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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份 作品 電視台 類型 
104年 CSIC鑑識英雄 中視 單元連續劇 

104年 愛情卡拉 OK 公視  人生劇展  

103年 幸福返鄉 30＋ 公視 連續劇 

103年 轉大人 公視  人生劇展  

103年 王牌鴿倆好 公視  人生劇展  

102年 夢田築夢計劃 大愛 長情劇展 

102年 夢田，溫柔玉蘭香 大愛 長情劇展 

102年  喇叭宏的悲喜曲 公視  人生劇展  

101年 阿嬤上街頭 公視  人生劇展  

101年  遺失的美好 公視  人生劇展  

101年  料理人生  公視  人生劇展  

100年  落跑三人行  公視  人生劇展  

100年  幸福不倒翁  公視  人生劇展  

97年 這三個女人 華視 八點檔 

96年 點燈 華視 社教企劃 

96年 豪門本色 中視 八點檔 

93年 大愛劇場《愛在碧海藍天》  大愛 八點檔 

92年 十八羅漢 中視 八點檔 

91年 歡喜菩薩 台視 八點檔 

90年 大愛劇場《愛在屏東》 大愛 八點檔 

89年 半斤八兩 東森 八點檔 

89年 家和萬事興 中視 連續劇 

89年 齊天大聖孫悟空 台視 連續劇 

89年 一樣米養百樣人 中視 連續劇 

89年 九指新娘 三立 八點檔 

88年 阿母的嫁妝 中視 連續劇 

87年 臭頭洪武君 中視 歌仔戲 

87年 小卒變英雄 中視 連續劇 

86年 濟公活佛 中視 連續劇 

86年 北極玄天上帝 中視 連續劇 

85年 媽媽歌星 中視 連續劇 

85年 秀逗 SHOW 中視 綜藝節目 

83年 好運到 中視 綜藝節目 

82年 再世緣 中視 八點檔 

81年 誰來開口 中視 綜藝節目 

81年 婦女天地 中視 社教節目 

81年 發燒麥克風 中視 綜藝節目 

80年 青春快遞 中視 綜藝節目 
80年 雞蛋碰石頭 中視 綜藝節目 
80年 歡樂喜碰碰 中視 綜藝節目 
80年 今夜來抓狂 中視 綜藝節目 
80年 黃金新貴族 中視 單元劇 

78年 般過水無痕 中視 連續劇 

78年 女人女人 中視 綜藝節目 

78年 花蕊望春風 中視 連續劇 

78年 綜藝我和你 中視 綜藝節目 

78年 把愛找回來 中視 黃金劇場 

78年 七世姻緣 中視 黃梅調劇場 



78年 黃金假期海陸大進擊 中視 綜藝節目 

78年 天才俱樂部 中視 綜藝節目 

77年 正德皇帝遊江南 中視 歌仔戲 

77年 真正的溫柔 中視 黃金劇場 

77年 金色樓梯 中視 名星劇場 

77年 雪中蓮 中視 名星劇場 

77年 開口笑 公視 兒童劇場 

77年 金梭霓棠曲 中視 綜藝節目 

77年 大名星說故事 中視 週四劇場 

77年 急診室跑跳碰 中視 紫羅蘭劇場 

77年 紅塵劫 中視 紫羅蘭劇場 

77年 相逢十二點 中視 綜藝節目 

76年 鄭怡專輯入埃及記 中視 綜藝節目 

75年 愛在燃燒 中視 金獎劇場 

75年 艷陽天 台視 單元劇 

75年 小小消費者 公視 社教節目 

75年 彩霞滿天 中視 金獎劇場 

74年 社會檔案 華視 單元劇 

74年 紅男綠女 中視 單元劇 
74年 春回 中視 單元劇 
74年 串串風鈴鐺 台視 單元劇 
73年 命好不怕運來磨 中視 單元劇 
73年 秋水伊人 中視 金獎劇場 
73年 挑夫 中視 單元劇 
73年 大城小調 中視 單元劇 
72年 無名小子 台視 單元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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