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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視連續劇《晶晶》演活母親角色  劉引商深諳好演員

之道 

 
劉引商，1937 年生，是橫跨舞台劇、廣播劇、

電視、電影的資深女演員。劉引商幼年隨父親軍隊

撤退來台，在父親鼓勵之下報考國立藝專戲劇組，

並師承崔小萍，參加中廣多齣廣播劇之配音與演

出。劉引商也參與李翰祥、李行、陳耀圻等多位名

導的電影演出。她認為，當好演員比當明星重要。

深諳如何沉入角色，掌握戲劇語言，拿捏配音情

緒，因此年紀輕輕便擔綱超齡的人物角色。劉引商

電視代表作是中視第一部連續劇《晶晶》，劇中飾

演因戰亂找尋失散愛女的母親，讓觀眾看得熱淚滿

襟，成為賢慧媽媽角色的註冊商標。面對近年兩岸

影視事業的消長，劉引商呼籲當局應重視資深藝

人，並振興台灣影視產業文化。 
 

 

誕生於黑龍江  童年在山東長大 
我是 1937 年出生在北方很冷的地方，東北哈爾濱；現在叫哈爾濱，那個時候叫黑龍

江，我是生長在那裡。那個時候後來因為抗戰，我的父親就帶了我的母親，我們就回到老家

山東日照。我等於是說在我的老家，有山，有水，有樹，有春夏秋冬之分，然後我就過了一

個八年。八年抗戰以後，我在鄉下的地方生長，在那個地方，沒有很好的學校，那是鄉下，

山東鄉下日照沙溝村，我就在那個地方。我父親後來就到大後方去，從事他的工作。他很注

重孩子的學識，那個時候我記得我有一個大家族，女生不多，只有我，還有我一個堂妹。但

是我父親他不會忽略了我的求知慾望，他就讓我很小的時候，進到那時候所謂的私塾，就是

一個那個老夫子教的學校，然後讓我到那裡去上學。但是八年以後抗戰勝利，我就離開了我

生長的那個環境。我記得在那個環境下，冬天可以玩雪，夏天可以上樹，抓知了，春夏秋冬

很分明。 
到了 34 年抗戰勝利以後，就是 1945 年了 1，就是抗戰勝利以後，我母親就帶著我還有

我兩個弟弟，我們就到山東濟南去找我的父親。在那個地方，我過了三年很悠哉，很可以說

是我一生當中，在這個童年的回憶當中，那是最美的一段時間。為什麼？因為生活不是那麼

拮据，因為當年我在家裡面…是一個大家族，大家族裡面很注重妯娌之間啦，孩子之間的互

動，因為我母親她是從東北過來的，她沒有娘家可走，所以在那個環境，八年當中，我就忍

受了我奶奶，我的大娘，她對我母親的那種…不是苛刻，也不是，反正就是那種長幼有序。

我媽媽沒有娘家可走，我在那個地方，每天就看到我媽的情緒都不是很穩的，因為她就覺得

很委屈…我從東北到這裡來，投靠我夫家，結果不是那麼的很滿意。 
小的時候我記得我母親心情不好的時候，她就會拿我做出氣筒，我從小就是在這樣一個

環境裡頭。媽媽打我也好，罵我也好，我從來不反抗。因為我知道她那是宣洩，可能就是從

那個時候，我對一個人，人的一個人性，我看得很透。我覺得母親的那種忍耐，為了這個家

                                                 
1 1937 年七七事變爆發後，八年對日抗戰由此展開，恰好是劉引商女士出生那一年。1945 年抗日戰爭結束，

國共之間的矛盾日增，1946 年國共內戰爆發，人民解放軍經過遼瀋、徐蚌、平津等三大戰役後，在東北與北

方取得軍事上絕對優勢，至 1949 年已控制長江以北所有省份，節節敗退的國民革命軍，輾轉於 1949 年 12 月

撤退至台灣。 



  

庭，為了讓她的丈夫在外面工作沒有後顧之憂，所以我覺得我母親很了不起。所以當抗戰勝

利以後，我媽就毅然決然的說，我們去找你爸爸。因為爸爸那個時候在濟南。去了以後，等

於是 34 年，35、36、37 這三年，我可以說是在那裡過著大小姐的生活。出門有司機，上學

有黃包車，然後穿金戴銀，我媽媽也過得很好，可是只有僅僅的三年。 
 

國共內戰逃離濟南   尋父輾轉至上海 
到民國 37 年底的時候，等於說 1949 年以後，濟南就淪陷了，共產黨就佔領了 2。佔領

了以後，我的父親因為他的工作是做情報的工作，所以他當時濟南一淪陷的時候，共產黨就

要去抓他。他就自己走了，也沒有跟我們講，因為我們那時候有兩個弟弟還有我，還有我一

個堂姐。然後一家等於說四個孩子加上我媽，我爸也沒講，他就不見了。不見了以後，我記

得那年正好是中秋節，那個共匪跟那個國軍，一個從城外打，一個從城內打，就是我們住的

那個地方，正好是兩邊的炮彈落的地方，我媽雖然沒有念過什麼書，但是她很冷靜，她就跟

我們講，她說你爸爸我也找不到了，我們不管他，我帶你們離開這個炮彈集中地。她就帶我

們這四個孩子，因為我有個堂姐，她從九個月就是我媽媽把她帶大，等於像我的大姐一樣，

她就把我們四個人帶到當年一個家庭醫生家，是一個中醫，就到他那裡去住。住著住著，他

那個地方，我現在回想起來，就像拍電影一樣，因為濟南已經淪陷了，他那個後院，就被共

產黨打通了以後，變成一個巷道，那個時候的共產黨，就叫八路軍吧，很懂得巷戰，巷子裡

面作戰。 
那我有一個弟弟因為他是民國 34 年生的，他還不是那麼懂事，他就看到一個八路軍，

帶著手槍，從他那個院子裡經過。現在想起來那個畫面，我弟弟就給我媽講，那個人有槍，

爸爸也有槍，把那個大夫嚇得是…糟糕了，他如果這樣子講的話，那完蛋了。一定會把我們

整個都抓起來，因為他是個醫生，他就給我弟弟吃了個安眠藥，這個我弟弟吃安眠藥，然後

他家裡養了個大狼狗，那個大狼狗也叫，他也給他吃了安眠藥。所以一個大狼狗，跟一個小

朋友，吃了安眠藥以後就沒有聲音了。那我們就在那過了兩天，後來我母親就講我們不能待

了。我帶著你們去找你爸爸，她又要帶我們找，我說上哪裡找？不知道啊。沒關係，反正就

是跟著逃難的人群，我們就離開，我就離開了那個大夫家，然後從一路走，幾乎全部都是，

因為整個的一個地方，有國軍，早上是國軍，下午晚上就是八路軍，就淪陷了，然後不知道

為什麼，我們也不懂，反正很快地就被佔領了。你就沒有自由了。 
我媽媽就說我們這樣好了，看著人多的地方，我們就跟著人走，她就帶著我們從濟南走

到徐州，從濟南到徐州很遠，很長，我很佩服我母親的勇氣。她也不知道爸爸在哪，我們沿

途就問，有沒有看到形容我的父親，穿戴什麼衣服，拿著什麼東西，然後他們就說，沒看

到，有的人說被掃射，掃死了，看到有這麼一個人，在那種兵荒馬亂，心情很低落的時候，

我母親就告訴我們不許哭，不許掉眼淚，我們一定可以找到你的爸爸。後來我們就到了徐

州，到了徐州人山人海，徐州所有的飯店，連個火車站和連個就是說…你想躺都沒有，你只

能這樣子並排的坐著。當初的那些逃亡潮，也許你們都沒有見過。我那個時候我就有一種想

法，就是說假如找到了我的父親，我會什麼感覺？媽媽什麼感覺？也許那個時候就種下我很

會思考，很會幻想，當然幻想裡面也有好的也有壞的。 
那從那個時候到了徐州，然後我們又從徐州坐火車到了南京，南京又坐火車到上海，沿

途沒有親人，我母親只記得我有個表伯父，是我爸爸的表哥，他們住上海。上海多大！比台

北市大得太多太多了當年。我媽就說：「我們到上海去找你的伯父。」，我當時就想，怎麼

找？這麼多人。所以有句話叫做「天無絕人之路」，我們坐火車從南京到上海的時候，因為

我媽帶了我們四個小嘍囉頭，坐的火車等於是說我們台灣最早的那種火車，還是木板的，這

樣對面對坐的。那有一個人就看到我媽，那時候我媽二十多歲三十歲不到，然後他說這個太

太你帶著四個孩子要到哪？他就跟我媽聊天，因為他聽我媽講話的口音，又有東北音，又有

                                                 
2 1948 年 9 月 16 日，解放軍發動濟南戰役，9 月 24 日結束，國民革命軍山東省城濟南失守，成為國共雙方優

劣態勢轉變分水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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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音，他就覺得很親切。他就問妳要到哪？我媽說：「我要到上海找我的一個表親」…像

不像拍電影一樣？然後，那個人講「你的表親叫什麼？」我媽就把我那個伯父的名字講出

來。那個人說上海那麼大，妳怎麼找？我媽說沒關係，我到了以後再說吧。因為你現在問我

我也不曉得，於是乎我們就這樣子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那怎麼辦呢？在那個火車站，我媽就說那你們幾個小朋友就先躺在這，打個

