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人最熟悉的明星神父
丁松筠光啟社福傳半世紀 　　美籍神父丁松筠（Father George Martinson S.J.），

現任光啟社副社長，因效法史懷哲精神，24歲時來台傳教，
由耶穌會安排進入光啟社，開啟其長達半世紀的媒體福傳生

涯。丁松筠來台後積極學中文、學吉他，一曲台語「燒肉

粽」讓他快速融入台灣，最終也認同自己成為台灣人。個性

不喜拘謹的他，一反神職嚴肅形象，不僅在電視劇中客串演

出、拍攝廣告、教兒童美語，也在民謠餐廳駐唱。曝光率之

高，讓丁松筠成為台灣人最熟悉的阿兜仔，也是最不像神父的

神父。事實上丁松筠平時致力於光啟社廣電節目製作，代表作

《殺戮戰場的邊緣》，引發廣大迴響捐款資助泰北難民營。近

年更推動光啟社與江蘇衛視合作，將徐光啟、利瑪竇、湯若

望、郎世寧等天主教傳教士紀錄片引進中國。丁松筠神父獨樹

一格的傳福音方式，還包括利用「傑瑞叔叔」（Uncle Jerry）
教美語的機會來講道理。他認為，透過大眾媒體潛移默化的效

果，終能完成其服務人群與奉獻之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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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松筠



廣播|電視|電影2016

4

丁
松
筠

電視業經典人物

5

 家庭親情和樂 
 十歲父親罹癌病逝

小時候我都沒有想到我會到台灣來。我在美國加州聖地牙

哥出生的，聖地牙哥就是靠近墨西哥，所以要出國的話只要坐

二十分鐘的車子就出國了。第一次出國就在墨西哥，小時候我

最好的朋友也都是墨西哥人，可惜我都沒有學西班牙話，不過

我覺得從他們的文化，也學到很多東西，墨西哥人都是很熱情。

我有一個弟弟，弟弟丁松青現在也在台灣。我們的家庭，

從我0歲到10歲都是很好，都是很快樂、很順利、很正常，父母

兩個都很和氣，也很愛我們、很照顧我們。我記得有一次，我

媽媽跟爸爸去墨西哥玩一個禮拜，我們鄰居照顧我跟我弟弟，

那個時候我真的很捨不得看他們走，每天都在算：大概六天就

要回來，五天就會回來，四天就會回來。我記得我爸爸跟媽

媽，他們上飛機時都在掉眼淚。我最近看到我爸爸的一封信，

他給我的祖母寫了一封信，描寫那次的旅行，他說我跟我太太

看這兩個小孩子一直在送我們，我們就沒辦法講話，都在掉眼

淚。我想我們以後永遠不會離開他們。好幾年以後我看了那封

信很感動，那個時候，我感覺他們很捨不得離開我們。

所以我們家非常地好、非常地和氣。父母很注重我們的教

育，錢不是很多，媽媽在照顧我們，爸爸在工作，不過，過得

非常快樂。我十歲的時候爸爸突然就得了癌症，就過世了，這

對我們全家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不過我覺得在生活中每一個打

擊，或是在我們天主教講，每一個十字架每一個苦難，都會帶

來一些幸福。我那時候印象最深，就是那天我爸爸過世，那時

候我生病沒有去上學，有鄰居要我告訴我弟弟，我說沒辦法，

不曉得怎麼說，就躲起來。到最後鄰居告訴我弟弟，我爸爸過

世，然後從遙遠的地方聽到我弟弟從學校回來，「哇！我們怎

麼生活」，那天晚上，好難過。

 寡母茹苦養育三子 
 長兄如父責任一肩扛  

我媽媽已經懷孕了，老三，她懷孕了幾個月，所以她非常

辛苦，在那幾個月照顧我爸爸，還去紐約把他帶回來。去紐約

治療，沒辦法治療好，所以把他帶回來。那個時候是11月份，

2月份老三就出生了。所以我媽媽那天早一點上去休息，我自

己去休息的時候，我就很安靜的就經過她的房間，結果她聽到

了，他就叫我的名字「Jerry」，她叫我進來。我記得那時候燈

沒有開，不過從門可以看見她的臉，燈照著她的臉，她眼睛也

是濕濕的。

她說：「我現在只有一個原因活下去，就是你們兩個兄

弟，還有老三」1。那個時候我覺得，她為我而活，我是讓她能

夠活下去的原因，這種愛是永遠都不會忘記的。有時候覺得被拋

棄了，被放棄了，或是碰到困難的時候，我都想到我媽媽的這

個臉，那種愛印在我心裡面，所以這對我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1　  丁松筠三兄弟，中文名分別取為丁松筠、丁松青、丁松濤，大弟丁松青也跟隨
哥哥來台成為天主教神父，先從蘭嶼，再到新竹五峰清泉部落為原住民服務。

老么丁松濤則留在美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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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個時候我就必須很努力，下課要去賺一點錢，或是好

好的讀書努力，希望有一個獎學金。我希望讀天主教的學校，

學費比較貴一點，所以跟朋友的關係比較淡一點，都是在照顧

家，回來的時候做一些家事，或是去打工做功課。有時候我覺

得有一點不公平，我朋友都比較有錢，都有爸爸，他們可以去

迪斯耐樂園玩，我必須回來拔草，或是整理房間，或是修理東

西和做功課。不過，同樣我覺得這個讓我那個時候比較苦一

點，讓我個性比較早一點成熟、成長，我想我弟弟也一樣。

當然我媽媽把老三從醫院帶回來，我特別有責任感，我覺

得這小朋友好可憐，沒有爸爸，可能我要做他的爸爸。那我就

開始學習怎樣換尿布，怎樣餵他，怎樣照顧他。所以那個時候

雖然困難比較多一點，我媽媽也必須很節省，她也沒有去找工

作，她覺得她應該要照顧我們。有社會福利還有爸爸留下來的

一點點的保險金，那我們就勉強的可以過日子，不過會讓我們

更好，所以以後我到台灣來，離開我媽媽，有一次離開六年都

沒有跟我媽媽見面，不過我還是覺得我們感情都沒有斷掉，一

直非常非常的深。

 割捨愛情親情 
 效法史懷哲精神進修道院

我讀天主教的學校，到了高三我在想要做什麼。我看了一

個報導，一個報導是講史懷哲的故事2。我看他在非洲，那麼優

2　  神學家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誕生於德屬阿爾薩斯的牧師家
庭，擁有神學、音樂、哲學及醫學博士學位。史懷哲在中非西部加彭創立史懷

哲醫院，以人道主義為貧困無助的黑人醫療服務，長達四十多年，1953年獲得
諾貝爾和平獎，有「非洲之父」之美譽。

秀的人，那麼聰明的人，什麼都有，放棄一切到非洲去照顧那

些最窮苦的人。我看那些小朋友，他給他打針上藥，他們都好

像很感激，這種生活是很有意義，我第一次覺得可能快樂就是

來自服務，因為你做一些事情，幫助別人能夠獲得更好，那我

會覺得我會比較快樂，我會覺得我的生活有意義。

所以那個時候就開始想，怎麼辦，怎麼做這種事情？我也

不敢告訴我同學，他們那個時候都在追女朋友，我也在追，不

過追的不太成功。有一個女朋友，算是很好的朋友，不算那種

非常近的那種男女朋友。有一次我的同學告訴我，他要準備進

修道院，我說進修道院怎麼可以啊！不能結婚啊，要離開家。

他說他想了很久，後來決定就覺得很輕鬆。那天晚上我回家之

後，我也開始想，如果我做神父，我可不可以像史懷哲，做一

個國外的傳教士，幫助別人？我就跟天主說：「好，如果祢真

的在召喚我，我暫時答應祢」，好像有一種力量讓我講這句

話，後來我就嚇壞了！我怎麼會講這句話？不過第二天覺得很

平安。

然後我就發現耶穌會，一個天主教的團體，他們大概六分

之一的人都會被送到國外去傳教，所以慢慢的就了解他們，就

申請進到修道學院。最困難的就是怎麼告訴我的女朋友，怎麼

告訴我媽媽。我先告訴媽媽，她非常驚訝，她那時候正準備申

請大學獎學金，她說：「修道院！你啊？」因為我還是比較頑

皮一點，我說我想試試看，她說：「好，沒關係，先把申請書

填好了，萬一你改變主意」。她沒有想到我真的會去做。不過

去的時候她還是支持我，而且她說，歡迎我回來，如果我做不

下去，她說她還會把我的存款留在銀行裡面，她不會把它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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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不敢告訴我的女朋友，不過告訴另外一個我最要好

