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台灣廣播教父石川
打造微微笑廣播網王國

　　石川，本名石秋清，高雄阿蓮鄉人。少年因家貧而輟

學，出社會後因緣際會成為名廣播劇製作人黃志青的門生，

而奠定厚實的戲劇基礎。退伍後石川進入民立電台，將戲

劇元素導入綜藝節目當中，其與小菁聯手主持的《青春劇

場》，內容趣味且默契十足，成為當年高屏地區最受歡迎的

廣播節目，石川和小菁也成為各大廠商產品代言的金牌主持

人。石川做節目獨到之處，就是擅長將生活中的愛情故事，

編寫成連載劇情，加上優美的台語用字遣詞，讓聽眾十分著

迷。戒嚴時期，石川曾創下全省聯播節目每小時三十萬的主

持身價。解嚴之後，石川於1996年取得潮州之聲經營權，
二十年內串聯屏東、高雄、台南、台中、新竹、宜蘭地區的

九家電台，打造「微微笑廣播網」王國。石川的電台經營之

道，除了正確鎖定熟齡台語分眾市場外，其自創的產品行銷

通路也是一大特色。從事廣播逾四十年，石川說，他對台語

傳承有一種使命感，因此非常重視廣播人才的培育。石川的

成功，寫下廣播界的一頁傳奇，有人因此稱他為「南台灣的

廣播教父」。

廣播業經典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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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那時初中而已，就是因為沒辦法繳學費，我就逃

課了。逃課出去後，我第一站是去一間貿易公司，做藥品的貿

易公司那裏上班，也不是說上班，是做童工。以前那個年代，

只能當童工。當時台南有間音樂廳，叫做「五層樓仔」，中正

路尾靠運河邊附近，當時那有歌廳、還有外國秀的表演，像早

期鳳飛飛，那個年代叫林茜，她在歌廳裡就很有名。我當時在

那邊有學樂器，有時做幕後司儀，不是在幕前。因為當時歌廳

都得出去宣傳，坐車用麥克風講，用擴音器大街小巷宣傳，說

今天音樂廳有什麼檔期的節目，有什麼國外來的秀，有什麼歌

星，我第一次接觸麥克風就是從那開始。

 因緣際會進入黃志青廣播劇團 
 奠定戲劇基礎

我當時的的兒時玩伴是電影演員小戽斗1，我跟他從台南北

上，才接觸到廣播。後來有個偶然機會，在台北遇見我的老師

黃志青先生，他在做廣播劇團，是靜江月的親弟弟2。黃志青是

戲劇的鬼才，是藝術圈大家公認的鬼才導演。我跟在他身邊很

久，那時他在寫劇本的時候，是由我拿筆，將他說的話寫成文

1　  小戽斗，1947年生，本名歐藏喜，台南人，十八歲進入台南市勝利之聲廣播電
台播演閩南語廣播劇，後來成為閩南語知名演員，曾拍過一百多部台語片，大

多演小丑或反派角色，也參與三台閩南語電視劇演出。

2　  靜江月，本名黃瑞月，1922年生，台灣高雄人。靜江月是台語新劇早期的知名
演員，曾與胞弟黃志青在民本電台製作並演出廣播劇，後組成「靜江月廣播劇

團」，成為1960年代家喻戶曉的台語廣播劇團團主。擅長編劇的黃志青後來與
其姐事業分開，1966年另組「黃志青廣播劇團」，時年18歲的石川即成為其門
下。

 出生高雄阿蓮  家境貧苦繳不出學費

我是出生在高雄縣的阿蓮鄉，因為出生在一個非常貧苦的

家庭。在那個年代，差不多大家都非常窮，家境都很不好，經

濟也都很差。我那個時候，特別感受到我的環境、我的家庭比

任何人都窮。因為當時讀書都要繳學費，不像現在有十二年國

教，不用花什麼錢，以前那個年代，讀書一定要繳學費，每次

老師叫到：「還沒繳學費的，起來罰站！」我一定是站到最後

的那一位，大家都放學了，我還在站。所以我求學那個階段，

真的那個自尊，就是被貧窮撕裂，可以說自尊都破碎了，在幼

年時期。所以我是在一個較特別、困苦的環境長大的。

小時候的印象永遠都在，想到要去學校，會很掙扎，所以

到最後我選擇逃課，最後我逃課，因為沒臉去學校念書。以前

我在鄉下，我如果回去，都要等到太陽已經西沉、黃昏差不多

看不見人時，我就繞巷子，不太敢從鄉間的大路回家。我就要

順著小巷子，偷偷摸摸的，不敢大肆走鄉下的大路，感覺很沒

面子、很丟臉！我小時候就是這樣。有時候人說：「惡劣環境

才能使我們比別人更堅強，經得起考驗」。

 台南音樂廳做幕後司儀  宣傳拿麥初體驗

我覺得我小時候，受到的環境特別跟人不一樣，所以我出

社會之後，我比別人有志氣，因為我沒有失敗的本錢，我一定

得打拼！我不能失敗！因為我背後沒有靠山。所以這是我從小

就立志，覺得說我要比人更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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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從他學來的這一套，其中的精髓，運用到主持節目當中。