地鋪，因為大家都在火車站並排並的躺在那裡睡覺。我媽說你們躺在這裡，我去打聽，你們

不要動。可是這個時候，就是在火車上碰到的這個人，他就跑過來跟我母親講，他說這位太

太，妳帶著孩子妳最好是不要動，就在這裡不要動。那我去幫你打聽你要找的人，可不可

以？我媽當然很感激囉，於是乎我們就在那裡睡著了，太累了嘛。我媽也睡著了，這個時候

這個人，他正好是我那個伯父的一個親戚，他姓丁，我記得他說他姓丁。那這個丁先生回去

到了我這個伯父家，他說你是不是有一個親戚，有東北口音，有四個孩子，姓劉。我那個伯

父啊，因為他做事情很仔細，他說好像有這麼一回事，有這麼一個人，好像是我一個表弟的

太太。可我那個伯父他就不敢去認我媽媽，他就去找了我一個表姑，也在上海，他就叫我那

個表姑去看看，是不是某某某的太太跟孩子。我那個表姑去了一趟，看到我媽帶著四個孩子

都睡著了，這樣到了第二天早上，我那個伯父和我表姑就一起來把我們找到了。我媽一看，

哎呀，真是諸神幫忙啦。我媽在那簡直是…大家都很樂，都很開心，就把我們接到我那個伯

父家。在這個茫茫人海當中，真的是有貴人相助。 
 

青島與父團圓  悲喜交加下擁抱 
那我就這樣，到了我那個伯父家待了一個禮拜。待了一個禮拜就打聽我的父親，我的父

親就是另一段了。他濟南一失守以後呢，他就順著黃河的那個邊，他老人家就穿著一個西

裝，拿了一個手杖，然後戴著一個所謂的禮帽，當年是叫那種大簷帽，完全不像是一個被人

家打敗了的。因為我父親當年是在濟南警察局做督察，等於是現在的這個台北市督察長。那

他就順著黃河就走了，走了以後他就到了我外婆家，因為我外婆她也是在黃河邊，叫德平

縣，他就到了德平縣，跟我的舅舅講，他說「你姐姐跟孩子還在濟南，你們去接她，把她接

到你們這裡來，那我在想辦法…」，因為那個時候那邊還沒有淪陷，那我這個舅舅第二天就

拖著那個大馬車，大牛車就去接我們。可是到了那個地方一看，我們這些人都不在了。那他

又回來，告訴我的父親說沒有接到。那我爸就覺得很奇怪，好，不管了，他就到了青島。到

了青島以後，他就跟我的表伯父，上海的這個伯父聯絡，就說我現在已經到青島了，但是家

眷不知道到哪裡了。那我的伯父就告訴他說，你的家眷在此地，在他家。 
那就是經歷了這一段，我爸爸就待在青島的時候跟我伯父講，你趕快把她們幾個娘兒幾

個送來…我們就坐船到了青島。我記得那個大輪船，要靠近黃浦江的那個碼頭的時候，從那

個黃浦江碼頭上船，不曉得走了幾天，然後我們就到了青島。到了青島，在那個碼頭停車，

停就是靠船的那個地方，我很遠很遠很遠就看到了一個人，就站到那個碼頭的那個地方，因

為我父親他有一個，平常他有一個動作，他就是這個樣子，他就是這樣子。我從那個很遠就

看到，我就跟我母親講，我們那個時候山東人不叫媽叫娘。我說：「娘，妳看，那個很遠很

遠的地方，那個人一定是我爸」。我娘就說「怎麼會呢？」我說我跟妳打賭，那一定是我

爸。我這一生當中，抱了我爸爸抱了兩次，第一次就是那一次。我們那個船靠近了碼頭，我

看到我的父親站到了那裡，我們下了船以後，我就撲過去，就抱著我的爸爸，哭了一次。我

真的那個時候，那種悲喜交加，那時候我就懂得悲喜交加幾個字。就抱著我父親就哭，那我

爸爸就說「不哭不哭，我們又團圓了」那個意思。第一次抱我爸爸，從 38 年到了青島，39
年。又開始流浪，流浪到台灣。在青島待了半年，那後來青島也保不住了。 
 
隨國軍撤退抵台   落腳新竹念小五 
    從青島坐了一個船，我暈船暈得很厲害，我就正好碰到輕度颱風，然後那個船晃啊晃

啊，我幾乎就掉到，因為他那個船晃得很厲害，我就躺到甲板上，因為我這樣不會吐，他那



  

個船一晃，我就順著那個船就這樣，因為晃得很厲害，他等於是九十度的傾斜，我就下來

了，就到了船的那個欄的旁邊，正好他有一個不是甚麼大大一個東西，就掛到那裏，就把我

擋住了，我要是不被它那麼一擋，可能我媽第二天早上出來找不到這個人了。這個人跑哪去

了?因為他們都在船艙下，我一個人上來，後來他就這樣他又回來了嘛，回來了以後我就抱

著一個柱子，我就不敢動了，真的不敢，嚇死了。 
    我的父親就把他那一個隊，他一個隊，所有的眷屬，就把我們送到了福建。送到了福

建，坐船到了福建。福建完了以後，我們又坐船到基隆碼頭。到了基隆碼頭，那個時候我的

父親又跑到海南島，一生當中反正就跟我的父親這樣分分離離，分分離離。直到 39 年底，

海南島淪陷。他跟著劉安琪的部隊，撤回到台灣 3。可是那個時候他們在從海南島撤退到廣

州的時候，他們的那個船就不能靠岸，因為共產黨就這樣打，那個船就停在海的中間。我的

父親因為他是隊長，就帶著他一個副隊長一起，兩個人就游泳，游泳游到船那邊。我父親寫

了回憶錄，我看到了，他就講當時是劉安琪司令，船長就說：「報告司令我們不能再等了，

再等了以後就危險更多」，那劉司令講說「不行，我一定要等到隊長過來，我知道他一定會

過來」，後來我的父親真的是游泳游到了最後，筋疲力竭，到了那個船，他們老遠一看有兩

個人，然後他們就拋了繩子，我爸爸就說「當時我抓著那個繩子，我一點力氣都沒有，就他

們幾個人就把他們拖到船上去」。他說當時他吃了蛋炒飯，可以說用盆來講，他吃了一大

盆，因為實在太餓了。吃完了以後他就回去，到了高雄，那個時候我爸爸就派了他一個弟

兄，他叫一個組長，帶著這些眷屬到台灣，把他們安頓好，那我們就到了新竹，在新竹就住

下來。 
    住下來我那時候念小學五年級，因為我雖然是在大陸念過三年級，四年，因為四年也沒

來得及念就來了，到了此地又因為銜接不上，然後念四年的話我又覺得很虧，說好啦好啦就

念五年好了。因為我就是第一次進入小學，那個老師講台語，我完全不懂，我說這是甚麼話

啊！我第一堂課是甚麼呢？我印象很深，教數學。他講甚麼？他黑板上寫字，我都看得懂，

1234 啊甚麼，可是他講我聽不懂，我從那以後我就種下我對數學永遠沒有興趣，我簡直是

恨透了數學。 
    新竹也是一個我蠻懷念的一個地方，因為我在新竹小學學會了游泳，因為我們有游泳

課，老師帶我們到游泳池去，我這一下水不到十分鐘，我就會游了。會游了以後，我就告訴

老師說我會游了。老師就說你怎麼可能，你剛下水你怎麼會。我說我真的會游了，那個時候

不懂，反正那就是一口氣下去，就是這樣的狗爬也好，幹嘛也好，就漂走了嘛，這不就會游

了嗎？那後來老師教我游，我游給他看，還是那樣一下了水就這樣腳也動手也動，就飄起來

了。可能那個時候不怕死也不怕水。從那以後在新竹待了一年。我也交了一個我很要好的小

學同學。這個同學去年夏天已經去世了。 
 
最難忘的生日  父親搭軍機返家重逢  
    我在新竹念小學，在中間有個插曲，我記得那天正好是我過生日，我就上學的時候跟我

媽講，我說：「娘～今天我過生日」，因為我從有生日記憶，在老家，那我媽就是在我生日

那邊她會給我煮一個白雞蛋，她那個白雞蛋也是省吃儉用，自己養雞，自己生產，然後他給

我煮個白雞蛋。然後我的爺爺奶奶吃的小灶會有黃豆芽，我媽就會偷一點黃豆芽出來，會給

我弄一塊豆腐，這是我每年過生日吃得最豐富的。所以那天我就心情當然也不是很好，我看

早上我媽就在那裏，在那個眷村房子就是用竹籬笆糊起來的這麼一條縫，一條長廊，前面就

是一個也無所謂客廳，反正就是一個吃飯的地方，一個睡覺的地方，廚房在後面。我就跟我

娘講，我說今天我過生日。我娘說「過生日！過生日！」，因為我從小我媽心情不好的時候

                                                 
3 劉安琪（1904－1995）陸軍一級上將。山西人，黃埔軍校第三期畢業。歷任團長、旅長等軍職。1949 年 6 月

率部撤往台灣。後調海南島、雷州半島，兼任廣州衛戍副總司令。10 月戰敗後回台，曾任陸軍總司令，並出

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總統府國策顧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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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定是拿我宣洩的，那天她又把棍子上到桌上一擺，我知道她也很難過，然後她就說：

「你爸爸連生死都不知道，妳過甚麼生日啊！」妳趕快去上學，妳不去上學我就要打妳了。 
    我就很難過，我就走了。走了到了學校了以後，差不多十點，十一點的時候，我就在那

個下課那個地方，因為心情也不是那麼好的，我就站在走廊抬頭一看，就有一架很大的軍用

飛機，就從我頭上過，我當時有一個想法，「要是我爸爸坐這架飛機回來，該多好」，就這

樣。那就放學啦，放學我就回家，一走到我們眷村的第一棟有一個周媽媽，她就講「引商，

引商！」妳趕快回去，我說怎麼啦？甚麼事？她說：「妳爸爸回來了！」那種感覺，我就回

去一看，我爸爸就坐在那個床上，然後我娘在幹嘛？桿麵條。她在給我桿吃生日麵。我看到

他以後我說：「爸，你甚麼時候回來的？你是不是坐那個大飛機回來的？」他說「對！我是

坐飛機回來的。」你大概幾點鐘？真的就是那架！從我頭上過的那一架飛機。因為新竹有軍

用機場。他就是坐那架飛機回來的。很像戲劇畫面，我那個生日是這一生當中，從那以後我

就，後來結了婚孩子們到大了以後給我：「娘～媽～給你過生日」，「不要！」。我說我到

現在，我不知道我哪天生，我那一天，老爺回來的那一天，就是我的生日，除此以外，老娘

不過生日。所以從我母親去世到現在二十年，我很少過，孩子們對我的那種關懷，那一種我

們給您過生日為什麼要拒絕…我覺得不需要。 
 
轉太平國小不擅數學   升學考進台中省二中   
    我爸爸從我過完了那個生日以後，我住到新竹，後來我爸爸就說，你們不要在這裡住

了，因為為了我念書，為了我們這幾個孩子求學，他就把我們送到了台中。住到台中就是因

為我的一個堂哥，他那時候因為教書，他有宿舍，於是乎就把我們幾個人送到了台中。我爸

爸就到了台北。我就離開了小學五年級只念了一年，離開了那個地方。 
    我當時在台中的時候，我就進到了台中省二中，我怎麼進去的呢？因為省二中那個時候

為了大陸撤退過來的那些子弟們，他們就來一個春季班，本來我們一班學校都是夏天招生

嘛，沒有春天招生，那我就到了台中以後我就進到了太平小學。那個時候我們那個班導師他

教數學的。我記得他姓康，健康的康，叫甚麼我不記得，但是我記得他的姓，因為那個時候

他教數學，他很嚴謹，就說你的數學你最少要六十分，你不夠，你少一分他就打手板。他真

的是打哦！你少一分他就拿個條子打我，打！我幾乎每天都被他打。我就跟那個老師講，我

說你沒有用，你把我打死了我還是不會，我就不懂嘛，那你不能說打我就會了嘛，我還是不

會。我就在太平小學念了半學期，正好台中二中招這個春季班，我逮到機會了，我去報名，

我就同等學歷去考，一考呢就這個瞎貓撞到死耗子，就被我考上了。 
    你說我這個數學有多麼了不起，我記得那個時候有個題目叫做雞兔同籠。你們現在他們

都沒有學過了，因為現在這個已經不教了嘛，沒有這種數學。我能把這個雞算出來，我就不

會把兔子也寫出來。你這雞兔在同一個籠子裡，你雞算出來了那剩下的一定是兔子嘛。我只

寫了雞沒寫兔子那等於是對了一半。反正後來就考取了。考國文啊，考這個，當時我們回來

從大陸過來的外省孩子，對歷史、地理，我們腦袋還比較沒有像現在那麼樣子不用功，我就

看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我就去考，就考上了。 
    考上了以後，夏天開學我就不到太平小學去念書了。然後我這個導師，他有導護的時候