的同學，他問我明年要哪裡去念書？我說我想入耶穌會，你不

要告訴我女朋友。結果那天晚上女朋友給我打電話，「聽說你

要做神父啊！」我被欺騙了，後來就發現我最要好的同學也很

喜歡我的女朋友，所以他聽說我要去修道，對他是喜訊，好消

息。女朋友也不錯，她是很熱心的天主教徒，她說：「如果我

是男孩子，我說不定也會去當神父」，那我覺得有一點無情，

沒有掉眼淚，還鼓勵我去，不過到現在我們還是很好的朋友。

想起來，我應該給她寫信，我很久沒有聯絡她，她最近在打聽

我，問我最小的弟弟，說我是不是還活在這個地球上？我們一

直到現在保持很好的友誼。

 來台學中文、學吉他 
 成為道地「台灣人」

那我進修道院，一直在申請到非洲去，後來我發現有一

個地方叫台灣，有很多中國人，而且就慢慢的了解中國人的歷

史，台灣的情況。我記得我還沒有到台灣來，我寫信問我的學

長。他已經到了，問是不是該學一點中文？因為我有一個暑假

可以到大學學習一點中文。他說不用啦！到了新竹華語學院，

你會有很多壓力你會學得很快，老師也很好，你最好去買一把

吉他，學習怎樣彈吉他，看看你的耳朵多能分ㄚ、ㄚˊ、ㄚˇ、

ㄚˋ，這樣子你念中文，把四聲分清楚。那我的學長，也常常

寫信或是把照片寄回來，我對台灣越來越有興趣，那麼我覺得

我願意接受這個挑戰，努力學中文，看看台灣人會不會接受

我，能不能跟他們一起相處。結果已經過了四十八年。

我一到台灣來，我覺得給我最大的幫助是吉他，彈吉他，

我也一直想學吉他，耶穌會送我們到台灣，我們免費坐船，坐

貨船，非常單調，非常簡單，只有六個修士，也沒有iPod，沒有

iPhone，也沒有電玩，都沒有。我們每一天晚上都打橋牌，沒有

別的事情。我白天都學吉他，所以我發現吉他也是一個很好的

溝通方法，雖然我聲音也不太好，彈吉他的技術也不是很好，

不過也沒有關係，大家都會帶氣氛，也可以表達感情。我開始

學一些台灣歌曲，中國歌曲就更好了。

每一個人的生活真的像是一個旅行，有時候不知道風會

把你吹到哪裡去。那個時候來台灣我在想，我先念書念完，我

就念了一個哲學碩士。我們做神父的都要念哲學，我覺得再加

一年就可以得到碩士，那很便宜的碩士，將來我可以教書，所

以我來台灣我在想，可能會在輔仁大學教書。在新竹學國語兩

年，發現我學習的方法要活一點，所以我就開始在一個社會服

務中心做一些工作。我有時候到少年監獄去服務，去教英文或

是辦一些演唱會，或是到原住民的地方去服務，過得很快樂。

而且第三年就跟一個家庭住在一起，台灣家庭，這對我是一個

很重要的經驗，因為那個時候就開始覺得我是台灣人，忘記我

是美國人，中間就不知道我是台灣人還是美國人，不過，過了

那一年，我就覺得我是台灣人。如果要升神父，我們都要念神

學，所以我被調到輔仁大學3。

3　  丁松筠出生於1942年12月2日，1960年加入天主教耶穌會，1967年獲得美國華
盛頓州肯沙噶大學哲學碩士學位後，即前來台灣。來台後於新竹華語研習所研

習兩年中文，並於天主教新竹社會服務中心從事社會服務工作。1970年於輔仁
大學神學院研習神學課程，並在輔大商學院擔任講師，教授人生哲學、心理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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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拎吉他輔大教「人生哲學」 
 耶穌會安排進光啟社

所以到了輔仁大學念神學，我坦白講，我對神學基本上是

有興趣，不過念的比較單調，我喜歡跟人在一起，每天五個小

時在教室裡面，我覺得是⋯受不了。所以我就參加很多活動，

學生的活動，演唱會或合唱團，不久以後有一個神父，他說，

你還有時間，你可以幫我教「人生哲學」，在企管系裡面。我

就怕我的中文不行，所以我每一堂課我就唱一首，跟我的主題

有關係，大家就可以進入氣氛，就可以談工作、結婚、或是愛

情，生病死亡、人生的問題都可以，用很活的方式來談。

那麼升神父以後，我以為我會繼續在輔仁大學教書，參加

學生的活動，不過會長，我們耶穌會的會長，他說，我們光啟

社需要人，他看了許多人有些不行、有些不想、有些大概不適

合、有些不可能，後來才看到「一個彈吉他的神父」，年輕的

神父，他把我調到光啟社4。其實他跟我談了，我有興趣但是很

害怕，因為沒有接觸過這方面的東西，攝影機那時候我也是一點

概念都沒有。不過來了以後很快就適應了，慢慢地找到我的路。

4　  光啟社（Kuangchi Program Service）是台灣一家歷史悠久的天主教傳播機構，
1958年6月由美籍耶穌會神父卜立輝成立「光啟錄音室」，1961年更名為「財
團法人光啟文教視聽節目服務社」，為我國廣電節目製作之先驅，擁有台灣第

一座電視攝影棚，主要業務為代製廣播電視節目、紀錄片等。光啟社早年以

製作電視社教節目與兒童節目而著名，代表作品有社教節目《天天都是讀書

天》；軍事科技節目《尖端》及《新武器大觀》；科普節目《柯先生與紀小

姐》；兒童節目《妙博士》及《爆米花》等。

 獲鮑立德神父啟發 
 以傳播媒體啟發人心

其實第一天到光啟社，因為什麼都不會做，我記得那個時

候的主管是鮑神父，鮑立德神父5。他說我們有一個工作不知

道你可不可以做，這個有一個客戶他有一個米老鼠的那個卡通

片，好像是要做，我忘記是要做廣告或是做什麼，你可以把他

翻成中文。我說我學了那麼多哲學、神學，到這邊是翻譯米老

鼠的卡通片，好像很怪。不過他後來跟我解釋，說我們是服務

很多種客戶，如果我們要做節目，我們也必須做一些多方面的

媒體服務電視製作。所以我那時候知道，我的可能性要很廣，

我服務的範圍會要很廣，有時候要演戲，有時候要翻譯東西，

有時候要寫廣播劇，有時候要就是做道具，做一些臨時幫忙的。

我記得鮑神父，有一次我問他，我說這個工作是不是適

合一個神父做？因為我覺得很少有機會講道理或主持禮儀。

他說你陪我到攝影棚給你看一件事情，他帶我到攝影棚，那個

時候剛好那個我們光啟社在做一個比較短的連續劇，叫做《愛

的旋風》，翁倩玉主演6。這個裡面有一首歌曲是她的爸爸寫

的，「愛的旋風」是其中之一，「祈禱」也是其中之一。他有

五首歌都是非常有啟發性的，都是把精神提高的，積極的、正

5　  鮑立德神父(Father Raymond Parent)，加拿大籍耶穌會士，美國加州大學UCLA
廣播電視電影碩士，是光啟社的創始人之一，曾任光啟社導播、總幹事、副社

