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寶級台語說書人
「錢來也」張宗榮
縱橫廣播電視四十載 　　張宗榮，民國28年出生，縱橫廣播與電視四十載的國寶

級台語說書人。幼年因家貧無法如願就學，透過旁聽漢文、

自學與口語練習，成就其一生非凡經歷。張宗榮18歲在九
份戲院當電影辯士，退伍後進入廣播劇團成為國內廣播武俠

劇的先驅。在華視開播初期所製作的武俠劇《燕雙飛》中，

發掘一代巨星鳳飛飛。個人成名作則是《俠士行》中所飾演

的「錢來也」，當年可謂家喻戶曉，紅極一時的角色。除製

作、編導、演出、主持之外，張宗榮是電台賣藥的祖師爺，

也是自製錄影帶業的鼻祖。其漢文才學，讓他擅長歌曲作

詞，晚年甚至跨足書畫界，在世界各地舉辦個展。張宗榮口

才出眾，職場角色多變，雖經歷兩度入獄挫折，卻總能東山

再起。才華橫溢的背後，其實是努力不懈的人生。對於下一

代，張宗榮主張，學校應加強傳播科班生的台語教育，才能

讓台語文化脈脈相傳。

廣播業經典人物

張宗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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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貧求學路坎坷  特殊歷練成就一生

我出生在日據時代的末期，民國28年出生，但我上學時台

灣已經光復，所以剛好沒受到日本教育，我們那個年代就是讀

「漢文」。讀漢文一個月要好幾十塊，但我家沒錢，所以我會

的漢文，都是跟著別人學的。我家隔壁的鄰居比較有錢，他去

讀漢文，一個月十五塊，因為我沒錢，我就跟著他一起去，他

去讀我就在旁邊聽。所以說我會漢文、會唐詩、四書，這些全

部都是旁聽學來的。我讀書時，因為家裡很窮，所以我很小就

開始邊做生意邊讀書。從國小二年級開始，全校都知道我去賣

炸油條，賣完後七、八點再去上學。雖然如此，但是我讀書的

成績一直都很好。

我們那個年代，沒有幾間大學，就連初中都是要用考的。

我們九份，是鄉下學校，學生的素質比較低，明明一樣在讀

書，在都市讀書的人，他就考得上。讀九份的學校，要去考比

較好的學校就考不上。所以那個時候，我可以考上基隆中學，

這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情，就像是在台北考上建中一樣。我們那

一屆畢業生有兩、三百人，考上基隆中學的人很少，才四、五

個而已。那時候的大學很少，全台灣只有一間台灣大學、一間

師範學院、再來是成功工學院、中興農學院。當時的大學就只

有一間台大而已，其他都是學院，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大學畢業

的人非常的少，當然，想讀書還要有錢。

其實我有考上淡江，淡江我讀了一年，就沒有錢繼續讀下

去了1。因為淡江是私立的，一次註冊費就要三、四千元左右。

那個時候的三、四千不是現在的三、四萬喔，當時一學期的

註冊費，至少要相當於現在的一、二十萬，所以我淡江只有肄

業而沒有畢業，於是我就從那個時候開始出社會。因此我吸收

了很多很多各行各業的經驗，包括江湖裡黑道、白道我都有所

了解。所以說當時我吸收的社會經驗，遠比讀書時學到的多更

多。我如果按部就班的讀書，讀到大學畢業，甚至讀到碩士、

博士，就沒有今天的張宗榮了，我最多也是做教授。我就是因

為特殊的經驗、特殊的出身，所以才會成就今日的張宗榮，其

實這跟學歷一點關係都沒有。

 摩羯座AB型特質  九份複雜環境中成長

我個人的特質，星座和血型也是有影響的，譬如說我是魔

羯座、血型AB型，這就是性格跟別人比較不同的地方。再來

就是出身的環境，因為我是九份長大的，九份是一個跟西部一

樣的礦區，九份人非常的豪爽，愛喝酒、愛賭博、愛吵架、愛

打架⋯很多啦，他們覺得九份民風較強悍：要吵架，來！要打

架，來！但請客比誰都慷慨。九份熱鬧時，如果時機不好，很

多人就當衣服、當褲子、當棉被來請客，九份的男人很少不會

喝酒的，我說的是比較老一輩的人，年輕一輩的不算，我是在

那個環境長大的。

1　  台灣光復初期，國立臺灣大學、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臺灣師大前身）、臺灣省
立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臺灣省立工學院（成功大學前身）為當年少數的

公立大學學府。張宗榮當年考取淡江英語專科學校五專部，即淡江大學的前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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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份時機正好的時候，單一個九份，酒家、撞球間五、

六十間，你想像得到嗎？我家住在一間舊房子，但左鄰右舍就

有三、四間酒家，那些都是在我家隔壁而已，所以從小我就是

看這些長大的。這種生活環境的養成就會讓我不一樣，我常會

想很多事，很年輕就想要賺錢，做什麼事都會想這會賺錢嗎？

跳舞我不會，打麻將我也不會，因為那不會賺錢。凡事我都會

先想：這會不會賺錢？一個人生長的環境能教你什麼？不能！

它只是給你學習的機會，所以我們自己要把握機會，這才是最

重要的。

 18歲擔任電影「辯士」  為觀眾「講解」電影

我很早就在九份做「辯士」了，現在很多人都沒聽過「辯

士」這個行業，你聽過「辯士」嗎？這個行業以前在日本是很

紅的，當時的辯士比明星都還紅。因為那個時候民智未開，識

字的人很少，而且那個時候的電影沒字幕、又是外國片，所以

當然是看不懂，於是就要一個翻譯的人，在台上翻譯2。「辯

士」一個人自己演，還要加對白、加配音，將整部電影說出來

給觀眾聽，這樣觀眾才看得懂。那個時候就連大陸來的國語

片，也是沒有聲音的，像《火燒紅蓮寺》、《關東大俠》都是

2　  二戰後台灣引進部東西洋外語片，加上電影默片時期，為了讓觀眾看懂劇情，
因此便有了電影「辯士」一職，用台語、客語等本土語言，搭配現場伴奏樂隊

為觀眾講解電影。

沒有聲音的3。到後來雖然有聲音了，結果說國語還是聽不懂，

因為剛光復，台灣沒人聽得懂國語，所以還是需要辯士。

當時辯士這個行業可以說是很稀罕的，現在還活在世上的

辯士我看沒剩幾個了，而我是其中一個比較有名的，有些在鄉

下沒沒無聞，我做過很多間戲台的辯士，所以說人家比較知道

我4。照理說，台灣電影史這個一定要記上一筆，因為辯士這是

一個過程，如果沒有辯士，電影就沒人看得懂了，所以我建議

電影史裡面一定要把「辯士」寫進去。現在的小孩可能就沒辦

法做辯士，因為他們沒有豐富的社會經驗。早期要做辯士，不

論是黑道、白道，像是賭場、妓院等各階層的話都要知道，起

碼他們的生活方式你要知道，因為一部電影出來，沒字幕、沒

聲音，要怎麼說給人家聽呢？沒劇本的。

到了開始有字幕以後，字幕是現在白話文的國語，那個時

候我們這代的人，有讀書的人大多讀漢文，比我年長的則有學

日本話，會漢文但不會國語的白話文。現在你們在說的那個國

語、白話文，很多老一輩的人是不會解釋的。你知道嗎？很多

國語的白話文要用現在的話來解釋，若用漢文的角度來解釋，

常常都是不對的。

3　  1928年上海無聲電影《火燒紅蓮寺》，故事取自現代新武俠小說名家平江不肖
生的長篇小說《江湖奇俠傳》，共18集。首映後大轟動，帶動了中國影史第一
次武俠電影熱和市場創作熱潮。1928年任彭年自組電影公司，執導無聲武俠電
影《關東大俠》，自1928年至1931年續拍了13集，捧紅擔任女主角的妻子鄔麗
珠成為早期影壇的武俠明星「東方女俠」。