會站到校門口，指揮學生，那我就穿著省二中的學生，從他旁邊經過，我告訴他，我說「康

老師，對不起，我今後再也不要會被你打了」，他說你幹嘛，你為甚麼不來上學？我說我念

台中二中，因為我們上面有個校徽，我說對，我已經念了台中二中。 
 
接觸話劇社與合唱團  結識未來另一半 
    我在台中二中這三年，也是滿開心的，那個時候學校裡有話劇社，我就參加了學校裡的

話劇社，學校裡有合唱團，我就參加了學校的合唱團。所以我在那個時候接觸到戲劇，接觸

到音樂。在那個時候我認識了我先生，現在我先生，這一生當中認識這麼一個男生，就是在

我進學校考試的那一天。因為我那天穿了一個牛仔褲，穿了一個我記得好像上面是一個圓領



  

的一個套頭的衣服，那個時候我們牛仔褲哪裡來的，因為那個時候美援，救濟這些，就像現

在我們這邊去援助那些偏遠的國家，那些落後的國家，我那個時後我們就有那個天主教來發

甚麼牛奶啊，奶粉啊，衣服啊，我媽就去給我一看，這條褲子很結實，因為我很皮，所以我

媽媽常常給我補褲子，她說這條褲子很好，所以她就跟我把這條牛仔褲給拿來，我就穿著這

條牛仔褲去考二中。那個時候學校對這個所謂外省來的孩子們叫做太保，太妹。 
    我先生他在那裏做考生服務，考生服務他就聽老師，訓導主任，管理組長說，這個學生

不能留，絕對不能，她考得再好我們也不能把她給招進來。為什麼？因為她穿了牛仔褲，她

根本就是個太妹。那我先生一聽到了以後，就過來就跟我講，他說「同學，妳最好下午中間

考試休息的時候，妳家遠不遠？如果不遠的話妳最好回家趕快換個衣服，我聽管理組長，訓

導主任說，妳穿了牛仔褲，妳是個太妹，她不錄取妳」。我一聽這還得了，就跑回家去換上

了一個普通衣服，那我當然是很感激這個考生服務的人告訴我這個訊息，後來我就念了二

中。念了二中以後，就合唱團、話劇社，就在那裏快快樂樂的過了三年。 
     
 師範音樂之路竟未成   台中家職讀不出興趣 
    可這三年完了以後，完了，我那時候的理想是考師範學校，因為師範學校不要用家裡的

錢。怎麼考？那時候師範學校很注重數學，我就到台南去考了一個女子師範學校，甚麼都考

得很好，數學考零分。當然我就錄取不了。 
    我在這個中間，有一個台中二中的音樂老師，他姓白，叫白景山。他就是作那個「哥哥

爸爸真偉大」的那個人 4。我在學校裡他就講「劉引商，妳的聲音很好，妳將來可以去發展

音樂這一塊，妳初中以後，最好是找一個專門學音樂的地方」，我說「學音樂太貴了，我學

不起」。後來我這個白老師就說，沒有關係，我給你介紹我的同學，就叫李中和 5，李老師

他應該已經去世了。他就介紹李中和，他當時在台北現在和平東路那個師範學校有音樂課，

在那裏做科主任，白老師就寫了一封介紹信，讓我到台北考這個師範學校。那個時候我就

想，我不想考台北的，我想到南部，為什麼要去南部呢？因為那個時候男朋友到了海軍官校

了，我想男朋友會近嘛。所以我就到了南部考，結果沒有考取。 
    回來以後，這個李中和就問我老師，白老師，你的學生呢？我甚麼都跟她弄好了，她怎

麼沒來呢？我那個白老師就很火，說「妳這個孩子…妳扶不起來的劉阿斗，怎麼怎麼的，說

了一堆」。我說那沒辦法了，就沒考上，就考了一個台中家職 6。家職幹甚麼？每天要做衣

服，還要做飯。台中家職反正是個教人家做太太的那個學校。我去了半學期，我覺得這個不

是我的興趣。於是乎我就是每天參加學校的籃球隊，天天去打球，我爸爸只要禮拜六回家一

看到我，我們都在台中坐車子回到西屯，我爸每次看到我就搖頭，看到我就覺得衣服也不像

個衣服，背了個大書包，抱了顆籃球，汗流浹背。他說「妳到底是在幹甚麼」？我說打球

啊，代表學校啊。後來我念了半學期我就不念了。我覺得太痛苦了，上課的時候還要踩縫衣

機，還要縫這個弄那個。我就不念了，不念了以後我娘就說，妳為什麼不念？我說這個不是

我的興趣，我不喜歡，我不念了。 
 
父親鼓勵下報考藝專  崔小萍任主考官 
    所以為什麼後來我考到了藝專？因為我爸爸當年他就說，我看妳啊，一般的學校你也不

要念了，他就在台北的時候，他就看到了板橋國立藝專招生，他就打電話叫我從台中來，一

定要來考這個學校。其實山東人是一個很保守的，我進到了藝專，完全是我爸爸給我安排

的，我一看不考數學，這個我可以。於是乎我就給我母親講，我說我要到台北了。她說「妳

                                                 
4 白景山，畢業於吉林師範大學的音樂系，兒歌「只要我長大」的作詞作曲人。 
5 李中和，華人作曲家，江西九江人，1949 年隨陸軍裝甲兵團到台灣，1953 年任職國防部總政治部康樂總

隊，並於台北市立女子師範專科學校、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中國文化學院等校兼任音樂教師。早年作品以軍

歌、反共愛國歌曲居多，曾任教於政戰學校音樂系，有軍中音樂之父之稱；晚年潛心佛教，並創作佛教音樂。 
6 臺中市立家事職業學校（現國立台中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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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幹甚麼？」我說爸爸讓我去考藝專。「藝專是個甚麼？」我說，唱戲的啊，很開心啊，唱

戲啊，唱歌啊，每天很悠哉啊。我媽就講說「不行，唱戲那不就是個戲子嗎！ 」我說跟戲

子差不多，但是不是那個，它是演戲。「不行！」她說「劉家不能出個戲子，這樣我回去沒

辦法跟我的祖宗交代」。她就不准我去。可是我的父親在這邊就，一個電話，一個電話說

「妳為甚麼不來？馬上就要考試了」，因為他先給我報了名。我說：「不行啊爸，娘不讓我

來」，他說為什麼？我說娘說不能劉家出個戲子。那我父親就說「迂迴，沒有知識！妳來，

妳非來不可。」我就跟我媽講，我說對不起了娘，爸爸一定要我去。於是乎我就從台中坐了

七個小時的慢車，就來到了台北，考上了國立藝專。7那我這個童年，也就是說在這個風風

雨雨，到後來到藝專，是我求學當中最快樂的時間。我這一生當中，我的童年跟我的求學，

藝專是我最開心的。那我們就待會再告訴你我在藝專跟我後來的戲劇狀況。 
    藝專招生就這個時候，十月份，正好今天我們校慶是十月三十一號，就是今天的校慶，

我記得我就考了藝專，藝專就我的父親叫我去考。我記得我們那個時候在建國中學，借了他

們的教室然後考試。考試的時候那裏面有很多考試的老師，我從來沒見過，第一個，我從來

沒見過。第二個，因為我們當時一個軍人，因為我爸爸那時候才賺一百八十塊錢台幣，他要

養一家五口。 
那我到了藝專考試的時候，那些老師我一個都不認得，甚麼人會讓我對戲劇，對廣播產

生了興趣？因為那時候有一個，現在當然赫赫很有名，當年也很有名，現在已經九十二歲的

崔小萍，崔老師。她就在那裏做主考官。考試的時候呢，我記得我們考試的題目，我到現在

還留著。一個表演的術科，每個人去抽一張，你抽到甚麼，你要現場去表演。我因為在初中

的時候演過舞台劇，我也知道面對了觀眾我也不懼怕。我抽到那題目，它的大意就好像是

說，清晨起來，天氣很好，到花園去看到蝴蝶，在翩翩飛，然後你要去抓蝴蝶，你這個蝴蝶

抓到了以後，或是沒抓到，它那個細節分得很那個，我一看完了以後，就進去表演了。 
    表演的時候看著前面，我就看到崔小萍崔老師，好漂亮，綁了一個大辮子，一個大馬

尾，梳了一個大辮子，穿得很時髦坐在那裏，然後還有甚麼，這些人現在都已經不在了。當

年在考我們的只有崔先生還在。那然後就念一大段台詞，念完了以後就沒事了嘛，就等發

表，我竟然考上了。 
 
父親教誨「同流不合汙」 成為準則 
    考上了以後就很快的就去報到，報到的時候我的父親就送我到板橋，因為我那個時候家

還住台中。去板橋的時候，他這一路給了我一百塊，為什麼？因為我要住校，我要交這個交

那個，我記得當年是九十九塊，印象很深。我父親就給我一百，然後一路我爸爸就跟我講了

幾句話，他說學戲劇很複雜，我也不懂怎麼個複雜，因為沒接觸過嘛，也沒接觸過這些人，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環境，妳進去了以後，不管妳將來走到哪一個單位，哪一個職場，他說妳

一定不要同流合汙，妳可以同流妳不可以合汙，「同流不合汙」這五個字妳要切記。我說

喔，本來不是都說同流合汙，您老人家讓我同流不合汙。後來我爸爸這五個字可以說是，讓

我一生當中直到現在，我只同流我絕不合汙，我可以這樣說，在這個戲劇，我們工作的這個

環境，這個大染缸，我沒有被感染。這就是我父親當年給我的教誨。 
 
崔小萍恩師啟蒙   錄製中廣廣播劇 
    藝專我五年畢業，當我進到第二年，教我表演的老師就是這個崔小萍。她那個時候，我

也不懂，可能人跟人之間是一種緣分。我們班那麼多人，她唯獨就是說叫我去參加她的廣播

小說選播。我第二年到了三年上學的時候，上學期的時候我的老師就讓我到中廣公司，參加

                                                 
7 劉引商就讀國立藝術專校戲劇組。 



  