長、社長、顧問，服務「光啟社」長達30年。對台灣早期電視發展，以及媒體
福傳工作貢獻卓著。

6　  旅日藝人翁倩玉於1977年在台灣演出連續劇《愛的旋風》，並由麗歌唱片發行
同名主題曲「愛的旋風」和「祈禱」。這兩首歌的歌詞，都是由其父翁炳榮在

五十歲生日那天為其愛女填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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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這個連戲劇也是。所以我聽翁倩玉在唱「祈禱」，在唱

「愛的旋風」，犧牲自己服務別人，照亮別人燃燒自己，這些

詞我就懂了。我們潛移默化，就是講道理不一定要直接講，我

們可以啟發人的心，讓他們想到些正面的東西，那麼我覺得音

樂、藝術、故事、戲劇都可以幫助我們做這件事情，所以我就

開始很認真的開始去學習。

 學唱台語歌「燒肉粽」 
 透過廣播節目傳福音

那個時候我們做了很多台語連續劇，現在我還是很感謝那

些台灣的演員，他們看到一個年輕的、笨笨的外國神父來了，

那個時候會講一點點台語，所以他們有時候會用台語跟我開玩

笑，他們叫我「緣投囝仔」（小帥哥），那個林美照、長青，

他們都常常說你真的沒有女朋友嗎？要不要我給你介紹，他們

都會跟我開玩笑，而且他們教我一些歌，「燒肉粽」，那個是

我最喜歡唱的。聖誕節時我陪他們去一個盲人的活動，後來他

唱了「燒肉粽」，我說可不可以錄下來？我想學這首歌，然後

有錄下來了，我就背了，然後我就到處去唱。

那個時候有兩個工作，第一個是策畫英語教學節目，因為

那個時候錄影帶（video tape）剛剛出來了，小的，所以學校

也可以播放一些節目，所以這是其中之一；第二個就是寫廣播

節目，我們那個時候有一個廣播節目是天主教的，我的主題是

宗教經驗，寫得好認真，想了很久，然後有一個同事幫我翻成

中文，然後我們就送到廣播電台播出。不過我很失望，因為那

是中廣第三網早上五點半，我是五點鐘播出，很少人聽。我覺

得這好像一個人，他把一個很珍貴的東西，寫起來放到瓶子裡

丟到海裡面，沒有反應。在學校都會有反應，不過這種沒有反

應。傳播都是這樣子，不一定能夠立即知道大家的反應，所以

到底有沒有人喜歡？有沒有人聽？對誰有幫助？都不知道。

結果我們的節目是有一個，那時候很有名的警察廣播電台

主持人，叫做李文7。李文小姐她幫助我們錄我們的節目，不過

她有她自己的節目，是每一天上午兩個小時的節目，叫做《婦

女雜誌》，好多人聽。我覺得很羨慕，有那麼多人聽她節目，

沒有人聽我們節目，有一次我聽她的節目，看她吸引人的地方

在哪裡？結果我聽到她講了一些故事，我發現有一些故事是我

寫的，是我的故事，因為她錄我們的節目，然後她覺得故事不

錯，她自己會放在她自己的節目，所以我去找她。

我說，「李文小姐，妳節目做得非常好，有的故事好像很

熟悉」，她的臉有一點紅，她說：「對對對，因為你寫的故事

有的不錯，所以我覺得在中廣第三網那麼早播出，很可惜，我

把它挪到我的節目裡面，你不會介意吧？」我說：「沒有，沒

有，我很高興！」她說：「你可以到我的節目來，我訪問你好

了，你可以多講你的故事，還可以唱一些歌」。所以我就很高

興的跑到警察廣播電台，讓她訪問我，彈了好幾首歌，且當天

全省現場播出。

7　  李文，資深廣播人，15歲時憑藉著美好嗓音，在台北遠東廣播中心參與廣播劇
演出。1969年進入警廣，以「我愛我家」節目獲得三座金鐘獎，成名後力行公
益，於1981年12月18日創辦陽光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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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候剛好我弟弟，他已經開始在新竹縣山上清泉天主

堂工作了，有一回他下山到新竹菜市場買菜的時候，聽到「燒

肉粽啊，燒肉粽⋯」，他說「咦∼這不是我哥哥的聲音嗎？」

他就看看我在哪裡？結果找到一個收音機，就是透過廣播，他

聽這兩小時的節目說：「終於有人在菜市場講道理」。那時候

我開始覺得真的有人會聽，我寫的不是白白寫的，你不知道你

寫的、你製作的東西會到什麼地方，慢慢的開始會有一些回

饋，會有一些反應。

 連續劇《香妃》飾演郎世寧 
 木門餐廳民歌駐唱

在光啟社也給我一個很大的幫助，那個時候就偶爾會上電

視，有時候會唱民謠啊，唱台灣歌曲。有一次，有一個連續劇

叫《香妃》，中視，他們需要一個外國人來演郎世寧8，一個畫

家，清朝的那個，他們找不到義大利人，所以他們就找到美國

人，是我第一次演戲的經驗。不過這一些都會幫助我進到這個

媒體的團體的領域，每天都學到東西，在光啟社工作十二年以

後，我才去念傳播，到美國一年多念電視製作，那個時候已經

拍了很多節目，但是還有很多事情不太懂，所以去念書去進修

也有幫助，回來了就更順利。

8　  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義大利人，18世紀天主教耶穌會傳
教士，1715年赴中國成為宮廷畫家，寫實畫風紀錄了清朝初期的中國宮廷人物
與景色。《香妃》為中視於1975年底所製播的電視連續劇，劇情敘述清代野史
中乾隆皇帝與香妃之間的傳奇故事，宮廷畫家郎世寧（丁松筠飾演）曾以寫實

手法為香妃畫像，是乾隆帝最愛的畫像。

另外一個給我很大的鼓勵是虞戡平導演9，那個時候剛剛當

兵退伍回來，他父母開了一個小咖啡廳叫做木門，在永康街。

我沒有見過他，不過他知道我們有一個合唱團，有一天他給我

打一通電話說：「丁神父，你要不要到我們家的咖啡廳表演？

每一天晚上都有人表演，吳楚楚、胡茵夢，不同年輕的人都會

去表演」。我說：「你有沒有打錯電話，我是神父耶，我會把

你的客人都嚇跑了」。他說：「不會，不會，這是一個很新的

點子，我們只有一點車馬費可以給你，你每一次來都是兩個小

時」。我趕快把我所有歌曲，從幼稚園到那個時候，都練好

了，然後很緊張就跑到木門，就開始唱歌。

 神父駐唱兼傳福音 
 傑瑞叔叔教兒童美語

那天晚上我記得，我一到那邊我就看到外面有一個牌子，

「丁松筠神父演唱」，很大，嚇死了。我們耶穌會的會長就住

在附近，聖家堂，新生南路10。我在想，萬一他經過這邊看到

這個不知道他會怎麼想，會覺得我改行還是我還俗了。結果那

天晚上唱到一半，真的有一個穿黑色衣服的老先生進來了，完

蛋了，這好像是我們的神父，所以趕快把我的聖歌拿出來唱：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唱天主經，唱別的聖歌，他

9　  虞戡平，台灣電影導演，代表作為1983歌舞片《搭錯車》。虞戡平1970年代曾
在台北永康街開「木門」民謠餐廳，邀請吳楚楚、丁松筠、韓正皓、楊祖珺等

第一代民歌手駐唱。

10　  聖家堂是一座天主教教堂，隸屬於天主教台北總教區，地址為新生南路二段
5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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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一個神父。他後來問我：「你怎麼會在這裡？」我說：