以前的節目差不多以一小時為一個單元，不像現在電台大都做

到兩小時，早期能做到一小時已經不得了！所以如何在一小時

內將綜藝節目，當成是一齣戲劇，裡頭就必然有高潮迭起、喜

怒哀樂。因此，聽眾會覺得一小時的節目，怎麼過的那麼快！

瞬間就過了，常常覺得意猶未盡，期待著明天到來。我大概出

道才一年就很受歡迎，直到如今已經四十多年了！

當兵回來開始做《青春劇場》這個節目，差不多是退伍的

第二年，之前都在台北，後來才回到高雄。回來的第一年是我

摸索的階段，因為以前沒有單人主持過綜藝節目的經驗，以前

學的是廣播戲劇，所以利用一年的時間去學習、磨練。第二年

開始，我就已經很受歡迎了！一小時的節目在高屏地區，《青

春劇場》就是最受歡迎的節目。

當時是在屏東的民立電台，是調幅電台3，當年電波干擾

少，所以除了涵蓋高屏地區以外，甚至台南部分地區都聽得

到。那時《青春劇場》時段是下午四點半到五點半，可以說紅

遍大街小巷，受到很大歡迎，但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因為主

持節目時不知道聽眾在哪裡？後來有機會跟人接觸才知道，每

到一地，當大家聽到「石川、小菁」時，每個人都認識，也很

崇拜！那時電視還不到現在這樣蓬勃發展，可能是這個原因，

電台成為當時相當有魅力的一個媒體。

3　  屏東民立電台是1959年6月11日開播的民營商業調幅廣播電台，以閩南語為主
要語言，收聽頻道為AM1062千赫。

字。他唸我抄。差不多1966年左右，我的戲劇基礎都是在他這

學來的。所以我一輩子從事廣播，我能快速崛起，我的老師對

我影響最大！

我在那學到最多，壓力也最大，他把我當成自己的孩子一

樣。我們廣播劇團無論發生什麼不如意的事，他從不罵別人，

他如果生氣一定是罵我，把我當出氣筒，拿我當標的，因為他

罵我會比較自在，罵別人氣氛會變得不好。

小時候跟在他身邊，我學最多的就是戲劇。我以前很愛看

莎士比亞名劇，早年電影的手法，能深刻感受到老師的戲劇功

力。以前電視台只有台視時，台視要邀請他去當導演，但是台

視很官僚，講本土語言的，坦白說，當時容不下，沒機會。但

由於他在戲劇上的天分、功力，確實受人重視，所以當時本來

台視要請他當導演，但是導演要聽導播，導播是絕對權威，電

視台是如此。他覺得以他這種等級的人，到電視台要聽導播的

指揮，他沒辦法接受，所以他沒去。

早期有許多拍國語劇導演也很欽佩我的老師，因為他在台

語劇時代，是一個很特殊，對戲劇有天分的人，所以大家公認

他是鬼才。但那個年代，國民黨當權，說台語的人就是被打壓的

對象，根本無法出頭。譬如我的師兄弟張宗榮，也是他的學生。

 主持節目創造戲劇效果 
 《青春劇場》風靡一時

老師對我日後從事廣播影響很大，我在他那裡有經過一番

磨練，戲劇有許多喜怒哀樂，一齣戲的高潮迭起該如何鋪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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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打，打到他們手酸無力時，我才站起來的。我就是這樣崛起

