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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作品 頻道 類型 

109年 殷緣天成 大愛 大愛劇場 

108年 寸尺 華視 金選劇場 

107年 

真愛源起 大愛 大愛劇場 

八號公園 公視 戲劇節目 

阿英的成長日記 大愛 大愛劇場 

竹南往事 大愛 大愛劇場 

106年 

十女 公視 人生劇展 

這些年那些事 中視 八點檔 

平凡很幸福 大愛 大愛劇場 

我和我的四個男人 台視 連續劇 

車站人生 大愛 大愛劇場 

104年 

我的30定律 台視、東森 偶像劇 

致第三者 台視 偶像劇 

當我們同在一起 大愛 長情劇展 

葡萄藤下的春天 大愛 長情劇展 

大大與太太 大愛 大愛劇場 

明日天情 大愛 大愛劇場 

103年 

情千萬里 大愛 大愛劇場 

菩薩到我家 大愛 長情劇展 

河畔卿卿 大愛 大愛劇場 

醒來 公視 人生劇展 

情牽巧藝坊 大愛 長情劇展 

春暖向陽天 大愛 大愛劇場 

愛.重生 大愛 大愛劇場 

雨後驕陽 台視、年代 八點檔 

我叫侯美麗 緯來 電視電影 

102年 

幸福街第3號出口 三立台灣台 八點檔 

手心外的天空 大愛 大愛劇場 

明天更美麗 大愛 大愛劇場 

水返腳的春天 大愛 大愛劇場 

101年 

雨露 大愛 八點檔 

幸福好簡單 大愛 大愛劇場 

溫柔的慈悲 華視 連續劇 

心和萬事興 大愛 大愛劇場 

生命的樂章 大愛 長情劇展 

正義的化身 大愛 長情劇展 

我愛波麗士 大愛 長情劇展 

100年 記得我們有約 中視 偶像劇 



微笑面對 大愛 大愛劇場 

茶是顧香濃 大愛 長情劇展 

我愛美金 大愛 大愛劇場 

何處是我家 大愛 大愛劇場 

醜醜好果子 大愛 長情劇展 

美味人生 大愛 大愛劇場 

回家的路 大愛 大愛劇場 

男女生了沒 中視 偶像劇 

99年 

大愛劇場《那一年鳳凰花開時》 大愛 八點檔 

台北異想 公視 單元劇 

大愛劇場《我的尪我的某》 大愛 八點檔 

第二回合我愛你 台視、三立 偶像劇 

98年 

青梅竹馬 中視 八點檔 

大愛劇場《芳草碧連天》 大愛 八點檔 

大愛劇場《幸福的起點》 大愛 八點檔 

月滿水沙漣 客家 八點檔 

97年 
依諾之歌 公視 人生劇展 

大愛劇場《矽谷阿嬤》 大愛 八點檔 

96年 

人生劇展《尋找巴利》 公視 單元劇 

大愛劇場《牽手天涯》 大愛 八點檔 

大愛劇場《蕭醫師週記》 大愛 八點檔 

95年 

大愛劇場《人生旅程》 大愛 八點檔 

白色巨塔 中視 八點檔 

天堂的孩子 華視 連續劇 

天使情人 衛視中文 連續劇 

大愛劇場《愛相隨》 大愛 八點檔 

94年 

惡作劇之吻 中視 連續劇 

終極一班 八大 偶像劇 

大愛劇場《草山春暉》 大愛 八點檔 

八星報喜 TVBS-G 八點檔 

風中戰士 台視 偶像劇 

格鬥天王 三立 偶像劇 

93年 

大愛劇場《七輩婦》 大愛 八點檔 

芭樂校園 八大 單元劇 

愛戀狂潮 八大 連續劇 

我的這一班 公視 單元連續劇 

戰神 華視、八大 偶像劇 

愛情魔戒 華視 偶像劇 

求婚事務所 台視 時裝劇 

候鳥．e人 華視 八點檔時裝劇 

回家的團圓飯 衛視中文台  



92年 

沒完沒了的夏天 台視 時裝劇 

薔薇之戀 台視 偶像劇 

浮生 大愛 時裝劇 

智慧花開 大愛 時裝劇 

四重奏 大愛 時裝劇 

愛情故事 公視 單元劇 

91年 

來我家吧 中視 單元連續劇 

大愛劇場《別來無恙》 大愛 八點檔連續劇 

大愛劇場《聞風而來》 大愛 八點檔連續劇 

90年 

保生大帝 華視 閩南語連續劇 

大愛劇場《阿母醒來吧》 大愛 八點檔連續劇 

藍星 民視 單元連續劇 

天下第一狀 台視 八點檔 

89年 

表妹吉祥 中視 八點檔連續劇 

勁爆經典劇場 八大 單元爆笑劇 

三張王牌 華視 金鐘劇 

88年 

驚奇劇場 華視 單元連續劇 

凍頂黑狗兄 中視 閩南語連續劇 

大愛劇場《牽手》 大愛 八點檔連續劇 

某大姐 民視 連續劇 

87年 
浪子大欽差 中視 八點檔連續劇 

帝王之旅 佛光衛視 八點檔連續劇 

85年 魚夫漫畫show秀 超視 綜藝節目 

83年 地久天長 廣電基金 八點檔連續劇 

81年 賞石之旅─擊壤歌 公共電視 社教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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