「我就想試試看」，他問：「會長曉不曉得？」我回：「還沒

有跟他說，我會打電話問他」。結果第二天早上會長打電話給

我：「丁神父，我聽說你在餐廳裡面唱歌」。我說：「會長，

對不起，我都不知道情況，我想說先試試看，然後我就跟你解

釋⋯」他說：「不用解釋，你繼續在餐廳裡傳教」。我就過關了！

所以我繼續在木門，因為在那邊唱了一些歌，電視台就

偶而會請我去上節目，那時候有很多民謠和校園歌曲的節目。

那時候我開始有一些節目的概念，我覺得我一個外國人唱台語

歌曲，是不是應該有一些⋯我要穿什麼？穿西裝也不對，那麼

我到服裝間把一些台灣人傳統的、灰色的，很寬的農夫穿的衣

服，就是《傻女婿》那種服裝11，還有一個斗笠，我就上節目。

哇，一炮而紅！很多人都注意到了。那個時候，我覺得對光啟

社的宣傳也不錯，所以偶爾會參加。一開始參加節目、綜藝節

目，每一次都會學到東西，會知道什麼有效果，你馬上就會看

到效果好不好，我覺得我都是從實際參與節目學到很多。

剛好因為鮑神父要我做的第二種工作就是英語教學節目12。

我就站在學生的立場，他們上課有好多小時，英文是一個負

擔，我們的節目應該是非常開心，有好玩的地方，不然的話會

11　  《傻女婿》是光啟社1973年製作，隔年台語播出連續劇，以傳統的故事情
節，把教人為善、樂觀及傻人有傻福之概念傳達給大眾。由演員長青飾演傻

女婿「阿土仔」，片頭主題曲是一段自製的卡通，共播出長達375集。
12　  丁松筠以Uncle Jerry（傑瑞叔叔）為名主持光啟社與長頸鹿美語合作的英語

教學節目，並在三台開設《ABC你和我－節奏美語》、《傑瑞叔叔美語》、
《傑瑞叔叔說英語》、《傑瑞美語時間》、《傑瑞實用美語》等教學節目，

使兒童說美語蔚為風尚。

增加他們的負擔，而不會減輕他們的負擔。所以我那個時候有

一點寓教於樂的概念，我們的節目真的是很好玩，每一次都有

很多幽默的東西在裡面，我就想到一些好玩的笑話，我就寫在

劇本裡面。

那個時候國中英語課本是有一點奇怪，有很多無關的字，

可能這個課是教你牛奶milk，apple，monkey，那這三個字有什

麼關係？編故事是一個很好的方法，會想到一些從來沒有人想

到的一些事情。「The monkey had an apple and a glass of milk for 

breakfast」，「這個猴子早上喝了一杯牛奶吃了一顆蘋果」。那

我們就可以演出，請一些外國人來演這件事情，打扮得像猴子

或是用布偶。我們那個節目我覺得是蠻成功，帶給學生很多快

樂，沒有想到我將來會繼續做英語教學節目那麼多集，做了長

頸鹿美語和做了一些其他的電視台的節目，不過都是用這種方

法，我覺得是很不錯。

 節目前面不講大道理 
 用快樂打開觀眾心門   

我也覺得我是一個，我不是一個學術性的學者，雖然我很

喜歡讀書，也很喜歡學新的東西；不過我喜歡按照我的興趣，

我覺得那個時候我會吸收的比較多。如果是因為我工作的關

係，我常常會去學新的東西，我每次有機會做節目，我都會想

辦法怎樣讓這個主題活躍一點，印象比較深，因為我覺得也是

一種廣告心理學。如果有一個人覺得這個很美、很好笑或是很

感動，如果情緒和感情開始發出的時候，你講一句話，他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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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所以你不要講很多道理，只要一句話，前面都是娛樂，

那個重點你是希望觀眾會記得，可能要很短，因為他心已經開

了，已經在接受，已經很開心的在看你的節目，他都會接受那

句最重要的那句話，或是最重要的那個點。

所以我覺得我的個性一方面是喜歡人，我喜歡人，我覺

得我的同理心是很深的，如果我覺得你很痛苦，我可能就馬上

就會掉眼淚，而且是真實的。如果很快樂我也會被感染到，所

以我很喜歡跟黑幼龍這些很積極、很樂觀的人在一起，因為這

會給我很多能量。那些很悲觀的，我會很同情他們，也會幫助

他們。不過如果他們不要我的幫助，我也不會跟他們在一起，

為什麼？因為他們會把我拉下去，他們會把我帶到一個黑洞裡

面，一個雲彩看不到的地方，我是這種人。

我很容易受到感染，別人情緒的感染，我覺得有時候做節

目會有幫助，因為你每一次有感動的經驗，你就會有資料可以

放到節目裡面，所以我覺得我是這種個性，我是樂觀。那個時

候我父親過世，那個時候不樂觀，也不太愉快，不過過了，慢

慢的發現，不是世界末日，還要活，還得活得快樂，所以會找

到一些讓我覺得生活有意義、有快樂的一些生活方式。

我覺得做神父，你可以做一個很嚴肅很神聖的神父，我做

不到。不過那個時候有懷疑，我是不是該做神父，我不像一般

的神父，然後我覺得，其實帶給人家快樂，也是一個很好的服

務。有人說笑是最好的藥，所以我覺得可能我沒有辦法做一個

很偉大的救星，但我可以做一個很好的小丑，帶給大家笑容，

帶給大家快樂，我覺得這樣可以去治療他們心裡的一些困難，

心裡的病，或是生活上的困難，我覺得我是這種人，我很關心

人，我覺得這個最重要，我不是那種自我很大的，都是為我自

己活，我覺得這個沒有意思，那個不是我。

 攝製《殺戮戰場的邊緣》   
 體會媒體救人如同史懷哲

我剛剛開始的時候，一直覺得影響我最深的是史懷哲這

種人，如果要一個人，我可能會提到史懷哲。不過我後來知

道，我根本不認識史懷哲，根本不認識他，我也沒有看過他的

自傳，我就看過雜誌裡面的一個報導，所以媒體一定是把他這

一面給我們看，那他可能也有別的一面，不是那麼完美也不一

定。不過加上媒體他變成我的偶像。所以我一直覺得，原本我

是到非洲做醫生，我到最後來台灣來做電視節目。不過有一

次，這兩個事情就變成一個，那就是我們在1985年到泰國，我

跟李道明導演到泰國跟高棉的邊界，因為有戰爭，那個時候有

30到50萬個難民，從越南、高棉逃到泰國的邊界。紅十字會、

聯合國，還有很多單位幫助他們。那麼多人大部分都是婦女、

小孩子，也有游擊隊的家庭，他們在打仗。

那個時候我們的耶穌會的神父也在那邊幫忙，我有機會

到那邊去服務一段時間。然後我在想，我為什麼不要做一個紀

錄片？我們找到了李道明，我們去拍《殺戮戰場的邊緣》，在

那邊大概花了七個禮拜，在難民營裡面，差不多七個禮拜，非

常艱苦，每一天都去，每一天都看到就是，那個時候越南在炸

那些難民營，因為難民營裡面有游擊隊，反對他們的游擊隊，

所以蠻危險。每一天看到難民，有時候生病、死了，孩子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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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非常悲慘的。拍完了以後，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夠恢復正