王藍的《藍與黑》8的廣播小說，她放學的時候就跟我講，妳放了學，幾點幾點到中廣公

司。我說中廣在哪裡啊？在新公園那裏，她說妳到新公園去找我。我從來沒進過廣播公司，

也從來沒有接觸過廣播，也不懂，因為那時候雖然廣播劇很新，很盛行，可是我從來沒聽

過。因為我們家連個收音機都買不起，那我家裡也沒有收音機，都沒有。那時候很現代的東

西我都沒有 touch 過。那我就想說好吧，那我就到了中廣。 
到了中廣，我記得我的老師他就讓我錄一段《藍與黑》，唐琪的外婆過壽，它有一大段

話，就叫高老太太，她說妳來錄這一段。我也不懂怎麼錄，我也沒有接觸過，我就拿著那個

本子就像念書一樣，念完了以後，那我那個老師就說，妳出來，換她進去，我就在外面聽

她，如何把這一段錄下來。錄下來以後，她在一旁，我就反反覆覆試錄，到後來我也懂得怎

麼樣去利用這個聲音，怎麼樣去掌握老太太的感覺。因為她也錄了一遍給我聽嘛，我就從第

一次接觸到廣播，就是錄那個《藍與黑》的小說選播。 
 
錄廣播劇改善家中經濟  從此對戲劇執著 

接著呢，我又參加《紅樓夢》，《紅樓夢》我就演那個劉姥姥。我前面說因為我的父親

只給了我一百塊，那我這進了藝專五年，從那以後，我沒有向家拿一分錢。為什麼？因為我

的老師崔小萍， 就讓我去錄廣播小說，錄一次十塊，錄一次十塊，報一個名十塊，報一個

名十塊。我記得那一年，我們那個小說選播，快要過年了，那個管帳的人就給了我兩百塊，

我就拿回去給我的母親，我說：「娘，妳說戲子不好，我賺了兩百」。當年一斤豬肉三塊

錢，我就說兩百給妳過年了。您老人家要做甚麼隨便了，我就把這兩百塊交給了我母親。我

媽好開心，真是好高興，她就到了菜市場買了好多肉回來，做臘肉，做香腸，到台灣這麼多

年沒做過。因為爸爸的錢到後來才八百塊，我賺兩百塊，我爸爸才賺八百塊，我那兩百塊可

能說報一個名十塊嘛，我就給我媽，我媽真的很高興。 
那個眷村房子，你們可能沒有住過眷村，那房子真的是很可愛，妳家裡有點甚麼事，他

們都知道。我媽就在後院子曬那個臘肉，人家就說劉媽媽妳怎麼發財了，妳怎麼曬那麼多臘

肉啊？她說那是因為我的女兒給我的，我才有錢做這個臘肉。藝專這個五年我可以說我的啟

蒙老師崔小萍，教給了我廣播，教給了我演戲，因為她教我表演，我把她所教給我的，一開

始還太不懂得消化下去，後來慢慢慢慢我懂了。我的廣播劇，我第一次她找我錄廣播劇，因

為我老師常常讓我沒事的話就到中廣去，因為禮拜六錄嘛，禮拜五對詞，我說這個跟我的功

課都不搭。 
我念書的時候，第一次錄《藍與黑》的那個沒有拿錢，因為她可能是給我練習。可是我

第一次錄廣播劇的時候，我只有四句話，可是那個管劇的給我四十塊。我心裡當時拿了四十

塊我就想，他們那麼厚一本，一句十塊一句十塊，我說我要甚麼時候錄這麼一本，該多好。

那我可以拿很多錢，後來錄了差不多，錄了四句話，過了沒多久，我就有自己的一個本子

了，變成一個角了在那裏。一個角的話，最後錄完了，六十塊。我那個時候才曉得，一個廣

播劇六十塊。 
我當時心裡想，我不要多，我只要一個月兩個廣播劇，我就可以拿一百二十塊。一百二

十塊我可以幫我媽，真的可以幫我媽。弟弟上學，我除了在學校裡，我一張車票十八塊，其

它的我都不需要花費，那段日子過得很開心，很充實，也懂得了戲劇。從那個時候我才對戲

劇那麼的執著，那我的啟蒙老師真的是崔小萍崔老師，直到現在，我這個老師我們每天都通

個電話，然後她就告訴我說；「一個老師，一個學生。」我說：「對，一個老師，一個學

生，只要您健康，大家都健康，都很好。」所以在這一段過程當中，可以說我是一個很單

純，不會接觸到戲劇界的那些。 
 

                                                 
8 《藍與黑》是名作家王藍所著的長篇小說，被譽為四大抗戰小說之一。時間為民國 26 年對日抗戰爆發到 39
年國民政府遷台，空間橫跨天津、北平、重慶、上海到台灣。故事描述孤兒張醒亞、孤女唐琪、千金大小姐鄭

美莊兩女一男的烽火戀，為一部見證大時代的抗戰愛情劇，多次被搬上廣播劇、電視電影、舞臺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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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社會第一份工作  民本電台廣播員 
那直到後來我學校裡也畢業了，我也踏進到這個社會，第一份工作，我就到了民本台做

廣播員 9，去報廣告，在民本台，待了兩年，待了兩年以後，我就離開了民本台。因為什

麼？像講台語我也不會，報廣告我又覺得這沒什麼大的道理，我就不想待了。那個時候就現

在那個英文雜誌彭老師，她在大直開了一個福音傳播的，他們就有人介紹我到她那裡去，到

她那裡去以後，我就我去，我目的我不是要去給你廣播，不是要去幹嘛，我就很想進他們那

個「天韻歌聲」10，她那個天韻歌聲唱得真的是很好，我就很想去。可是我待了三個月吧，

薪水給我很高喔，那個時候我的薪水，她給我的是三千塊，當年那個時候是民國 50，差不

多 1962 年前後的樣子，我可以一個月拿三千塊，可是我待了三個月，我覺得不對，這個不

是我的興趣，我的目的是想要進那個天韻歌聲的團體，可是他們不許外面的進入，後來我就

沒做。 
 

進國光合唱團  錄製「蔣公紀念歌」 
沒做了以後，到哪裡呢？我前面講到李中和，李老師那個時候就在藝工總隊做大隊長，

他就組織一個叫「國光合唱團」11，我就進到了國光合唱團，那個合唱團陣容很大，我們到

軍中電台，我們那時候合唱團錄了很多首曲子，我記得讓我們最感慨的就是「蔣公紀念

歌」12，我不曉得你們曉不曉得這支曲子，那首曲子「蔣公紀念歌」，就是李中和在蔣前總

統去世的時候，他寫的。他寫完了以後，他就讓我們合唱團到軍中電台，我們就錄了那個

「蔣公紀念歌」。現在都沒有人傳唱了，那首曲子李老師寫的確實是讓人聽起來很莊嚴，很

偉大。那個詞裡面，莊嚴神聖偉大，他把蔣公的一生，幾個句子，詞也不多，旋律很嚴謹，

錄起來，可是可能現在找不到了，我們那個時候都是大的唱盤，我們也沒有像那卡帶，什麼

也沒有。 
我國光合唱團待了一段時間，八七水災的那段時間，我一個老師就介紹我到台中去教大

專學生唱軍歌，第一次到總統府見當年的總政戰部主任王昇 13，一關一關過，他要看看我夠

不夠格去教這個大專學生，你的思想純不純正…反正就是這樣，後來我就去了，一個暑假過

得很愉快，也賺了不少的錢。但我始終，從我開始進到這個圈到目前，我拍戲也好，我從來

不跟任何人談到「我要拿多少錢」、「你要給我多少錢」，我不會開口。 
 
民防電台擔任影劇記者  李翰祥發掘演國聯電影 

那在我沒有進中視以前，我真是我就後來不是民本嗎？我不幹了以後我就到民防，民防

就是現在的台北電台 14。我們當初去的時候，那個時候民防它的播音室是在圓山的防空洞裡

面，因為它是為了民防嘛，是為了怕那個時候還會怎麼樣，八二三砲戰以前大家都很緊張。

我就在民防待，待了以後，那個時候我的台長姓錢，錢台長他說妳不要去每天找上報新聞，

好像是對我來講，他說是一個浪費我這個人，我說那你讓我去幹麻，他就讓我去採訪，後來

我就做了影劇記者。影劇記者每天就要去採訪當年的國聯公司、台製、中影，也只有這三個

                                                 
9 民本電台（現今民本廣播公司）民國 35 年由民本通訊社總社社長胡炯心創辦於上海，民國 38 年隨國民政府

遷至台灣。 
10 天韻合唱團創辦人為彭蒙惠女士，成立於 1963 年，隸屬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是國內第一支全職的基督徒

合唱團。曾製作「天韻歌聲」電視節目，是台灣第一個宗教福音音樂節目。 
11 國光合唱團隸屬於「藝術工作總隊」（前身為國防部「康樂總隊」)，於 1965 年設立。和藝工總隊下轄之美

工隊、歌劇隊、綜藝隊、電視輔導隊等組織，共同負責軍方所有藝術宣傳工作。 
12 《蔣公紀念歌》是紀念與歌頌中華民國故總統蔣介石的愛國歌曲，由李中和作曲、張齡填詞。 
13 王昇（1917~2006），我國軍事將領，早年跟隨蔣經國到贛南推動地方建設，遷臺後任政治作戰學校（政工

幹部學校）校長、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駐巴拉圭大使總統府、國策顧問等。 
14 台北市民防廣播電台創台台長錢江潮先生，民防電台於 1961 年成立，隸屬於民防指揮部，初成立時獲頒軍

用執照，主要功能是當敵機來襲時，立即通知民眾疏散。1972 年由民防體系轉移納入台北市政府，發展成為

現今台北廣播電台。 



  

