。 

亨牧師：妳怎麼不自己問伊。（亨牧師痛心的說） 

（瑪麗公主深受打擊，搖搖晃晃地向鄭成功看向尋求答案） 

鄭成功：瑪麗妳聽我講．．．．．． 

瑪麗公主：你講，你叫啥名姓，家住哪裡？做什麼營生！ 

鄭成功唱：瑪麗瑪麗瑪麗瑪麗妳妳妳妳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所所所所愛愛愛愛，，，，將將將將妳妳妳妳欺瞞欺瞞欺瞞欺瞞不應該不應該不應該不應該，，，，我名成我名成我名成我名成功功功功賜國姓賜國姓賜國姓賜國姓，，，，榮榮榮榮

封封封封郡王的出身郡王的出身郡王的出身郡王的出身。。。。 

瑪麗公主：鄭成功，國姓爺！（瑪麗公主怒指鄭成功） 

瑪麗公主唱：聲聲聲聲聲聲聲聲句句將句句將句句將句句將我我我我騙騙騙騙，，，，我對你我對你我對你我對你卻卻卻卻是是是是情情情情無邊無邊無邊無邊，，，，我我我我面面面面對對對對家家家家國國國國巨巨巨巨變變變變，，，，

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掀掀掀掀起恨起恨起恨起恨滔滔滔滔天天天天。。。。 

鄭成功唱：怪怪怪怪我我我我隱隱隱隱瞞瞞瞞瞞引引引引妳妳妳妳心心心心傷傷傷傷，，，，怨怨怨怨恨我也無言恨我也無言恨我也無言恨我也無言相相相相向向向向，，，，局局局局勢勢勢勢逼逼逼逼我我我我妳受妳受妳受妳受災災災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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殃殃殃殃，，，，我也為難兒我也為難兒我也為難兒我也為難兒女女女女情長情長情長情長。。。。    

（（（（瑪麗公主步步緊逼鄭成功）））） 

瑪麗公主唱：說什麼說什麼說什麼說什麼護護護護我周全我周全我周全我周全，，，，說什麼說什麼說什麼說什麼接接接接我我我我團圓團圓團圓團圓，，，，全是全是全是全是虛虛虛虛言言言言太太太太可可可可嘆嘆嘆嘆，，，，

嘆嘆嘆嘆我一我一我一我一個個個個大大大大憨憨憨憨人人人人。。。。 

瑪麗公主：國姓爺，你甘不感覺自己太好笑，說什麼等待風波平靜，

就要接我回帆，兩人相守情深永遠，可以百花遊賞，可以隨船遠洋，

全是一派謊言。 

鄭成功：我．．．．．． 

瑪麗公主：你若是有一點良心，對我有一絲虧欠，你就該退兵而去，

若不甲，我將永遠恨你。亨牧師，咱來去。 

（瑪麗公主離去，奔走三步再度回頭） 

（鄭成功伸出手，又頹然放下） 

（瑪麗公主退場） 

（鄭成功頹然站立台上） 

背景唱：情情情情天恨海天恨海天恨海天恨海何何何何慘淒慘淒慘淒慘淒，，，，紅絲紅絲紅絲紅絲打打打打斷斷斷斷傷傷傷傷別別別別離離離離，，，，家家家家國國國國情情情情意難盡意意難盡意意難盡意意難盡意，，，，月月月月似似似似

破鏡半破鏡半破鏡半破鏡半邊邊邊邊圓圓圓圓。。。。 

（落幕） 

 

第九幕【捨船救愛】： 

景：碼頭邊 

瑪麗公主唱：收收收收拾皮箱登拾皮箱登拾皮箱登拾皮箱登離離離離船船船船，，，，回看大員回看大員回看大員回看大員傷傷傷傷心魂心魂心魂心魂，，，，真真真真心心心心遺遺遺遺落落落落無無無無處處處處尋尋尋尋，，，，

