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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年虛雲傳 2 二部曲 劇本 

導演 : 大寬師父      

編劇 : 宗戒 

道具製作 : 宗淨 

最佳演員(依上場順序) : 

虛雲: 俞黃淞           倩女幽魂: 鄒雅淳 

妙蓮老和尚: 陳政君         覺心師父: 陳至諴  

A 師父: 謝儀恩           B 師父: 翁瑄嬨       C 師父: 林紫勻 

郭雪芙: 李佳諾          千頌伊: 謝宜均       林依晨: 謝映宸 

文殊師利菩薩: 蔡孟筑   

崇善大法師: 丁胤凱            令狐冲: 翁瑄嬨 

任我行: 謝儀恩        向問天: 林紫勻        東方不敗: 張淯婷 

鄉民 阿土伯: 楊婕翎    鄉民 錢夫人: 謝宜均    鄉民 孫小美: 李佳諾 

金剛藏菩薩: 陳至諴          觀世音菩薩: 鄒雅淳 

一法師: 李佳諾            二法師: 謝宜均 

功德主 王菲:周宜蓁            功德主 李嘉誠: 楊婕翎 

夢靈: 丁胤凱             葉問: 陳政君 

許多惡人:    

觀眾 雞排妹: 謝映宸 

旁白:姜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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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年虛雲傳 2 二部曲 劇本 

(音樂: 001《虛雲讚》百年虛雲主題曲 ok.mp3) 

(年輕虛雲 進場對觀眾合掌一鞠躬，放掌繞行一周後，在旁邊的禪椅坐著閉

目休息。) 

 (百年虛雲傳 2 第一幕 倩女幽魂) 

(旁白: 蕭古岩出家之後，法號虛雲，這一天晚上，他正在房裡靜坐休息。突

然有一個白影 - 倩女幽魂 出現了。) 

(音樂: 002 倩女幽魂(二胡)ok.mp3) 

倩女幽魂先跳一段舞蹈(與上集相似),然後輕輕走到虛雲身旁，拍一下虛雲肩

膀，大喊一聲: 古岩! 

虛雲 張眼嚇了一大跳: 我的媽呀! 有鬼! (嚇得站起來拊胸。) 

倩女幽魂: 你很聰明，古岩，你怎麼一眼就看出來我是你的媽媽? 而且還知

道我是鬼呢? 

虛雲: 這...你真的是我的母親? 

倩女幽魂: 你看你和我長得那麼像，一看就知道是母子。 

虛雲: 真的嗎? (問觀眾說):有像嗎?  (觀眾:像! 很像!) 

虛雲對母親哭泣: 母親...你真的是我的母親! (伸手向倩女幽魂卻碰不到) 

倩女幽魂: 沒用的，人鬼殊途，我...。(突然雞鳴) 糟了，天亮了，我必須

走了，記得要為我朝禮五台山。 (傷心說) 乖兒子，多保重，我走了...! 

虛雲: 媽...你不要走...剛剛那個雞叫聲只是鬧鐘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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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雲(哭泣): 媽...你不要走...媽...! 

(音樂: 003 黎明不要來(二胡)哀傷音樂 ok.mp3) 

 

 

(百年虛雲傳 2 第二幕 朝禮五台山) 

(妙蓮老和尚坐定，覺心師父站在一旁，另外還有三位師父站在兩旁。) 

(旁白: 虛雲和尚自從見到媽媽之後，心中就一直掛念著媽媽對他說的話...

朝禮五台山。) 

虛雲進來說: 頂禮師父。 

妙蓮: 禮佛一拜。 虛雲答: 阿彌陀佛。 

虛雲跪著: 稟報師父，弟子的母親因為生產時驚嚇過度而死...。 

覺心: 對呀，我們這些去年有看過《百年虛雲首部曲》的人都知道。 

A 師父: 有有有，去年我有看到這一段。 

B 師父: 演得很好，很感人。 

C 師父: 生下兒子就嚇死了，真是悲傷的劇情呀! 