常，消化這些經驗，不過也看到人最偉大的一部分，看到那些

完全不顧慮到自己的安全，不顧慮到自己的舒服的這些義工，

天天都在幫忙。

所以那個時候我覺得做媒體，也可以做史懷哲的工作，

也可以做一些救人的工作。不過我們回到台灣，我記得片子都

剪好之後，我們拿到電視台，第一個電視台他說這個很可怕，

這個會嚇死人，我們拍一個小孩子，17歲的小孩子踏上地雷，

腳被炸掉了，一個難民營通通都被炸了，我們就訪問一些父

母，孩子就死在旁邊，很多很恐怖的事情，他們不敢放。到最

後就是陳月卿，那時候《華視新聞雜誌》，她說你給我，我們

做五、六集，不同的主題，她說這個主題非常好，要我來講內

容13。那個時候播完了第一集，我們怕大家會覺得無能為力，沒

辦法幫忙。很多是華人的故事，很多時候聽中文，更覺得他們

真的很想幫忙，怎麼會這麼慘？

而且那個時候大家記得以前台灣比較窮，大陸來的也比較

窮，所以我們讓天主教「明愛會」的銀行帳號出現在螢幕上14，

結果好多人就開始打電話。華視說，所有的電話都在響！因為

號碼跑得太快，想捐錢也不知道捐到哪裡去，所以他們第二個

13　  本片曾透過電視節目播出，在《華視新聞雜誌》製作人陳月卿的著力報導
下，搭配羅大佑「亞細亞的孤兒」一曲於電視播放募款廣告，引起台灣社會

廣大迴響，大批捐款湧至泰棉邊境的難民營，音樂人陶曉清等人並舉辦「送

炭到泰棉」大型音樂會以響應。

14　  「明愛會」是天主教教會的組織，原名「普愛會」，每個堂區都有「明愛小
組」，每個教區有「教區明愛會」並聯合一起而成為「台灣明愛會」。天主

教明愛會是給予泰北最多支助的民間團體，該會設有泰北文教組，自1979年
起招募志工深入泰北，從事扶貧濟困、醫療技訓及文教等關懷工作。

禮拜播出就放得很慢。那個時候明愛會的捐款，很快就變成幾

千萬。我們幫忙那些難民，幫忙小孩子有書可以讀，有衣服可

以穿，有東西可以吃。所以那段日子，有時候計程車不會拿我

的錢，叫我寄到泰國給那些難民，小朋友去游泳的時候說，他

們看了這個節目，把游泳的錢給我，說：「你給那些高棉的小

朋友」。所以那是我一生中最深的一個經驗，也一直想再做類

似的。

最難忘的事情或是最重要的事情，我都會想到《殺戮戰

場的邊緣》。最滿意的作品也是《殺戮戰場的邊緣》，不是因

為它得獎，而是因為有效果。我覺得效果出乎我意料之外。不

過，不是每一次都有這個機會，而且剛好有這個需要，而且有

一個導演，有工作人員，花了幾年才把經費，所有的條件都備

好了，我們才去拍。結果那年得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15，本來

我們的目標不是為了得獎，是希望大家能夠幫助難民。

 節目製作首重合作與溝通 
 事先研究主題、設定對象

    第一個，我覺得要跟別人能夠合作，因為做一個節目不

是個人的事情。我發現常常在製作節目的時候，每一個人可能

都有一個很好的Idea，大家都很認同，在細節方面，每一個人

15　  泰北難民紀錄片《殺戮戰場的邊緣》由丁松筠、李道明導演，紀錄一群越
南、高棉難民受不了共產黨逃亡到泰北，到了邊界卻被軍隊擋住，貧病交

加、慘不忍睹的歷程。本片也榮獲1986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最佳紀錄片導
演，以及1987年亞太影展最佳短片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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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我們有時候我們剛好同意了，

有時候我們覺得不行，跟我們原來的想法不一樣。所以一定要

跟別人溝通，而且有時候如果不能夠完全有共識，要做一點讓

步，稍微讓步一下。我覺得一定要求最好的品質，不過不要因

為達不到最好的品質，而放棄整個計畫，要繼續做。我覺得所

有成功的製作人，都是很固執，都是很有恆心，不會因為失敗

而放棄。

有時候我會知其不可做而為之，又是不可能的事情，你還

是會覺得，「誰知道？」還是要繼續！好幾次我有這個經驗，

碰到好像一個不能解決的事情，到法國去拍外景，結果有人偷

了我們的三角架，總是要想一想辦法，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

點。跟別人合作，而且一直有恆心，不要放棄，而且追求最好

的理想，不過不要因為達不到最好的，而放棄這個計畫，我覺

得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原則。

當然，能夠培養一個團隊，也是很重要。我每次到國外去

拍紀錄片，我第一件事情是做什麼？不是勘景，這是第二個，

當然是先找地方住。不過最重要的是，找一個中國餐廳，因為

如果我們的攝影師是中國人、是台灣人，我發現沒有中國菜，

第一天可以，不過到了第二天、第三天，他們就不會吃印度

菜，不會吃當地的菜，他們就很想吃生力麵，或是吃一個中國

菜，不然就像是「一個車子沒有油，不會跑」，我覺得台灣的

朋友，台灣的團隊都是需要照顧他們的，他們才會開心，那都

是一個例子之一。

當然第一個是要做很多研究，要很徹底的瞭解你的主題，

而且要蒐集很多各方面的資料；第二個我是覺得在蒐集資料方

面，都要開始動腦，動腦不是在空中動腦，動腦是要想到你的

對象。所以要研究一下，這是為誰做的，如果我們做一個兒童

節目，或是一個婦女節目，或是一個一般的紀錄，給一般觀眾

的紀錄片，都要了解對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是不一樣。

所以內容要研究，還有對象要弄清楚。

 《勁草》改變教宗的中國觀 
 《追憶沙勿略》鎖定台灣年輕人

我好幾個作品都很滿意，有一次我們去拍一個大陸我們天

主教的情況的紀錄片《勁草》16，那時剛好是天安門事件發生的

時候，大陸那邊的天主教教會的一些環境，挑戰性很高。我們

進去的時候運氣很好，進去所有的器材，不過拍到一半，不知

道是誰告訴政府，有一些外國人在拍宗教的東西，結果我們通

通被封了，不准拍。那時候我們好幾個人都說「算了！他不會

讓你拍」，結果整個大陸各地方都知道你們來了，每個教會的

機構都不會讓你拍，公安局都會跟著，好像不可能。我跟我那

個團隊說，「拜託你們不要說不可能，我還是繼續做」。好像

是不可能的事情，到最後我們想個辦法拍完了。

16　  紀錄片《勁草》報導大陸教會之概況，獲得1990年金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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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那邊的教友給我的感覺，那邊的天主教徒，他們有時

候被壓迫，多年來生活上很多限制，不過他們都沒有死掉，而

且還很有活力，還是很有精神。我覺得那個時候也不是大陸對

我們很懷疑，不過最後他們瞭解，我們不是要害任何人，也不

是要批評任何一個政策，我們是要表示，這些有宗教信仰的人

在中國大陸，是非常偉大，而且對社會有很大的貢獻，而且要

澄清很多誤會。

所以我那個時候拍好了，我記得從羅馬、從梵蒂岡有一封

信來，說趕快把《勁草》翻成英文寄給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教

宗想看，因為教宗也是很想了解中國17。結果教宗很仔細的看

了，結果發現好多他自己沒有想到的地方。他改變他的做法、

他的說法，不要那麼刺激他們。他發現，不是那麼黑白的，很

多事情，我覺得有很大的改變，這是我們沒有想到，會有這麼

大的一個變化。

我記得我們拍了一個《追憶沙勿略》的紀錄片，是為了我

們的年輕人，紀錄片的主角是一個四百年前的西班牙傳教士18，

亞洲的年輕人怎麼會對這個有興趣？所以我們一定要想很多方

法，用音樂，可能用一個亞洲人他的角度，他的故事來講這一

些。所以那個時候動腦，都要請很多有關的人來動腦，年輕人

啊！或是你的對象的人或是一些專家來動腦，然後就要找一個

17　  時任教宗為若望．保祿二世(Ioannes Paulus II, 1920－2005)。
18　  光啟社1993年起耗時三年心血，由丁松筠自編自導自演，足跡遍佈歐、亞

洲，攝製戲劇性紀錄片《追憶沙勿略》，藉由朝聖青年的體驗，追憶十六世

紀傳教士方濟．沙勿略（Francis Xavier，1506─1552）的故事。該片於1996
年榮獲國際多媒體協會第十八屆AMI大展—銅牌獎 (The AMI International 
Multimedia Festival—Bronze Award)。