的！所以你能想像我那時節目的內容、想法、程度，真的超越

每個主持人。

 主持一小時三十萬  大廠商代言首選  

所以我當時主持中廣的全國聯播，一小時的節目主持價碼

可以拿到三十萬，相當可怕！那是退伍後開始做節目的兩、三

年內，我就有這樣的身價了。當年做台語節目的全省聯播，有

兩對主持人選最搶手，石川、小菁是一對，另一對是溫明龍、

林麗君。當時只有大廠商才有能力做全省聯播，我和小青這對一

定是大廠商首選，因為節目比較受歡迎，那時應該是1970年代。

我和小菁兩人的主持默契是長期培養起來的，因為不可能

有劇本，大概有個大綱、主題，知道要講什麼而已，剩下就只

能靠過去培養的默契，將內容表達好。兩人搭檔的節目，默契

相當重要，默契若是不好，之前想好要表達的內容就說不好，

甚至會中斷。也因為我跟小菁都學過廣播劇，有相同的背景、

相同的經歷，戲劇像是接力，我丟什麼話你接什麼詞，相互堆

疊，若是能將氣氛做出來，效果會非常好！演員如果功力夠，默

契又好，可以將劇演得出神入化，反之默契不夠，戲就不好看。

 戲劇元素融入綜藝節目  開場白精心設計

當年的地方播音員，一般都只能報新聞，沒有其他才華。

我因為有戲劇基礎，並將其融入綜藝節目裡，那就是我的強

 戒嚴時期審查嚴格  從「全省聯播」打天下  

年輕時主持廣播節目，我算是少數有能力做「全省聯播」

的。以前做聯播，節目都要用錄音帶錄，之後再寄到各電台。

早期審查制度相當嚴格，都是讓警備總部在管4。只要被警備總

說部要約談，大家都嚇得發抖！因為它總是以發表言論有「思

想問題」為由，將人送辦，所以電台同事都怕。當時每家電台

都有一位安全室主任，每天蒐集資料提供給警備總部。所以我

們的節目要完整呈現，幾乎是不可能。因為有審查制度，寧可錯

殺一百，也不讓你輕易放送，有一句敏感的話，就不讓你播了。

譬如說聽眾點播歌曲「望春風」，若是在節目中公開對

聽眾說它是禁歌，就可能被警總約談。他們會用奇怪的腔調質

問你，怎能說「望春風」是禁歌呢？口氣聽起來真覺得在糟蹋

人！但也只能回說：「報告長官，因為我們有交流表」，或是

「收到行政命令說這不能播」。以前很多流行歌曲都會被禁，

像「舞女」也是，太多了說不完！警總卻回答：「民主國家沒有

禁歌！這歌曲的問題是委靡不振，灰色悲觀⋯」總有一番說詞。

年輕時做節目，錄音帶需要接受各電台審查，只要有問

題，就會被他們過濾、刪除，每個電台都一樣。又或者我做的

節目要到外地播送時，當地主持人也視我為眼中釘，他們會處

處牽制我，甚至開會時也在批評，因為他們忌妒。所以我形容

我的節目，是拿到全省試播打天下，過程中一直挨本土主持人

4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簡稱警備總部、警總），隸屬於國防部，是我國戒嚴時期
大眾媒體、出版品的文化審檢機構。1987年7月解嚴之後，文化審檢任務才移
撥交至行政院新聞局接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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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現在還依然存在。因為說故事，節目就會有高潮，行銷產品