(音樂: 004-超越時空的思念 ok.mp3) 

虛雲悲泣: 我的母親因為生我而死，這份恩情難以報答呀! 因此，我決定要

三步一拜，朝禮五台山，希望母親的靈魂能夠往生極樂世界。 

覺心驚訝: 朝禮五台山，三步一拜，那至少要三年的時間呀! 

A 師父: 是呀，這一路上要跋山涉水，很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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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師父: 三年時間!? 那夏天不就會熱到中暑!? 冬天還會冷到"皮皮挫"!?  

C 師父: 而且，這中間萬一生病或是遇到強盜，那...太危險了吧! 

虛雲: 為了報答母親的大恩大德，就算是遇到任何堅苦的磨難，我也決定不

會退縮的。 

覺心: 很好，有這樣的決心，修行佛法一定能成功的。 

A 師父: 嗯，那我也要跟你一起朝禮五台。 

B 師父: 是呀，我也去。 

妙蓮: 善哉善哉，這一路上可能會遭遇種種的考驗與磨難，你們一定要運用

佛法中的"戒律、禪定、與智慧"，來完成朝禮五台山的大願呀。 

眾答: 感謝師父提醒，向師父告假，頂禮三拜。 

妙蓮: 禮佛一拜。 眾答: 阿彌陀佛。(大眾退場) 

(音樂: 005 思鄉佛號 ok.mp3) 

 

 

(百年虛雲傳 2 第三幕 花癡女子的考驗) 

(虛雲等三位師父排朝山隊形，三步一拜，前進拜了兩拜。) 

(旁白: 虛雲三步一拜，拜了三年，終於來到了五台山下。...突然三位女子

衝過來，把三位師父撞倒了。) 

郭雪芙: 唉喲，撞得好痛呀!  

千頌伊: 我不行了，趕快叫救護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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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依晨: 你們是誰呀，怎麼站在路中間呢?。 

虛雲: 阿彌陀佛，真是不好意思。 

A 師父: 對不起，I am sorry。 

B 師父: 請問姑娘們，傷得嚴重嗎? 

郭雪芙: 唉喲，是撞得有點痛，不過看在你們三個長得還算"緣投"，就算了

吧。  

千頌伊摸摸 A師父: 唉呦，你長得好像金秀賢喔，你是不是外星人呀? 

A 師父: 對不起，小姐，男女授受不親，請不要這樣子。 

林依晨: 你們把我們撞傷了，總要負責把我們護送回家吧。 

虛雲: 請問各位小姐家住何處呢? 

郭雪芙: 咳，小女子花名 郭雪芙。 

千頌伊: 小女子花名 千頌伊。 

林依晨: 小女子花名 林依晨。 

一起: 我們都住在"萬花樓"! 

A 師父: 萬花樓...那是什麼地方呀? 

千頌伊: 就是有很多花，很漂亮的地方。 

林依晨: 對呀，而且還有很多快樂的事情，啊，人家不好意思說啦。 

郭雪芙: 反正，你帶我們回家，不就知道了嗎? 我會熱情招待你們的喔! 

千頌伊: 姐妹們，我們先來一段舞蹈，show 一下吧! 

(女子們來一段舞蹈。音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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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頌伊拉著 A師父往外走: 走啦走啦，我帶你去好玩的地方。 

A 師父: 真的嗎? 

林依晨 拉著 B師父往外走: 我會熱情的招待你的，走吧。B師父: 可是...。 

郭雪芙 作勢要拉虛雲: 他們都去 Happy 了,我們也走吧! 

虛雲合掌: 阿彌陀佛，萬萬不可呀! 我是為了報答母親生育之恩，發願朝禮

五台山，就算是粉身碎骨，我的心願也不會退轉呀! 

郭雪芙: 真是掃興，不理你了，哼! 