很適合的團隊。最困難的就是經費，如果要做好一個節目，尤

其不是一個純粹商業的，都要找經費，平常花的時間最多就是

在這方面，因為我們光啟社大多數的節目都不是為了賺錢。製作

商業化的有不同的方法，可能這方面，我比較沒有很多經驗。

 《越界重逢》紀錄宗教交流 
 《亞洲放逐》關懷外籍勞工

然後，我們拍了有關宗教交流的《越界重逢》19，到日本、

菲律賓、斯里蘭卡，讓不同的宗教，佛教、天主教合作，回教

可以跟不同的教會彼此瞭解合作，這個我覺得到現在還是很重

要的主題。尤其是回教，大家對回教有很多誤會，回教或是伊

斯蘭教對別的教會，也是一直以來有很多的誤會，一般的老百

姓都是追求好的概念，走極端的話，太偏激那很危險。

我們也做了一些外籍勞工的節目《亞洲放逐》20，都是選擇

那些我們覺得有社會需要的。外籍勞工在台灣，我們發現，很

多是來自很窮的家庭背景，泰國、印尼、菲律賓，到這邊要花

很多錢，才能夠到了。有時候一年的薪水都是為了還債，這些

錢都到了哪裡去？都到了那些仲介公司，所以拍完了以後，很

19　  光啟社1993年攝製《越界重逢》，紀實報導亞洲三個先知性的團體，突破傳
統和現實的重重困境，在不同宗教之間邁開了交談的腳步。例如：在日本的

生命山，佛教師父和天主教神父合辦了一所靈修避靜院，讓基督徒和佛教徒

在大自然中找到了心靈契合的起點。

20　  光啟社2001年出品《亞洲放逐》(Asian Exile)，本紀錄片歷時二年，跨國追蹤
報導外籍勞工在台灣的工作、生活及所遭遇的各種困難，並採訪其家鄉之親

友，以探討為何要離鄉背井、出外謀生的背後因素，也提醒亞洲各國一起來

重視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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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就開始注意這些外籍勞工的情況，勞工局用我們的影片來

立法，幫忙他們來立法，讓公司來去直接雇用他們，讓他們不

要被仲介公司拿掉那麼多錢，這個影片就是幫助這些外籍勞工

的生活，解決他們生活上的問題。

 與江蘇電視合製紀錄片 
 利瑪竇、湯若望、郎世寧進入中國

我們最近八、九年做了比較大型的紀錄片，都在大陸播

出，也是有關我們很多有名的傳教士：利瑪竇、湯若望、郎世

寧，還有利瑪竇的夥伴徐光啟，我們光啟社就是因為徐光啟命

名21。很多人都不知道徐光啟做了什麼事情，不過，沒有徐光

啟，可能就沒有大陸的天主教會，他跟利瑪竇是好朋友，他在

明朝的宮廷裡面有很高的地位，他能夠保護教會，也能夠領導

這些外國傳教士，避免他們出問題，發揮他們最有效的能力。

他們都是天才，科學家、藝術家、畫家，那個時候的皇帝，康

熙、雍正跟乾隆都很重視他們，重視他們的才華，他們就讓教

會發展。

21　  1600年，明朝禮部尚書徐光啟與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
1610）在南京相遇，開啟了西方文明東傳中國的歷史。「光啟社」的名稱，
就是紀念徐光啟與利瑪竇兩人的友誼。2006年1月，光啟社與江蘇省廣播電視
總台展開合作，製播《徐光啟》紀錄片，共四集。第二部合作紀錄片是《他

與帝國同行》，介紹17世紀德國籍耶穌會神父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2009年4月在央視播出。第三部合作紀錄片是《紫禁
城裡的米蘭畫師》，18世紀義大利人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郎世寧，共三集，
於2014年4月在央視播出。教宗方濟各得知郎世寧在央視播出，特別致電勉
勵，也促成了光啟社代表的一次梵諦岡面見教宗之行。

不過，第一次我們是想做利瑪竇，到好幾個電視台，他

們都害怕，他們中國大陸都說不准讓外國的傳教士上電視。

有一天，有一個江蘇電視台的周台長來光啟社訪問22，結果我

們說「不要做利瑪竇，那我們做徐光啟，光啟社就是徐光啟命

名」，她說：「那太好了，利瑪竇和徐光啟都是在1600年在南

京見面，江蘇衛視就是在南京，我們也希望培養我們一些南部

的英雄人物，我們也喜歡紀錄片」。太好了！我們就開始做，

我說「那這紀錄片裡會有宗教內容，會不會被政府剪掉」？她

說：「你放心，我們就是政府」！在大陸每一省電視台的台

長，都說電視台是政府的23，所以我們就拍徐光啟和利瑪竇。

《徐光啟》紀錄片，共四集。播了好多次了，應該不只有

幾千萬個人看，很多人看，因為他們繼續不斷的播出，很好的

時段，中央電視台也播了，好幾個頻道播出，江蘇電視台、上

海電視臺紀實頻道都有播。還記得上海的天主教的主教，有天

打開電視台看，就看到利瑪竇和徐光啟，他從來就沒想到，一

輩子都沒有想過會看到有宗教的節目，馬上通知他的教友趕快

看電視。

第二個，我們就想說做湯若望，大家也是不太敢，湯若望

也是科學家，他也是繼續做利瑪竇的工作。尤其是在天文跟曆

法、數學方面。有一天胡錦濤在德國公開演講。他說，中國和

22　  來訪者為江蘇廣播電視總台黨委書記兼台長周莉，江蘇廣播電視集團董事
長。

23　  根據中國國務院頒布的《廣播電視管理條例》，中國境內的廣播電台、電視
台，是由縣、不設區的市以上人民政府廣播電視行政部門來設立，其他任何

單位和個人，都不得設立廣播電台、電視台。換言之，中國的電視台，全部

都是政府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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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第一次正式接觸，就是因為藉著「湯若望」，他公開講出

這三個字，江蘇電視台就打電話來說，我們可以做湯若望，胡

錦濤有提了。所以就做了紀錄片《他與帝國同行》，也是一樣

重播了很多次。他們每次都得了很多獎，在大陸，因為做得很

細。我們帶大陸的團隊到羅馬、德國，到歐洲訪問，他們覺得

收穫很大。所以，第三個就是郎世寧紀錄片《紫禁城裡的米蘭

畫師》，2015年4月播出，可能品質最好，也是最貴的，不過效

果非常好，用最好的器材最好的品質，我們希望將來繼續做這

方面的節目，很好的合作。

剛開始跟大陸的單位合作，我們覺得有點陌生，有點像日

本的摔角那種⋯他們也怕我們，我們也怕他們。不過到最後就

變成好朋友，很有默契，他們給我們很多方便，自己要拍也不

可能有這種效果。他們跟中央電視台的關係，讓這次郎世寧紀

錄片在大陸央視最受歡迎的紀錄片系列《探索發現》中播出，

會繼續重播。

 「傑瑞實用美語」落地中國 
 開啟大陸發展契機

其實我們很早開始在大陸發展，可能大家不了解，我們開

始做的時候，長頸鹿美語就是我們的客戶，傳播有很多奧妙的

東西，天主安排或是什麼；我們的導播有一次在夜市散步，他

看到了有人在發傳單，就是長頸鹿美語，那個時候剛開始沒什

麼人認識它，還在招生。我們蔣導播就說，可以到光啟社來，

我們很會做英語教學，有一個外國神父可以幫你做，那個時候

我都沒太大的興趣做英語教學，我是想做紀錄片，但他們來了，

我們就策劃了13集，那時是在衛視中文台（STAR TV）播出的，

他們覺得這個節目做的不錯。後來衛視中文台變成鳳凰衛視，他

們也叫我們繼續做，那我們的英文節目就開始到大陸了24。

因為英文教學節目，不只是對台灣的小朋友想學英文的人

有幫助，就把我們光啟社的名字，也宣傳到大陸。像以後那些

江蘇衛視的周台長，她都已經知道光啟社了，因為大家都看過

「傑瑞實用美語」，這個在鳳凰衛視大概播了15年，所以宣傳

是很重要的。有時候想做一件事情，沒有基礎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他們知道有一個這麼長久性的教學節目，社教節目，然後

他看到光啟社，也是個有一點規模的公司，就覺得可以合作看

看。中國人不是說「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但我們都在這

裡，我們跑不掉，所以我們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當然也是因為，有徐光啟的第一個點子，他們覺得是非

