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賴金泰出生日期：48.8.26 

作品： 

100 年 廉政英雄 民視   連續劇 

97 年  歡喜來逗陣  華視   台語  八點檔  

95 年  戀愛女王  華視  國語  連續劇  

94 年  生命的太陽  華視  國語  八點檔  

94 年  雙璧傳說  中視  國語  偶像劇  

94 年  艾曼紐愛怎樣  東森  國語  八點檔  

93 年  油桐花之戀  客家  客家  偶像劇  

93 年  南丁格爾  東森/中視  國語  偶像劇  

93 年  世間人  中視  連續劇     

93 年  台灣百合  台視  國語  八點檔  

93 年  我的秘密花園 2  中視/東森  國語  偶像劇  

93 年  華視 live 有夠鑽  華視  國語 連續劇  

92 年  心事誰人知  中視   連續劇  

92 年  單身宿舍連環炮  東森、華視   偶像劇  

92 年  原味的夏天  中視  國語  偶像劇  

92 年  客家心舅  客家  客家語  八點檔  

92 年  美夢成真  台視  八點檔   

91 年  台灣英雄斧頭將軍  台視  閩南語  八點檔  

91 年  金水嬸  台視   八點檔  

90 年  百分百女孩  中視   單元劇  

90 年  三叔公九嬸婆  中視  閩南語  連續劇  

90 年  薰衣草  三立、台視  國語  偶像劇  

90 年  秦淮煙雨  公視  閩南語  歌仔戲  

90 年  嫁妝一畚箕  中視  閩南語  連續劇  

88 年  良緣天註定  華視  閩南語  連續劇  

88 年  快樂財神  中視  閩南語  連續劇  

87 年  薛平貴與王寶釧  華視   歌仔戲  

87 年  虎爺傳奇  台視   連續劇  

87 年  月老笑姻緣  中視   連續劇  

87 年  白蛇傳  華視  閩南語  歌仔戲  

87 年  台灣丟丟銅  華視   連續劇  

86 年  大姐當家  中視   八點檔  

86 年  危險關係  中視   八點檔  

82 年  難忘的愛人  華視  閩南語 連續劇  

82 年 秋蓮  華視  閩南語 連續劇  

82 年 孟嘗 君  中視  閩南語 歌仔戲  

82 年 冉冉紅塵  華視  閩南語 歌仔戲  

82 年 寶貝王爺貴千金  中視  閩南語 歌仔戲  

82 年 阿彌陀佛  中視  閩南語 歌仔戲  

81 年  玉樓春  華視  閩南語  歌仔戲  

81 年  大唐風雲錄  中視  閩南語  歌仔戲  

80 年  三八親姆憨親家  中視  閩南語  連續劇  

   菜鳥配鳳凰  台視  閩南語  連續劇  

   秋江煙雲  華視  閩南語  歌仔戲  

   羅遙掃北  中視  閩南語  歌仔戲  

   我有話要說  台視   國語  綜藝節目  

79 年  赤腳新娘  中視  閩南語  連續劇  

   觀音前傳  台視  閩南語  連續劇  

   綠珠樓  中視  閩南語  歌仔戲  



   東漢演義  中視  閩南語  歌仔戲  

   媽媽回家時  中視  閩南語  連續劇  

   七點集合  中視  國語  綜藝  

   希望之鴿  中視  國語  八點檔  

78 年  北極玄天上帝斬妖魔  中視  閩南語  連續劇  

   黑夜中的明燈  中視  國語  社教  

   風雲時代  中視  國語  八點檔  

   大漢春秋  中視  閩南語  歌仔戲  

   釵頭鳳  中視  閩南語  歌仔戲  

   江南四才子  中視  閩南語  歌仔戲  

   我不是不愛你  中視  國語  錦繡劇坊  

77 年  天下父母心  中視  閩南語  連續劇  

   漢宮怨  中視  閩南語  歌仔戲  

   華山論劍  中視  國語  週日八點檔  

   姻緣天註定  中視  閩南語  歌仔戲  

   天山英雄傳  中視  國語  八點檔  

   大漢英雄傳  中視  國語  週日八點檔  

   歡樂遊俠  中視  國語  週日八點檔  

76 年  長江一號  中視  國語  八點檔  

   靈山神箭  中視  國語  八點檔  

   超級巨星慶團圓  中視  國語  除夕特別節目  

75 年  絳雪玄霜  中視  國語  週日八點檔  

   神州俠侶  中視  國語  週日八點檔  

   蛇 郎 君  華視  閩南語  歌仔戲  

   金劍鵰翎  中視  國語  八點檔  

   楊貴妃  華視  國語  八點檔  

74 年  飛燕驚龍  中視  國語  週日八點檔  

   七海遊龍  華視  國語  八點檔  

   小魚過江  華視  國語  單元劇  

72 年 新西螺七坎 華視 國語 單元劇 

  守著陽光守著你 華視 國語 八點檔 

  鐵劍蘭花鷹 華視 國語 八點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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