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視製作環境艱辛   剪輯協會舉辦票選激勵從業人員/宋婷婷撰稿 

  一年一度的中華民國剪輯年會於 2007 年一月二十日圓滿落幕，剪輯協會會長段兆偉席間宣布

由中華民國剪輯協會舉辦的《2006 年度電視十大之最》票選結果。段兆偉強調，今年是第一年

舉辦票選活動，他期望將來每年都能定期舉行，成為具有指標意義的活動。 

 

發起緣由 

 

中華民國剪輯協會有感於近年來日、韓及大陸劇的製作水準越來越高，飄洋過海搶攻台灣市場

的情況下，已直接衝擊台灣本土電視圈的製作生態。為此，中華民國剪輯協會特別舉辦 2006 年

度電視製作總調查及票選，表揚台灣電視圈優秀的幕後從業人員，期許更多人看見台灣電視製作

幕後英雄的辛勞；也期盼國內數位電視產業影音節目內容提升製播水準，立足台灣、放眼國際。 

 

2006 年度電視十大製作人名單分析 

 

  分析票選得獎名單，電視十大製作人屬性以綜藝類為大宗，細看其中，不難發現頗有三分天下

的味道。名次占據一、二名的王鈞和潘淑娟所屬的全能製作有限公司，光 2006 年就開了十五個

節目，堪稱 2006 年最火紅的電視製作公司。其中，王鈞製作的《綜藝大哥大》更獲得 2006 年金

鐘獎最佳娛樂綜藝節目的殊榮，讓同時在綜藝和戲劇節目發展的全能製作，無疑是錦上添花。 

  王偉忠和詹仁雄同屬數位製作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全民大悶鍋》、《康熙來了》叫好又

叫座，加上和中天電視台合作，如虎添翼。名單中分占第四和第六名的郭宏亮、郭建宏兄弟創立

的映畫傳播是台灣電視製作老字號的公司，製作的民視八點檔大戲《意難忘》一播就是兩年；加

上話題不斷的《快樂星期天》，也是綜藝戲劇通吃。 

  資深綜藝節目製作人黃義雄也是沙場老將，製作的綜藝節目獨樹一格，如《大家來說笑》就深

受許多婆婆媽媽的擁護。有《偶像劇之母》稱號的柴智屏，繼續專心製作戲劇，繳出《深情密碼》

等四部優質偶像劇。 

  周志敏製作的社教節目《大陸尋奇》一播就是十六年，有如陳年老酒，越陳越香。另外由製作

人彭蒙惠出品、邁入第六個年頭的《看公視說英語》，融入短劇和動畫教學，生動活潑。 

 

得獎者感言 

 

《大陸尋奇》製作人周志敏女士謙虛地表示不敢當，覺得自己還需要繼續學習。她說製作電視

節目講求團隊合作，是由幕後人員如剪接師、攝影師、燈光師…等等，大家共同付出心血和勞力

得到的成果。周志敏表示電視是靠錢堆出來的產業，是很現實的。台灣目前節目製作經費普遍減

少，的確有許多難處。至於對外合作方面，周志敏則說每個人的想法不同，製作溝通上會產生許

多差異，如果能將台灣的節目製作得更好，推廣出去，是最理想的境界。 

 

  詹仁雄的子弟兵、《國光幫幫忙》製作人湯宗霖表示，台灣目前製作電視環境很艱辛，在資源

有限又是市場決定論的情況下，造成節目品質低落；而某一個節目推出成功的遊戲企劃之後，又



會引發其他節目抄襲，造成惡性競爭。在這種惡劣情況下，只能比製作公司的製作和包裝功力；

而王偉忠和詹仁雄正擁有這方面的強項。至於未來展望，湯宗霖表示當然希望市場能越來越大，

增加對外合作的機會。另外，他呼籲電視節目製作時不要再以收視率掛帥，才能製作出更多有品

質的節目，因為高品質不代表高收視率，這是需要省思的一點。 

 

以下為得獎名單： 

電視後製作業公司(不含電視台) 