常棒的，因為上海、南京那邊都有紀念徐光啟的地方，所以很

多事情要有一點勇氣。而且那個時候已經碰到釘子很多次，到

最後終於成功了，必須一直敲門，想辦法進去。這個門關了，

就想辦法另一個門。我覺得有好的基礎，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

點，要有很好的關係，是重要的條件，要永久，才會信任，有

默契。另外一個是，我覺得個人的生活也許會更豐富，你會有

很多珍貴的朋友，永久的朋友。

24　  光啟社與長頸鹿美語共同製作的「傑瑞實用美語」，在鳳凰衛視台播出，主
要收視地區為中國大陸，收視觀眾高達4500萬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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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啟社得獎感謝天主 
 《漁樂新視界》籲珍惜海洋資源

我沒有太多的得獎的經驗，當然有一次得了金鐘獎，也就

是光啟社得獎，是《尖端》這個節目25，一個新科技三台聯播

的節目，不過我覺得很開心，這個不是給我，是給我們光啟社

的。一個人得獎，他們得奧斯卡獎，就會謝謝父母，或是謝謝

上帝，謝謝天主，不過真的，沒有父母的培養，沒有上帝的安

排，這個是做不成的，所以我都很自然的會想到這些。

當然得獎是很快樂的事情。我沒有得到很多獎，很少。

我覺得我們每一次做節目不是為了得獎，我們的觀念可能跟

別人不太一樣，我們是看這個節目到底有沒有效果，這個比較

重要，最近我們都很懶得去報什麼比賽。譬如說，前幾年做很

多關於台灣漁業方面的節目，是華視播出的，叫做《漁樂新視

界》26，這個不是我個人做的，是光啟社做的，那麼這個節目也

沒有得獎。不過，在星期六早上，華視的好幾個頻道有播出，

而且都是談台灣的跟漁業有關係，魚類、環保、海、珊瑚，怎

麼樣讓我們的海保持乾淨，怎麼樣讓這些魚類不要斷，消失

了、滅種了。

25　  《尖端》是光啟社1982年負責製播之三台聯播社教節目，由簡又新主持，共
40集，內容主題在介紹各種尖端軍事科技與科學新知，播出的九個月期間，
一直維持滿檔的廣告和極高的收視率。除榮獲新聞局頒發的「最佳聯播節目

獎」，亦於1983年獲得電視金鐘獎「新聞節目」獎。
26　  《漁樂新視界》節目由農委會漁業署委託製作，每週六上午11:00∼11:30在華

視頻道播出，2009年11月7日播出首集，節目內容以漁業知識為主軸，全台及
離島39區漁會走透透拍攝，深入介紹漁村產業、人文歷史、漁獲特產等休閒
漁業，讓觀眾體驗不同風貌的漁業新視野。

因為每個魚類都有它的價值，因為很多人都靠魚生活，怎

麼讓這種生態維持下去。我覺得這個非常有意義，而且我覺得

我們光啟社做這個，一方面是認為這些漁民是我們做的目標，

不過小朋友也是。所以我們的主持人，會有一些小朋友的口

氣，用小朋友的角度，因為我們覺得小朋友吸收的道理最快，

而且會永久，不會忘，而且會很珍惜台灣的這些美麗獨特的資

源。所以這個我覺得，我非常重視這個節目，非常愛這個節

目，我覺得我們應該做這類的。

最近我們有在做一個紀錄片，是關於東部的交通方面的

改善，像是火車鐵軌、高速公路呀這些。我們發現有一些社福

單位，他們很關心環保，關心動物，牠們喝水的地方，生存的

地方，很多都是靠近工程的過程，所以在紀錄片裡面就特別強

調，這種保護動物保護生態的措施。還有人權，那些工作人員

的人權，很多時候我們看到那些漂亮的高速公路，我們不會想

到有多少心血、多少眼淚、多少勇氣，才有辦法做出來，這些

平常比較不會注意到的地方，我們都希望能夠在節目上呈現出

來讓大家看。

 戒嚴時期內容嚴控   
 《尖端》雷射導彈片段遭剪

剛來光啟社的時候是戒嚴的時代，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不能

播，我們都提心吊膽的做節目。一個小錯誤，音樂選的不對，

很多小地方一個不對都會很麻煩。有一次，我們也是在做《尖

端》的時候，台灣有一個最新的科技，我覺得很驕傲，台灣有



廣播|電視|電影2016

32

丁
松
筠

電視業經典人物

33

新的科技，我記得是雷射的科技，特別願意報導的，關於這個

雷射科技的部分，有三分半鐘，是講一個雷射導向的武器，類

似砲彈飛彈。我們有得到很多中山科學研究院科學家給我們資

料，星期六我們要聯合報做這個宣傳，然後星期一，三台聯播

都要播這個節目。那麼星期六聯合報刊出來的時候，蔣經國總

統看了報紙說：「這不能講，這是國家的祕密！」結果那些提

供資料的科學家都被抓去了。

當天很多記者都在光啟社外面，我們都不敢出來，不曉得

要說什麼。還好，這個節目新聞局已經通過了，所以責任不是

在我們，不過那天晚上我們看的時候，還是發抖流汗，不曉得

會不會播出這個節目，還是抓我們怎樣。那天晚上節目，播到

了雷射導向的飛彈時，節目上就發生一些播出干擾的問題，出

現「等下我們會繼續播送⋯」那三分半就放古典音樂，然後就

是被剪掉了，之後就沒事。

我們好幾次發生這類的問題，因為內容。所以那時候節目

的內容是控制得很厲害，對我們的製作人來說，是很大的不方

便，很大的壓力。不過節目的知識性，還有它的內容其他方面

是很不錯的。尤其那時台灣的大學還沒有很多，很多人的知識

是從電視得到知識，得到教育，那個時候我是覺得有很大的幫

助。那時候工作人員都非常認真，比較多創意的部份，錢再不

夠，設備再不夠，還是會做不錯的節目，跟現在有大的差別。

現在是非常自由，什麼都可以播出，非常自由，有時候內容的

知識性沒有那麼的好。另外還有很大的分別就是，有中華電信

MOD，還有很多不同的頻道，節目的來源。

 節目有潛移默化效果   
 媒體識讀培養觀眾選擇

我們對觀眾本身的責任很大，他們有很多的選擇，如果他

自己想要整天都看到一些沒有營養的節目，這些節目就夠了，

他自己可以找到。我覺得我們傳播業者也有責任，要去訓練觀

眾，去訓練他們要如何選擇一個比較營養，有價值的東西。像

我們常常說，美國人有個說法：「You are what you eat」，你吃

什麼就會有什麼樣的身體。一樣地，我們做節目就是：「You 

are what you watch and what you listen to」，我們看什麼聽什麼，

就會影響我們的個性。我們的人生，如果我們每天都看到負

面的新聞，可能我們每天很難保持樂觀積極的態度。覺得很悲

觀，說不定會做惡夢。要去訓練自己養成一些好習慣，平衡好

這些節目，選擇娛樂的也好，有知識性的也好，都要平均地看

這些有意義的節目，這是政府過去幫我們做的一個決定，現在

我們自己要好好的去做決定。

我覺得訓練一直是我們光啟社的責任，一開始就是一個目

標，我們辦了很多訓練班27。每次辦訓練不只是技術，還有很多

概念，倫理道德的觀念，都要。所以媒體識讀，小孩子的媒體

識讀是我們越來越重視，下個星期我們就要開始，有一些弱勢

團體的小朋友要到我們這裡，有四天的夏令營；我們會帶他們

27　  1958年光啟錄音社就舉辦了第一個廣播人才訓練班，1961年7月光啟社在國立
臺灣大學農學院召開暑期電視講習班，並曾為越南共和國西貢電視台訓練兩

批工作人員。此後光啟社多次開設工程、節目製作、演員及主持人訓練班，

為國內外傳播界，培植了無數優秀的節目製作人才，包括製作人、攝影師、

記者、編劇、導演，以及許多知名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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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媒體，希望給他們這種觀念，讓他們知道像是電玩，有它