4　  張宗榮於1957∼1961年，在九份的昇平戲院以及北部各大戲院擔任電影辯士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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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辯士」需博聞強識  善臨機應變否則鬧笑話

那個時候的電影會有一張紙，叫做「本事」5。「本事」這

是日本名詞，一張本事，差不多是三百字到五百字，「本事」

就像大綱一樣，但是有些劇情比較複雜的，劇情沒寫完，只

寫一點點，所以剩下的就要靠自己編，尤其是「本事」裡面是

沒有對白的，對白都是自己編的。比方說有個人要去西部掘黃

金，結果有一天他在酒吧愛上一個女人⋯，劇情大概是這樣，

但這一個過程，有好幾十場戲，要有對白，包括去酒吧，有酒

家女、有男侍、有服務員，其間還有吵架、打架，有人要來挑

戰等等，都要自己插對白，說台詞，甚至還要會插笑話，說笑

話讓人家笑。所以做辯士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不是每個

人都能說得好的。但是這個也沒有一個標準，也沒得比較，有

的辯士很多時候都隨便呼攏就說過去了，要想說的盡善盡美，

說到有對白，說到像一場戲劇，沒幾個人做得到。

辯士常常會發生很多很多的笑話，我說一個辯士的笑話，

這是我曾經聽前輩說過的經驗。那時候我還沒做辯士，還是

小孩子的時候，有一次看一部電影，沒有聲音，中國大陸來的

片子，那部電影的鏡頭出來的時候，是一支大煙囪，一直冒著

煙，一支、兩支、三支都冒著煙，那個辯士就說：「這是繁華

的上海，上海很熱鬧，不但商業發達，工業也很發達，工廠非

常多，尤其像這個大煙囪，它就是一個大工廠，小的煙囪就是

一個小工廠⋯」他一直說、一直說，鏡頭一拉開來，結果是一

5　  日治時期台灣戲院就已發送「本事」，「本事」一詞日文意思為「事情的經過
原委」、「詩詞或戲劇中的故事」。二戰後台灣戲院仍會印製單張「本事」，

用報紙紙質，以紅色或黑色墨水簡單印刷，內印有故事大綱、人物角色簡單說

明，方便觀眾進入電影情節，類似今日的宣傳DM。

艘大船⋯這話就不對了，要趕快再轉回來。於是就說：「這是

一艘幾萬噸的大船要開出去了，正要離開繁華的上海⋯」就這

樣把劇情給改過來，所以說辯士就是要能臨機應變。

以前在台北很多間電影院也有辯士，比如說大光明戲台、

永樂市場的永樂座，那都是有辯士的6。以前矮仔財也在做辯

士7，曾經有一次我去台北找他玩，當時有一齣日本電影，叫做

《怪電人》，他去講我去聽。裡面有一句台詞，是一位大哥，

他的小弟趕緊要跟他報告事情⋯那時候出來的是國語的字幕

「他媽的說什麼？」，他因為緊張，就翻譯成「他老母說什麼

（台語）？」，這就是國語的白話文跟漢文的差別。從漢文看

絕對是對的，「他媽」就是「他老母（台語）」啊！雖然有的

觀眾就這樣聽過去了，沒幾個會抓包的，但早期的辯士的確有

很多困難的地方，最重要就是要會臨機應變。

以前在鄉下放映底片電影，有的當天早上才到，有的當天

中午才到，但下午一點就要播映了，沒有時間。你說上午九點

多十點，要想播一支電影，也不是一個人就可以做到的。再說

播電影是要花錢的，得要把機房打開，兩三個人忙，才能播一

次給你看。第一，要本錢，第二，要時間，所以根本不可能先

讓你有看的機會，都是時間到了，先上了再說，都是這樣的。

6　  大光明戲院日治時期稱為「第三世界館」，舊址在今延平北路2段，為二戰後
主要播放台語電影的戲院之一，曾在此擔任知名辯士的有王雲峰與詹天馬等

人。永樂座舊址在位於今迪化街一段，由大稻埕茶商陳天來投資興建，劇院設

備齊全，建築富麗堂皇，早年專供福州戲、京戲、歌仔戲、臺灣新劇等戲劇演

出。二戰後更名「永樂戲院」，1954年起成為播放台語電影的大本營，曾於永
樂戲院擔任經理的名編劇陳守敬，本身也擔任過電影辯士。

7　  矮仔財（1916年－1992年），知名台語喜劇演員，本名鐘福財，藝名張福財，
曾在大光明戲院擔任辯士，成名作是1958年《王哥柳哥遊台灣》飾演意外中愛
國獎券的擦鞋匠。1962年《宜室宜家》榮獲第一屆金馬獎最佳男配角獎，為我
國台語電影時代最重要的諧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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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電影來的時候，辯士就只能看一張「本事」，所以第一場的