名次 公司名稱 作品 

1 光源影音 

女狼俱樂部(衛)、美麗藝能界(中)、我愛黑澀會(V)、全民大挑戰(中)、

康康嚇一跳(中)、麻辣天后宮(衛)、今晚哪裡有問題(中)、天才衝衝充

(華)、歷咕歷咕樂翻天(衛)、歡樂幸運星(衛)、康熙來了(中)、大家來

說笑(中)、花漾少年少女(華)、麻辣大明星(衛)、模范棒棒堂(V)、明星

隨身碟(東) 

2 大普 
窗外有蘭天(大)、聖陵的星光(華)、水果冰淇淋(公)、MTV、

CHANNEL(V) 

3 承影 

台灣群星會(台)、齊天大聖(台)、金曲百樂門(緯)、星戰擂台(華)、成

名一瞬間(民)、男生女生ㄆㄟ\(八)、明星遊戲王(東)、台灣情客家歌

(客)、佛國之旅(大) 

4 阿發視覺特效 
少年特攻隊(台)、哈林國民學校務台)、白袍之戀(華)、超級新聞駭客

(衛)、台灣妙妙妙(中)、戀愛女王(華)、蓋酷兵團(台) 

5 好主意 
白色巨塔(中)、終極一班(八)、草山春暉(大)、天堂的孩子(華)、人生

旅程(大)、天使情人(衛) 

6 台北影業 
白色巨塔(中)、終極一班(八)、祖師爺女兒(公)、深情密碼(華)、幸福

派出所(客)、坷拉傳奇(公) 

7 合碼 星蘋果樂園(中)、深情密碼(華)、剪刀石頭布(華)、天空之城(東) 

8 悅多 台灣 ROC(華、擺渡(下)(大)、國光異校(中)、幸福派出所(客) 

9 麻吉 
愛上九點三十分(中)、幸福星期六(台)、包公管不管(年)、八號偵察庭

(年) 

10 太極 偵探物語(公)、聖陵的星光(華) 

 

  

 

 

 

 



電視剪輯師 

名次 公司名稱 作品 

1 吳寶玉 
惡作劇之吻(中)、草山春暉(大)、白色巨塔(中)、天堂的孩子(華)、天

使情人(衛)、人生旅程(大)  

2 周育哲 
鳥來伯與十三姨(三)、天長地久(華)、夫妻天註定(民)、天下第一味

(三)、綠光森林(中)、戲說台灣(三)  

3 彭寒英 
京華煙雲(民)、笑星飛上天(民)、八兩金(民)、愛(民)、憶難忘(民)、黑

貓大旅社(民) 

4 蔡志盛 關鍵時刻(民)、戲說台灣(三)、舊情綿綿(華)、麻辣一家親(東)、錯愛(民)  

5 周坤誠 八兩金(民)、憶難忘(民)、愛(民)  

6 段兆偉 
旅遊大贏家(民)、愛情機器(東)、白袍之戀(華)、里長你好(客)、魯冰

花(客) 

7 閻淼驊 快樂星期天(華)；無敵發發發(華)、圓夢巨人(華)、王牌攝影棚(民) 

8 鍾瑞華 
今晚哪裡有問題(中)、我愛黑澀會(V)、台灣妙妙妙(中)、模范棒棒堂

(V) 

9 蕭百純 麻辣大明星(衛)、歡樂幸運星(衛)、麻辣天后宮(衛)、少年特攻對(台) 

10 顧正言 麻辣經紀約(三)、愛情魔髮師(三)、Q 狼特勤組(緯) 

電視製作人 

名次 公司名稱 作品 

1 王鈞 
周日八點檔(中)、天堂的孩子(華)、麻辣一家親(東)、戀愛女王(華)、

超級拍檔(華)、綜藝大哥大(中)  

2 潘淑娟 

全能美食秀(中)、開運鑑定團(東)、全能估價王(東)、食全食美(東)、

張菲 32 現場(東)、鑽石點唱秀(東)、周日八點檔(中)、男人搞什麼(東)、

分手擂台(東)、蓋酷兵團(台)  

3 王偉忠 
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中)、康熙來了(中)、全民大悶鍋(中)、今晚哪裡有

問題(中)、美麗藝能界(中)、我的美人計(中) 

4 郭宏亮 憶難忘(民)、快樂星期天(華)、成名一瞬間(民)、錯愛(民)、愛(民)  