(女子退場，虛雲繼續三步一拜。)(音樂: 006 思鄉佛號四段式 ok.mp3) 

(三步一拜前進拜兩拜。)  

(旁白: 虛雲不受美麗女子的誘惑，繼續三步一拜，突然...文殊師利菩薩現

身了。) (音樂: 007 文殊心咒 ok.mp3) 

文殊師利菩薩: 虛雲，我是文殊師利菩薩，因為你虔誠朝禮五台山，經歷種

種困苦磨難與考驗，所以，特別來加持你。 

虛雲: 至心頂禮 南無大智文殊師利菩薩 摩訶薩。(禮拜後長跪。) 

虛雲: 希望菩薩慈悲加持，度化我的母親能夠往生極樂世界。 

文殊師利菩薩: 虛雲，因為你虔誠禮佛的功德，你的母親已經往生極樂世界

了，在此，我要送你兩個神妙殊勝的法寶- 楞嚴咒 和 大悲咒，這可以幫助

你成就佛道。 

虛雲: 謝謝菩薩。(接過法寶，高捧著法寶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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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年虛雲傳 2 第四幕 極樂丹) 

(旁白: 虛雲法師悟道之後，就四處雲遊度化眾生，這一天他來到了雞足山

下，據說佛陀的大弟子-迦葉尊者還在雞足山中入定，等候彌勒佛降生呢!可

是，虛雲老和尚看到的卻是...。) 

(崇善大法師與四大金剛先來一段舞蹈。)  

(音樂: 008 滄海一聲笑《笑傲江湖》ok.mp3) 

(表演完，令狐冲、任我行兩人敲鑼繞場一圈喊道:來喔，來喔，看熱鬧囉! 精

采的表演，看免錢喔!)(遶完之後鄉民上場站在看表演位置。) 

四大金剛：大家好，A:我是令狐冲、B:我是任我行、C:我是向問天、D:我是

東方不敗。 

四大金剛：我們是崇善大法師座下的...四大金剛。 

崇善大法師:各位鄉親父老兄弟姐妹們，大家好，我就是崇善大法師。 

令狐冲: 喔! 鼓掌...大家鼓掌!!! 

任我行對觀眾說: 站起來鼓掌呀!快點!! 

向問天: 跟大家介紹一下，崇善大法師從小就熱心社會公益，最喜歡幫助別

人了。 

東方不敗:是呀，我們師父去年還得到「全國好人好事代表」呢! 

崇善大法師:謝謝，謝謝大家，今天來到貴寶地，首先要為大家帶來一段精采



8 

的武術表演。第一組上場的是令狐冲! 任我行! 獨孤九劍 PK 少林降魔棍! 

崇善大法師(拿遙控器): 因為他們的動作太快了，所以，等一下播放的是慢

動作 8倍速的超級慢動作! (按一下遙控器) 

(令狐冲! 任我行! 來一段 PK 對打。)  

(音樂: 009 比武 1-男兒當自強(黃飛鴻)ok.mp3) 

崇善:真是太精采了，大家掌聲給他催下去! 接下來，第二組上場的是 向問

天! 東方不敗! 一陽指 PK 屠龍刀! 

(向問天! 東方不敗! 來一段 PK 對打。) 

(音樂: 010 比武 2-對手(終極三國)ok.mp3) 

崇善:真是太精采了，大家掌聲給他催下去!  

崇善: 各位觀眾朋友，好康要報給您知，看完四大金剛精采的功夫表演，您

們知道他們健康強壯的身體，和高超的武藝怎麼來的嗎?  

(拿起一罐「極樂丹」。) 

崇善: 就是這啦! 極樂丹讓你精氣神十足，七十歲還是一尾活龍，太太小姐

吃極樂丹，讓你皮膚白拋拋、幼瞇瞇，身材比模特兒還要好! 任何的煩惱，

只要一顆極樂丹，馬上讓你快樂似神仙...! 

(鄉民騷動說:A:哇，這麼好! B:好神奇喔! C:好想吃一顆看看喔!) 

崇善: 來來來，極樂丹一罐十萬塊，在這兒，算你們五萬塊就好，買十罐送

一罐，要買要快，數量有限喔! 

(鄉民搶著買:A:我買十罐，十罐! B:我買二十罐! C:我買三十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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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狐冲: 大家不要搶! 大家不要搶! 

