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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句偶聯璧佳句偶聯璧佳句偶聯璧佳句偶聯璧：：：：秦少游與蘇小妹秦少游與蘇小妹秦少游與蘇小妹秦少游與蘇小妹    

傳統歌仔戲傳統歌仔戲傳統歌仔戲傳統歌仔戲劇本劇本劇本劇本((((共五場共五場共五場共五場))))    

 

時代：宋神宗時期 

 

場景：京城文薈樓前 

蘇家廳堂 

東嶽廟前 

蘇家後院 

 

人物表： 

 秦少游：宋代蘇門四才子之一，才學出眾，風流倜儻，為揚州名秀才，後高

中狀元，愛上蘇洵掌上明珠，蘇東坡之妹，蘇小妹。 

 

 蘇小妹：蘇家獨生女，文采過人，頭腦機智，口才一流。容貌雖不艷麗，卻

是氣質典雅，姿容脫俗。 

 

 蘇  洵：小妹之父，性情幽默，才學淵博。 

 

 蘇東坡：小妹之長兄，宋代文豪，喜與小妹鬥嘴，兩人才情不相上下。 

 

 王  雱：宰相王安石之子，秦少游友人，飽讀詩書，然外型邋遢，不修邊幅，

卻又自以為瀟灑，欲以詩文向小妹提親，卻遭拒絕。 

 

 駱英花：蘇小妹的表姊，外型醜陋，自許洛陽一枝花。 

 

 陳師道：文質彬彬的書生，秦少游與王雱的朋友，準備一同赴秋季考試。 

 

 蘇  香：蘇小妹的貼身丫環，貼心懂事，乖巧伶俐。 

 

 秦古意：秦少游的隨身書僮，愣頭愣腦，傻裡傻氣。 

 

 駱勝男：駱英花的小妹，年方五歲，為駱家排行第八的么女。 

 

 蘇  忠：蘇家護院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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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第一場第一場第一場        文薈之約文薈之約文薈之約文薈之約    

 

場景：京城文薈樓前(一片繁華) 

人物：秦少游、秦古意、王雱、陳師道 

 

(O S)：風流多情狀元才， 

錦心繡口女裙釵， 

古廟初探相思害， 

三過難關結和諧。 

 

 大幕啟，燈亮。 

 王雱上場。 

王  雱：(點燈籠) 

王雱王雱是我名， 

才子名聲透京城， 

世代相傳認真拚， 

將來我嘛是大官命啊，大、官、命。 

 陳師道上場。 

陳師道：喂！王兄，你怎麼這麼早就來了? 

王  雱：為了這擺的大考，我是每日讀冊、讀冊，讀得「目睭覷覷，田螺快

要看做水龜」(兩眼昏花)。出來透一口氣，果然有比較快活。 

陳師道：王兄，你有啥好緊張的，憑你的才學，這次的考試應該是沒問題才

對。(突然想到) 咦！少游還未來喔? 

王  雱：伊家蹛佇揚州，一定會比我們晚到。而且我們倆是京城人，京城每

一個所在都嘛走透透，少游剛來，一定摸嘸路，不會那麼準時的啦！ 

陳師道：王兄說的也有道理。想起一年前咱三人相約赴大考，沒想到日子馬

上就到了，毋知日後咱的命運會如何。 

(數來寶) 

秀才舉人滿滿是， 

滿腹文章免懷疑， 

得到功名(坐)金交椅， 

若是落第(刷)呷家己。 

王  雱：(數來寶) 

陳兄才情(嘛)統人知， 

少游揚州(的)名秀才， 

(我)王雱是宰相的後代， (王雱扯扯衣領，顯出些傲氣) 

挈不到功名才奇怪。 

陳師道：(數來寶) 



3 
 

兄弟三人相鼓勵， 

文房四寶攏傳齊， 

二  人：(數來寶) 

秋試皇帝金鑾坐， 

欽賜文冠是咱的呀，是、咱、的。 

 

(O S)秦古意：公子啊，公子啊，趕緊啊！隨我來。 

 秦少游出場 

秦少游：(歌) 

揚州苦讀慕聖賢， 

轉眼匆匆已十年， 

為的欲鴻鵠之志能實現， 

為的是書中自有美嬌妍。 

(歌) 

我入京城細端詳， 

秦家家道靠我揚， 

少年意氣百千丈， 

今日要做人中龍。 

秦少游：(團團作揖)王兄、陳兄早到了，小弟失敬，失敬。自從上回揚州一

別，匆匆已經過了一年。兩位別來無恙? 

陳師道：秦兄閉門苦讀，今日進京，想必是志在必得了。 

秦少游：豈敢，豈敢。王兄說話有辯才，陳兄的文筆統人知，我怎好在關老

爺面前弄大刀。 

王  雱：(驕傲狀)我確實是你的對手，我雖然不比曹植才高八斗，可是最少

秤秤也有七斗，剩下三斗，恁倆ㄟ家己請裁分分一下。 

秦古意：哇！這些人真愛答喙鼓。(自言自語) 

王  雱：只是不知你頂世人是燒了什麼好香，予你生得比我較緣投。(說著

嘆了一口氣) 

秦古意：阿面皮敢可以做飯呷？ 媠人不一定有媠命。 

秦少游：(對著秦古意說，並語帶斥責)古意，不可多言。 

 秦古意摀嘴，表示不敢再多言。 

 

秦少游：王兄你這款的身世和才華，敢亦有什麼好不如意? 