地方拍戲，其他一些私人的也不會動不動有記者招待會。那我就去做記者，做得很愉快，這

也是我人生的經歷。 
然後就在這個做記者的當中，當然我就給這些導演，那時候李翰祥，因為國聯是李翰

祥，李翰祥就講說我每次看到一個大傻丫頭，他都叫我傻妞，他說我每天看到一個大傻丫頭

背着一個大箱子，因為我們那時候錄音的很重，就真的像擦皮鞋的箱子一樣。我們那時候的

電台是在現在大同技術學院的地址，我們在那裡，只有一個 17 路到台北來，我就每天這樣

趕車，也不能報計程車，我每天背一個大箱子，就去訪問這些大明星，什麼江青啊，什麼甄

珍啊，什麼李慧慧啊，都是這些大牌的，每天都去做訪問。當這個李翰祥他拍《西施》的時

候，我正是做記者，那時候他就找一個楊甦楊導演，籌備他第二部戲，叫《幾度夕陽

紅》15。 
他就問一個他很好的朋友，後來這個朋友他在民族晚報做記者，叫謝家孝，你們一定不

認識，他是一個才子，他會畫，會寫，畫畫，寫書都很好，後來他就《幾度夕陽紅》裡面，

就是女主角的母親，他就想找一個人來演這個母親，後來謝家孝就跟李導演推薦，他說你可

以去找那個傻大妞，那個傻丫頭可以。他說你怎麼認為她可以？他說她是專門學戲劇表演

的。她的老師是誰誰誰，後來李導演就讓我去拍了那個戲。我這是第一次參加國聯的電影，

那個戲是民國 54 年左右拍，完了以後接著他又找我去拍了三部，一部《天之驕女》16，一

部《辛十四娘》17，所以我在國聯公司一共拍了三部戲。拍了這三部戲我就到了 1965 年，

我就拿這三部戲的錢去辦了嫁妝，跟我先生結婚。一萬兩千塊，三部戲一萬兩千塊，那一萬

兩千塊也很大，我覺得我又買這個，又買那個，好大的錢。 
 
陳耀圻電影《源》  飾演徐楓的奶媽 

在電影方面，我雖然是拍了那麼多的戲，我都不太記得，不太記得什麼導演了，都不記

得，但是中影的那個《源》，《源》是陳耀圻導演 18，他從美國學戲劇導演回來，從哥倫比

亞大學畢業以後，他回來以後中影就聘他，聘他就演了一個《玉觀音》，他自己做男主角，

後來中影就讓他拍《源》19。《源》是他給張毅的編劇，張毅的編劇，他的導演。因為我曾

經在學校裡的時候，在藝專的時候，我跟陳導演合作過，我們那個時候在耕莘文教中心，他

的編導，我們就演了一個小小的舞台劇，一個很單純的獨幕的劇，我就那時候認識了陳導

演。可是陳導演當拍這個《源》的時候，他就給中影建議，說希望我去演劇中這個徐楓的奶

媽，那時候我就去演《源》。 
那個《源》，陳導演拍得很用心，很用心。可是當年感覺到，我不曉得賣不賣座我也不

知道，我也不太去關注這些事，但是現在對中影來講，《源》是他們的代表作。《源》是在

講他們在苗栗發現了油田，裡頭有山地人，有普通人，有外國人，反正就是那個戲還滿衝擊

的。我演了那個《源》，我記得我拍《源》的時候，它一開場有一場戲，我為什麼要提出這

一段，我就說告訴一般人，你要進到你要去表演的時候，你要怎麼樣去沈到你的角色裡。 
 
表演要沈入角色  配音要先懂得戲劇語言   

《源》有一場戲就是一開幕，字幕完了以後就是那場大戲，那個大型的一場戲就是

《源》他前面有一個前大院，後大院，他是家裡開一個染布店的，家裡到處都是臨時演員

                                                 
15 1966 年國聯電影《幾度夕陽紅》，改編自瓊瑤原著小說，由李翰祥與楊甦聯合執導，劉引商飾演女主角李

夢竹（江青飾）的母親。 
16 1966 年國聯電影《天之驕女》，由李翰祥與宋存壽聯合執導，主要演員有甄珍、鈕方雨、馬驥、劉引商。 
17 1966 年國聯電影《辛十四娘》，導演為李翰祥，主要演員有汪玲、楊群、劉引商。 
18 導演陳耀圻，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電影碩士，曾任中央電影公司編審，1968 年第一次當職業演員，以陳甯

藝名主演李行導演的《玉觀音》。 
19 1980 年中影電影《源》，為中影耗資 6 千萬拍攝，描寫唐山過台灣，客家人在苗栗發現油井的故事。導演

陳耀圻，編劇為張毅、張永祥。主要演員有徐楓、王道、石雋、歸亞蕾、關山等人。女主角徐楓在主演一位下

嫁苦工的富家女江婉，獲第十七屆金馬獎的最佳劇情片女主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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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然後就有染布的，有挑布的，有什麼的。然後那天的那場戲，就是說小姐要從外國回來

了，家裡面上上下下要打掃得乾乾淨淨，要料理得整整齊齊，要樓上樓下要奶媽在那裡主

事，一場戲從一進院子，院子進客廳，客廳上樓到小姐的房間，這一場戲一共有八百呎的軟

片。那個時候軟片不得了，你 NG 一次就是八百，NG 一次就八百，所以那個戲他一開始就

跟我講，他說劉小姐請妳一定要掌控，我們不停地在 rehearsal，一直彩排，彩排到最後，燈

光，攝影機，錄影，因為我們要錄音，現場要錄音，然後美工，演員，臨時演員，樓上樓

下。他說妳能不能一口氣，我不要分鏡，我沒辦法分鏡，分鏡會沒有那種感覺。他就問我，

你可不可以？我說試試看，我認為我可以。 
我記得那一場戲，我們整個上午，我進了現場，一直排一直排，中間我們都不放飯，為

什麼不放飯，因為怕燈光啊，攝影啊，你攝影要跟啊，要跟到我。他有兩個機器，院子一個

進來，到了樓上一個，你這個都要銜接的。那場戲拍完了以後，我自己本身是配音員，我居

然那場戲，我進到錄音室我配不下來。我演是可以演，可是當我自己進去了以後，我要去配

這段音，我怎麼樣都抓不到，抓不到那種感覺了！因為我當時拍的時候只覺得我好累好累好

累拍完。配音也是要一種感覺，你配音的人，你要有那種感覺，你不是站在那個地方對著螢

幕，他張口我就張口，不行的！你沒有情緒，你沒有演員的情緒你怎麼配得出來。可是我當

時錄的時候，我就覺得我拍得非常的順，我還告訴我自己，我自己告訴我要在哪個點我配音

的時候要怎麼抓，我腦子還想到這。所以我一到那個點的時候我會有個頓啊，但怎麼配就是

配不出來。不行，我跟導演講，我說導演我演可以，你讓我再演一遍都可以，我怎麼為什麼

我都對不上嘴。結果我整個音最後是方芳替我配的 20，結果她配的真的是像我本人說話一

樣！所以一個配音員，你去替別人講話，不是講你的話，你要講那個人的話。 
我配過很多，很多人，哪一些人？比方說，我配過傅碧輝傅阿姨 21，我配過錢璐 22，錢

璐演起戲來都是大嗓門，我就是代錢璐發音，代盧阿姨發音 23，代吳燕發音 24，我都是幾乎

配這些人，當然我自己拍了戲，除了《源》以外其他的都是我自己發音。配音員，一定很多

人羨慕我們當年配音，我們當年配音的時候，都是下午一點鐘進錄音間，一直到晚上三點，

兩天要配一部。配什麼？台語片。那個時候李行李導演拍了很多台語片，他要把它配成國

語。所以我們這些人就要去幫他配。當年的配音的環境非常的差，沒有像現在進去都不許抽

煙，我就在那個配音間裡面，我就永遠記得同流不能合污，這五個字。每個人都在抽煙，我

每天回到家裡，不騙你們，我眼睫毛都是有煙的味道。那個時候也沒人說你們不要抽，那個

時候我沒得肺癌也真是不容易。我在進中視以前，我還在繼續配，進了中視離開了中視，到

後來配音的工作可以說是我一直沒有斷。從配音間烏烟瘴氣，到現在的配音間，你去了以後

你也根本不用找很多人，領班就跟我講，劉阿姨你來幫我收個音，我就去收個音，他一個劇

本，一本戲，可以我十分鐘就收完了。為什麼？他幫你畫出來，你就照這個話去說，所以現

在的配音都沒有感覺。 
我想不管是韓劇，都是配音的嘛，都沒有感覺，真的沒有感覺。所以在這個配音圈裡

面，待了那麼多年，我的經歷就是說，要想進這個圈，你必須要懂得戲劇表演的語言，你不

懂戲劇語言，你就不能去做配音員。你不懂得如何演戲，如何進入角色，你就不懂得去配

音。你配音也要進入到那個角色，不是你的角色，是那個配音員的角色，你要那個配音員，

因為我們配的時候，要不停的放那個人的那一場戲，你要在這場戲裡面要抓到他的精髓，這

                                                 
20 方芳，1954 年生，台灣女藝人，早年為電影配音演員，能演能唱能主持。曾參與電視劇、電影、舞台劇、

相聲劇及綜藝節目短劇演出，曾獲得金鐘獎最佳女演員及最佳主持人獎。 
21 傅碧輝（1924 年~2003 年），台灣資深女演員，曾演出《秋決》、《養鴨人家》等電影。以《秋決》獲第

10 屆金馬獎最佳女配角獎。 
22 錢璐，1928 年生，台灣資深女演員，丈夫是演員曹健。 
23 盧碧雲，1922 年生，台灣資深女演員。1965 年電影《煙雨濛濛》獲第 4 屆金馬獎最佳女配角獎。1993 年獲

得第 30 屆金馬獎特別紀念獎。2013 年獲得第 48 屆金鐘獎特別貢獻獎。 
24 吳燕，台灣資深女演員。 



  