想起想起想起想起伊伊伊伊人人人人情情情情絞絞絞絞恨恨恨恨。。。。 

亨牧師：公主回去荷蘭，妳就將這裡一切放忘記，開始妳快樂的人生。 

（瑪麗公主擁抱亨牧師） 

瑪麗公主唱：牧師牧師牧師牧師對我心對我心對我心對我心疼愛疼愛疼愛疼愛，，，，猶猶猶猶如親生我如親生我如親生我如親生我會知會知會知會知，，，，你在大員你在大員你在大員你在大員身保在身保在身保在身保在，，，，

也也也也愛寫批愛寫批愛寫批愛寫批乎乎乎乎我我我我知知知知。。。。    

亨牧師：公主放心，可能我也真緊回去荷蘭了，畢竟大勢已定，我軍

難敵伊．．．．． 

（亨牧師突然住口） 

瑪麗公主：牧師你快回去吧，我等上船就是。 

亨牧師：好吧，公主，千萬要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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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牧師退場） 

水手Ａ唱：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昨昨昨昨夜夜夜夜聽人聽人聽人聽人講講講講，，，，講要講要講要講要暗暗暗暗殺殺殺殺鄭成鄭成鄭成鄭成功功功功。。。。    

水手Ｂ：有影才通講。 

水手Ａ唱：我是城我是城我是城我是城內內內內包探包探包探包探聽聽聽聽，，，，亥亥亥亥時城時城時城時城外外外外鄭軍鄭軍鄭軍鄭軍營營營營。。。。 

（瑪麗公主心驚抓住水手探問） 

瑪麗公主：現在是什麼時辰？ 

水手：就快要亥時了。 

（瑪麗公主急忙退場） 

 

第十幕【長伴蘭眠】： 

（瑪麗公主駕馬而出） 

背景唱：為為為為了情了情了情了情郎郎郎郎捨捨捨捨了了了了船船船船，，，，匆匆趕匆匆趕匆匆趕匆匆趕赴赴赴赴亂紛紛亂紛紛亂紛紛亂紛紛，，，，一聽一聽一聽一聽伊伊伊伊來來來來受受受受危困危困危困危困，，，，早早早早已已已已

不不不不知知知知愛愛愛愛與恨與恨與恨與恨。。。。 

瑪麗公主唱：快快快快馬揚馬揚馬揚馬揚起煙起煙起煙起煙塵塵塵塵多多多多，，，，遮遮遮遮蓋蓋蓋蓋紛紛亂心紛紛亂心紛紛亂心紛紛亂心曹曹曹曹。。。。    

（尪姨與番社眾人登場） 

尪姨：將將將將伊伊伊伊拿拿拿拿下下下下不可不可不可不可誤誤誤誤，，，，有有有有伊伊伊伊在手在手在手在手萬萬萬萬事無事無事無事無妨妨妨妨。。。。 

（眾人卸去瑪麗公主馬鞭，壓捆起來） 

瑪麗公主：大膽，你可知我是誰。 

尪姨：當然知道，押走！ 

尪姨唱：雖雖雖雖知伊知伊知伊知伊是無是無是無是無辜辜辜辜人人人人，，，，為番社心為番社心為番社心為番社心拿拿拿拿狠狠狠狠直直直直，，，，綁綁綁綁伊伊伊伊一人一人一人一人做做做做人人人人質質質質，，，，壓壓壓壓逼逼逼逼

荷蘭與國姓荷蘭與國姓荷蘭與國姓荷蘭與國姓。。。。 

瑪麗公主：救人啊！ 

（眾人退場） 

（鄭成功登場） 

鄭成功唱：聽聽聽聽聞聞聞聞瑪麗瑪麗瑪麗瑪麗被擄綁被擄綁被擄綁被擄綁，，，，內內內內心心心心急憤急憤急憤急憤又又又又惱惱惱惱亂亂亂亂，，，，不不不不管管管管弟兄弟兄弟兄弟兄怎怎怎怎阻柵阻柵阻柵阻柵，，，，一一一一