王  雱：欸… 

(數來寶) 

家世顯赫銀滿樓， 

詩書文章(我)上敖， 

偏偏佳人愛緣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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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金難買那個潘安貌呀，潘，安，貌。 

秦少游：王兄，此言差矣！ 

(歌) 

千金難買是光陰， 

錦繡前程勝千金， 

一朝求得功名立， 

萬古流芳傳古今。 

聖賢的道理細細吟， 

同年友人攏是知音， 

上前安慰再作揖， 

我勸王兄放寬心。 

王  雱：你不知道這回踢到鐵板，說到這件事我實在嚥不下這口氣。本公子

一篇好好的文章，父親命人送去蘇府求親，竟然，竟然，給本公子

退了回來，聽說是蘇家小姐對我的文章有意見，說什麼我未來的成

就真有限。 

秦少游：(自言自語)這蘇家小姐還頗有慧眼，一下就看出了王雱的弱點，看

來這小姐之才，也非等閒呀，難怪要以比試文章來招親了。 

王  雱：我以為這蘇家千金是「美甲若皇帝娘」，才會這樣百般挑、千般揀，

無問猶閣好，一下探聽，才知道蘇家小姐才情雖好，但容貌是䆀到

會驚死人。欸！叫我如何嚥得下這口氣？ 

秦古意：我聽過拋繡球招親，比武招親，就是不曾聽過比文章招親的。若是

碰到一個冒名的，豈不是牛頭對到馬尾，顛倒壞。(對著公子小聲

說) 

陳師道：說得亦有道理，平平攏是䆀，也就隨便湊合著就好了，卻學人揀囝

婿。況且聽說蘇家小姐額頭凸起，目睭大細蕊，看無三吋遠，我看

半夜遇到也要嚇一跳。 

秦古意：哇！那ㄟ價恐怖！ 

秦少游：王兄剛剛所說的蘇府，可是名滿士林的蘇老泉家? 

王  雱：正是。此女正是蘇東的小妹，就是這樣，我才更加氣惱，蘇家老頭

只是文章寫得好，又嘸什麼功名？我一個堂堂相府公子，去求親是

看得起伊，煞毋知影尹兜小姐竟然不知天高地厚來拒絕，真是氣死

人。唉！ 

陳師道：麥氣，麥氣！你沒聽人在說，娶到醜某，一世人艱苦。加在，好加

在，先給他拒絕也好啦！啉酒去，啉酒去。秦兄，鬥陣一起來去。 

秦少游：不過我還有一點事沒辦，無法度相隨。 

 陳師道一邊拉著王雱走。 

王  雱：(向秦少游說道)哪這樣，今晚別忘了我們在家中設宴等著為你接風

洗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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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少游：兩位兄長，小弟不會忘記，晚上一定準時到。 

王雱、陳師道：好啦！那就晚上見了。 

 王雱、陳師道下場。 

 

秦古意：這個王相公也是真奇怪，世間本來就是「有人興甜，有人興鹹」(各

有所好)，而且他生作那款，若換作我是查某，不要說是嫁給他作

大某，就是作貴妃，我嘛不要。(作鬼臉，吐舌頭，一副不以為然

狀) 

秦少游：娶妻之前要先問功名，現下談這些，還言之過早。倒是蘇家的文名，

天下皆知，我應該先往蘇府拜訪才是。 

秦古意：公子，抑是你較正經。不過，你敢相信蘇家的小姐真正有生得遐爾

仔䆀？ 

秦少游：ㄟ，古意，別亂想，帶路呀！ 

 大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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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第二場第二場第二場        東坡戲妹東坡戲妹東坡戲妹東坡戲妹    

 

場景：蘇家大堂(廳堂中有桌椅，桌上先擺好紙筆) 

人物：蘇洵、蘇東坡、蘇小妹、駱英花、駱勝男、蘇香、家院 

 

(O S)：名重士林蘇家郎， 

作詩論文世無雙， 

欲求評點忙拜望， 

少游今日露鋒芒。 

 

 大燈亮，蘇洵、蘇東坡已在場中。 

蘇  洵：孩兒！多日不見人影，除了秋試之外，朝廷還有什麼大事? 

蘇東坡：奉皇上之命，協辦今年科考，為了這件事就忙得像陀螺囉。 

蘇  洵：今年來京城參加考試的舉人中，敢有較特別的? 

蘇東坡：目前各地的考生多已聚集京城，除了王宰相的公子王雱，徐州的陳

師道，還有洪州的黃山谷，都是一時之選的人才，尤其是前日來拜

訪的那個揚州秦少游。 

蘇  洵：是呀！這位秦公子不但生得一表人才，又是飽學之士。我看他今年

一定能高中狀元，若是說…若是說…我們的小妹…。 

蘇東坡：小妹如何呀? 

蘇  洵：不知我們的小妹會不會甲意秦公子。 

蘇東坡：小妹目睭生在頭殼頂，阿爹你恐怕又是空歡喜。 

蘇  洵：不如咱來試試小妹。(低頭略有所思)蘇香，有請小姐。 

(OS)蘇香：是。 

 

 蘇香微微攙扶蘇小妹上場。 

蘇小妹：(歌) 

瓊花玉蕊世無雙， 

天然嬌態勝海棠， 

為免辜負青春夢， 

何時得配有情郎? 

 

 蘇小妹、蘇香向蘇洵、蘇東坡行禮。 

蘇小妹：爹爹，大哥。 

蘇  香：老爺萬安，大少爺萬安。 

蘇小妹：不知阿爹喚女兒前來，有何重要的事情? 

蘇  洵：是這樣，近日期逢大考，四方考生薈集京城，登門求教的人太多，

刷來忽略我這好女兒，不知妳最近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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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小妹：多謝阿爹關心，女兒最近學畫梅，有一點心得，另日再請阿爹指教。

不過，前些日女兒曾去過阿爹的書房，並未曾看到什麼特殊的文

章。 

蘇  洵：可是昨日有一少年書生，登門拜訪，請阿爹指點策論詩文，人才品

貌都是一流，可以說百年難得一見。 

蘇東坡：是啊！小妹聰明伶俐，詩文敏捷勝過男兒，這樣的人才才配得過。 

蘇小妹：多謝阿爹與大哥，一心想要替我找個好姻緣，但前番王丞相的公子

以詩文求親，雖有些文采，卻不是我甲意的。 

蘇  香：就是啊！老爺，聽說王丞相一家人都是衫襟一層油垢，鬍鬚就像荒

山的野草，不刮也不剃，這樣如何配小姐? 