因此有好成績出來。

 擅長編寫愛情故事  用字遣詞文句優美

我最擅長編愛情故事！因為它比較與人們生活有關。每個

人、每個家庭都有感情的故事，尤其說到夫妻間感情的矛盾，

有時能形成高潮。譬如，妻子紅杏出牆，丈夫不知情仍然對她

疼愛有加⋯這類的題材，聽眾就會想聽，想知道故事往後的發

展。生活化的故事較能引發人的興趣。故事鋪陳方面，我比較

不會選擇驚悚類，曾說過鬼故事，那種節目在半夜播聽眾最喜

歡。有時也會說些笑話，每次年節的「新春特別節目」都會放

入一些經典笑話橋段，讓聽眾回味，那也很有趣！

我的強項就是台詞，就是用字遣詞文句優美。早年中廣都

不讓你做台語節目，當時是蔣孝武5，大家想爭取一個台語的調

頻廣播，政府都不准，也都想辦法把台語醜化。但台語若經我

口中說出來，會非常優美！有些人是不會講台語，我們則是科

班出身有訓練過，譬如我說：「愛是最甜的東西，失戀是最苦

的疼痛」（台語），因為語句押韻，用詞你會覺得很美，聽眾

聽得瘋狂，就會非常入迷。加上小菁的聲音很好聽、很美！從

我從事廣播以來，我覺得她的音質最美。小菁現在已經沒有在

做節目了。

5　  蔣孝武（1945年－1991年），蔣經國與妻蔣方良的次子。戒嚴時期曾任中央廣
播電台主任、中華民國廣播電視事業協會理事長、國民黨中央黨務顧問、國民

黨新聞黨部常務委員等職務。1980年，蔣孝武出任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

項。這是地方主持人做不到，要他寫個劇本，他們不會寫。寫

劇本要有鋪陳，製造高潮，喜怒哀樂的安排，他們不會。而我

有受過訓練，所以我會。在我的觀念裡，我認為做節目最困難

的，在於如何開頭，節目開頭你要講什麼話？開場白是最難的

部分！若是成功，節目氛圍就好，聽眾就聽不厭。

開場白就像是對人的第一印象，所以一定要設計得非常

好！讓聽眾一聽就喜歡，所以我都會在開場中加入一些有趣

的話題，讓聽眾覺得好笑，就會一直回味。所以也很多人說我

很會講笑話，還有說的愛情故事很迷人，此外，我的節目內容

豐富、有深度、能增廣見聞，不僅有娛樂，還能每天獲得新知

識。所以我就是多樣化，讓聽眾打從心底覺得好聽！

我如何做節目？第一步，先聊些輕鬆的話題、講些有趣的

笑話，營造輕鬆的氣氛。在戲劇中，「三花」最受歡迎，三花

就是指小生（男主角）、小旦（女主角）、小丑（丑角）這三

個角色。丑角是最受歡迎的，當然男女主角也很迷人，但還是

丑角最討喜！我認為做節目最重要的是讓人聽了覺得輕鬆，聽

我節目時，心中縱使有不如意，聽一聽就會覺得很神清氣爽，

結束後整個氣氛會很好。

說笑話是「喜」的呈現，「怒」的話就說些能引起共鳴的

話題，譬如社會現象，或人性面聽了會使人生氣的，講完後會

引發怒氣。我內容通常都會有故事，我的綜藝節目與別人不一

樣的地方，就是會鋪陳一個故事，讓聽眾每天延續，為了知道

故事的發展，聽眾隔天就會繼續收聽。所以我們那個年代，故

事是很迷人的！回頭來看，我認為故事本身才是節目受歡迎的

關鍵，就像是現在的八點檔連續劇一樣。這就是為什麼連續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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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們電台的一個主持人，他在節目不斷呼籲聽眾莫失

志、遇到困難不要尋短，一直鼓勵他們，他也會一直講笑話給

聽眾聽，希望藉由這樣，使人慢慢淡忘痛苦。現在憂鬱症、躁

鬱症很普遍，他節目中也常呼籲不要自殺。所以聽眾與主持人

之間產生信任，把主持人當成知己，有時想尋短時，還會打電

話詢問意見，總之就是信任主持人。

 打造「微微笑廣播網」  培養在地廣播人才

經營電台也是奇緣！後來因為電台開放，我們才有機會

去申請，或者有人經營不善，就來跟我們合作。一開始是合

作為主，直到原先經營者放棄，才轉讓給我們。最早經營的是

屏東「潮州之聲」，以前大多是政治人物在做，但他們經營不

好，才邀我們合作，最後發覺這是我們的專業，就全盤讓出。

屏東當時很多電台，像蘇嘉全、蘇貞昌、曹啟鴻等人都有參

與，以往都是國民黨的天下，都被壟斷嘛！但民主社會不可能

每次都是國民黨的人拿去，所以當時有一個梯次是由民進黨的

佔較多數，但他們不會經營，就漸漸由我們接手。從「潮州之

聲」、「屏東之聲」一直到「大武山電台」。屏東結束後，從

台南「凱旋電台」到高雄「下港之聲」，之後申請到「嘉義環

球」、中部「歡喜之聲」，最後是新竹「竹塹電台」、宜蘭

「噶瑪蘭電台」6。

6　  石川於1996年取得潮州之聲（FM90.9）的經營權，自此陸續串連了屏東之
聲（FM92.5）、大武山電台（FM90.9）、凱旋電台（FM97.9）、下港之聲
（FM90.5）、嘉義環球（FM107.1）、歡喜之聲（FM105.5）、竹塹電台
（FM90.3）、噶瑪蘭電台（FM97.9）等九家電台，成為「微微笑廣播網」，
官方網網址為http://www.smileradio.com.tw/new/。