5 黃義雄 
世界非常奇妙(中)、綜藝大集合(民)、綜藝大贏家(民)、天才衝衝衝

(華)、大家來說笑(中)  

6 郭建宏 舊情綿綿(華)、真命天女(華)、危險心靈(公)、皇家女子學院(八)  

7 詹仁雄 
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中)、康熙來了(中)、今晚哪裡有問題(中)、台灣妙

妙妙(中)、模范棒棒堂(V)  

8 柴智屏 深情密碼(中)、極道學園(華)、天空之城(東)、假面天使(華)  



9 周志故 大陸尋奇(十六年)(中)  

10 彭蒙惠 看公視說英語(六年)(公) 

五大電視動畫(不含電視台) 

名次 公司名稱 作品 

1 深入科技 

愛殺 17(中)、東方茱麗葉(八)、白色巨塔(中)、星蘋果樂園(中)、花樣

少年少女(華)、微笑 pasta(台)、剪刀石頭布(華)、真命天女(華)、終極

一班(八)、台灣妙妙妙(中)、錯愛(民) 

2 大普 大老婆小老公(八) 

3 敦煌 Q 郎特勤組(緯) 

4 悅多 台灣 ROC 

5 四囍影像 極道學園(華) 

電視錄音室 

名次 公司名稱 作品 

1 聲動 

再生緣(民)、星蘋果樂園(中)、愛情魔髮師(三)、白袍之戀(華)、真命天

女(華)、愛上小男人(華)、綠光森林(台)、天長地久(華)、Q 狼特勤組(緯)、

舊情綿綿(華)、大老婆小老公(八)、八兩金(民)、金色摩天輪(三)、憶難

忘(民)、藍色水玲瓏(民)、戲說台灣(三)、台灣奇案(民)、神機妙算劉伯

溫(民)、天下第一味(三)、我愛我夫我愛子(華)、國光異校(中)、極道學

園(華)、微笑 pasta(台)、剪刀石頭布(華)、寶島少女成功記(華)、超級拍

檔(華)、錯愛(民)、愛(民)、心靈詩篇(公)、關鍵時刻(民)、珂拉傳奇(公) 

2 聲都 

暗光鳥新聞(八)、少年哈週刊(公)、冰火五重天(緯)、美食大三通(三)、

冒險奇兵(三)、冒險王(三)、食在好味道(八)、新聞夜總會(TVBS)、大

腳走天下(八)、世界第一等(八)、美人記者會(緯)、MIT 台灣誌(中)、台

灣全紀錄(三)、型男大主廚(三)、歐吉尚遊台灣(三)、第三隻眼(三)、數

位遊戲王(中)、文茜小妹大(中)、在中國的故事(三)、發現新大陸(八) 

3 好漾的 

不可思議的世界(緯)、成名一瞬間(民)、紅色風暴(中)、週日狂熱夜(公)、

包公管不管(年)、齊天大聖(台)、大明星運動會(八)、女人我最大

(TVBS)、終極一班(八)、小氣大財神(中)、伊林的秘密花園(八)、美食

鳳味(三)、娛樂大網ㄎㄚ(緯)、冰冰的好料理(中)、週日八點黨(中)、大

家來說笑(中)、天才衝衝衝(華) 

4 金鼎 

女狼俱樂部(衛)、笑星飛上天(民)、無敵發發發(華)、歡樂幸運星(衛)、

康康嚇一跳(中)、麻辣大明星(衛)、麻辣天后宮(衛)、封面人物(三)、綜

藝大集合(民)、電視笑話冠軍(緯)、天天大連憲(中)、康熙來了(中) 

5 嘉莉 白色巨塔(中)、東方茱麗葉(八)、草山春暉(大)、愛殺十七(中)、祖師爺



女兒(公)、窗外有蘭天(大)、天使情人(衛)、深情密碼(中)、花樣少年少

女(華)、天空之城(東) 

6 汎聲 

美麗藝能界(中)、我愛黑澀會(V)、大熊醫師家(三)、哈林國民學校(台)、

男生女生ㄆㄟ\(八)、黃今七秒半(三)、今晚哪裡有問題(中)、康康侯賽

雷(八)、我的美人計(中)、國光幫幫忙(三) 