蘇東坡：王安石身為宰相，雖然新政與我的理念不合，卻不失為國家的棟樑

之材，不過他的性情怪異，不識人情義理，也確實是真的。 

蘇  香：聽說王家的公子也是阿里阿匝(邊幅不修)，這就是龍生龍，鳳生鳳，

痀僂生凍憨。 

蘇  洵：蘇香，好了！ 

 蘇香悻悻然不再說話。 

 

蘇  洵：頂擺的代誌，我也知道，所以用你相貌平凡作藉口，辭了王家的親

事。 

蘇  香：(又搶白的說)不過，外面的人就傳言小姐生得擴頭，目睭又擱大小

蕊，這一定是王府傳出來的謠言，真是可惡。 

蘇小妹：是呀！分明是一支鵝毛，卻謠傳成一隻鵝，真是豈有此理。 

(歌) 

相府求親無甲意， 

千般理由百般辭， 

䆀名卻來傳鄉里， 

令我心悶又傷悲。 

蘇洵：不過，這擺可是不同喔。 

 

 蘇洵將秦少游作品遞給蘇小妹。 

 蘇小妹攤開仔細看，逐漸露出喜悅之情。 

蘇小妹：好一個「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文才果然不差。 

蘇東坡：是呀，這裏還有他的畫作呢！ 

蘇小妹：大哥，今日這位聰明的俊才，未來一定嘛是風流學士，可惜與二位

兄長同時，不然橫行一世呀！ 

 

 蘇小妹接過畫作攤開看了看，蘇香也湊過來幫忙。 

蘇  洵：你們兩個，感覺這畫中意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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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同賞畫。 

蘇東坡：風吹柳枝，梅花淡影，若有似無，情韻縹緲。 

蘇小妹：依女兒之見，配個對聯點出畫中之意，更加美妙。 

蘇  洵：言之有理，蘇香，拿筆墨來。 

 

 蘇香將放於桌上的筆墨拿過來，放在小姐身旁。 

蘇  香：是！老爺！ 

蘇小妹：(歌) 

畫中光景最綺旎， 

柳枝柔軟意綿綿， 

寒梅多姿似仙女， 

清風為伴嬌媚添。 

蘇小妹：（欣賞地自語）他畫的梅花，嬌媚之中又另有一種姿態，畫功在我

之上。我且題一副對聯，為這幅圖增色。 

 

 小妹一邊賞畫，一邊拿筆欲在畫上題對聯。 

蘇小妹：（一邊寫一邊唸）「清風扶綠柳，疏影探新春。」 

蘇  洵：「清風扶綠柳，疏影探新春。」好，作得好。 

蘇東坡：這「扶」字用得好，小妹高才。 

蘇小妹：說了半天，這到底是何人的詩文和畫作呀？ 

蘇東坡：這是出自揚州第一才子秦少游之手。伊嘛會準備參加今年的考試。 

蘇小妹：（自言自語）秦少游？ 

蘇東坡：如何？這次阿爹嘸甲你騙喔？ 

蘇小妹：（一副不以為然的表情）精通詩文書畫的人，也不一定有好人品。 

蘇  洵：（搖搖頭，愛憐地看著蘇小妹） 

哎，咱家的小妹，可惜是個女子，若是男兒，豈不又連登金榜，多

一名蘇姓翰林。 

蘇東坡：是啊，眉山秀氣，盡在咱蘇家，爹爹何必遺憾，而且小妹又是十分

完美的女兒。 

蘇小妹：大哥誇獎的是，小妹心領了。（欣喜狀） 

蘇東坡：七分的才氣，三分的容貌，豈不是十分嗎？ 

蘇小妹：大哥，你… 

（歌） 

大哥言語有參差， 

小妹絕非孔明妻， 

（我）多才多藝不是假， 

不輸文君那個女裙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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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東坡：小妹，開個玩笑，莫生氣呀！ 

蘇小妹：（向父親撒嬌）爹爹你主持公道吧，我敢只有三分的容貌而已？ 

蘇  洵：哈哈哈！ 

蘇東坡：（歌） 

螓首蛾眉秋娘妒， 

未出大廳三五步， 

額頭先到大門戶， 

天工巧筆也難畫圖。 

蘇  洵：（微笑）噯！說得太超過一些。 

蘇小妹：大哥，你又來了（生氣狀） 

（歌） 

大哥才名冠天下， 

盤古開天你一個， 

人矮腳短真歹勢， 

若無就是萬人迷。 

蘇東坡：（歌） 

我人矮腳短緊娶妻， 

你嫦娥在月宮心悽迷。 

等待何時才有花轎坐? 