任我行: 買十送一呀! 買十送一呀! 

向問天: 極樂丹保證不添加防腐劑，要趁新鮮吃喔! 

東方不敗: 極樂丹吃完了請打訂購專線:0800-092-000! 團購打八折喔! 

(鄉民打開罐子吃一顆極樂丹!) 

鄉民 阿土伯: 趕快吃一顆看看。哇，巧克力口味的，好好吃喔! 吃完之後全

身輕飄飄的，好像要飛起來一樣，太好了! 

鄉民 錢夫人: 我也吃一顆看看，嗯，我的是蜂蜜口味，好甜好好吃喔! 哇，

吃完之後好快樂喔，什麼煩惱都忘了! 

鄉民 孫小美: 真的那麼神奇? 我也來吃一顆，啥? 這是韓國高麗蔘的口味呀,

真是太高級了! 哇，好像在雲端，我感覺自己變成玉皇大帝了，哈哈哈! 

崇善: 太好了，大家盡情的享受吧!  

(對著觀眾說:) 各位小朋友，你們想不想吃呀? (大家回答:想! 我也要吃!) 

崇善: 沒問題，各位參加夏令營的同學們，每個人都可以免費吃極樂丹! 來，

一個班級一罐，(四大金剛發極樂丹到各班級)，記得要下課才能吃喔! 

四大金剛: 各位小朋友，拿到崇善大法師的禮物要說什麼呀? 來，我數到 3

大家一起說，"謝謝崇善大法師"! 

崇善: 不用客氣，好東西要和好朋友一起分享嘛。我們的極樂丹除了巧克力、

蜂蜜、人蔘之外，還添加了高級的海洛英、K他命、搖頭丸、鴉片、嗎啡、

古柯鹼、大麻...等成份，保證讓大家快樂似神仙，一吃就上癮，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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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鄉民: 什麼! 極樂丹原來是毒品，那會有什麼後遺症嗎? 

令狐冲: 上癮的症狀，你們很快就會知道了! 

任我行: 對呀，因為吃一顆極樂丹只能快樂 30 秒。 

向問天: 痛苦卻是一輩子喔! 

東方不敗: 沒關係，只要繼續吃極樂丹，就可以繼續 Happy 了! 

眾鄉民(痛苦的在地上打滾)大喊: 救命，好痛苦呀，救命呀! 

(爬向崇善大法師)說:拜託，拜託給我一顆極樂丹! 

崇善將眾鄉親踢開說: 搞什麼，要吃極樂丹，拿錢來買，現在物價上漲了，

一罐要二十萬，哈哈哈，我發財了! 

眾鄉民爬向一旁的虛雲: 阿彌陀佛，大師，救救我們吧! 

虛雲走向前對崇善說: 阿彌陀佛，我佛慈悲。這位出家師父為何要賣毒品害

人賺錢呢? 

崇善: 臭和尚，別多管閒事，不瞞你說，我這和尚是假扮的，事實上，我是

黑幫幫主"獨孤求敗"，怕了吧! 

虛雲: 這位施主，佛說善有善報，惡有惡報，不是不報，時候未到。希望你

們能改邪歸正才好呀! 

令狐冲: 少廢話，你找打呀，兄弟們一起上! (眾人將虛雲團團圍住) 

虛雲舉起楞嚴咒: 楞嚴神咒，降妖除魔...!  

(音樂: 011 楞嚴咒一段 ok.mp3) 

(金剛藏菩薩現身拿金色巨劍將惡人一一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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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跪在地上向虛雲求饒: 大師，菩薩，請饒命呀! 我們一定改邪歸正，吃

齋唸佛呀! 

虛雲: 既然你們有向善之心，那就必須要歸依佛法僧三寶，受持五戒，能做

到嗎? 眾答: 可以做到! 

虛雲: 那麼我唸一句，您們跟著唸一句。 歸依佛，願斷一切惡。(大眾跟著

唸) 歸依法，願修一切善。 歸依僧，誓度一切眾生。 一不殺生。 二不偷盜。 

三不邪淫。 四不妄語。 五不飲酒。從今以後一心念佛。 求生西方極樂淨土。 

虛雲: 好，禮佛一拜，你們退下吧! 

