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映畫傳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壹‧戲劇節目（單元劇與單元連續劇） 

年份（民國）  作 品 名 稱  電視公司  

73 黃金劇場 中視 

75 如果有來生 中視 

75 黃金劇場《我曾經愛過》 中視 

76 黃金劇場《想念的季節》 中視 

76 黃金劇場《別愛陌生人》 中視 

77 控訴 中視 

77 木觀音 中視 

77 黃金劇場《他們的故事》17集 中視 

77 黃金劇場《再回到從前》17集 中視 

77 黃金劇場《真正的溫柔》 中視 

78 黃金劇場《星夜的天空》 中視 

78 黃金劇場《情繫半生緣》 中視 

78 把愛找回來 中視 

78 老人與狗 中視 

79 鞦韆下的風鈴 中視 

79 玫瑰芳心 中視 

79 黃金劇場《擁抱夢幻》 中視 

79 黃金劇場《百劫紅顏半了情》 中視 

80 黃金劇場《愛在星光燦爛時》 中視 

80 黃金劇場《兩個月亮》  中視 

81 我的爸爸是主播 中視 

81 無盡的愛 中視 

82 你是我永遠的牽掛 中視 

82 燕鷗 中視 

83 破鏡因緣 中視 

83 夢醒時分 中視 

83 天涯共此時 中視 

84 燃燒的太陽 中視 

84 看風不問路 中視 

85 真愛一世情 中視 

86 山水有相逢 中視 

87 此情可問天 中視 

88 親親，妳是我的寶貝 中視 

90 丈夫不見了 華視 

90 U-TOUCH 感覺拍檔 華視 

91 U-TOUCH 四號宿舍 華視 

91 超人氣學員 民視 

91 愛上總經理 華視 

91 愛情風味屋 民視 

91 升空高飛 華視 

94 真命天女 華視 

95 星頻果樂園 中視 

95  錯愛  民視  

101  溫柔的慈悲  華視  

103 22K夢想高飛 三立、東森 



103            巷弄裡的那家書店          華視 

103            人生劇展：醒來          公視 

           103            A咖之路          華視 

104            料理高校生          三立  

104            人生劇展：為愛旅行          公視 

      
 

貳‧戲劇節目（八點檔） 

年份（民國）  作 品 名 稱  電視公司  

77 情在天崖 中視 

77 貂蟬 中視 

78 鋤頭博士 中視 

79 小姐與流氓 中視 

79 天才褓姆 華視 

79 浴火鳳凰 中視 

79 愛 中視 

81 緣 華視 

82 秦俑 華視 

83 黃飛鴻與十三姨 中視 

85 根 華視 

86 台獨份子 中視 

88 啞吧與新娘 中視 

89 吉祥如意年年來 華視 

89 女生向前走 華視 

89 新一剪梅 中視 

90 追夫三人行 華視 

91 大家樂歡天 華視 

92 第八號當舖 衛視中文 

93 再見阿郎 台視 

93 意難忘 民視 

94 舊情綿綿 華視 

95 愛 民視 

95 危險心靈 公視 

103            幸福兌換券     三立、東森 

104            甘味人生     三立台灣台 
 

參‧綜藝節目 

年份（民國）  作 品 名 稱  電視公司  

75 我們的故事 中視 

75 鑽石舞台 華視 

76 龍飄飄專輯 中視 

77 百戰百勝 華視 

79 金曲龍虎榜 華視 

80 今天真好 中視 

80 雞蛋碰石頭 中視 

82 歡笑碰碰胡 衛視中文 

82 歡喜來逗陣 華視 

82 美食碰碰胡 衛視中文 

84 綜藝大聯盟 華視 

84 黃金綜藝通 中視 

86 我愛龍珠 華視 

86 好運旺旺來 華視 

88 歡樂龍虎榜 華視 



88 地球萬萬歲 華視 

89 歌王俱樂部 華視 

90 歡樂在週六 華視 

90 TV三賤客 華視 

91 社會叢林 華視 

91 王牌接班人 華視 

92 快樂星期天 華視 

           92 綜藝康康 COME 華視 

93 愛上星期六 華視 

93 TV搜查線 華視 

93 千萬大挑戰 華視 

93 日本再發現 華視 

94 幸福加油站 華視 

95 成名一瞬間 民視 

95  皇家女子學院  八大  

100 青春猛回頭  超視  

103            我們都來了          八大 

103            天王豬哥秀          華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