才不切齒又咬牙。 

蘇小妹：（歌） 

大哥生性愛戲弄， 

卡講嘛是無采工， 

我自有打算不和你講， 

看人不可自門縫。 

蘇東坡：小妹何必生氣呢？我是開玩笑的。 

 小妹生氣轉身下場，與駱英花和駱勝男擦身而過。 

 

蘇  洵：哈哈，真是一對愛鬥嘴鼓的兄妹。 

 駱英花和駱勝男出場 

駱英花：表妹！表妹！ 

駱勝男：表姊！表姊！ 

蘇香：小姐！小姐！妳別生氣啦！小姐！ 

 蘇香欲追下場，與駱英花撞個滿懷。 

 

駱英花：哎呦，蘇香妳嘛咖細膩一點！ 

蘇香：表小姐，歹勢啦！小姐，等等我啦！ 

 蘇香追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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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英花：我一個好阿舅，你們是怎麼啦，把小妹氣得連我都不理了。 

駱勝男：還有我啊！表姊最疼我了，怎麼連我都不睬呢？ 

駱英花：喔…表兄，我就知道一定是你，大人大種，某也娶了，兒也生了，

還這麼愛把人戲弄。 

蘇東坡：英花，又是東嶽廟廟會，從洛陽來求籤許願的喔！咦！怎麼這次勝

男也跟來了！ 

駱英花：每年我都要來為我的婚事求菩薩，誰知今年這個愛哭又愛跟路的一

定要來參一腳，我也嘸法度。 

蘇  洵：勝男，你要來作什麼？ 

駱勝男：我也要來跟菩薩許願。 

蘇  洵：喔，你要許什麼願呢？ 

駱勝男：（歌） 

雙親連生七嬌女， 

待字閨中無了時， 

膝下無子是天意， 

只好望我勝男兒。 

駱勝男：我要來求菩薩，予我將來也能考上狀元。 

蘇  洵：嗯！有志氣、有志氣。 

駱英花：姨爹也要多留意小妹的婚事了，像我阿爹天天都跟村裡的媒人婆套

交情，為的就是咱幾個姊妹的未來。 

蘇東坡：我們已經很努力在物色了，只不過小妹的眼睛長在頭頂上，要讓她

甲意真困難喔！ 

蘇  洵：不過，我們已經有了屬意的人選了！蘇忠！ 

家  院：（上）老爺！ 

蘇  洵：將秦公子的畫，送回給他。 

家  院：是！（下） 

駱英花：為何這樣神秘兮兮？秦公子是誰人呀？ 

蘇  洵：以後妳就知道了！哈、哈、哈！ 

 大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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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第三場第三場第三場        巧扮道人巧扮道人巧扮道人巧扮道人    

 

場景：東嶽廟前(景色如畫) 

人物：秦少游、秦古意、蘇小妹、蘇香、駱英花、駱勝男、王雱 

 

 燈亮。 

 秦少游上場，秦古意尾隨在後。 

秦少游：(吟詩) 

昨夜雨疏風嘯狂， 

今朝登樓滿晴光， 

平蕪萬里志無量， 

豪氣連山一脈長。 

(念白) 

蘇家小姐在我的畫上，題了對聯，顯示她對我十分的欣賞，不過…。 

(歌) 

小姐雖是好文才， 

模樣卻是費疑猜， 

先扮道人將真相解， 

免得未來空悲哀。 

秦古意：公子啊！這樣偷看人家敢好? 

秦少游：在客棧聽人說起，東嶽廟的廟會，京城的善男信女都會來燒香，

今日我巧扮道人，就可以一探蘇家小姐的模樣，這有什麼不好呢? 

 

 駱英花上場。 

駱英花：聽人說京城東嶽廟非常靈驗，有求必應，以前我大概來得太晚，

所以都沒成功，今年我起一個透早，趕緊搶在頭前，抑無菩薩又

擱將我的心願給放袂記了，就慘了。 

 

 駱英花走至場中，看到秦少游，眼睛發直。 

駱英花：哎喲，一來就碰到這麼緣投的公子。想我駱英花，人稱「洛陽一

枝花」，在洛陽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讓我中意的查埔，不知有

多少卡車，愛我的卻一個攏沒(用國語ㄇㄟˋ，強調四聲)有。今日

與我的好表妹來參拜求籤，嘸想到菩薩還真疼我。 

(歌) 

絕色風華二十還未過， 

人人稱我洛陽一枝花， 

東嶽許願表妹來作夥， 

如意郎君就要自己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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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少游：(自言自語)這位姑娘…難道就是蘇家小姐?看她的容貌，與王兄所

說的頗為相像，看來傳言不虛。我得稍試探看看。 

秦古意：(用肩膀推推秦少游，小聲說)公子，伊在甲你看哩。 

 

 秦少游面有難色，但仍上前要向駱英花佈施。 

秦少游：女施主，敢是上東嶽廟許願? 

駱英花：你是…。 

秦古意：我們是這廟中的道人。 

駱英花：你是出家人?我不相信，哪有生得這麼水的道人，甲我騙。 

秦少游：(微笑)我是入世的道人，為的是方便普渡眾生，自然與那些整天閉

門苦修的高僧不同囉。 

 

 駱勝男上場。 

駱勝男：大姊，妳嘛走卡慢一點，害我們都跟不上，妳為了要求好姻緣，

連我也不顧了? 

駱英花：妳們走那麼慢，不知道「先得先，後得後，慢來的得袂著」。 

 

 蘇香攙扶蘇小妹上場，秦少游朝蘇小妹出場處望去。 

駱英花：(與駱勝男把蘇小妹迎向舞台中)蘇家的小妹呀，趕快啦，免得誤了

參拜時辰，把妳的如意郎君給耽誤了。 

 眾人嘻笑，此時蘇小妹不經意地看到秦少游。 

 蘇小妹和秦少游兩人相互對望，都露出驚訝及鍾情之色。 

 

秦少游：(歌) 

聽喚小妹振精神， 

眼前走來俏佳人， 

鄉里傳說果非實， 

蘇家小姐原是芙蓉面。 

蘇小妹：(歌) 

看他一表好人才， 

手拿拂塵費疑猜， 

眉藏英氣有氣概， 

疑是三國周郎來? 