眾答: 謝謝師父! (退下) 

眾鄉民圍著虛雲: 大師，大師，救命呀，我們中毒了，好痛苦呀! 

虛雲: 這極樂丹混合了許多種毒品，很難治呀! 

眾鄉民: 我們願意做牛作馬來報答您，求求您救救我們吧! 

虛雲: 好吧，既然您們這麼虔誠，就請跟我一起稱唸「拿摩大悲觀世音菩薩」

的聖號吧! 

虛雲舉起"大悲神咒"的牌子，唸: 「拿摩大悲觀世音菩薩」(三遍) 

(音樂: 012 大悲咒 (藏音)ok.mp3) 

(觀世音菩薩現身，給眾鄉民一人一瓶大悲咒水。) 

虛雲: 菩薩慈悲賜給大家甘露法水，大家趕緊喝下大悲咒水，毒癮痛苦就能

解除。 

眾鄉民喝下大悲咒水說: 謝謝菩薩慈悲，真是神奇的大悲咒呀，我們的病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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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好了! 我們以後一定每天唸 大悲咒 和 觀世音菩薩的聖號。 

眾鄉民頂禮說: 謝謝大師救命之恩。 

虛雲: 善哉，善哉，阿彌陀佛! (大眾退場) 

 

 

(百年虛雲傳 2 第五幕 九死一生) 

(旁白: 虛雲法師 112 歲的時候，在香港主持水陸大法會。) 

(音樂: 013 淨三業真言一段 ok.mp3) 

(二法師搖鈴 唱一段水陸梵唄(淨三業真言))唱完，一法師說:大眾禮佛三拜。 

拜完三拜，另一法師說: 功德主禮謝主法和尚三拜。 

虛雲: 禮佛一拜。 功德主答: 阿彌陀佛。 

功德主王菲 向前對虛雲說: 老和尚，感恩您主持水陸普度大法會，弟子希望

您能留在香港。 

功德主李嘉誠: 是呀，我們香港富商們都祈求您能夠繼續留在香港，教導我

們學佛呢! 

虛雲: 這...萬萬不可呀，我必須回到中國大陸 雲門寺才行呀! 

王菲 拿出報紙: 虛雲大師，今天這個 BBC 新聞報導說，中國大陸許多的寺院

都被惡人毀壞了! 

李嘉誠: 這...師父，您絕對不能回去中國大陸，那太危險了! 

虛雲: 我也知道這次回去是九死一生，可是，中國成千上萬的出家僧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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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能放著不管呀! 

王菲 李嘉誠 跪下懇求: 九死一生...師父，我們不忍心看您回去受苦呀! 

虛雲: 你們快點起來，人生總有死亡的一天，能夠為了佛教而死，這是我心

甘情願的呀! 我走了，你們不必相送...! 

王菲 李嘉誠 哭泣: 師父... 師父...! (大眾退場) 

(王菲唱一首歌: 傳奇 ) 

 

 

(百年虛雲傳 2 第六幕 十個打一個) 

虛雲走到雲門寺，僧人夢靈急忙過來說: 師父，師父，您終於回來了! 

虛雲: 發生了什麼事? 怎麼慌慌張張的呢? 

夢靈: 來了好多壞人，把許多出家僧人都抓走了，有的還被打死了呢! 

虛雲: 唉，定業難逃，這是過去生中殺生的果報呀! 

(突然 湧進許多惡人) 

帶頭大哥 葉問: 老和尚你回來真是太好了，快把廟裡藏的五千兩黃金交出

來，否則有你好看的! 

虛雲: 阿彌陀佛，雲門寺並沒有黃金呀! 

葉問: 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就是鼎鼎大名的帶頭大哥 - 葉問! 你知道我的

名言是什麼嗎? 就是...「十個打一個」! 

夢靈: 不是「一個打十個」嗎? 怎麼改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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葉問: ㄔㄟˋ ，「一個打十個」那是十年前的口號，早就退流行了。現在流

行的是「十個打一個」! 我數到 3，如果不把黃金交出來，你就死定了! 