做節目時，我是以內容取勝，那時沒人像我這麼做，因為

有學戲劇的歷練，以及那段時期的磨練，我才能將台語運用的

很美。開場完後，場景先透過旁白介紹，兩人就開始演戲，都

找些較容易引起高潮的戲目來演，不拖戲、無冷場，聽眾就覺

得很好聽。我曾經開車聽自己的節目重播帶，聽到連自己都入

迷，乾脆停在路邊聽，心中讚嘆：「我當初怎麼能做出這麼好

的節目」！我才體會到，當年為什麼會這麼受到歡迎。

 市場定位主持身價  經營聽眾獲取信任

如何決定一個歌星紅不紅？市場決定一切。以前就是以唱

片銷售為主，銷量好就表示你紅，唱片公司就願意繼續投資。

一切得看數字，票房最重要！像是歌星唱片若是能夠賣到十

萬、二十萬張，就是天王級的！我們當主持人，你可以說自己

大牌，但什麼叫大牌？市場自然會去定位你的身價。數字會說

話，市場轟動以後，就會帶動產品。因為聽眾會崇拜主持人，

所以你說什麼他們都聽。所以當你介紹產品，聽眾們就會瘋狂

去買，造成市場搶購風潮，接著名氣就起來了！市場會傳：

「現在石川、小菁有夠紅⋯」所以市場會直接把你定位。 

做節目要讓聽眾相信你所說的，就是要用節目來塑造你的

人格特質。假設你給聽眾的服務永遠都是最認真的，講話都守

信用，他們崇拜你之後就會完全相信你。我們會很用心去經營

跟聽眾的互動，取得他們的信任後，你所介紹的產品，他們自

然有信心去買。當時聽眾來信的多寡，也代表你受歡迎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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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負台語傳承使命 
 石川：對台語廣播的未來有信心

我對台語有一種使命感，因為從事廣播業後，感覺說台

語的人好像背負了原罪。以前當權者總是想盡辦法打壓，就

是因為這樣，我才產生使命感要保留它，並將最優美的台語流

傳下去。但現在的年輕人要能像我說得這麼道地，也有困難！

現今社會已經變成可以國台語同時並用，不比以前聽眾年齡層

較高。現在節目走向是可以夾雜台語，甚至英語，畢竟已較進

步。聽眾年齡層也慢慢下降，不像以往都是長輩，如果老一輩

的人聽不懂國語，可能就轉台了！

台語電台事業要傳承有其困難，因為需要有兒時語言的

環境。以現代人來說，他們對台語一竅不通，所以很難！我父

母也沒想過我會當上主持人，自己以前讀的是農業學校，經濟

環境差，想說讀五年，比人家少繳一年學費，就能完成高中學

業，出社會就業。以前農業職校是一畢業就可以到農會工作。

所以父母的觀念是，縮短求學時間，幫家裡省錢。早期農業社

會，長輩很少對孩子有期望，因為家境困難，能夠在出社會時

謀得一職，就是最大的願望了！我父母已經過世一、二十年了！

國語節目是沒有接觸台語環境的人在聽的，但在台灣，我

想應該有差多七成的人說台灣話，所以我是選擇最大族群來經

營電台，佔最多人口數。從前會認為年老凋零後，就不會有人

來承接，事實上並非如此！上年紀的人更會去聽廣播，因為眼

睛沒法看電視太久，而聽廣播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任何時

間都能聽。所以我對台語廣播的未來仍相當有信心！不會因為

長輩凋零而青黃不接。

電台有自製比例的限制，希望盡可能在地化，以服務當

地。在經營上，我會盡量培養在地的主持人。若是要做聯播，

就挑選公司中較受歡迎的節目，排幾檔做聯播，再搭配當地主

持人的節目。在經營電台上，我主張「時段不外賣」，若是廣

播要繼續存在，就必須培養一些人才出來。過去電台都不太培

養人才，因為都把直接時段外賣、租人時段而已。所以經營者

很輕鬆，不需費神培養人才。但我認為這會對未來會產生斷

層。所以我擁有電台之後，我開始培育人才，所全台沒有人像

我這樣經營模式，我算是第一人。

我是專業的廣播人，一般主持人比較不像我受過專業訓

練。所以我會跟他們講一些節目理念或如何製作節目。我認

為主持人通常要具備一些天分，若是沒有天分，靠後天努力也

很難，有天份加上努力，就有可能成功。一個主持人有沒有未

來的發展空間，我看得比較清楚，因為在業界待久了！所以有

未來發展機會的，我們就給他機會。像「師傅帶徒弟」這種方

式，有時讓他投入的方式，就是先跟在主持人旁邊當助理，讓

他有接觸的環境，耳濡目染後就漸漸有概念。但是目前的難題

是，年經人對母語台語漸漸不會說，這是一項隱憂！現在年輕

人不太會說道地的台語，甚至也聽不懂，你要培養他當主持人

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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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播博物館蒐藏文物 
 「得麗」平台行銷產品