是配音不是每個人可以配，配音也很難的。就從配音說起，後來我一結了婚以後，我就在電

視也好，電影也好，我拍了中影的《源》，拍了國聯的四部戲，後來我又拍了很多獨立製片

的戲。 
 
螢幕擔綱超齡角色  十八歲演活老太太   

我一天我的孩子們給我一張紙，一看，我拍了有那麼多戲啊。我都不曉得那些戲哪裡來

的，我都不記得了。只有幾個比較我好像是我生平第一次演武俠的，真的是又跳上去跳下

來，那個叫做《玉劍飄香》好像是。我還演《玉劍飄香》25，第一次演武俠戲，我就覺得當

時的武俠片我不太懂，我真的不懂。奇怪了，一個人怎麼蹭地就飛到屋上去，我一拿到劇本

以後，我就天哪，我也要飛嗎？我也要跳嗎？後來我們那個導演是我一個同學，他說你不需

要，你一切就演文戲，你就在原地跳一下，你就不要管了。我說啊，這樣子嗎？他就找了一

個替身，那個替身他叫小黑，穿上我的衣服，戴上我的頭髮，跟我還真像，個子跟我也很

像，生平第一次演武俠戲很稀奇，真的很稀奇。 
後來我又參加張毅跟楊惠珊的電影，我覺得在我的電影戲劇當中，我認為收獲也好，整

個他們拍戲的嚴謹也好，我覺得張毅的《玉卿嫂》26，《玉卿嫂》確實是很，在台灣製片

廠，在台中那個時候還沒有被大水淹了的時候，我們在那裡拍。我這一生當中…沒有演過小

姐，我都是做人家的媽，做人家的奶奶，我沒有喊過人家媽。 
不管電影也好，電視也好，我在藝專的時候我十八歲就演老太太，哎呀，我的天哪，十

八歲演老太太，演好幾個同學的媽，我都是演媽，我也不懂他們為什麼會讓我演媽，我當時

都覺得奇怪了，我跟她們都長得差不多年齡嘛。為什麼舞台劇會讓我演十八歲的老太太？那

王主任就說你來演這個奶奶，舞台劇叫《春歸何處》，我們是在新世界，現在改了的那個新

世界，在那個地方，那裡本來是一個演舞台劇的一個場地，我們在那裡演。演一個老太太戴

了白頭髮，又怎麼樣怎麼樣，然後我的ㄧ個同學姓邵，叫邵玉珍 27，她演我媳婦，因為她個

子很小。我第一次接觸到舞台，就是那個在學校裡的，就是演老太太。一直到後來，我的電

影已經沒有了，我也不演了。到現在還在演老太太，我就在想到現在都已經快八十了，誰還

會找我演小姐，不可能。 
 
拍戲對路不計較價碼   呼籲戲劇圈尊重前輩 

電影的工作這麼多年當中，我覺得這個環境，要看你進去了以後，你是不是真正的要進

到這個環境裡來，你同流不要合污，因為這是一個大染缸。直到現在，我不太願意找我認識

的後輩，來進到這個大染缸。現在的工作環境更糟糕，現在的工作環境，不是像我們那個時

候這麼單純，現在不單純了，不管電影也好，電視也好。現在我拍電影也好，我拍電視也

好，我就要看對不對路，跟你這個導演，跟你這個 Team 合不合。他們如果找我的話，我會

問，什麼人導，為什麼找我，像我這樣的人很多你們為什麼要找我。找我的時候，我說你找

我，錢我不跟你談，我從來不談錢，到現在我也不談價碼。你願意給我多少我就拿多少，你

拍幾天，我只是告訴你，我大概拍幾天。 
有幾個導演我覺得還不錯，近代的，現在的瞿友寧導演，他電視劇有，他只要找我，我

不管你有多少戲，你有多少錢，我都答應。那有一些我也覺得沒有必要來陪著你們玩。因為

到了一個環境裡，我並不是倚老賣老，最起碼這些年輕人你要尊重一下前輩。現在我們的戲

劇圈最可惡的就是不尊重老人，不尊重前輩，你們是個什麼，你們跑到這來倚老賣老，可是

                                                 
25 1983 年武俠電影《玉劍飄香》，導演孫陽，主要演員田鵬、苗可秀、燕南希、崔福生、劉引商。 
26 1984 年電影《玉卿嫂》是改編自白先勇同名小說。製片為李行，導演張毅，由楊惠珊主演。本片於 1984 年
獲第二十一屆金馬獎最佳童星獎（林鼎峰）、最佳原著音樂獎（張弘毅）、最佳錄音獎（王榮芳），同年獲 
第二十九屆亞太影展最佳女主角獎（楊惠珊）、最佳音樂獎（張弘毅）； 1985 年獲比利時電影基金會欣賞展

婦女獎。 
27 邵玉珍，話劇家，前國立藝術大學戲劇系副教授，著有《我將歲月換戲劇-邵玉珍戲劇生涯 50 年》、《留住

話劇歷史的表演藝術家》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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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進到那個環境裡頭，我們從來都不講話的。你們愛怎麼演怎麼演，你們愛怎麼說怎麼

說，不能講，講的話他就給你一個眼球。看看你，你是個什麼…當然心理 OS 是這樣子，所

以我都不講話，我真的都不講話。 
有時候導演很好，他說劉阿姨，現在我都是阿姨輩嘛，「劉阿姨，你去教教他的戲劇語

言」，戲劇語言已經沒有了！你去看看現在我們的電視劇也好，電影也好，哪有戲劇語言？

沒有。為什麼沒有？第一個沒有好的師資，沒有一個很用心的人，就是說把你所學教給人

家。 
 

國光藝校任教  期勉學生做好演員 
我當初在離開了戲劇工作，我有一段時間，我就到了國光，國光藝校，我去教了三年的

戲劇表演 28。我在這三年當中，我告訴孩子們，我說我的課，你們可以不來，你們愛來不來

我不強求。但是你們不來，我給你們的功課，你們要做。你們想，你們來幹嘛？「我要做明

星」。我說明星太多了，星星晚上你抬頭向天上一看，滿天都是星星，它裡頭只有一個亮

的。你們要不要做那個亮的？你們如果願意做那個亮的，你們就來上我的課。如果你們不願

意做那個亮的，你們就去做明星。我是當時跟那些孩子們說，我勸他們，差不多你在這個圈

圈裡沒有發展的話，你趕快改行。學校還是要念嘛，念完你去學一個專門。那這些孩子有的

真的很可愛，去年的時候開同學會，天南地北的都來了，說老師我真的很感謝你當年，我說

你在幹什麼，現在？我在教英文。我在做什麼做什麼，真正明星的沒有幾個。做明星的沒有

幾個。我當年最看好的明星，後來，當然她現在也是一個大明星，就是徐熙媛，小 S 的姐

姐，她在那一屆，她真的是外形也好，各方面。後來因為國光藝校唸書的時候，不准到外面

去賺錢的，她那時候已經三年級了吧。她為了要去配合她妹妹，她就降級到了華岡 29。所以

這個樣子才有 SOS 她們這樣一對姐妹花出來。當然她那時候在國光的時候我排了一個很大

的舞台劇給她們，因為她們進校的第二年，就是第一學期的年尾，她們一定要演一個舞台

劇，我那時候就選她做女主角，她演得還真的是不錯。 
我那時候告訴她們，我希望她們每一個人不要做明星要做演員，演員很難，明星太多，

你要怎麼樣去做到一個讓大家都知道你是一個很好的演員，你必須要在你的表演，在你的語

言，在你的肢體各方面你都要下功夫。所以我當年那些國光的孩子們，我說你不來沒有關

係，我無所謂。可是後來他們還真的是很乖噢，他們真的是學表演的人，都很少有缺我的

課。   我覺得這一點，我也不是一個很嚴謹，很兇悍的老師，沒有。學戲劇的人你太嚴肅

了，不行唉，都不敢跟你接近了嘛。那我的老師，我的恩師，她當年真的是很嚴肅，她在我

們班上每個人都怕她，每個人都怕她。後來他們就問我說你為什麼都不怕她？我說沒有啊，

她很好啊，你就拿她當個慈母嘛。她教我們的時候還不到三十歲，你就拿她當個慈母啊！所

以後來我進到這個圈圈裡，我在國光這三年，我也不是一個非常很嚴肅的一個人。 
 
婚禮現場   第二次擁抱父親         

我剛剛前面提到過，我一生當中抱我父親兩次，第一次就是我在青島的時候，第二次就

是那次到法院去結婚。結婚本來我跟我先生，我父母不贊成的，他們絕對是反對，反對到後

來，我先生來家裡迎娶的時候，我就很難過，哭得很傷心，我當然是很…因為父母不贊成，

他們也不去參加我的婚禮。後來，我先生看到我哭成那樣，說；「我今天是不是娶錯了妳

了，妳為什麼哭成這樣？」他就很傷心，結果他也在那裡哭。結果他這一哭啊，就把我老爸

感動了，我老爸就給我媽講，晚上妳就去，妳就到她那喜宴的會場，我是不去的。 
那後來我先生一哭，我爸爸就感動了，結果我們前腳走了，他後腳就坐了車子到台北法

院。到了以後，我爸還是站在那，法院不是有台階嗎？他還是站在那個最高的地方，我的同

                                                 
28 國防部國光劇藝實驗學校，已改制為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29 臺北巿華岡藝術學校。 



  

學就跑過來跟我講：「我告訴你，我告訴你，你爸爸來了！」我想怎麼可能呢？他剛剛說他

不來的，我還哭得很傷心。他說「真的！真的！」，我把門一打開，我也穿的那個，那時候

年輕嘛，穿了一個高跟鞋，穿那個禮服，我也不管他新郎官了，我一看到我爸爸站到那頂

點，我就跺跺跺跺，那個台階好像有這麼高，我就跑上去把我爸爸乓噹一抱，那一抱，那全

身的那種，就好像腦充血的那種感覺。我抱到我爸爸我就「哎呀，爸～爸～」，我也不能說

謝謝你，這話我都說不出來，我只講「爸～爸～」…我爸爸就拍拍我說：「好了，好了，趕

快進去」。 
一生抱了我爸爸兩次。我向各位報告，我爸爸今年九十九歲，還活著。身體也還很健

康，我等一下這邊結束以後，我就直接做捷運去石牌看他老人家。他很好，好的原因是什

麼？我爸爸就是我一生當中，我的鏡子。到現在九十九歲的老太爺，手不離卷。每天看書，

每天看。他看過的書他都會叫我看，所以我現在我也是每天，有空我就看書。我有兩個女

兒，我的家庭很簡單，我大女兒生了一兒一女，老大是女兒，現在是五專，在康寧護專。老

二到明年考高中，那我先生他本來是海軍退休，後來又到蘇澳教書，他也是從教書退休。退

休了以後現在 18％沒有了，可是他還有他的薪水，那我們現在就靠他的薪水過日子。那我

呢，我也沒有什麼其他的嗜好，我就是在家裡頭，每天上午吃吃喝喝，出來跟同學玩玩，然

後看看書，看看報。電視我是不看的，連新聞我也不看，我現在都是看對岸的他們很多的戲

劇。 
 
婚後蘇澳水產教音樂   組話劇團啟蒙顧寶明 
    我當年跟我先生結了婚以後，我就到了蘇澳水產 30，去教他們幹什麼，教音樂。我當年

在蘇澳水產教音樂，我教出來的學生有誰呢？現在目前也在這個圈圈還是很有名的，顧寶

明 31。顧寶明當年在水產學校的時候，他是一個非常非常頑皮的孩子，他可以說是把所有的

水產，他都念完了，念完了以後到最後沒有學校念了，他就到蘇澳，蘇澳水產。一進去以後

就碰到我跟我先生兩個人，那我先生就帶著他們玩戲劇，那個時候可能顧寶明他第一次接觸

到戲劇，因為我先生在高中的時候就很喜歡演戲，所以他也有滿腦子的 idea，然後就到那個

地方去給這些孩子們就組織話劇團，演戲啊。那顧寶明在那個地方，他就可以，可能也是當

初進那個蘇澳水產他的啓蒙。就這樣子，他對戲劇很有興趣。 
    後來我就在蘇澳水產教書教到第二年快要第三年的時候，中國電視公司成立，成立了以

後，它是 1968 年，民國 57 年，準備要成立電視公司。它們首先的一個電視劇《晶晶》是希

望就像日本的《阿信》一樣，每天都要有一段的演出。那製作人正好是我在藝專的同班同

學，姓文，那另外一個是叫姜龍昭，已經去世了 32。那他那個時候我在蘇澳教書嘛，我跟我

先生兩個人在教書，我根本就除了這邊有音要我配，不要耽誤我的課，因為我的課都排到禮

拜二，禮拜三。 其他的都是自由的， 只要不排到禮拜二禮拜三，我說你們配音也好，演戲

也好，軋戲也好，我說我都可以來。 
    我就在蘇澳那個時候我只要台北有事，我就跟我先生講，我說我要去台北了，那個時候

中視成立了以後，我這個同學就打個電話給我，他說你要不要來，我說憑良心講學了半天的

戲劇，我對戲劇還是蠻有興趣的。雖然我電影也不拍了，電視也沒人找我演了，我就想乖乖

的在這裡做個老師，拿到教員證以後退休也好嘛。他這樣一直給我打電話，我心就有點動，

我就問我先生，我說中視有個什麼什麼讓我去，可不可以啊？他說妳去啊，本來就是戲劇，

本來就是妳的本份嘛。我就去了，得了命令我就來了台北，就去了中視。 
 

                                                 
30 現今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31 顧寶明，1950 年生，台灣男演員，曾參與蘭陵劇坊及表演工作坊舞臺劇演出。1982 年《他不笨，他是我兄