解說大部分都是講個大概。第一場都是中午場一場而已，這場

做完之後，晚上就會比較好，中午等於看過一遍了，說不對

的，到後面的場次就修改回來，尤其是洋片。

外國片最難認的是人，以前都是黑白片，外國人都長得

差不多，分不清楚。有的時候女主角出來三、四個，這個和

那個，服裝也沒有很特殊，大致都差不多，所以辯士常常會說

錯，有時候把女主角說到死掉，其實是配角死掉，結果卻把女

主角給說死掉了，像這樣的情形經常發生。但是晚上的場次就

不會了。通常洋片都只放映一天而已，很有名的片子才會放兩

天，所以等到你會了、熟悉了，就下片了，又要換新片了。所

以以前的辯士是很難做的，真的要很用心。

 從賣春聯到寫電影海報  練就一手毛筆書法功

從小我們家很窮，過年要給小孩買衣服沒錢，我就想：要

怎麼幫忙家裡賺一些錢？因為我會寫毛筆字，而以前鄉下過年

的時候，春聯都是用毛筆寫的，沒有像現在用印的，所以我就

在路邊幫人寫門聯賺錢。一般大部分都是讀漢文的、比較有學

問的人在寫，其中也有漢文老師，而我差不多在十二歲，從初

一開始我就會在過年的時候寫門聯了，這比較好賺。

一張紙可以寫一對以上的門聯，又可以寫很多的「春」

字，一張紙買1塊錢，平均可以賣個5、6塊，6、7塊。我中文程

度好，我可以當場幫人家做對聯，用嵌字聯把名字寫進去，一

幅對聯10塊錢，大家都很開心！我的毛筆字就是在那時候打下

的基礎。還有，我以前當辯士還要兼宣傳和寫海報。那時候一

部電影來，因為海報很貴，附來的就只有一、兩張而已，只能

貼在戲台門口給大家看，外面街上有很多重點位置都要去貼，

那都是自己寫的，所以辯士還要兼著寫宣傳海報，不會也要學

到會。所以我就是在那個時候練好毛筆字的，一天一支片，一

個月換二、三十支片，等於海報要寫數十張，我的毛筆字就在

那個時候練出來了，這就是在做辯士時的插曲。

 辯士沒落思索廣播路  服役面對相思樹練習講古

因為我本身沒有高學歷，要出去工作，能做什麼自己也

不知道，既然我的專長就是講話，辯士幫我打好了這個基礎，

後來我才有機會從事廣播。因為我有危機意識，我是個危機意

識非常重的人。從小我們家就窮，不能不賺錢，我沒有高學歷

要找工作很難，也沒有其他的專長，只能靠一張嘴而已。辯士

做到後來就去當兵了，當兵我被分配到金門的康樂隊，我在康

樂隊裡說相聲。空閒的時候我就在想，我若當完兵之後，辯士

就會落伍了。民國52、53年，辯士已經沒有了，電影已經有字

幕、有聲音，人們的教育程度都提高了，10個當中大概有5、6

個都識字了，最少都還有上小學，教育程度比以前高，不需要

辯士了。那我要做什麼呢？我去哪找工作呢？那個年代最紅的

就是廣播，電台才剛開始，所以我就想要做廣播，可以當廣播

明星。

以前鄉下人都有收音機，時間到了很多人圍著收音機聽，

咦∼為什麼會有人的聲音出來？為什麼會有人在唱歌、在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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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所以當兵時我就想好了，辯士和廣播形式剛好差不多，那

我以後就去做廣播吧。從小我就很會說武俠小說。我們那邊很

多陣頭，很多團體，很多閒的人、有錢的人，喜歡叫我講古給

他們聽，然後我就賺香菸，我很小就會抽菸了，說一個晚上三

小時，賺一包菸。後來我在金門康樂隊，沒事的時候，我常利

用早上沒人的時間，自己一個人去相思林，拿著武俠小說講給

樹聽。

 廣播電視「武俠劇」先驅 
 台視演出第一齣單元劇《俠骨柔情》 

後來做廣播，我就選擇講武俠小說8。因為當時的電台都

是在講一些現代社會劇，沒有人講武俠。武俠很難講，武俠在

武打的場面那個速度感跟緊張感，武俠小說裡面的人物太多，

一下子記不起來。一部武俠小說裡面的人物有四、五十個，甚

至一百個。我一向就是想要創新，既然要跳出來做廣播，就要

做的跟別人不一樣的。就像畫圖一樣，如果你是模仿，就永遠

不能拿出手，所以我不要模仿，我要自己創新。既然我要出來

講，我就要講別人沒辦法講的。那個時候武俠小說很紅，讀書

人大多都看過武俠小說，大家都會去租書店租武俠小說，所以

如果用武俠小說來做廣播，一定很多人聽，所以我慢慢地去研

究，去背，包括我們人體全身的穴道、一些地理、歷史，甚至

武俠招數都要會背。比如武打時一次用十三式，江南七式、江

8　  張宗榮民國52年退伍後進入廣播劇團，投身名製作人靜江月(本名黃瑞月)門
下，民國55年進入「黃志青廣播劇團」製作廣播武俠劇，民國58年獨立自組
「張宗榮廣播劇團」，其主持武俠廣播節目《武俠天下》，主打武戲風格，角

色過招時的腔調精彩特殊，深深吸引聽眾，成為家喻戶曉的廣播名人。

北六式，我都要會背，這樣才能說得順暢，讓人來不及聽，所

以當初我下了很多很多的苦功。

後來電視劇有武俠也是我第一個。但我演一次就非常轟

動，我在演出的第一齣電視劇《俠骨柔情》，就是「錢來也」

的前身，收視率60%、70%。一開始是在台視，民國59年，那個

時候《俠骨柔情》是單元劇，一個禮拜一次9。做幾個月之後，

華視準備要開播了，華視是民國60年10月31日開播的，那個時

候有人來挖角，我就跳槽到華視，製作第一齣連續劇就是《燕

雙飛》10。那時候想要去請一位女主角，有名的、演台語的沒幾

個，非常的難請，大牌女主角不要讓你這樣做實驗，所以我一

定要找新人，就是在那個時候才起用鳳飛飛。鳳飛飛的出身要

從九份說起，其實說來話長。

 大溪同鄉加父輩交情 
 起用鳳飛飛主演、主唱《燕雙飛》

簡單的說，民國30幾年的時候，和瑞芳的交通，就是搭流

籠，如果你去過九份，從瑞芳到九份，在爬山之前，右手邊有

寫一個「流籠頭」，以前流籠就是用鋼索拖輕便車，瑞芳的輕

便車用鋼索拖，拖去九份的流籠頭，然後再拖到九份，流籠就

是九份當時唯一的一個交通工具。九份有條路叫做輕便路，你

9　  張宗榮第一次在電視上製作並主演的武俠劇是1970年台視閩南語單元連續劇
《俠骨柔情》，時間是每週六晚上9點到10點。

10　  1971年張宗榮製作、主演華視開台閩南語連續劇《燕雙飛》，起用當時藝名
「林茜」的鳳飛飛飾演個俠女「柳上燕」，並主唱同名主題曲「燕雙飛」。

此為鳳飛飛主演的第一部電視連續劇，共播出40集，自1971年11日1日∼1971
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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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過九份嗎？現在九份最熱鬧的就是基山街，就是我們當時講

