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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作品 頻道 語言 類型 

108年 守著陽光守著你 華視  八點檔 

108年 你有念大學嗎 台視  偶像劇 

107年 情份 台視  八點檔 

106年 牡丹花開 台視  八點檔 

104年 天使的收音機 公視  人生劇展 

104年 春梅 台視  八點檔 

104年 愛你沒條件 華視  八點檔 

103年 他是我兄弟 大愛  長情劇展 

103年 月亮上的幸福 中視  八點檔 

103年 雨後驕陽 台視、年代  八點檔 

102年 金牌老爸 華視  連續劇 

102年 家有mr.J 台視  連續劇 

101年 笑看人生 大愛  長情劇展 

101年 東華春理髮廳 台視  八點檔 

101年 東門四少 台視  八點檔 

101年 半熟戀人 台視  偶像劇 

100年 回聲 公視  人生劇展 

100年 又見阿郎 民視  單元連續劇 

100年 姐妹 台視  八點檔 

100年 田庄英雄 台視  八點檔 

100年 獅子的女兒 台視  八點檔 

98年 開封有個包青天 華視  八點檔 

98年 只要你過得比我好 民視  連續劇 

98年 老王同學會 中視、三立  八點檔 

98年 青梅竹馬 中視  八點檔 

97年 大愛劇場《愛有你來作伴》 大愛  八點檔 

97年 江湖.COM 中視  連續劇 

97年 三明治先生 華視  八點檔 

96年 豪門本色 中視  八點檔 

96年 兩個門牌一個家 中視  連續劇 

95年 錯愛 民視  連續劇 

95年 麻辣一家親 東森  八點檔 

95年 人生劇展《我家有張協商桌》 公視  單元連續劇 

94年 舊情綿綿 華視  八點檔 

93年 慾望人生 民視  八點檔 

93年 野球風雲 台視  八點檔 

92年 家 公視  八點檔 

91年 冤家拼駸家 中視  連續劇 



91年 世間路 民視  八點檔 

91年 超人氣學員 民視  偶像劇 

91年 愛情風味屋 民視  偶像劇 

91年 關鍵時刻 民視  類戲劇 

91年 風雲雄霸天下 中視  八點檔 

90年 望鄉 台視  八點檔 

90年 才子佳人乾隆皇 華視  八點檔 

90年 請你原諒 中視 閩南語 連續劇 

89年 將心比心 民視 閩南語 八點檔 

89年 碎心戀 台視 閩南語 連續劇 

89年 懷玉公主 華視  八點檔 

88年 香蕉新樂園 中視  八點檔 

88年 戲說台灣 三立  連續劇 

88年 狀元親家 民視  八點檔 

88年 啞巴與新娘 華視  八點檔 

88年 白賊七 民視  八點檔 

88年 燕雙飛 台視  八點檔 

87年 夫妻相欠債 中視  連續劇 

87年 古井情深 台視  連續劇 

87年 愛你入骨 民視  八點檔 

86年 金色夜叉 中視  八點檔 

86年 嘉慶君遊台灣 民視 閩南語 八點檔 

86年 阿爸的私房錢 中視  連續劇 

86年 老虎的溫柔 華視  單元連續劇 

86年 因果劇場《奶媽》 華視  單元連續劇 

86年 走馬燈 中視  連續劇 

86年 蘭姨和她的房客 華視  單元連續劇 

86年 週日劇場《她租了一個女人》 華視  單元連續劇 

85年 阿足 華視  八點檔 

84年 大嬸婆選女婿 中視 閩南語 八點檔 

84年 驚世媳婦 華視 閩南語 八點檔 

84年 請問芳名 華視 日劇 連續劇 

83年 內公外媽孫媳婦 中視 閩南語 連續劇 

83年 秦俑 華視 國語 八點檔 

83年 兄弟有緣 華視、中視  八點檔 

83年 小魚吃大魚 華視 閩南語 連續劇 

83年 七俠五義 華視 國語 八點檔 

82年 超級女巡案 中視 國語 八點檔 

82年 蓋世皇太子 中視 閩南語 午間劇場 

82年 我愛媽媽 中視 閩南語 午間劇場 

82年 鴨母王 中視 閩南語 連續劇 



81年 緣 華視 國語 八點檔 

81年 橘壇薪火錄 華視 國語 社教 

81年 三八親母憨家 中視 閩南語  

81年 龜笑鱉無尾 中視 閩南語  

80年 永不缺席 華視 國語 華視劇展 

80年 西北雨 華視 閩南語  

79年 孔明三氣周瑜 華視 閩南語  

79年 愛 華視 國語 八點檔 

79年 城市夫妻 華視 國語 華視劇展 

79年 家庭診所 華視 國語 華視劇展 

78年 六壯士“除三害”    

78年 六壯士“訣別書”    

78年 六壯士“音容劫”    

78年 六壯士“壯士行” 華視 國語 八點檔 

78年 365個男人 華視 國語 華視劇展 

78年 單身女貴族 華視 國語 華視劇展 

77年 酒瓶可賣否 華視 閩南語  

77年 走過從前 華視 國語 八點檔 

76年 風蕭蕭 華視 國語 八點檔 

76年 小人物立大功 華視 國語 單元劇 

76年 士官長的寶劍 華視 國語 華視劇展 

76年 天使沼澤 華視 國語 單元劇 

76年 海上的島 華視 國語 華視劇展 

76年 兩代情 華視 國語 八點檔 

75年 心花朵朵開 華視 國語 鑽石戲院 

75年 家家有本傷腦筋 華視 國語 鑽石戲院 

75年 長相憶 華視 國語 八點檔 

75年 花月正春風 華視 國語 八點檔 

74年 藍與黑 華視 國語 八點檔 

74年 河山春曉 華視 國語 八點檔 

73年 鐵見蘭花鷹 華視 國語 單元劇 

73年 煙雨江南 華視 國語 八點檔 

72年 衛斯理傳奇 華視 國語 八點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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