7 奕鳴 
綜藝大哥大(中)、快樂星期天(華)、世界非常奇妙(中)、不一樣的聲音

(中)、大陸尋奇(中)、超級新聞駭客(衛)、皇家女子學院(八) 

8 富國 

蝴蝶密碼(台)、天堂的孩子(華)、一向春水向東流(公)、風塵三俠紅拂女

(中)、鳥來伯與十三姨(三)、我的兒子是老大(緯)、驚異傳奇(衛)、屋頂

上的綠寶石(八) 

9 斐聲 

愛上九點三十分(中)、幸福星期六(台)、勇闖美麗島(八)、世界那麼大

(三)、在台灣的故事(三)、我們結婚吧(華)、千萬要成功(華)、圓夢巨人

(華) 

10 一心巨達 第一劇場(八)、旅遊大贏家(民)、幸福派出所(客)、幸福快樂丸(亞) 

電視外景燈光 

名次 公司名稱 作品 

1 大立燈光 
舊情綿綿(華)、八兩金(民)、天長地久(華)、夫妻天註定(民)、人生旅程

(大)、超級拍檔(華) 

2 劉京陵 大老婆小老公(八)、Q 狼特勤組(緯)、孝莊秘史(中) 

3 陳揚龍 祖師爺女兒(公)、真命天女(華)、星蘋果樂園(中)、深情秘碼(中) 

4 周志信 花樣少年少女(華)、剪刀石頭布(華)、大老婆小老公(八) 

5 蘇良志 麻辣一家親(東)、天堂的孩子(華)、阿桃(大) 

6 李紹榮 白色巨塔(中)、生命圓舞曲(大) 

7 曹俊靜 天下第一味(三)、綠光森林(台) 

8 張戈貳 愛上小男人(華)、微笑 pasta(台) 

9 佑佑視覺工作坊 愛(民)、神機妙算劉伯溫(台) 

10 宋偉 愛殺十七(中) 

電視外景攝影 

名次 公司名稱 作品 

1 合瑪 

夫妻天注定(民)、天堂的孩子(華)、愛沙 17(中)、愛上小男人(華)、東方

茱麗葉(八)、舊情綿綿(華)、我的兒子是老大(緯)、白色巨塔(中)、大老

婆小老公(八)、金色摩天輪(三)、憶難忘(民)、星蘋果樂園(中)、祖師爺

女兒(公)、窗外有蘭天(大)、深情密碼(中)、神機妙算劉伯溫(台)、花樣



少年少女(華)、微笑 pasta(台)、剪刀石頭布(華)、寶島少女成功記(華)、

大地之子(大)、生命圓舞曲(大)、愛(民)、假面天使(華) 

2 大宇 
天長地久(華)、真命天女(華)、愛情機器(東)、戀愛女王(華)、麻辣一家

親(東)、圓夢巨人(華)、黑貓大旅社(民)、超級拍檔(華)、錯愛(民) 

3 原色彩 Q 郎特勤組(緯)、真命天女(華)、魯冰花(客) 

4 藍波斯 極道學園(華)、人生旅程(大)、里長你好(客) 

5 華泰 戲說台灣(三)、藍色水玲瓏(民)、天使情人(衛) 

6 關鍵 明星遊戲王(東)、綜藝大贏家(民)、綜藝大集合(民) 

7 寶島 幸福派出所(客)、心靈詩篇(公) 

8 罌藝 愛情魔髮師(三)、愛情經紀約(三) 

9 有翼氏 偵探物語(公)、擺度(下)(大) 

10 動能藝像 美鳳有約(民)、終極一班(八) 

最佳導演 

名次 公司名稱 作品 

1 蔡岳勳 白色巨塔(中視) 

2 鄧安寧 草山春暉(大愛)、天使情人(衛視) 

3 馮凱 綠光森林(台視)、天下第一味(三立) 

4 沈怡 微笑 PASTA(台視) 

5 易智言 危險心靈(公視) 

6 羅燦然 我愛我夫我愛子(華視)、無盡的愛(大愛)、孝莊祕史(中視) 

7 梁修身 米可 Go(公視) 

8 瞿友寧 惡作劇之吻(中視) 

9 王為   愛(民視)、意難忘(民視) 

10 王明台 花樣少年少女(華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