設立廣播博物館是為了收藏廣播設備及器材。在台灣廣播

界，我敢說自己在購置設備上最捨得花錢，為了要求好音效、

好音質。譬如，可能花幾十萬去買一支麥克風。過了一段時

間，這些器材就成了古董，自己也覺得它們是陪伴我奮鬥很重

要的東西，就將它們收藏起來。我收藏了一整間的黑膠唱片、

以前的錄音機、唱盤，這些現在都找不到了！變成骨董。有機

會的話我也想以廣播的歷史沿革做個展示，讓社會大眾或以前

的聽眾，有興趣的人前來參觀。

成立「得麗」經營商品也是因緣際會7，但我總覺得要幫人

代言產品，對產品本身的品質，心中還是會打個問號。當時心

中有個理想，因為過去電台產品引人詬病，我就想扭轉社會大

眾對電台產品的印象。其實你若要用心經營，你就會認真去追

求產品品質，並為自己的商業行為負責。因為自己認真用心，

所以在選擇產品時就不隨便。只要產品品質好，它在市場上就

有競爭力。人家說：「電台沒好貨，都在騙人」。我非常反對

這種觀念，這也是政府誤導視聽所致，所以我有一個使命感，

要扭轉大家對於電台的負面印象。

事實上只要你用心做，追求品質，為自己的商業行為負

責，你的產品在市場上一定會有競爭力。所以無論是食品、化

7　  得麗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974年，一開始為藥品、化妝品銷售，由於石川在廣
播節目中自創了老道（老爺爺）和老枝（老奶奶）兩位人物，後來便以「老道

老枝」為自有品牌，開發多元行銷通路，如「陪你購物網」，主力銷售食品、

小吃等。

年輕人若要讓自己的台語更流利，平時就要多朗誦、唸新

聞，需要有這段訓練的過程。而且把唸的內容錄起來自己聽，

慢慢的你就會去修正！重點就是「熟能生巧」，這需要時間。

像現在公司培養的新人也有台語不流利的。我認為國、台語參

雜著講，現代社會已經可以接受了，但如果國語沒問題，有機

會還是要學說台語，才不會聽不懂。

 節目去除新聞時效  經典重播屹立不搖  

我有將過去一些節目的精華保存，當然流失很多，因為

以前沒有這種概念，有許多經典的東西流失掉，很可惜！之

後有慢慢收集保留。我做節目從頭到尾三十年，重播紀錄可能

是「世界第一」，三十年間有十六、七年是重播的，實際上做

現場節目只有十四年。因為我把節目精緻化，有可聽性我才錄

製，坦白說重播那麼久，在市場上還是屹立不搖，這是我引以

自豪的事！因為我的節目受時效性的限制，我就不像一般地方

主持人可以播新聞，我的節目新聞都不能談，因為製作好送到

電台播，它可能已經成為歷史了！所以我節目中絕對沒有新

聞，也因為這樣，就能做市場區隔。加上我的節目特色，其他

人做不來，才在市場上受歡迎。

所以現在聽到我的節目，都是過去的重播帶。譬如，三

更半夜或是凌晨四、五點時還是得播節目，若是叫主持人去做

這事，他活不下去！不好經營的時段，若是用我經典的節目墊

檔，也算在自製率比例內。一二十年前，我就開始計畫儲存自

己的節目錄音帶，目前已儲存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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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台經營是「聽得到聲音，看不到影像」，有一回機緣剛

好與王文洋接觸，跟他購買「台灣番薯電視台」9。如此一來

就變成「既有聲音，又有影像」，而且這兩種媒體本來就不衝

突，所以當時曾經想把兩者結合，讓電台主持人有時也能上電

視，或將電台聽眾帶進電視節目中。後來發現電視與電台是兩

種截然不同的媒體，電視台變化多端、速度也快得多，電台則

不用。所以若是要讓兩者連結，那是很困難的一件事，以致最

後才演變成兩個系統分頭進行，兩邊的人才也不太一樣，各做

各的。因為電視主持人需要表情、要後製、要拍CF，人力運用

也較多。相較之下，電台經營還是比較容易，只要一個主持人

唱獨角戲就好了！不像電視需要一個團隊，投資經費也多，這

是兩者的不同。起初經營覺得很辛苦，但已漸入佳境。經營電

視台是很燒錢的事業，要做出精緻的節目，不是只有投入大筆

資金而已，錢多也不一定有辦法。你看現在台灣這麼多電視台為

什麼不斷重播節目？因為製作新節目的花費相當可觀，一個月

賠五千萬，也是很稀鬆平常的事，真的只有財團才有辦法經營。   

 政府將地下電台妖魔化 
 誤導台語電台負面形象

任何產業都需要有公平競爭發展的機會。我身為台語節目

主持人，深覺在台灣社會受到的對待是很不公平的！因為政府

官員也不去了解我們在做什麼，就誤導聽眾。譬如現在年輕人

9　  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長子、宏仁集團總裁王文洋因不堪台灣番薯電視台的虧
損，2014年初將電視台賣給石川，換手經營後更名為「番薯衛星電視台」。