的「暗街」，戲台到這條就叫做輕便路，最下面那條叫做汽車

路，車都走這條路，所以九份總共只有三條路。

民國36年輕便路還不方便，九份因為要發展交通，就有人

成立貨運公司，這個貨運公司只有一台貨車，發動車子還要用

旋轉的，那個時候唯一的一個司機就是鳳飛飛的爸爸，叫做林

萬問。而我爸爸是捆工，一台貨車有一位司機還有一個捆工，

捆工就是搬貨，上貨下貨，司機不用去搬。車要發動的時候就

是這個捆工去轉，所以一台貨車要兩個人，我爸爸跟鳳飛飛的

爸爸就是這樣親密的關係。

因為他爸爸是桃園大溪人，我爸爸也是，九份從前沒有

人，九份就像以前的美國的西部，大家都是來掏金，都是移民

來的，來自大溪的、鳳仔寮的、雙溪的、頭城的、都是從別的

地方來的。因為我們上一代同樣都是從大溪移民來九份的，同

故鄉又是同事，在那個時候建立的感情，我爸跟她爸有很好的

感情，接著不久就發生車禍，有一次九份建醮，他爸爸開貨車

從大溪載親戚，也載一些雞豬要去九份普渡，結果在爬上派出

所一條很窄的路中間翻車，我爸爸很幸運，他剛好在車子要翻

車前，跳下車要拿石頭頂住車輪的時候，那個時候翻車，發生

事故後鳳飛飛的爸爸重傷，於是就回到了大溪。

鳳飛飛16、7歲的時候，來台北三重埔學唱歌，她的本名叫

林秋鸞，以前藝名叫「林茜」11。當時她的家境很窮，她媽媽阿

花就帶她來我家拜託我，讓她有機會演電視，所以那個時候我

11　  台灣歌壇天后鳳飛飛（1953年－2012年），本名林秋鸞，從歌唱比賽出道，
藝名「林茜」，1971年張宗榮將其藝名改為「鳳飛飛」。其演藝事業橫跨歌
手、演員與綜藝節目主持人，有「帽子歌后」美譽，在華人歌壇具有舉足輕

重的地位。

才說好。第一，老一輩有交情；第二，我需要找一個新人。她

歌唱得很好，只是不出名而已，來訓練看看，所以那個時候我

才收留她，教她台詞。

那時候我自己有播音室，鳳飛飛都在我那兒，早上來，

吃完午飯才回去，在一天三、四個小時的時間裡，我訓練她台

詞，如何說台詞，是要實際訓練的。唱歌要咬字清楚，好聽的

歌就像在演戲；而好聽的台詞、好聽的對白，也跟唱歌一樣，

要有節奏，起承轉合，這樣說話就好聽嘛，所以說鳳飛飛就是

從這訓練出來的。同時我再幫她改藝名，因為她本名有鸞字，

所以我讓她姓鳳，鳳飛飛，飛上枝頭當鳳凰，飛又再飛，飛又

再飛，紅很久。

 《俠士行》自製自演男主角 
 「錢來也」成為家喻戶曉主角

因為我很愛演電視，但沒人叫我演，所以為了要做男主

角，我就自己花錢，把在廣播賺來的錢，用來製作電視，我自

己製作兼演男主角。那時候《俠士行》非常紅12，我那時候飾演

的「錢來也」，非常非常的紅，當時包括邵氏明星什麼王羽、

姜大衛、狄龍，都沒有我這麼紅。那時候演台語電視劇的好幾

個男主角都很紅的，到哪邊工作就跟著一堆的孩子，都是來要

簽名的。

12　  張宗榮電視武俠劇代表作為華視閩南語連續劇《俠士行》，張宗榮擔任製作
人，並主演男主角「錢來也」，最為轟動。首播日期1972年9月11日，結束日
期1972年12月12日。製作人張宗榮，李嘉監製，歐文郎編劇，導播李至善，
林福地擔任戲劇導演。馬如龍、林中林、林月雲、江霞、白虹亦參與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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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從辯士轉到廣播，再從廣播轉到電視，一脈相傳，

都有關係。廣播劇的劇本都是我用武俠小說自己改編的，但電

視劇本是我一個編劇的好朋友幫忙寫的。我們志同道合，他雖

不是職業的，但文筆很好，他叫歐文郎，現在人已經不在了，

以前是在中華電信當高級主管。他常常寫廣播劇，後來也慢慢

開始寫電視劇。因為製作是我，主演也是我，顧廣播也要顧電

視，我一個人無法再兼電視的編劇，所以電視都是他執筆的。

故事大部分是由我來想開頭，因為這是我要演的，一定寫合我

個性的，演出來才有人看。像我這種人，叫我去演一個文藝小

生，談情說愛，我沒辦法，叫我去演一個悲劇的角色，我也沒

辦法。我要演的就是帶點江湖味的，演的是黑社會、武俠的，

所以大部分故事是由我來開頭，接下來兩個人再討論劇本要怎

麼寫。

 武俠電視劇成本高  身兼數職節省開銷

當然，做電視也一樣，其間我也是要相當的付出，才能

創造出後來的收視率。因為一般演社會劇、愛情劇、家庭倫理

劇，場景不多，也不用出什麼外景，一集平均大概八千元就夠

了，所以電視台給的製作費很少。不過武俠的呢，沒有三萬就

做不起來。因為武俠劇一定要有武行，一位大人物出來，身邊

要有人，武行都是算天的、算人頭的，還有武俠要有特技、要

吊鋼索、要跳彈簧床，一個替身一天五百、六百塊，除了人多

以外還要有馬，一次要六匹馬、八匹馬，這都是錢。還有，服

裝也不同，服裝要用訂做的或用租的，頭套、化妝都不同，所

以我就是貼錢來演電視啦！

當時的製作費很少，不夠的錢就要自己貼，所以用錢就

要盡量省，演員找不是一流一線的演員。請一線的演員，要花

六百、八百，甚至一千元。二線、三線，甚至沒有經驗的演員

找來，兩百塊、三百塊就可以了，為了省錢，找來我再訓練。

導演當然最好是自己兼職，不然請一個導演一集最少要一、兩

千。連續劇的主題歌，如果要請人寫詞、寫曲都要花錢，所以

我都是自己來，這跟開銷有關係。為了減少開銷，以致我什麼

事都要會。

 擅長歌詞創作  為兩岸歌手名曲填詞

民國60年左右那是台語最流行的年代，所以後來會禁台

語。民國65年《廣播電視法》通過，之後宋楚瑜當新聞局長時

禁台語，一天台語歌只可以唱兩首而已，台語連續劇也只可以

做半小時，國語節目不限時間13，不過台語節目反而很紅，只要

是台語片就會紅。我台語歌寫了很多14，那個時候電視最有名的

就是「燕雙飛」，到後來有「命運的鎖鍊」、「愛的呼聲」，

這些都是依照電視劇的主題寫的。到後來變成職業的寫詞的時

候就很多了，幾乎當時的台語歌星都有唱過我的歌，包括：江

蕙、洪榮宏、陳盈潔、阿吉仔⋯，像阿吉仔最有名的「命運的

吉他」也是我寫的。國語歌我也寫，像是「酒醉的探戈」，楊

13　  我國於民國51年開播第一家無線電視台「台視」，不過《廣播電視法》遲至
民國65年才立法頒布。其中第二十條規定：「電臺對國內廣播播音語言應以
國語為主，方言應逐年減少；其所應占比率，由新聞局視實際需要定之」。

成為壓抑台灣本土語言的惡法，時任新聞局長為丁懋時。宋楚瑜於民國68年
（1979年）接任新聞局長，仍延續國民黨政府「說國語運動」。目前《廣播
電視法》第二十條已於民國82年修法廢除。

14　  張宗榮歌詞創作，已收錄在個人網站http://moneyzhang.com/song_lis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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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萍唱的。鄧麗君一般不唱口水歌，但她知道這歌很好，鄧麗