心心心心救救救救伊伊伊伊回回回回家家家家園園園園。。。。    

（鄭成功看見被綁的瑪麗公主） 

鄭成功：瑪麗等我，我來救妳。 

尪姨：等咧，要救伊可以，你要先答應我數件事情，若無我就馬上將

伊燒死。 

鄭成功：好，妳講，妳不可傷害伊。 



19 
 

尪姨唱：自自自自從從從從荷蘭人來荷蘭人來荷蘭人來荷蘭人來到到到到，，，，番番番番社人社人社人社人民民民民難出頭難出頭難出頭難出頭，，，，古古古古來來來來祭儀祭儀祭儀祭儀也蠻拗也蠻拗也蠻拗也蠻拗，，，，土土土土地地地地

巧巧巧巧騙騙騙騙情情情情不不不不留留留留，，，，漢人漢人漢人漢人亦亦亦亦是一是一是一是一模模模模樣樣樣樣，，，，要要要要你你你你現現現現在在在在說分說分說分說分張張張張，，，，統治統治統治統治掌掌掌掌握握握握若若若若在手在手在手在手，，，，

放阮放阮放阮放阮番社的番社的番社的番社的自自自自由由由由。。。。    

鄭成功：番社將要不服統治，豈不是令人為難。 

尪姨：我亦不是太過分，只要愛我原本的自由，你若不答應，我就馬

上乎伊死。 

鄭成功：好，答應妳。 

（亨牧師與荷蘭兵士默默登場） 

尪姨：君子一言駟馬難追，希望你要守信。將伊放開。 

（瑪麗公主鬆綁後奔向鄭成功，被亨牧師與荷蘭兵士攔截，鄭成功同

時也拉住瑪麗公主） 

亨牧師：公主！ 

鄭成功：瑪麗！ 

亨牧師：你們這麼沒用，趕緊想辦法！ 

荷蘭兵士：有啊！鄭成功你去死吧！ 

（瑪麗公主眼見鄭成功危險，撲身向前，中了荷蘭兵士的劍） 

鄭成功：瑪麗！ 

亨牧師：公主！ 

（瑪麗軟倒在鄭成功懷裡） 

瑪麗公主唱：一一一一切切切切都都都都是天作是天作是天作是天作弄弄弄弄，，，，本也不本也不本也不本也不知知知知為為為為情亦情亦情亦情亦為忠為忠為忠為忠，，，，死在你死在你死在你死在你懷懷懷懷中中中中宿宿宿宿

願償願償願償願償。。。。    

鄭成功：不可胡說，我馬上為你找尋名醫。 

瑪麗公主唱：一命一命一命一命悠悠悠悠悠悠悠悠歸歸歸歸幽冥幽冥幽冥幽冥，，，，請你聽我在眼前請你聽我在眼前請你聽我在眼前請你聽我在眼前，，，，將將將將我我我我埋骨埋骨埋骨埋骨瑯嶠濱瑯嶠濱瑯嶠濱瑯嶠濱，，，，

帶帶帶帶我去與蘭我去與蘭我去與蘭我去與蘭花花花花眠眠眠眠，，，，我有我有我有我有八八八八寶寶寶寶隨隨隨隨在身在身在身在身，，，，留留留留你為你為你為你為記記記記念念念念情情情情義義義義，，，，紛紛紛紛擾擾擾擾都都都都隨隨隨隨我我我我而而而而

去去去去，，，，善善善善待待待待荷軍荷軍荷軍荷軍放放放放生生生生機機機機。。。。 

（瑪麗公主逝去） 

鄭成功：瑪麗，瑪麗，我不要，妳醒來，不然我要因全部賠命，瑪麗！ 

背景唱：荷蘭荷蘭荷蘭荷蘭嬌女笑嬌女笑嬌女笑嬌女笑嫣嫣嫣嫣然然然然，，，，長長長長埋埋埋埋瑯嶠瑯嶠瑯嶠瑯嶠伴花伴花伴花伴花眠眠眠眠，，，，取取取取下大員下大員下大員下大員償宿願償宿願償宿願償宿願，，，，悠悠悠悠悠悠悠悠

情情情情恨恨恨恨千千千千萬般萬般萬般萬般。。。。 

 

（全劇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