的好處，但若是你整天在玩電玩，要控制時間，而且要選擇哪

些比較有建設性的，我們會有很多方法讓小朋友體會到這點。

人才的培訓我們一直有在做，但應該再做更多，繼續增加，現

在還做得太少，現在要好好的想辦法，拿到需要的經費做這種

工作，一方面製作節目，一方面要培訓。

 傳播工作應衡量能力與興趣 
 丁松筠：行政不是我興趣

我覺得傳播工作是很有挑戰性的，年輕人要衡量自己的兩

個東西，你的能力跟興趣。能力是有很多種，在傳播方面，有

寫作的人才，也有創意，也有技術方面的，也有公共關係，還

有整個組合的製作人、導演，都需要不同的能力。要先看你在

哪方面有能力，有時候不容易。所以我覺得學生自己來操作機

器，自己來參與節目，是非常好、非常實在的一個方法，你也

可以發現你適合做哪一個。

我告訴你們一個公開的祕密，我做過光啟社的代理社長，

做了七年，那時候我是外國人，不能做正式的社長，因為沒有

別人，我就必須做社長28。七年以後，我學到了很重要的一點，

我不適合做。做這個行政方面，這不是我的興趣，也不是我的

28　  丁松筠於1974年進入光啟社，負責製作社教幻燈片和錄影帶節目，1980年至
1986年升任光啟社代理社長七年，並邀請黑幼龍擔任光啟社副社長。1986年
起，丁松筠回任光啟社副社長迄今。現任光啟社社長為莊麗紅，光啟社董事

長甘國棟神父。

能力，還好有黑幼龍，有一些秘書和一些其他的工作人員，彌

補我自己不能做的。我不做社長的時候，我鬆了一口氣，現在

我可以專心做節目，專心做培訓這方面的事情，不必做這種每

天都簽很多申請單，或是管錢的，現在就從我腦筋把這些通通

都洗掉了。

年輕的時候比較有彈性，可以從經驗上做學習，那些可以

花最少的力氣有最大的效果。像我做英語節目，我不必花很大

的力氣，但是效果很好，好多人都可以得到好處。比起我看我

們的帳，或預算哪裡有問題啊！這個我會花好多好多時間，還

是不太行。所以這個是要慢慢了解自己不同的能力，我覺得興

趣一定要有，因為這個工作是有它的挑戰性，有時候會覺得很

累，有時會覺得我為什麼要選擇這個，所以興趣要很濃很深，

尤其是碰到困難的時候，會有很大誘惑，很容易想放棄，但會

因為興趣、熱情、有決心，就不會放棄，因為一定會想辦法。

 目標成立新平台專屬頻道   
 擦亮光啟社品牌

我們都是看每個電視台的需要，就配合他們的需要來做節

目，這一直是我們光啟社的限制，不過有時候他們需要我們，

有時候他們不需要我們，所以我們這方面的業務很不穩定。像

江蘇電視台，和一些台灣電視台，我們是很永久的關係，很多

朋友，還算是有很多朋友，還有機會。不過我覺得如果我們將

來能在網路方面的，IPTV網路電視的頻道，那是最好的，我們

也試過談過很多次，現在還在談，這次還有機會，在一個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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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PTV網路電視，會有一個光啟社的頻道，不知道這次

能不能成功？如果這次不成功，還有下一次，我們會繼續找機

會，我相信有一天會有的。不只是製作，也是一個可以播出的

頻道。

觀眾太多選擇會昏頭，要讓每一個頻道都有它的獨特性，

我們光啟社一直在做社教、文教、宗教的節目，是做一些有關

生活知識，寓教於樂的節目，我覺得我們的方向不錯，還是可

以做。如果我們的招牌還有，趁大家記得就趕快做，以前忽略

的就是宣傳，如果我們有這個頻道，我們要花很多很多力氣，

宣傳這個頻道，各方面，透過數位媒體來宣傳，像現在都比較

趨向數位媒體。我想平常這類的東西，觀眾找到了一次，第一

次找到，喜歡他會再回去看。像是喜歡運動比賽的，他們都一

定會再找回那幾台頻道，像我喜歡古典音樂，我知道MOD 112

頻道，常常會轉去，或是自己喜歡的新聞台，所以我覺得還是

很值得做。不會像以前，只有幾個節目，台視和光啟社，我就

只要做一個節目，全台灣都會看到，這個時代已經過了。現在

更需要注意每一社群觀眾的需求，現在有數位科技可以知道誰

在看你們節目，可以跟他溝通可以得到一些回饋。

 傳播是良心事業 
 丁松筠：我是一個很像神父的神父

雖然傳播工作是很現實的，不過也是一個良心的工作，

也是要看看觀眾的好處，社會的需要，要配合這一方面，不然

你會做得很空虛：做了很多很多個節目，但到底有沒有改變這

個世界？有沒有改善生活？有一次在路上遇到一個人，他跑過

來跟我握手，他說：「謝謝你」。我說：「我不認識你，怎麼

會要謝謝我呢」？他說：「五年以前，在南部的時候，我有精

神方面的問題，我受不了，到廚房想拿刀子就準備結束我的生

命了，結果我在聽廣播節目，一個音樂家史擷詠他在訪問你，

那你們都是談人生的問題，怎麼樣生活得比較積極，比較愉快

一點，克服困難」。你講了一個故事，是跟我的問題有關的，

那我一邊聽，一邊把刀子放下去了，之後去看醫生，乖乖吃藥

就好了。這是一個例子，很巧合碰到他，他第二天也離開台北

了，很巧，如果當時沒有遇到他，不然我也不會知道這一個事

情。所以要相信你做的好節目會有好的效果，可能你這輩子不

會想到，你幫助了多少人，可是要相信是有幫助的。

讓我做我一生中的反省、回顧。其實照我自己的標準，我

覺得我是一個很像神父的神父，不過這不是每個人認為的，所

以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做你自己」。我記得我以前在念神學的

時候，有人說你不像神父，所以我就穿著黑色的衣服，扳著一

張臉，很神聖。過了一個禮拜大家說，「算了，你是在演戲，

這不是你」，你還是做你的樣子，不自然。上帝創造我們每一

個人是很特別，你找到你自己，就不會怕。當然自我評價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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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過，不過我覺得，「我滿意，我都有做到我的任務」。至於

效果是不是可以更好？這個我不知道，坦白講我認為，已經超

過我原本認為能夠做的了。原本我認為我什麼都不能做，只能

做一些小小的事情，有時會認為與大家一起做一個節目，效果

是蠻大的。所以我很開心，很高興，可能我選擇的方向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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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1986年頒獎典禮，人名由左至右：丁松筠
神父。

05   2007年『噹噹噹噹』廣播電視小金鐘頒獎
典禮，左至右：光啟社駱德福經理、蔣國

良導播、原民台  比玉，莊麗紅社長，原民
台馬紹阿紀，丁神父。

05

04

01   1981年橋上的巨人（利瑪竇來華400週年紀念）丁松筠神父
飾演利瑪竇。

02   1986年頒獎典禮，丁松筠神父與立法院副院長劉闊才。

03   1986年頒獎典禮，由左至右：沈春華、丁松筠神父、劉闊
才副院長。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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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06
06   1986年國際影視訓練班。

07   1986年頒獎典禮，人名由
左至右：丁松筠神父。

08   2008年光啟社50週年慶，由左至右：崔苔菁、丁松筠神父。

09   2008年光啟社50週年慶，由左至右：孫越、丁松筠神父、張
小燕。

10   2008年光啟社50週年慶，由左至右：丁松筠神父、崔苔菁、
鮑立德神父，蔣國良導播。

08 0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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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丁松筠神父。

12   丁松筠神父與飾演年輕的郎世寧演員

13   《傑瑞叔叔說美語》丁松筠神父飾演郵差。

11 12

13

14   丁松筠神父飾演徐光啟一角。

15   2007年《大地的孩子》入圍廣播電視小金鐘獎「最佳少
年節目獎」。

16   2008年團拜。

1514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