君拿去唱了以後歌就變很紅。唱過我寫的國語歌的都是老歌

手，像余天、楊小萍、秀蘭⋯很多歌手，年輕的我比較沒接觸。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國大陸最紅的歌手就屬毛阿敏15，

那時候還沒有王菲，中國大陸老歌星毛阿敏就是第一。她以前

在中國大陸都唱他們傳統的美聲，「家在山的那一邊⋯⋯」，

但她第一張流行歌曲唱片，也是有一點像淨化歌曲，就是我製

作的，裡面全是我寫的詞，當時我花了好幾百萬投資這張唱

片，叫做「萬里江山萬里晴」，國語的，在大陸發行。裡面也

放了一首台語歌「鄉親」，毛阿敏會唱的台語歌就是這首。毛

阿敏現在還是中國大陸很紅的老歌星，在大陸沒有一個人不知

道毛阿敏的，就像現在的王菲一樣。

 台語歌作品風格大眾化  白色恐怖時期曾遭禁播

在你節目還沒播出之前，你自己就要知道這應該是哪些

人可以接受。就像寫歌，寫歌的範圍比較小，現在雖然沒人

跟我買歌，也沒人跟我預約，但我自己都會憑空設想。作品不

可以小眾化，一定要比較大眾化的才會流行。像台語歌免不了

寫一些比較悲情的歌，愛情的啦，還是那種喝酒的啦，應酬場

合的，這都比較大眾。唱台語歌的人比較愛唱這些，如果台語

歌你用國語的水準去寫，就沒有人要唱了。你的曲就算寫得很

棒，但如果很難唱，人家就不愛唱了。

15　  毛阿敏，生於中國上海，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國大陸流行樂壇天后級女
歌唱家。1990年毛阿敏專輯《萬里江山萬里情》，十首歌均由張宗榮出品、
填詞。

以前我替江蕙寫了一首歌，叫做「倔強的愛」，江蕙放在

她唱片A面的第一首，結果這首歌沒紅，為什麼沒紅呢？因為

難唱。當時唱片公司的老闆心想說，大家都說台語歌沒什麼水

準，於是去請一個比較有水準的國語的作曲家來做16。這個是做

鳳飛飛、鄧麗君的作曲家，他做了很多很紅的國語歌，特別請

他來做台語歌，他的曲是寫得很漂亮，但是難唱，與台語歌不

合，所以雖然我的詞也寫得很好。江蕙唱的，A面第一首，「倔

強的愛」，還是沒紅，你要怎麼說呢？所以說得民心最重要，

沒什麼秘訣，不用什麼市場調查，都不用啦。你看學編導的，

你看那鏡頭，這個特寫，後來補一個中景，再來一個全景，再

接特寫⋯這些都是騙人的，都沒有用，你看那些得獎的，哪有

把鏡頭分得這麼明顯，都是很隨性的。有很多導演都喜歡用長

鏡頭，18分鐘一個鏡頭，人家稱讚，你就可以得人心。戲劇就

是要拉攏人心，政治就是要得人心，全都一樣嘛！

寫過的歌，我最愛的就是「命運的鎖鍊」，除了我寫起來

舒服以外，站在文學的立場，內行人看得懂。有一個叫做路寒

袖的作家，當過台中的文化局長，她對「命運的鎖鍊」就非常

非常的稱讚，還曾經在自由時報寫過文章介紹17。其實我跟他不

認識，但他全篇介紹「命運的鎖鍊」，說「命運的鎖鍊」等於

是詩詞的寫法。這也是我自己比較喜愛的作品，不過自己愛的

不一定就會熱播。當然電視劇最紅的就是《錢來也》，以前我

都沒演完，就被查禁，因為我愛比較激烈的劇情，所以新聞局

動不動就禁播，連我寫的歌也被禁播過。

16　  江蕙台語歌「倔強的愛」，作詞張宗榮，作曲古月（本名左宏元）。
17　  路寒袖本名王志誠，為台灣文學界之中積極推廣鄉土語文的作家，2005年擔

任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局長，2014年擔任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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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那種局勢實在沒辦法。像我幫高凌風寫的一首國語歌

「上帝也忍耐」，搖滾的，新聞局說上帝要忍耐什麼呀！這樣

不行，所以高凌風只唱了一、兩次就被禁播了。以前白色恐怖

的年代，動不動就禁播⋯，現在很自由了，什麼都沒關係。話

說回來，甚麼都太開放、自由了，反而變成氾濫，像大學，台

灣有這麼多間，電視台一百多台，結果大家都很難生存，各有

千秋啦！

 主要營收靠廣播賣藥  錄影帶業慘賠跳票入獄

其實我沒做什麼事業，我大部分都靠做廣播來賺錢。我做

廣播都是自己當老闆，買時段自己做節目、做賣藥的廣告，你

們現在說廣播賣藥就是這樣嘛！我自己兼做藥的代理商，在自

己的節目賣自己的藥，這樣才有錢可以賺。我做電視是沒有錢

賺的，有很多職業的電視製作人，他們做電視會賺錢，是因為

他們會控制製作費。我就不是了，我不管你給我多少製作費，

我就是要做到我自己滿意，賠錢就我自己出。就像開餐廳，當

主廚，如果你的餐廳想要賺錢，就要將本求利，但如果主廚是

我，我煮菜就沒有在計算成本，菜的成本高怎麼會賺錢呢？所

以說製作戲劇也一樣，如果沒有那多的製作費，也無法做成讓

我滿意的作品。我的戲會受歡迎，當然是花比別人多的錢、製

作的比別人好，把廣播賺來的錢貼到製作電視劇裡去了。

人生經驗我是很豐富的。以前為了《票據法》我被關過。

台灣自製錄影帶，鼻祖也是我，民國66年，錄影機剛開始流

行的時候，大部分都是看港劇，沒有台語劇的帶子，港劇的帶

子當時都是走私進來的，還沒有正式代理，七、八年後才有邱

復生代理港劇。那時候我第一個拍錄影帶，那時候民生報有個

「熱門話題」，全版寫「張宗榮向三家電視台挑戰」，因為我

自己成立一個製作中心，等於跟電視台一樣18。每次花大成本製

作一支錄影帶出來，一出版就有人盜拷幾百支，因為盜拷，當

時我的公司就這樣倒掉了。當時有《票據法》，開出去的支票

被退票，而導致破產，所以為了這個我被關過19。

 牢內三年自學八字 
 出獄重返回電台製作《人生經驗談》

很多人坐牢出來之後就委靡不振，我不會，我的人生的哲

學就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之下，你就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你自己要做得到」。你被關了還要想做大哥、當阿舍、做公