虛雲: 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呀! 

葉問: 少廢話，1...2...3...! 兄弟們上呀，往死裡打! 

(虛雲老和尚被打倒在地，眾人圍著又打又踢，許久才停。)(工作人員偷偷將

虛雲老和尚的七孔塗上血跡。) 

葉問: 哼，這就是不聽話的下場，我們走! 

夢靈跑過去，跪著哭喊: 師父，你被打得七孔流血，師父，你死得好慘呀! 

師父，你安心的去吧! 師父呀! 師父...! 

虛雲: 夢靈，你真是吵死人了，快扶我起來。 

(夢靈 將 虛雲扶到拜墊上坐好，拿毛巾慢慢的將血擦乾淨。) 

虛雲合掌唸: 拿摩觀世音菩薩... 拿摩觀世音菩薩...! 

夢靈: 師父，你傷得好嚴重，要不要打 119 叫救護車呀? 

虛雲: 別說話，快點唸佛。 夢靈:喔! (也坐著唸佛) 

(旁白: 隔天，葉問率領了一群惡人，又來找麻煩。) 

葉問: 那個不識相的老和尚應該死了吧!? 我們就每天打一個，打到他們交出

黃金為止。 

觀眾 雞排妹: 你們好壞喔，十個打一個，真是小孬ㄋㄠ孬ㄋㄠ! 

葉問: 誰? 你不好好的看戲，亂講話，該打! (兩個手下把他架上來圍毆。) 

虛雲: 住手，你們要打就打我好了，不要濫殺無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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葉問: 呦，老和尚你沒死? 真是耐打呀! 既然你想死，我就成全你，兄弟們

亮傢伙，往死裡打呀! (大家拿棍棒、鐵鎚 圍毆老和尚，打了許久。) 

葉問: 哼，這就是不要命的下場，我們走! 

夢靈跑過去跪著哭(悲傷音樂): 師父...師父...! 

夢靈哭了許久，虛雲才慢慢動了起來: 扶...扶我起來。 

虛雲坐好(夢靈擦去血跡)合掌: 拿摩阿彌陀佛... 拿摩阿彌陀佛...! 

虛雲對夢靈說: 快，幫我唸佛!  

夢靈悲傷的唸佛: 拿摩阿彌陀佛... 拿摩阿彌陀佛...! 

夢靈 對觀眾說: 大家快點幫師父唸佛呀! (大眾一起唸佛一段時間。) 

(旁白: 大家唸佛唸了一個晚上，可是，隔天，葉問又來了。) 

葉問: 怎麼這麼多人在唸佛呀? 大概是因為老和尚死了吧!? 

(進前看到虛雲老和尚)驚訝的說: 你居然沒死，這不可能呀! 

夢靈: 老和尚是菩薩示現，為大家擔業障，死不了的! 

虛雲: 放下屠刀，立地成佛吧! 

葉問眾人跪下: 活菩薩，真的是活菩薩，請菩薩赦免我們的罪吧! 

(打自己的臉) 我們真是該死，我們真是該死呀! 

虛雲: 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如果你們能夠每天唸佛，並且發願往生極樂淨

土，那麼就算是再大的罪業，也能慢慢消除的! 

葉問哭泣說: 我們這麼壞，佛菩薩居然不放棄我們。我發誓以後一定要每天

唸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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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 感謝佛菩薩慈悲，我們一定每天唸佛! 

虛雲: 阿彌陀佛! 

(旁白：就這樣，虛雲老和尚以他的慈悲德行度化無量無邊的有情眾生。) 

(所有演員集合在舞台上 準備謝幕)  

旁白：百年虛雲傳二部曲 演出完畢，謝謝大家。(眾人鞠躬:謝謝大家!) 

同學們，大家熱烈掌聲鼓勵鼓勵!!!(布施你們的掌聲，要拍大聲一點哦!) 

(配樂: 寒山僧蹤 - 唱誦版 ok.m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