妝品、藥品，我都竭盡所能挑選最好的，因為我對自己所做的

負責。廣告時間有法令限制，也無法無限上綱。所以我要求公

司員工盡量不違法、不違反規定。譬如食品不可涉及療效，另

外像廣告超秒，置入行銷，NCC都有明文規定，所以我會要求

主持人要符合法令規定，才不會被取締而感到挫折。

 曾經營TOUCH與新聞台 
 2014年買下番薯電視台

我也曾經營過國語電台，像是TOUCH，那時在台南做的最

好，當時台南所有的活動都是我們辦的。但廣告市場對我們不

利，因為大都會北、中、南，當時台南尚未縣市合併，變成是

第二級城市。廣告預算都要等到一級城市分完有剩餘款，才分

給二級城市，所以只能做地方性廣告，當時統一企業就是最大

的客戶，經營得很辛苦。所有台南的活動都我們在辦，收入甚

至比廣告還多。直到Apple Line、Kiss等競爭對手出現，才選擇

轉型。我也曾經營過新聞台，是與趙少康News98合作8，在高屏

區做新聞。所以在廣播業，我任何形式都嘗試過了。

8　  News98原為張俊宏成立的「台灣全民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9月6日
轉手飛碟電台董事長趙少康後，品牌改為「News98」，成為全國唯一調頻新
聞網，一天二十四小時以新聞為主體的廣播電台。現在經營者為馮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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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定熟齡台語族群 
 石川：「廣播教父」不敢當

台灣電台的密度應該是全世界最高，照理講不應該再開

放了，但若政策擬定要繼續開放，我們也要勇敢面對競爭。老

實說，大家都經營得相當辛苦！特別是這十年來，特別辛苦！

分眾時代已經來臨，電台不可能樣樣兼備，因為資訊如此發達

後，年輕人只要一支手機，什麼訊息都接收的到。所以我們經

營電台不可能去經營年輕族群，因為年輕人要的音樂、資訊，

一隻手機就能達成，要他聽電台的機會不大。各電台有不同的

觀眾族群，大家不一樣，我們是針對年紀大一點的，從三十五

歲到一百歲都有可能，我們的節目不是設定給年輕人聽的，調

性不同，聽眾自然會不同。

我出道後開始主持節目一直很順遂，我認為這是比別人幸

運的地方！四十年來，我一直擴張版圖、組成一直增加，也感

到很欣慰！全台很少一次培養三十幾個主持人，這是絕無僅有

的！我能首創這項制度，也感到欣慰！這些是我邁向成功的過

程，覺得當初的選擇是對的！我不相信AC尼爾森公司的數據，

因為那是抽樣性的，我們的數據是什麼？就是市場的肯定。我

很務實的看市場給的回應，若成績亮麗，就表示成功，藉此自

我肯定。 

我曾做過高雄市廣播電視職業工會理事長，也擔任過中

華民國廣播商業同業公會理事，但其實自己對這些職務沒有什

麼興趣，我比較傾向做些讓廣播對社會有正面影響的事。別人

稱呼我是「廣播教父」，我真的不敢當！因為能幹的人很多，

聽到台語電台，就會覺得電台是賣偽藥、播送不實廣告、賣些

不好的東西，造成下一代對電台有著非常不好的印象。這是政

府不公平，且不屬實的誤導，我認為很不應該！當初是為了消

滅地下電台才有這種誤導，我們也曾去跟當時的行政院長吳敦

義反應過10。在「六都選舉」選前出現這些誤導，之後，地下電

台都被消滅了！若沒有「六都選舉」，我猜地下電台可能都還

存在。

說到地下電台，講句公道話，我為這些地下電台感到委

屈。實際上是政府誤導視聽，因為現在沒人敢做假藥。當時

主政者認為地下電台都在罵政府，其實這是很荒唐的事情，資

訊有誤。所以為了消滅地下電台，政府就誤導視聽，將其妖魔

化，批評地下電台賣的藥不合法。其實藥品都是藥廠生產的，

若不合法，應該去取締藥廠。現在不比以前有偽藥，自行亂添

加，違反藥事法，或是密醫，現在沒人敢這麼做了嘛！所以真

的是誤導社會視聽。

你說地下電台對廣播沒貢獻嗎？我說句公道話，有了地下

電台，台灣廣播才蓬勃發展。有了地下電台，許多人才因此投

入。過去人們縱然有才華、能力，但根本沒機會投入廣播業，

才漸漸形成地下電台。不盡然地下電台全是負面，當然也有良

莠不齊，有些確實招搖撞騙、亂搞不正當關係，或利用主持人

和聽眾的信任關係做壞事，這也很多。但好人壞人都有，不見

得地下電台全是不好，這是公道話。

10　  行政院長吳敦義在2009年12月26日的行政院會上表示，地下電台多的地方，
賣藥就多，洗腎病人也多，這三多影響庶民生活甚大，為了國民健康，他要

求衛生署應與NCC、新聞局聯手，好好取締地下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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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敢說自己做的最好，只是說我做了些別人沒做過的事，