子，這不可能！你的日子會很難過的。我關了三年多出來，我

反而覺得得到的比失去的多。尤其是身體，以前在外面每天花

天酒地，身體很差，一被關，生活正常，自己又認真讀書，每

天過得很快樂。

所以說，被關三年多，我得到的比我失去的多，而且我認

識很多黑白兩道的朋友，認識朋友就會增加你生活的知識，這

18　  1977年張宗榮拿到第一張錄影帶發行牌照，成為我國錄影帶業的開山鼻祖。
從事自製、發行、販售錄影帶事業，拍過連續劇、綜藝節目、布袋戲，在全

省鋪設錄影帶租賃網路，供應家庭欣賞。

19　  張宗榮的錄影帶事業受盜版影響，先後賣掉了房子，還是無法填補虧損，後
因為跳票4000多萬，1982年因違反《票據法》第一次入獄。1993年再因違反
《藥事法》第二度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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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後來劇本的編寫都有幫助。所以說，大家以為去那邊會很

痛苦，但我不會。雖然是失去自由，不過你用另外一個角度去

想這件事情，換另外一個想法，那麼任何環境就都能適應。一

個無法適應環境的人，就是自討苦吃。

我在牢裡都在想：出去之後要怎麼做節目？我本來是在電

台說武俠小說的，如果說武俠小說沒人聽，那麼我就改做綜藝

節目。說難聽一點，電台大部分的播音員，都是有人聽就好，

藥能賣出去就好，沒什麼人在自修的，也沒有想再自己精進

的，最多就是報紙讀一讀，類似這種的。出來後我就去電台做

《人生經驗談》。《人生經驗談》都是台語的，當時這個廣播

節目非常紅，因為以前沒有call in和call out，我就在電台來回覆

一些聽眾來信的問題。我用我的人生經驗，講一些社會百態，

不會只是一昧說好聽的話。因為真實，人家就愛聽，人家就會

認同。所以不需要很多本錢，就能把電台節目做得很紅。

我在牢裏研究八字，花了三年多的時間，寫了一本《八字

學總覽》。那時候我就在想被關出來之後，電視、電台沒得做

的話怎麼辦？因為那不是說要做就有得做的，要很多條件的組

合，才可以製作電視。一個人是沒辦法的，沒錢也沒辦法。那

時候我就專心研究八字，第一是有興趣，第二，想說萬一沒工

作做，我就去算命。研究八字學，也是為了心態調整，我今天

是犯人，犯人就要被管，被管你不能不服，你要怎麼就這個環

境，就要調整自己的心態。因為我把自己的心態調整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很好過，也很有成就感。

 有線頻道製作《說文解字台語傳真》 
 賣藥節目東山再起

坐牢期間我學好了算命，包括姓名、八字學。甚至還研究

了一套我後來主持《說文解字台語傳真》的讖文20，整套東西

都是我在裡面自己設計出來的。《說文解字台語傳真》你看過

嗎？寫毛筆字、求讖、一個字一個字出來，這全部都是我在坐

牢的期間，自己自修出來的。因為有線電視才可以賣藥。有線

電視我可以跟他買時間，一小時如果一萬，一天三萬，我不用

靠別的節目，我自己會做節目，不用其他的本錢，一天三、四

萬的成本，但是我賣藥可以賺十萬、賺五萬，這樣才能賺錢。

有線電視那個時候，也是有牌照的。我是做節目供應商，

我把節目做好，節目要播出，需要地方台，所以就和有線電視

台結合。以前節目供應商做節目，如果你沒有名，去地方台，

你就要付錢給他，他們才幫你播。如果你有名的，他反而要拜

託你讓他播。譬如說三台無線電視台，地方台的發射台他不用

錢也要拜託你來合作，因為如果沒有新聞可以看，就沒人開你

的有線電視看節目，不過像我們這種賣藥的節目，就要花錢去

跟他們買播出時間。

20　  出獄後張宗榮自組電視節目製作公司，1996∼2005年期間轉戰國寶衛視、蓬
萊仙山衛視、台藝衛視等有線電視頻道，製作兼主持《說文解字台語傳真》

（早期明名為「鬼谷子靈讖」），由身穿唐裝馬褂的張宗榮幫call in觀眾測
字，由字的筆畫翻書找籤詩，現場揮毫，並用其漢文國學底子，為觀眾朋友

解答人生疑難雜症，之後加插「工商服務時間」販賣藥品，創造有線電視之

高收視率，並為郭子乾在綜藝節目在「全民大悶鍋」中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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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台不可以賣藥。你去老三台製作節目，最多是賺製

作費，所以老三台很難做。包括第四台、民視，要去做一個連

續劇的製作人，以十年前來講，你最少要有五千萬至一億的本

錢，所以我哪有辦法做？更何況還要有很多軟、硬體配合，這

都需要錢，你如果沒有一億以上的資本，要怎麼做連續劇？在

電視台作連續劇，都是你拍好十集，先讓你領五集。一集一百

萬，五集給你五百萬，你要知道一個連續劇開下去，女主角一

簽約，五十集最少要先拿二十集，一集十萬，二十集就兩百萬

了。一個人兩百萬，五個不就要一千萬，更何況現在很多演員

還是有暗盤的，有的五十集要先拿，如果一集二十萬，十集兩

百萬，五十集就一千萬，沒錢你要怎麼做？如果還要出外景，

不說去大陸，光是中南部，去出一次外景要花多少錢？這都是

製作人要先準備的，所以現在要製作戲劇不像以前那麼簡單

了，想要做一個好的連續劇更不容易。

 電視製作人在商言商  利益與收視率掛帥

在商言商，做電視台的人要賺錢，做製作人也要賺錢，只

要有錢可以賺，只要有人看，他就製作，這是沒辦法的事情。

哪有在管社會教化？哪有在管什麼下一代的教育？你管社會教

化、管下一代的教育，那麼嚴肅的題材，看起來雖然很好，有

識之士，拿去比賽都會得獎，但是節目卻未必受歡迎，通常熱

門的節目都不會得獎。

現代的社會就是商業社會，都是以利益為主，利益掛帥。

我也會做正面的題材，包括歌曲、包括戲劇，但民眾很難發

出共鳴。民眾是看戲劇的人，大家是想要看好看的，不論是笑

劇、還是悲劇，可以吸引觀眾的心，會繼續的看下去這樣就對

啦，如果你全部做一些正面的，沒有用啦，很現實的！其實沒

什麼祕訣，能迎合觀眾的喜好，你的節目就有錢賺，那你的節

目就對了，電視台就會要你的節目，收視率如果差就表示沒有

人看嘛，節目當然會被踢到旁邊去。以前、現在和以後都一樣！

就像我們現在的台語歌，為什麼一直沒落，就是因為有些

人自以為高明，想要去提高水準，台語歌寫國語歌的曲，有的

人甚至把國語的詞寫進台語歌裡，愛聽台語歌的人就不會發出

共鳴，這種台語歌就不耐聽。你看為什麼老歌一樣很多人聽，

因為那些老歌確實好聽啊！年輕人現在唱的歌你聽不懂，雖然

當下也會流行，卻沒有辦法留傳下來。很多可以流傳好幾十年

的歌，像「雨夜花」，不論詞曲都是好的，都流傳幾十年了，

到現在還是很耐聽，那就是因為得人心。現在買唱片的都是年

輕人，去看電影也都是年輕人。所以年輕人的心，就是流行所

要爭取的民心。像調查收視率什麼的，你打電話去給老人家問

收視率，他就說他聽不懂。什麼收視率？你如果打給年輕人，

他就會馬上講，周杰倫多好、怎樣好，王菲多好、怎樣好，所

以目前年輕人的心，就是媒體所要努力爭的民心。

 節目應適應當今製作環境 
 加強傳播科班生的台語教育

每個時期的環境都不一樣，就是要想辦法去適應，時代不

同做的方法就不同。像以前一齣連續劇，製作費三十萬，能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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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現在三百萬，也是賺錢；大陸的連續劇一集台幣三千萬在