 

 秦少游知悉眼前美女才是蘇小妹，甚為歡喜。於是突然從兩人中間將

金缽伸向蘇小妹。 

秦少游：這位小姐，請發慈悲，施捨金銀。 

蘇小妹：你這個瘋道人何德何能，一點也不像出家人！(蘇小妹覺得被唐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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愣了一下，不假思索，便立即回應) 

 

 蘇小妹欲走，秦少游上前攔阻。再次伸出金缽。 

秦少游：願小姐心似蓮花，百病不生。 

蘇小妹：瘋道人胡言亂語，半文不捨。(蘇小妹不假思索，立即回答) 

駱英花：你這個道人啊，看你生作水水，那會這麼沒禮沒貌，沒體沒統，

有夠討厭。 

秦少游：(歌，自言自語狀) 

隨口試探好表現， 

紅粉佳人在眼前， 

才貌兩全令人羨， 

真是今生好姻緣。 

蘇小妹：(歌，自言自語狀) 

道人生得好緣投， 

風度翩翩意態驕， 

文思口才也巧妙， 

可惜言語太輕佻。 

駱英花：(歌，對秦少游唱) 

施捨也要分美䆀， 

瘋言瘋語不應該， 

找無對象真正害， 

不會欣賞英花你憨大呆。 

秦少游：(歌) 

小小娘子口舌利， 

敢是難捨袋中財? 

施出恩典才應該， 

捨得金銀福自來。 

蘇小妹：(歌) 

道士佈施不為財， 

人人奉獻本應該， 

休要嘴上逞厲害， 

提出誠意慢慢來。 

駱英花：嘿！你真囉嗦喔！別在這兒講那些五四三的，不施捨就是不施捨

啦！ 

蘇小妹：看他翩翩風度，出口成章，嘸親像是一般的道人。 

秦少游：小姐眼力果然不凡，我這個道人，渡的是人間情愛的輪迴之道。 

駱英花：管你說的是佛道、僧道、真道，還是假道。我只知影遇著你這款

瘋道人，今年的願望一定會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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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勝男：打折哪是嫁得出去，阿爹一定也是真歡喜。 

駱英花：你是「阿公娶某」—雞婆。按呢給我吐槽。 

蘇小妹：英花姊，別與他計較，免得失去虔誠祭拜的心情，我們走。 

 

 蘇小妹正轉身要走時，秦少游卻唸出小妹於畫上所題之詩 

秦少游：「清風扶綠柳，疏影探新春」 

 蘇小妹感到奇怪，眼前道人如何知道她在畫上所寫的詩，所以又回頭

看了秦少游一眼。 

蘇小妹：欸，奇怪，為什麼他知道我畫中所題的詩…。 

 突然，蘇小妹若有所悟，含羞快速離去，蘇香在後尾隨而下。 

蘇  香：小姐，小姐，等我一下。(下) 

駱英花：快點，別誤了好時辰。 

 

 駱英花拉著駱勝男欲下場，剛好碰到王雱，急慌慌地兩人撞個滿懷。 

王  雱：哎呦！來的太晚了，(看到英花嚇一跳)啊?驚死人了！ 

駱英花：哦！哪ㄟ平平攏是道人，為什麼你生得那麼䆀? 

王  雱：你嘛拜託小可仔照鏡，還在那裡嫌別人䆀。 

駱勝男：阿姊，快點去許願啦！否則你今年又找嘸尫了。 

駱英花：哦！對，我才沒時間跟你囉嗦，終身大事卡要緊。 

 駱英花帶著駱勝男下場。 

 

 秦少游望著他們下場，心神蕩漾地想著蘇小妹。 

秦少游：(望著她們遠去的身影) 

(歌) 

蘇家小姐好伶俐， 

文思口才勝鬚眉， 

容貌端莊也秀氣， 

鄉里傳說自釋疑。 

(白) 

沒想到今日來東獄廟，竟牽成一門好姻緣。 

 

王  雱：哦！你還有二步七喔，為了追求女孩子，還改行做道人，我還以

為只有我最聰明哩。 

秦古意：公子，你是有無看清楚嘸? 

秦少游；看得清清楚楚的呀，我們趕緊來去她家提親。(一副得意喜悅的樣

子) 

王  雱：啥乜?你在講啥乜?你是發燒了嗎?剛剛那個女人，你要向她提親? 

秦少游：沒錯！ 



15 
 

王  雱：啊?(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大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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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第四場第四場第四場        蘇府提親蘇府提親蘇府提親蘇府提親    

 

場景：蘇家廳堂 

人物：秦少游、王雱、駱英花、蘇洵、蘇東坡 

 

(O S)：(歌) 

一見鍾情女紅妝， 

急往蘇府求成雙， 

登科之後將親事講， 

蘇家嬌女要配才郎。 

 

 大燈亮，蘇洵與蘇東坡已坐在大廳之上。 

 駱英花出場至大廳，蘇東坡起身迎向駱英花。 

蘇東坡：表妹怎麼透早就來了？ 

駱英花：（有些失落）我來這也半個月了，想明日啟程回洛陽，我看這個東

嶽廟根本就不準，我已經不抱任何希望了，所以想要來向姨爹和

表兄辭行。 

蘇  洵：既然來了，就多住幾天，何必急著回去呢？ 

駱英花：（歌） 

我像天頂孤雁過， 

年年飛去年年回， 

天意哪註定無人配， 

不如返家將母親陪。 

 駱英花說完欲拜別。 

 

(ＯＳ)：報！相府王公子和揚州秦公子求見。 

蘇  洵：有請。 

 秦少游、王雱出場。 

 駱英花看到秦少游與王雱兩人，露出驚訝的表情。 

駱英花：（指著秦、王）你們不是…，啊，就是前幾日東嶽廟中那兩個瘋道

人。喔，人家不要給你們錢，竟然厚臉皮追到家裡來。你們這樣

給人跟緊緊嘛是嘸路用啦！（有點不高興） 

秦少游：小姐，你誤會了！ 

王  雱：我們今日不是要來募款，是要來提親耶。看來你就是小姐，傳言

果然不虛。 

駱英花：提親，就你這款…。 

王  雱：噯噯，別誤會，不是我，是我兄弟，我又不是頭殼壞去。 

（對少游小聲說）兄弟，像這款的你是不是要再稍考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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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少游：王兄，你也誤會了！ 