而且嘗試成功了。我的理想是，不只是做生意，也希望能提升

聽眾的素質、給他們一些正確的觀念，藉此提高社會整體的水

準。我也希望能服務社會大眾，慢慢融入一些公益元素在經營

事務上，並積極呼籲聽眾參與公益活動，這也是我未來的目標。

 石川：廣播是廣義的社會公益慈善事業

面對解嚴之後新興傳媒風起雲湧百家爭鳴，早期甚至有人

預言電視普及後廣播會被取代，事實上廣播依然屹立不搖，收

聽廣播族群未減反增，尤其現場Call in機制，更能及時與閱聽人

互動共鳴，看電視報章雜誌網路手機，使用者付費而收聽廣播

無需花費又隨手可得，這是廣播最大優勢。當老齡少子化明顯

趨勢來臨，多少社會偏僻角落孤苦無依的老人，若沒有廣播陪

伴的功能，多少老人、身心障礙或慢性病患者，能够有多少活

下去的勇氣？長年來廣播就是一直在扮演「舒發民心怨氣、撫

慰落漠心靈、傳遞生活資訊、提供賞心娛樂」的工作，這是廣

義的社會公益慈善事業，是政府不可忽視的。

長期以來台灣政府重北輕南、重軍公教輕農漁勞工，這

是知識的傲慢與偏見，城鄉差距貧富懸殊，無形中形成「天

龍國」的優越感，產生對於收聽「台語節目」，購買「電台商

品」的廣播閱聽人，多數是「沒水準、下等人」的刻板印象，

這是政策上的偏見，黨國體制外來政權刻意的操弄。公正客觀

公開透明、服從多數尊重少數，不就是民主的基本原則，否

則，每天數以萬計（可能數十萬以上）在全國各大醫院看診拿

藥的病人，是否我可稱全國各大醫院都是「賣藥醫院」？在

此，我特別呼龥：在法律規範下，合法經營的任何行業沒有高

尊卑賤區別，一律須平等對待、尊重包容，我認為這才是主政

者應有的態度。

 推廣母語意志堅定  終身回饋台灣  

我沒有高深淵博的學術成就，卻有體悟人性的刻骨銘心，

社會大學才是我終生學習的最好領域，當有心人士在呼喊全

世界6千多種母語逐年消失之際，我卻像唐吉珂德般地戰向風

車，堅定地推廣「媽媽教我的話」，我認為台灣是一個多元的

地方，政府說要維持現狀，點亮台灣，在轉型正義旗幟高舉的

時刻，是否再次省思檢視台灣多元族群間，彼此的平等尊重與

包容，在傾聽人民的聲音時，能否站在最高點來面對台灣社會

的現狀，「不再鄙視台語、客語、原住民語」，我統稱為「台

灣的母語」，這是先人累積的智慧結晶，沒有任何族群天生優

越，講台語較卑微，在歷經數十年來的打壓、誤導、鄙視下，

民間社會之間，多數庶民對談應答，依然是台語最為普遍性，

這就是「現狀」。

一枝一幹、繁衍昌茂、分幹分枝、八方綿延，才能成為庇

蔭下的大樹；多元族群、多向發展，才能造就頂尖優秀的「台

灣民族」。我沒有台語獨尊的思維，在我有限的生命中，我能

夠做的，希望生活在中華民國台灣的所有族群，都能夠努力來

保存、推展各自的語言文化，因為那是「母語」，是各個族群

代代相傳，出生牙牙學語時，母親教導我們的語言。我的領域

是台語，文句優雅，聲音腔調音揚頓挫「聽尾聲」，這是必須



深刻了解的人，才能品味、欣賞與讚美的，我希望主政當局，

有話語權、公權力的大官，不要再鄙視台語，不要再歧視賣藥

電台，在層層法規管控下，合法廣播業者打拼經營是天公地道

的真理。最後，我今天的「稍微成就」，是廣大台語族群對我

的肯定，我有責任終身回饋，我有義務努力推廣，也寄望台灣

各群族的有心之士，共同來維護推廣，各自先民智慧的母語，

這是我終生最大的願景與期待，尚祈社會各界前輩先進指正，

感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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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05

04   電台所保存早期
的Ampex盤帶機。

05   電台早年購買的
Neumann頂級電容
式麥克風。

01   石川個人照（47歲攝）。

02   石川家中蒐藏數萬張國台語黑膠唱片。

03   電台總部CD資料庫，提供主持人節目中使用。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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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石川近照，攝於下
港之聲錄音室。

10   微微笑聯播網整合
行銷平台。

09

10

06   石川節目手稿。

07   電台採購頂級Studer 962型成
音控制台。

08   電台採購頂級TAMURA數位
混音系統。

06

08

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