做，也是賺錢，對吧！但是同樣的環境也是有人在賠錢啊。所

以什麼時候，什麼環境都是要去變通，要去適應的。所以適應

環境才是最重要。就像我們不能用過時的法律，來解決當今的

事情。以前的製作環境怎麼能拿來跟現在比？現在的製作環境

跟以前也比不了，現在演員的情形，跟以前演員的情形也完全

不一樣了。

台灣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的演員不是科班的，大陸只要是

演員，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科班的，經過磨練，人家就是

這個環境，無法比較。我們選演員想去選藝專的、選國立藝術

學院的，但科班畢業的不多，演戲的就更少了。因為每一個人

他自己要認份，他要做的是什麼工作，他一定要自己去想，老

師教你的，只是帶你入門，在社會上不太用得到，接下來就是

要靠你自己！

 我覺得現在科班的學生，包括戲劇、廣電、傳播，最重要

的還是語言。你看人家香港，從小學校就會教廣東話，所以香

港播報很多都用廣東話，主播也都用廣東話。台灣沒有啊！斷

層了。所以我看到的台灣學生，大家的台語都零零落落。包括

現在線上的主播，沒有一個台語說得很好的。當然也有一部份

是不錯的，但就是缺乏訓練，不會讀的字就隨便讀，照國語音

去讀，很多都這樣啊，所以現在的年輕人講台語都零零落落，

不正統。有一些比較認真的，比較求好的人，他會去翻台語字

典，但畢竟是鳳毛麟角，少之又少啦！所以說現在學術單位最

需要加強的就是語言。

我對台語特別推崇，我很關懷現在所有電視台播報的台

語新聞，但是沒有一台的主管是關注這個問題的，包括電視台

的老闆，他自己也嫌棄啊，說這怎麼能聽？但是沒辦法，所以

今天我只說有辦法做的事，不在其位，光說理論、說建議，都

沒用，那都是空話。在台灣你怎麼可以不教台語呢！所以我才

說，學術單位廣電系還是編導、戲劇系，全部都一定要請一個

會說台語的人，去教學生台語的台詞，要不然將來要出來做台

語主播，說的就不是真正的台語，說的只是閩南語。我們現在

聽電視台播報台語新聞，聽起來覺得怪怪的，就是因為那不是

真正的台語。一定要有真的台語的老師，去教台語主播，教學

生，這樣台語才會脈脈相傳。

 做節目的原則：讓觀眾可以接受

如果說做節目，無論連續劇、綜藝節目、廣播、電視，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人看，要有人聽，觀眾說好才是好，誰說

好都不是好，就只有這個標準而已。像政治一樣，你如果沒有

辦法得民心，就不是好政治。你的節目如果沒有讓觀眾讚賞，

就不是好節目，我做節目的一個原則，不論做任何節目，就是

要想辦法讓觀眾可以接受，觀眾接受你的節目，自然就是好節

目，哪有什麼水準，哪有什麼背景，那全部都是騙人的，要如

何讓人接受你比較重要。

我一向不以藝人自居，因為我不曾演過別人的戲。有人說

我是演員，其實我不曾做演員，我只是自己製作自己演而已；

例如拍廣告片，我不曾拍過一支別人的廣告片，但我自己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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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我就自己拍廣告片。我都只是做我自己愛做的！我認定我

要做這個我就做，國語叫做不甘寂寞，我是個不甘寂寞的人。

從廣播電視退休十幾年，退休後我就寫字、畫畫，現在我畫畫

的成就也很好啊！我去上海展覽、去東京展覽、去巴黎展覽、

在台灣中正紀念堂展覽，大家對我又有另一種看法21。其實我

都是做我自己愛做的，很認真、很努力的去做，想辦法把它做

好，不好不行，如果你認定自己盡力了，就算不一定是最好

的，但對自己也可以交代了！

 忠實粉絲期待再回味   
 漫畫武俠廣播劇YouTube開演

我講廣播幾十年了，經常都會遇到一些，現在的說法叫

「粉絲」，以前的說法是「死忠的聽眾」，有的現在都是社

會有名、有身分、有地位的人，都五十歲以上，甚至六十歲以

上的人22。遇到我就會說：「以前最愛聽你說廣播，最愛聽你

講的武俠，現在都沒地方聽了，哪裡能買得到？你有留下來的

嗎？」不可能留下來，因為以前的技術不同，以前的器材也不

同，以前用的盤帶，放個三、五年就不能用了，更別說幾十

年。當初就算有很少數的留下來，拷貝再拷貝，經常要換帶，

所以留下來的效果也不行了。

21　  張宗榮晚年跨足書畫界，2012年於中正紀念堂舉辦個人創意書法首展，2013
年於上海圖書館舉辦書畫個展，2014年參加巴黎秋季藝術家沙龍展及法國藝
術家沙龍展，2015年於東京藝術劇場舉辦書畫個展，2015年於台灣參加台灣
藝術家法國沙龍學會巡展，2015年參加巴黎獨立家沙龍展。

22　  張宗榮進入廣播圈前十年，平均每天在錄音室中錄音十個小時，全台各電臺
總播出時間裡，張宗榮的節目佔了四至七小時，保守的估計聽眾每天超過

二百五十萬人。

我為了要讓聽我的武俠廣播劇、聽了幾十年的人，能夠

回味一下，我才想，要怎麼樣表現？將我的廣播劇做成一齣電

視的戲劇。電視劇武打的過程，你根本不知道是怎麼打的，都

是跳彈簧床、空中轉三圈，如此而已。但我以前好聽的武俠廣

播劇，能把武打的過程，從武俠小說的精華說出來。比方說他

翻身一跳，一跳三丈多，這招叫做燕子翻身，他腳踢過去，踢

他的胸口，什麼招、什麼武功，過程都能說出來，所以人家愛

聽，不一樣啊！這個拍電視劇就沒辦法表現。

所以我才會把我的劇團的團員都召集回來，十幾個團員

一起演廣播劇，再去請好的、畫漫畫的師傅來畫，就像古早的

連環圖一樣，給你看漫畫。有了那個畫面，就能跟我說的武俠

小說配合到百分之百的緊密，靠特效的剪接，把空中翻三圈，

右手打他的哪裡，左腳踢他的哪裡，對方側一個身怎麼閃這一

招，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交代，全部用漫畫呈現出來。所以

說是用連環圖的畫面、武俠廣播劇的聲音，結合成電視劇，於

是就誕生了我創作的《武俠連環圖廣播電視劇∼新錢來也》。

我目前還沒有拿去電視台播映，如果要去電視台播出，

就要跟他們買時段，這要花一筆很大的錢。我在研究看何時有

一筆寬裕的錢，到時候再拿去播。因為我現在沒有賣藥了，買

時段播節目就沒有辦法回收了，再說播出去有沒有人看也不知

道，節目不一定會熱門，就是準備賠錢去做的。所以等我有一

筆經費，我一定要廣播給社會大眾、給老一輩的人看，讓大家

回想我以前的廣播劇。不過我現在有放在網路上，可以到我的

個人網站去看，YouTube也有23，所以知道的人就可以去看，不

知道的人就沒得看了，這樣雖然很可惜，但可惜也沒辦法。

23　  張宗榮YouTube個人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user/moneyzhang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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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訓：「需要比愛更重要」 
 工作信念：做了就要比別人更好