駱英花：你是說…，他，要提親？（指著秦少游，又指指自己，無限驚喜） 

哎呦！菩薩總算有給我想到了。 

 

 蘇洵起身迎向大家。 

蘇  洵：且慢！（看著秦少游、王雱、駱英花） 

突然要提親真稀奇， 

三人言語有玄機， 

其中因由費猜疑， 

且先問明言中意。 

蘇東坡：是呀！你們說了半天，我和父親怎麼都聽不懂，哪裏有道人？又

是啥乜人跟你募款？英花，你嘛說清楚。 

駱英花：不好意思，表兄，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駱英花害羞下場。 

 

秦少游：蘇老爺、大學士，攪擾了。 

蘇  洵：多日不見，秦兄弟依然春風滿面。 

秦少游：託福，託福。 

蘇  洵：秋試將至，秦公子此次再度光臨，不知有何指教？敢真是為了提

親而來？ 

王  雱：（搶白）就是啊，想嘸我兄弟哪會煞到你家小姐。 

秦少游：老爺。 

（歌） 

日前評點得回信， 

畫中對聯多傳神， 

廟內又見芙蓉面， 

小姐才貌出俗塵。 

蘇東坡：喔！原來你是喜歡我家的小妹呀，可是怎麼會要向駱家表妹提親

呢？ 

秦少游：大家都誤會了，我是要向蘇家小姐提親，不是那位駱家小姐啊！ 

王  雱：等一下！哪裡來又一位小姐？ 

蘇東坡：秦公子是要向小妹提親，不是駱家表妹，王公子你誤會了。 

王  雱：啊！小妹、表妹不同人，剛才那個是表妹，哪這樣，傳說中…，

啊，刷給騙去了。 

蘇  洵：那秦公子此次來向小妹求親可有何準備？阮這個女兒雖非天仙之

容，但是凡事有自己的看法，所以，欲娶小妹，這吟詩作對只是

頭一關，若嘸功名恐怕還是會白忙一場。 

秦少游：小姐雖然才高勝丈夫，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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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老爺心中有計較， 

少游豪情比海潮， 

書畫詩文才八斗， 

未來仕途定將美名留。 

 

 蘇東坡拉著蘇洵到一旁小聲討論。 

蘇東坡：這個秦少游才貌和品行都是上選，未來定有好前程。阿爹，難得

有一個人，才貌與小妹相當，不如我們再慢慢來牽成。 

 兩人繼續回來與少游對話。 

王  雱：蘇老爺，不是我愛插嘴，像少游這款人是要去那裡找？ 

蘇東坡：我實在是很好奇，秦公子，你自揚州初來京城，因何會對我家小

妹如此仰慕呢？難道只因一副對聯和廟中的一次巧遇嗎？ 

秦少游：老爺、蘇學士，請聽我說分明。 

（歌） 

謠言對小姐多風評， 

巧扮道人探分明， 

才知她才思敏捷令人敬， 

面似芙蓉多娉婷， 

日思夜夢伊形影， 

東嶽廟前兩鍾情， 

若蒙作主將親事定， 

大考之期定得功名。 

蘇  洵：想不到你對小妹一片癡情，依你的才貌品行，雖然未來一定有大

好的前程，還是要請你先金鑾殿前問功名，我才可以把婚事來答

應呀！ 

王  雱：（對秦少游）這個蘇家老頭實在太勢利，開口閉口要功名。 

秦少游：王兄！（示意他別再說）好，蘇老爺，那我今年一定秋試登科，

到時可別忘了親口答應的婚事，在下告辭。 

蘇  洵：不送了。 

蘇東坡：順走。 

 秦少游、王雱，轉身下場。 

蘇  洵：好！好！這下看起來我快要了了一樁心事了。哈哈哈！ 

 大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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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第五場第五場第五場        三難新郎三難新郎三難新郎三難新郎    

 

場景：蘇家後院(蘇家後院，左舞台有一扇門進新房。院中有兩口水缸，其

中一個水缸中有錦鯉，裡面藏有錦盒，錦盒之中則有鳳釵一支。另

有石桌、石椅) 

人物：秦少游、秦古意、蘇小妹、蘇香、駱英花、駱勝男、蘇洵、蘇東坡、

王雱 

 

(O S)：(歌) 

少游高中狀元郎， 

擱娶才女作妻房， 

無限歡喜春意動， 

蘇家喜氣傳四方。 

 

 大燈亮。 

 駱英花、駱勝男與蘇香扶著剛拜過堂的蘇小妹上場。 

駱英花：（歡喜中有些失意）恭喜小妹今日嫁得如意郎君，而且我這個妹婿

如今又是新科狀元，妳真是雙喜臨門。 

蘇小妹：相公果然不負眾望，也證明當初我的眼光沒有錯。(無限嬌羞的樣子) 

蘇  香：表小姐，妳可要再加油喔，明年妳若是再去東嶽廟，我看可能半暝

就要起床囉。 

駱英花：死ㄚ頭，妳不要「龜笑鱉無尾」，再過兩年，恁兜小姐若是沒有給

妳作主，我看妳還笑得出來? 

蘇小妹：姊姊，妳大人大量，就不要和這ㄚ頭一般見識。蘇香，昨夜我交代

妳的話，妳準備好了嗎? 

駱英花：還要準備什麼?看你們這麼神神秘秘，一定不會是什麼好事。 

蘇小妹：姊姊 

(歌) 

改衣衫，語雙關， 

風度翩翩情意含， 

好大膽，來試探， 

若不回敬怎心甘? 