弟》獲第 17 屆電視金鐘獎最佳男演員獎；1992 年《暗戀桃花源》獲第 29 屆金馬獎最佳男配角獎。 
32 中視開台製作的我國首部電視連續劇《晶晶》。製作人翁炳榮，策劃文奎。該劇內容描述國共內戰時期，兩

岸動盪的局勢下，一對因戰亂失散的母親林鳳儀（劉引商飾），在找尋愛女晶晶（李慧慧飾）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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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視《晶晶》選角  七人角逐晶晶媽媽 
    中視因為它這個戲當初是在光啓社，光啓社在選《晶晶》演員，選晶晶的媽媽。我記得

當年，我當然現在不要說那些什麼人，當年演媽媽的，來競選媽媽的有七個，七個都是當年

在電視圈很有名的演媽媽，演奶奶。那我在這七個人當中我是最年輕的，那時候只有三十三

歲吧我記得，三十幾歲，七個爭取媽媽。演晶晶的有兩個還是三個，只有兩個，兩個女孩來

搭配這七個媽媽試錄。 
    我們就分段錄，錄的時候我就當天，我當然現在也記得，當初我就跟李慧慧我們兩個人

正好，我不是跟另外那個人，我是跟慧慧兩個人，我們就抽到了一個什麼情節呢？那個情節

很好玩的，就是說，突然間這個媽媽為了找這個，前面不曉得了，反正後來這個媽就暈倒

了，被人家放上救護車就被他送到醫院，送到醫院了以後，就在這個病床上就想到女兒，然

後就是這麼一段戲。所以我就剛剛講到一個演員的修養的問題，你要怎麼樣進到你的角色

裡，雖然短短的幾個字。有一個場景，一場戲裡面，你到了醫院，你不能就這樣閉着眼睛就

躺在這裡，因為你被人送到醫院了嘛，但是當你躺到這裡的時候，你的所有的戲都在你臉

上。躺到這裡，這臉上你怎麼辦咧？因為慧慧就在我旁邊嘛，她看到一個媽媽躺到這裡，她

以為這個就是她的媽媽，以為她媽媽已經死了，她的戲就很好。因為看到一個媽媽躺到這裡

嘛，那時候她的喜怒哀樂就很容易表達。那我躺到那裡，你不能就這樣臉上沒有表情。所以

我當時就在那裡，我設計的呢，就是說我雖然躺到醫院裡頭，我這個聽到救護車也有，畫面

就在我腦子裡，所以我這個臉上的表情可能是比較豐富一點。 
    因為我們所有的人都是去演了一段戲，那我這個錄完了，我就走了，回蘇澳了。因為我

還在上課嘛。回去了以後過了兩天，我同學打電話給我了。她說你中獎了，我說什麼？我被

選上了？怎麼可能，那麼幾個都是老牌演員，都是硬底子的，我怎麼能被選上呢？你被選上

了。那當初來審我們的，翁倩玉的爸爸翁炳榮，一個 NHK 節目部的經理，還有一個香港

TVB 的人，他們有四個人還是五個人，一個香港的，一個日本的，台灣的就是翁柄榮的爸

爸，他們五個人，當然還有製作人，他們五個人說最後圈到了我。 
好，所以他們就，我那個同學打電話給我，她說你來吧，我們現在要開始，因為他們馬

上要開播了嘛。所以我們要開始錄了，所以我就在學校裡，反正我禮拜二，禮拜三的課我現

在也不弄了，就讓我先生去做，那我就來到了中視，來到中視以後我們就是現在帝寶的那個

地方，我們的攝影棚就是在那個地方。然後就開始錄的時候我就跟我同學講，奇怪了，你們

為什麼選到我？我不是抱了一種勢在必得的一種心理。他說，每個人都覺得妳雖然是閉着眼

睛躺到那裡，你的腦子裡是有東西的。我說噢，這樣。我們那個戲就開始錄，每天錄十五分

鐘，只播十五分，那個時候沒有卡接啊，沒有什麼什麼什麼，通通沒有。我們只要 NG 一

次，我們每次從早上八點半進棚，有的時候一直到了晚上十二點，就為了錄那十五分鐘的東

西。 
因為器材啊，幹嘛啊，沒有什麼電腦不電腦的，反正就是錄錄錄，錄到最後，很快，差

不多錄了二十幾集吧，然後他們說不行，我們要加戲了。加戲，加多少呢？加二十分鐘。十

五分鐘變成二十分鐘，到了後來是不是變成半個鐘頭我當然現在也忘記了。反正錄了一百多

集，然後就在那慢慢進步到最後可以有卡接啦，然後本來是黑白的，後來進到彩色的 33。 
 
簽中視基本演員   戲好不在乎價碼 

 我覺得，我進到中視是民國 57 年底嘛，58 年開播，我一去了以後，節目部的經理就問

我：「妳有什麼條件？」我說我沒有條件，我也不知道那個時候錄一次戲是多少錢，我說我

唯一的一個條件就是說我要簽基本演員，我心裡想我在台視演了這麼久的戲，單元劇也好，

                                                 
33 《晶晶》自 1969 年 10 月 11 日播出第一集，每週一至六以黑白畫面播出，每天播出 15 分鐘。播出後轟動全

國，因此延長為 20 分鐘，再延長為 30 分鐘。至 1970 年 2 月 28 日播畢共 102 集。攝錄設備也從早期的黑白底

片，進步到彩色電子攝影機，方便後製剪接。 



  

每個禮拜天的那個也有，那時候光啓社在那拍，文倫神父 34，他做了很多的單元劇，我也都

演，我說為什麼你們就不找我簽約，那時候為什麼簽約，因為感覺簽了約有保障，你就算沒

有演戲，你每個月還可以拿一點車馬費嘛。我記得我就跟中視說，我的條件一定要簽約。簽

了約，當年約一簽下去，就是每個月有八百塊。我想這八百塊也不錯，我演晶晶演一集是四

百塊，沒有暗盤的，我沒有暗盤，我直到最近這幾年我跟慧慧談到這個事，她說：「哎呀，

媽咪啊！妳一集拿四百啊？」我說對啊。她說「我一集都拿一千」。但我為什麼我一點都不

難過，我也不覺得你們給我四百，給她一千，或是好像一千二到後來，我是一直第一集到最

後的一集我就是拿四百，這個也很好啊，每天都在播嘛，你這樣也挺好的嘛。所以我在這個

圈子裡頭，這也可能就是說我這個人生，我沒有說我為了錢我要怎麼樣，我沒有。但是我第

一個原則就是，環境要好，戲一定要好。你沒有好的戲，你給我多少萬我也不拍。 
 

台視拍《唐山過台灣》  戲裡戲外蕭師母 
因為我在進到中視以前，我是在台視，那個時候也沒有什麼合同不合同，我沒有進蘇澳

以前，我是在台視跟王孫拍了一個也是常態的節目，叫做《小惠與丁丁》。小惠與丁丁是我

們的一個兒子、一個女兒，我就跟王孫演夫妻，那個時候，王孫的太太因為很少出現，當時

就很多人認為我是王孫的太太，誤會一場 35。他就講，真糟糕，人家一直誤會妳是我的太

太。我說好啦，做王太太也做不成，我去做我的蕭太太，也跟你沒關係。可是這中間有一個

插曲，什麼插曲呢？我這個蕭太太做得挺好的，後來台視拍《唐山過台灣》的時候，我又跟

王孫演一對老夫妻，我們是從大陸到台灣來，他是一個老師姓蕭，蕭老師我就是那個蕭太

太，那後來《唐山過台灣》以後，我們就在宜蘭那個地方住下來了。當年過台灣來的蕭先生

跟蕭太太他們就生了一個孩子。那現在王孫常常就講，《唐山過台灣》就是我們兩個人。蕭

太太跟蕭先生現在我們有後啦，我說好好好。有後了有後了，我現在也很好，我現在這個蕭

太太做得也很好。 
那現在反過來就講，我前面講到這個拍《唐山過台灣》，我沒有跟李行合作過，雖然李

行李大導演這麼多年，他都是在拍戲，我沒有演過他的戲。那我為什麼會去拍到《唐山過台

灣》？《唐山過台灣》的蕭師母的角色，是張冰玉的 36，她當年李行一直對傅碧輝，張冰

玉，她們就是他的一個 group 一個 Team 在裡頭，幾乎都是你看，李行的戲都是張冰玉、錢

璐、傅阿姨這樣子。我為什麼會演這個戲，他們就找到我，我感到很奇怪怎麼會找我來呢？

不是張冰玉嗎？原來那一年張冰玉申請到，大陸剛剛開放嘛，她要回到東北去看她姐姐不曉

得要幹嘛，三批，兩批，但她這個戲要開拍了，她這個批下來了，她不能不去。她這個機會

失掉的話，不曉得什麼時候，她不得不去，那後來呢，她就去了。 
 
個性不愛斤斤計較    獲得《唐山過台灣》演出機會 

去了那這個角色，蕭師母沒有人嘛，那別人就說，好像是傅碧輝傅阿姨，就嚷找劉引

商，李導演說她行嗎？因為她知道我跟崔老師很好，他也知道我配過他很多的音。李行他拍

的戲音我也配過。但是這是配音啊，但是問題是你拍戲不一樣啊。他就說好吧，我就聽你們

的讓她來。那我去了以後，張冰玉的片酬當年好像是十萬，她們給張冰玉的錢是十萬，那我

沒有冰玉姐的名氣也好，幹嘛也好，我不去管它。後來製片就跟我講，她說劉小姐，張冰玉

是十萬，妳能不能少一點，我說無所謂，你們愛給我多少給我多少，我不在意，我只在意我

能跟李大導演合作我就很開心了。結果我那戲拿了八萬，當年的八萬也不錯了啦，就像有這

個錢天上掉下來的，如果張冰玉不去返鄉探親的話，我也演不到這個戲嘛。 
                                                 
34 美籍文倫神父（Father Clark Trent）是光啟社第一位導播。 
35 王孫，1925 年生，台灣資深男演員。從廣播劇到電視、電影演出經歷長達六十餘年，演出電影兩百多部、