我家有一個家訓：「需要比愛更重要」。這句話是我發

明的，是我要傳給我兒子的。需要比愛更重要，這不是說性而

已喔，夫妻之間也一樣，任何方面都適用喔，為什麼有很多夫

妻六十、八十年不會離婚？恩恩愛愛互相需要，就是你要讓我

覺得，我如果換了其他的對象也不會比較好啊，那我為什麼要

去外遇？我如果到外面去風流，但一跟家裡的比起來，就沒有

比我老婆好，我自然就不會到外面去找；如果家裡的老婆以前

很乖、很體貼，結婚十年、二十年之後變了樣，她變得比你還

忙，四處亂跑，每天賭博、打麻將，又沒在管小孩，也不管老

公，要不然就是常常比他老公兇，都要占權、掌勢，你老公他

心中一定不服、他忍你，等他遇到一個溫柔體貼的人，他怎麼

會不愛呢？這就是需要。需要，包括父子、母子都是這樣。

譬如說我兒子，他讀大學是讀北醫的，我買跑車給他開，

雖然我不是很有錢，但還過得去，我跟我兒子說，我為什麼要

買跑車給你，因為你可以滿足我的人生，我需要你，我被人家

問你兒子讀哪個學校，我回說我兒子讀北醫的，不是一流也不

錯的，我有你這個兒子讓我說話可以大聲，所以我買一台跑車

給你，你有面子，人家就會說你家不錯喔，你老爸對你很好，

我需要你滿足我的虛榮心，所以我對你好，一定有那個需要。

如果你生了一個兒子，他吸毒、匪類，你敢說給別人聽嗎？你

會喜歡他嗎？即使父子的愛是天性，母子的愛也是天性，但就

是不一樣。老婆要讓老公需要，老公也要讓老婆需要才行。所

以我常常說老婆外遇，當老公的要檢討你自己，你老婆為什麼

外遇，人家的老婆怎麼不會呢？所以「需要比愛更重要」，這

就是我的家訓。

至於工作上，我只堅持一個信念：要做就要做好，不做便

罷，做了就要比別人更好。我從辯士要去做廣播的時候，我也

是毛遂自薦的。我當兵回來的時候，打電話去某廣播劇團，問

你們有缺人嗎？他們說要不然來試一下，於是我就去試了，試

過以後就說我可以就留下來了。廣播做完去做電視也一樣，我

是自己拿錢，去買時段，我自己做男主角，自己做製作人，也

是靠我自己；我寫字、寫書法也是靠我自己；所以說我現在是

好是壞，如果有小小的成就，我敢說都是靠我自己，因為我比

別人更認真，我比別人更打拼，就像我寫給阿吉仔的歌一樣∼

我比別人更認真，我比別人更打拼。

 成功背後是加倍付出  回顧一生：感謝自己

我常說，你背後流再多的汗，都沒有人看到，你到台上

去一下就會被別人斷定了。國語常說，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

功。想要成功就一定是要付出、加倍的付出，就像我剛剛說過

的，我從辯士要轉廣播，從在金門開始我就說故事給樹聽，那

是要說多久你知道嗎？我每天早上說完給樹聽之後，晚上康樂

隊演出結束回來，我再找空閒的時候講給康樂隊的隊員們聽，

這就是付出啦！你不付出就沒辦法有成就，就跟寫毛筆字一

樣，哪有說這個人有多天才。練！毛筆字就是要練。就像我現

在在畫畫，我畫的圖，有的人說是國際級的，但我沒學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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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無師自通的嗎？其實我在很小的時候就有畫過了，並不是

一天就會畫畫的。再加上平常我看很多畫展，接觸字畫的收藏

也有一段時間了，因為看的多、接觸的多，自己有興趣、又認

真、又有付出，現在畫畫也才能有一點點的成就。

如果你要問我，我的一生有誰是我的貴人？誰提拔過我？

我常常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得什麼獎，要上台去講的時候，

我不會感謝別人，我只會感謝我自己而已，因為我比別人更認

真，我比別人更打拼，所以我要感謝我自己。因為我的付出比

別人還要多，而想要成就就一定要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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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63年退伍後開始在黃志青廣播劇團首創武俠劇隃主持武
俠廣播節目、自製武俠廣播劇。黃志青廣播劇團團體照。

02   1972年與鳳飛飛合影。鳳飛飛原名林秋鸞，張宗榮依
「鸞」字取「鳳」字，期望她能重新出發、飛上枝頭，故

將其藝名改為「鳳飛飛」。

03   1972年，華視小李飛刀劇照。

01 02

03

04   男子漢劇照。

05   1972年製作、主演華視閩南語連續劇「俠士行」，擔任男
主角「錢來也」，轟動一時。錢來也劇照。

06   錢來也與錢多多，林小虎是早期的知名童星，演出錢多多
角色。

07   男子漢劇照。

04 05

06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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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02年，台視新八點檔「好運今年輪到我」宣傳照。張宗
榮擔任戲劇總顧問。

12   2013年張宗榮書法畫展場外，上海展覽現場。

13   2014年巴黎秋季藝術沙龍展覽現場，台灣駐法代表呂慶龍
（右4）、副代表胡正浩（右2），背景畫作為張宗榮以耶
穌12門徒的故事創作的「赤裸告白」。

11

12

13

09 10

08   1996∼2005年在有線電視台製作、主持「說文解字　台語
傳真」。說文解字台語傳真背景照。

09   說書張宗榮開講。

10  說書張宗榮開講。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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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15年於東京藝術劇場舉辦書畫個展展覽現場。

19   2015年於東京藝術劇場舉辦書畫個展。

20   2012年於中正紀念堂舉辦個人創意書法首展。

18

19 20

14   2014年法國藝術家沙龍展覽現場。此展覽以推動法國現代藝
術和發現藝術人才著稱。

15   2014年法國藝術家沙龍展覽場-巴黎大皇宮（Grand Palais）。

16   2014年法國藝術家沙龍展覽場與駐法代表呂慶龍合影。

17   2014年與巴黎秋季藝術沙龍主席柯雷（Noël Coret）合影。

14 15

16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