駱英花：原來是這樣，給他一點教訓嘛是應該，假扮什麼道人，害我一蕊芳

心，敢那擔著千斤桶，最後還是落空。好，看妳是要變什麼虻，我

嘛參一腳。 

蘇  香：小姐，我早都準備好了。(微笑) 

駱勝男：表姊、大姊、香姊，我嘛要參加。 

蘇  香：好啦！不會給妳放袂記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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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駱英花、駱勝男與蘇香扶著蘇小妹入新房。 

 秦古意扶著微醺的秦少游，步履不穩的來到後庭。 

 秦少游很高興的對著秦古意說 

秦少游：（歌） 

初進京城訪友來， 

巧遇蘇家女秀才， 

進士登科求選婿， 

拜堂喜見洞房開。 

 

 秦少游說著推門欲進，駱英花門口擋道。 

駱英花：欸，何必著急。(促狹地看著秦少游) 

秦少游：我一個好表姊，相煩通報。 

蘇  香：小姐，新姑爺來了。 

 

蘇小妹：（歌） 

洞房花燭鳳求凰， 

我關門不見無才郎。 

秦少游：（歌） 

花月良宵日日夢， 

妳開門好事便成雙。 

 

駱英花：開門容易，不過你曾經自作聰明，給我戲弄。現在，你只要通過我

們的考試，就給你入洞房，否則…。(詭異的笑) 

秦古意：否則，妳是要怎樣?(一副打抱不平) 

駱英花：小妹說了，有三個題目要向妹婿你請教，若是三題俱中，滿飲三杯

美酒，洞房請進。若是三題中二，明晚再試。若三題只中一…。 

秦古意：(再也按捺不住)是袂按怎?妳不要忘記我家公子是今年登科的進士

呢。 

駱英花：就是刁故意，你麥插嘴。 

（歌） 

表妹之才非平凡， 

不比一般的考官， 

若是三題答不滿， 

今夜恐難配鳳鸞。 

 

秦少游：（歌） 

小姐要我把難題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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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心思我應知。 

怪我扮道人探美嬌態， 

她三難新郎我顯高才。 

 

駱英花：歹勢，若是三題只中一題，罰在外間廂房讀冊一個月。 

秦古意：啥貨呀！讀書一個月?我是有聽錯沒?阿哪是一題都不中，妳們又有

啥乜步數? 

駱英花：古意啊，哪你說這款話，是在褒我小妹?還是在給你家少爺吐槽? 

 秦古意一聽，愣住，無話可說。 

 

秦少游：好！我是青錢萬選的新科進士，不要說是三題，就是三百題，我也

沒問題。請小姐出題。 

 

 小姐從房內遞出一張卷子，蘇香接過交給駱英花。 

 駱英花將卷子展開，給眾人看。 

 只見卷上寫著：「左丘明有眼無珠」 

秦少游：這分明是取笑我東嶽廟假扮道士之事嘛。 

「左丘明有眼無珠」，當然是對「趙子龍渾身是膽」(不假思索便回

答出來) 

駱英花：啥乜膽?我看你是包天的色膽。想不到你竟然敢假扮道人去東嶽廟

給我偷看，不是啦！是給我表妹偷看，哪不是看你今日花堂，就要

與你算帳。 

秦古意：(低聲說)好加在不是為了偷看妳，不然恐怕會生目針，眼睛要保重。

(舉起手來摀眼睛) 

秦少游：多謝表姊高抬貴手。 

蘇小妹：備酒。 

蘇  香：是。 

 

 蘇香斟酒給秦少游，秦少游一飲而盡。 

(OS)：(王雱一副醉態迷離的聲音)「明知失戀真甘苦，偏偏走上失戀路」，

啊！…艱苦，艱苦，真艱苦。 

 王雱一副醉態迷離上場。 

王  雱：噯，哪ㄟ聽到有人要猜謎，今夜敢是元宵到了?是要臆啥?我嘛袂來

參一腳。 

(OS)：(蘇東坡)王公子，不要走那麼快。 

 蘇東坡跟著上場。 

 

蘇東坡：哪會還未入洞房? 



22 
 

秦古意：就是少奶奶在給咱公子考試啦。從來未曾聽過這款代誌…。 

王  雱：有意思，有意思。古意，你公子娶的是才女哩。不要緊，不要緊，

輸人不輸陣，我們人這麼多，凊彩也猜得著。 

蘇東坡：那麼現在是猜到第幾題? 

秦少游：(看著蘇東坡、王雱一笑)大舅兄免緊張，三題已經中一，還剩兩題。

請小姐明示。 

蘇小妹：那麼請相公看分明。 

 

 小姐從房間內，又遞出一張卷子，蘇香接過交給駱英花。 

 駱英花將卷子展開，給眾人看。 

 卷上寫著： 

「鏡中彩鳳雙飛翼 

月裡錦鱗共爭輝」 

蘇小妹：小妹有一隨身之物，藏於院中，相公若能原物歸還，小妹自然佩服。 

駱英花：這地點就在對聯中，妹婿，你就沓沓仔想。 

王  雱：(搶先回答)明月映在水內…(東看西望，指著水缸)，啊，簡單！這我

知影，一定是這口水缸。(說著朝水缸中看)至於東西…，我看必然

是藏在水缸之內。 

秦古意：(跟著王雱要去幫忙，並一起朝水缸中看)有影嘸?看起來暗漠漠，若

跳下去找，還沒找到，先冷死…。我不要去，還是旁邊找找就好。 

駱英花：(對著王雱)你毋「膨風龜，食豆餡」胡亂吹。我表妹出的題目，敢

有這麼容易給你猜到? 