電視則三百多部。 
36 張冰玉，1926 年生，台灣資深女演員，1962 年主演台視開播後的第一部國語電視劇《歡樂家園》。1969 年

以電影《小鎮春回》中堅毅的寡母一角，獲得第 7 屆金馬獎最佳女配角獎及第 15 屆亞洲影展最佳女配角獎，

是李行導演的固定班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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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就覺得，我真是很希望後輩的人，我們不要去斤斤計較，我的這個錢，你給我多

少，我要拿多少，去斤斤計較在這一方面，有的時候，你在這一方面斤斤計較的時候，如果

這個導演他心裡頭舒服，他或許給你這個錢。他如果不舒服的話，我給了你這個錢，說不定

我就把這個戲，本來挺好的戲他可以給你刪。導演、製片都有這個權利。我為什麼講到這一

點？因為我當年我們中視的《晶晶》演完了以後，第二部就是《情旅》，《情旅》的姜龍昭

導演已經去世了，也是我的同班同學。他去導那個戲的時候，他有一天，我這個戲裡面有另

一個也是我的同學，是二期的，他就來演這個演出，演出的時候他們前一天晚上收了工，去

打牌，打打打，可能我這個同學心想你導演也是同學嘛，他可能就是扣了他一張牌吧！他那

牌本來應該導演贏嘛，後來他就氣得要死，他說我明明有好幾本戲，他居然給我刪得還剩兩

本戲。我說你是不是扣了他的牌？這個你就不懂了，打牌在這個圈圈裡，是一個演員跟導演

跟製片當中是一個互相的，他覺得你在這個牌桌上很阿莎力的話，他就會給你很多的戲啊。 
所以我就聽到了這件事，直到現在，我從來不跟我們這個圈圈的任何人打麻將。我在中

視待了這麼多年，我從民國 58 年進去，一直到民國 75 年我退休，我沒有跟任何人打過一次

牌，為什麼？我並不是說我有什麼了不起，不是。我的意思就是「同流絕對不能合污」這幾

個字。各位後輩孩子們一定要記得，這個戲劇圈圈是一個大染缸，到目前為止，有的孩子進

去，真的是一張白紙。 
 

感慨台灣電視劇沒落  老人不受重視人情漸淡 
你現在打開電視，你看到我們這些電視，有什麼可看？我現在都很少看我們此地的電視

劇，沒有什麼可看，要嘛就是…賣什麼我也不懂。我們現在反過來看大陸，人家的戲劇，古

裝是古裝，時裝是時裝，演員演起來真的是那麼的自然。你就是生活，就是生活在他這個環

境裡。當年中國電視公司，是戲劇王國耶，我們當年拍了那麼多戲，都是外面的人來買耶！

我們很多當年我們的戲，我們都出口，到哪裡？韓國最多。我們當年拍的戲，我為什麼覺得

韓國會買我們那麼多的戲？我因為有一年到韓國去拍戲，拍戲的時候，我在韓國，我們也沒

有什麼，我們只是到那裡去拍戲嘛，拍電影嘛，居然有人能認出我們來。就是可見我們的戲

在那裡，多麼的叫座。 
現在反觀我們台灣的戲出口了嗎？沒有，真的沒有。再反觀我們中國電視公司，我們當

年打拼的那座大樓，現在聽說要不知道要幹什麼？因為我每次我坐公車就會從中視門口過，

我一看我們當年日日夜夜在這裡，為「中國電視公司」這幾個字做。怎麼現在變成這個樣

子？好像是一個養蚊子館一樣。所以講到電視，我比拍電影還有感觸，因為我覺得我從 58
年到 75 年退休，我這段時間我幾乎都是給了中國電視公司。但反觀現在反過頭來，我們這

些人不被重視，他們也沒想到，反而是華視找我們這些老人回去坐。華視過年的時候請我們

這些老人，不單單是中視的，就是三台戲劇的電視人員，華視在照顧我們。你不管怎麼樣，

你去了以後，他給你車馬費也好，不給你車馬費也好，這是一種感覺。這種感覺現在漸漸的

就是人只有利，沒有情感了。只有曉得我怎麼賺錢，那種感情都沒了。感情真的是淡如水

了，真的是這樣，沒有什麼情感。 
那現在看看大陸，想想我們這一邊，我們不知道我們這些人，演員沒有退休的，演員永

遠不會退休，只要你腦子不傻，只要你講話還可以，你能動，都可以嘛。為什麼我們這些老

人現在好像是進了老人院也好，好多人進到老人院。你像錢璐，那麼好的一個演員，在家裡

頭。錢阿姨也是蠻可憐的，胃也不好，頭也不好，腿也不好。看張冰玉那樣一個好的演員，

現在坐輪椅。不是說每年三節找我們這些老傢伙去聚一個餐，給一個破禮盒，給一千塊的大

潤發的禮券，就覺得來照顧我們了，不是這樣子。我們希望平常，真是希望我們的有關當

局，要平常來多注意我們，你不要拿我來講，人家說你都快八十了，我八十我還能動啊，我

還能講啊，你讓我演也可以啊，你當然不能讓我演小妞啊，演老太太啊，都不找我們。反而

那些電視劇裡面，年輕人扮老太太，那像嗎？不像。 
 



  

《片刻暖和》入圍多項影展   亞太影展走紅毯 
那我在前年的時候我拍了《片刻暖和》37，《片刻暖和》是一個只有二十幾分鐘的一個

短篇，這個導演是政大的溫知儀，她居然她那個戲到外國去，她也得獎。那我就是那年，前

年吧，她就說阿姨我能不能給妳報最佳女配角獎？我說無所謂，妳報也好不報也好，我得不

得獎都沒關係，妳覺得我可以妳就去報。後來她就報了，報了很多的短篇，我還真是入圍了

金馬獎最佳女配角。我入圍了以後，我那一年，因為你參加金馬獎有很多的優惠，幹什麼？

看電影啊。很多的電影你都不要錢，他每天給你一個，你只要拿著一個牌子，噢，那一年的

金馬獎，我看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電影，外國的，全世界的電影，我就每天在西門町跟華

納威秀那個地方就這樣轉轉轉，我後來被誰給打敗了，被香港的惠英紅，最後變成我們兩個

人在競。那年我們就得了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故事很簡單，就是一個中風的老太太跟一個

外勞的事情，二十幾分鐘，她們拍的真的是很好，燈光，場景，那麼嚴謹。我雖然沒得獎， 
我就跟導演講，我是太開心了！我這一輩子走過一次亞太影展，但那是很多很多年以前，我

不曉得拍了哪一家的，哪一個老闆的戲。現在我們又要參加亞太影展，在台北舉行，我們要

走紅地毯，一生走了兩次。結婚反倒沒走紅地毯，因為那是在法院。 
 
兩岸演藝事業消長   亟待台灣影視文化振興 

我為什麼喜歡看對岸的？我就要看看他們的戲劇，有的時候是很早以前的，我們看不到

的，很早以前他們當年拍的戲，也有現代的，他們那種演員也好，工作人員也好，環境也

好，我可以說是從他們的黑白開始看，看到現在。你看他們的湖南的《中國好聲音》啦，然

後他們的綜藝節目，綜藝從開始的那種八股，一直到現在那種活潑，讓人會愛看。我從他們

的春晚看起，到現在的進步。我們的戲劇，電視也好，電影也好，如果大家不再進步，不再

去努力的話，不要說是什麼，文化真的會被埋沒。我們不是沒有人才，我們就太不重視我們

的這一塊。 
我們的這個戲劇也好，舞台也好。我當年參加了中華漢聲的四部舞台劇 38，從《藍與

黑》，《蘭兒慈禧》，《釵頭鳳》、《芸娘》，這四部大戲還有一個《蝴蝶蘭》五部，都是

在國家劇院。當《駱駝祥子》那一年，我們是跟北京人藝劇團合作，第一次有人引到台灣

來，就是漢聲劇團。我看過他們的《駱駝祥子》是北京他們的團體，北京文藝，從黑白舞台

劇，到後來他們拍成電影，拍成電視劇，那種感覺好像一個時空，他們在這個時空當中，沒

有斷過。他們時空，人，第一代演《駱駝祥子》的那個人，他到後來在演的時候，他都不演

祥子了，他去演爺爺，他去演一個哪怕是三輪車夫，他都很高興。反觀我們這邊，我當年是

第一女主角，我當年是第一男主角，你現在你讓我演這個…你汙辱我。沒有這種敬業的精

神！所以不是說我們沒有人才，我們戲劇，電視，電影，舞蹈，綜藝，沒有一個很好很好管

事的人，這個管事的人要真正的投到這個環境裡頭，把整個戲劇的也好，電視也好，把它興

起來。我看再幾年也沒有辦法趕上人家對岸。所以你說要文化，我們早晚會被人家的文化給

打敗了。 
我真的是由衷地希望我們的有關單位，重視我們這一塊吧。我們當年也為這個戲劇，灑

下了很多的種子，也盡了我們很多的力，我們現在不是說要你們後輩的人回餽我們，不是。

但是也要尊重我們，畢竟我十八歲進到這個環境到現在快八十歲了，我們還有多少老人？一

看到我們每次到了聚餐的時候，看到那些老人，我真的是會很難過，一年吃個三次飯，他其

他的日子呢？有的孩子可以養，有的沒有。有的孩子自己也沒辦法，那怎麼辦呢？所以拜託

                                                 
37 《片刻暖和》是新銳導演溫知儀 2009 年的短片電影，曾獲 2009 年第 46 屆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以及 2010
年第 54 屆亞太影展最佳短片（當屆由台灣承辦，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行）、第 7 屆杜拜國際影展亞非短片評

審團特別獎。在片中飾演婆婆的劉引商，入圍金馬獎最佳女配角獎。 
38 中華漢聲劇團創團於 1984 年 5 月，是由戲劇工作者李玉琥結合一批熱愛戲劇藝術的前輩影視演員組成。創

團首演王藍的作品《藍與黑》。由崔小萍、邵玉珍導演，葉雯、林在培、魏蘇、錢璐、孟元、顧寶明、劉引商

等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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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託，前輩也好，後輩也好，我珍惜這個環境，我太愛這個環境，可是我現在不敢踏到這個

環境，我看到我會傷心。拉拉雜雜地說了這麼多，不知道有沒有用，但願，能產生一點點效

用，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