王  雱：(不服氣)「我人雖䆀䆀也是狀元骨」，妳不要看我不起。 

秦少游：(一邊思考)你們別鬧，讓我詳細想一下。 

這「鏡中之月」指的當然是水內，而且確實是…這口缸中。至於雙

飛翼的彩鳳，自然應該是小姐的鳳釵。而且就藏在有錦鯉的這口缸

中。(因此指著兩口缸中，有魚的那一個) 

秦古意：嗯，還是公子高明，我趕快去拿。(對著王雱說) 

 秦古意終於在水缸錦鯉旁邊，打撈到一個錦盒。 

秦古意：啊！有了，公子，真的有一個錦盒哩。 

王  雱：(跑過來一把搶去)我不相信，我看看…哇！真美的鳳釵。 

蘇  香：(很高興的對洞房內說)姑爺果然高才，已經拿到小姐珠花在手。 

蘇小妹：斟酒。 

蘇  香：是。 

 

 蘇香斟酒給秦少游，秦少游接過酒杯一飲而盡，把酒杯還給蘇香。 

王  雱：哎呀！閒話莫說，最後一題，最後一題。 

 眾人屏息以待，側耳傾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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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小妹：相公果然高才，小妹還有一副上聯，相公若對得好，繡房請進。 

 

 小姐從房間內，又遞出一張卷子，蘇香接過交給駱英花。 

 駱英花拿著卷子。 

王  雱：這題給我猜，不然酒都你一個人喝了了，有什麼意思。(對著秦少游

抱怨) 

駱英花：(假作害羞狀，碰碰王雱的肩膀)你不早說，你若愛猜，我也出幾題

給你猜看看，敢好? 

 

 駱英花拿著題目卷子，比來劃去。 

（歌） 

眼前鮮花正當時， 

莫要空負好花期。 

王  雱：（歌） 

鮮花到底在哪裡? 

為何我都看不見? 

駱英花：(有些惱怒，指著王雱) 

（歌） 

你是青暝兼裝青， 

胡言亂語將我欺。 

蘇東坡：稍等，英花，這就是妳的不是了。剩最後一題，不趕緊拿出來，這

千金良宵，妳如何賠得起? 

秦少游：是啊，我的好表姊，日後我再幫妳討回面子，那麼現在…還求表姊

將題目明示。 

駱英花：(拿著卷子，指著王雱) 

好，看在少游的份上，另日再與你算帳。 

 

 駱英花說著，攤開題目。 

卷上寫著：「閉門推出窗前月」 

秦少游：(自語) 

「閉門推出窗前月」，這題目若是對了普通，就顯不出我的本領。

可是，若是要對得巧，又不容易。 

「閉門推出窗前月」，閉門…推出…窗前月…。(一邊踱步思考，一

邊做出推窗的樣子) 

(OS)：打更聲敲四更。 

 蘇香與秦古意連打著呵欠，顯得疲倦，但是仍強打著精神。 

駱英花：啊，(打呵欠)四更啦，想不出來了喔。 

秦少游：(自語)推出…窗前月…(踱步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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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香與秦古意忍不住打盹。 

王  雱：眼看花月良宵要付流水。哎，可惜。(幸災樂禍狀) 

 

 王雱無意從地上撿了一顆小石子，丟到花園水缸。發出「咚」一聲。 

秦少游：我想到了。 

（歌） 

眼看月娘落花台， 

豈能輸給女裙釵， 

一聲打醒迷糊解， 

喜入洞房笑顏開。 

(白) 

小姐的上聯是「閉門推出窗前月」，我的下聯對「投石衝破水底天」。 

蘇小妹：勝男，開門。 

秦古意：終於解脫了。(嘆一口氣，如釋重負) 

 

 駱勝男由新房中出來。 

駱勝男：恭喜姊姊，姊夫。 

 秦少游從新房中迎出蘇小妹。 

蘇小妹：（歌） 

相公果然多才郎， 

小妹心服配鸞凰， 

先將美酒對君奉， 

相思得償度春風。 

秦少游：（歌）(凝視著小妹，無限深情) 

娘子之貌賽芙蓉， 

得見嬌顏細端詳， 

從此夫妻恩愛重， 

錦繡帳中情意濃。 

秦古意：少爺…，我…。(感動得欲哭狀) 

王  雱：噯，古意，這個時候你應該替你家公子歡喜才對呀，怎麼在哭呢? 

駱英花：我看他就是歡喜太過頭了。 

秦古意：是啦！是啦！我太歡喜了。 

 

(OS)：(蘇洵)就要五更雞啼了，是啥乜代誌?這後花園還這麼熱鬧? 

 蘇洵上場，駱勝男急跑過去攙扶。 

 

駱勝男：姨爹，你來得太晚了。今天晚上表姊給姊夫考試呢，敢若考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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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好玩ㄟ。 

秦少游：（歌） 

廟前驚見美紅顏， 

為攀親事不畏難， 

多謝大兄青眼看， 

再拜成全的老泰山。 

蘇東坡：那還等什麼，不是應該送入洞房? 

秦少游：多謝成全，多謝成全。(無限歡喜狀) 

 

 秦少游一邊拉著蘇小妹雙手欲進洞房。 

蘇小妹：相公稍等 

（白） 

還有一聯請君對， 

眼前且慢入香幃。 

眾  人：啥乜呀！還要對?(異口同聲，並且一副要昏倒的樣子) 

秦少游：我一個好娘子，再對就真的要雞啼了。我看不如…洞房之內再慢慢

對，你看如何?(秦少游對著蘇小妹說，蘇小妹無限嬌羞) 

 

 音樂聲起，大燈漸暗。 

(O S)：(歌) 

一個是寬衣含笑忙吹燈， 

一個是解帶藏羞難為情， 

溫柔鄉內聲息靜， 

月娘掩面欲天明。 

(O S)：(歌) 

狀元才子聰明女， 

花團錦簇好佳期， 

三過難關雙得意， 

一段佳話傳千里。 

 

((((全劇完全劇完全劇完全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