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視 2016 年 7-9 月銀髮新製節目
購片節目
節目類型

節目名稱

集別

內容

紀錄片

我們的那時此刻

全 1 集 《我們的那時此刻》是一部關於電
影的紀錄片，導演用抒情的筆觸將
生硬的電影史寫成了有情感濃度
的精采篇章。攝影機變成了時光
機，老底片播放出的經典畫面把我
們帶回了從前，在那個電影是一切
娛樂之王的年代，每個人都有屬於
自己的電影故事與回憶，這些庶民
記憶匯流成蜿蜒的電影長河。 曾
經面臨經濟轉型的台灣，離鄉背井
打工的少女如何藉由文藝愛情片
寄託青春夢想；國難當頭時，熱血
男兒受愛國電影激勵立志從軍。此
刻他們仍會為了電影哭、電影笑的
反應，對比時下年輕人對於明星的
愛慕追逐，突然沒有了代溝。這部
紀錄片讓留在 24 格映畫裡的電影
故事與真實人生交錯虛實，讓觀眾
一起感受電影跨越世代的魔力。

電影

春寒

全 1 集 鳳飛飛銀幕處女作《春寒》經網路
集資與其他捐款管道，使得《春寒》
成為台灣首部全由民眾集資修復
的影片，讓片中的鳳飛飛回復到原
來美麗動人的樣貌。

電影

一個女工的故事

全 1 集 以高雄楠梓加工區的工廠作為故
事背景，藉著三個電子廠女工不同
的際遇，鼓勵人奮發向上，不要貪
圖榮華富貴。

電影

彩雲飛

全 1 集 李行導演於 1973 年推出的『彩雲
飛』，開啟了瓊瑤電影的第二波熱
潮。李行是將瓊瑤小說拍成彩色電
影的第一人，影片推出後獲得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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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的喜愛，票房更是僅次於當年
李小龍的《猛龍過江》，替瓊瑤的
愛情三廳電影在電影史上留下了
重要的地位。
電影

風中家族

全 1 集 風中家族忠實地還原了時代，反映
出國民政府遷台後，幾十年來的台
灣社會發展歷程。觀眾可看到盛鵬
從破落的違章建築，逐漸遷移到市
區和樓房，郵局的風貌也隨著服務
進步而改變，小奉先的高中生活，
包括流行音樂與喇叭褲，則體現西
方娛樂文化進入台灣。

紀錄片

沖天

全 1 集 《冲天》作為第一部描述對日抗戰
期間中華民國空軍的紀錄片，並不
照本宣科地告訴觀眾筧橋中央航
校如何建立，而是從個人角度出
發，透過三位女性許希麟、林徽
因、齊邦媛的視角，重新審視這場
戰爭對人心的影響，目睹愛人在空
中戰鬥，至親手足在戰爭中犧牲，
以 及相愛卻無法在一起的煎熬。
與其說這是一部關於歷史戰爭的
紀錄片，不如說是一首刻劃人性的
抒情史詩。

新聞節目
節目類型

節目名稱

內容

新聞時事

公視晚間新
聞

1.7/1394歲嬷上工--很難想像、高齡94歲的老太太，還能
擁有一份全職工作。這位名叫貝蒂索斯金的老奶奶，是
美國最高齡的全職國家公園管理員，半個月前、她家裡
遭小偷，還被打傷，不過她沒被嚇倒，傷一好就立刻回
到職場工作。
2.7/18長照2.0改良版--再過半年，長照法就要全面上
路，衛福部今天公布改良版的長照2.0計畫，將服務對
象從原本51萬人、增加到近74萬人，服務項目也從原
本8項、增為17項，並透過A級B級和C級的社區照顧模
式廣設服務據點，讓民眾在自家附近就可獲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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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2小英看日照--長照服務法明年就要上路，總統蔡英
文今天特地探視台北市士林老人服務日間照顧中心，與
長者互動，蔡英文強調，政府推動長照2.0計畫，今年
10月就要展開小規模試辦，希望達到在地安養、在地
老化的目的，減輕照顧者的負擔。
4.8/12合作社助長照--屏東成立全國第一個長照服務性
質的合作社，社內52名女性照護員，有一半都是經濟
弱勢的婦人，因為工時彈性、時薪比坊間高，照服員投
入照顧職場的穩定度也高，縣府社會處開始鼓勵民間、
成立勞動合作社，補足長照人力短缺問題。
5.8/28高齡駕駛測試--為了確保高齡駕駛人的安全，公路
總局從今年五月起、試辦75歲以上汽機車駕駛的認知
機能檢測，到八月為止，已有2700多人報名參加，有
1852人通過測驗，合格率將近七成，不過有老人團體
批評，鄉下老人幾乎都用機車代步，政府不該用年齡來
限制考照資格。
6.9/22老人賭博除罪--台灣逐漸步入高齡化社會，失智症
協會公布，台灣預計在130年失智症會達到高峰，彰化
縣長魏明谷打算推動六十五歲以上長者「賭博除罪
化」，讓銀髮族正當合法的下棋、玩麻將，延緩失智症，
不過涉及法律層面，引起各界討論。
7.9/5國小日照中心--高雄市大同國小利用閒置教室，成
立日照中心，全國首創，上個月中旬啟用，開學後，學
校和日照中心並存，要讓老人家重新感受年輕活力，而
學校計劃透過課程設計，拉近小朋友和長輩間的距離。
8.9/10買屋供鄰住--高雄鳳山一間水果攤，因為跟91歲
的長輩是很多年的厝邊，4年前發現老人家居住的房子
被法拍，不捨老人家跟他看不到的太太流離失所，跟法
拍得主商量，最後用300多萬元把房子買下來，無償提
供給兩位老人家住。
公視早安新
聞

(一)6/29 回憶錄大富翁：臺灣邁入高齡社會，如何老吾
老以及人之老， 是越來越重要的課題。本專題介紹兩
位互動設計師，他們日前開發出一款【回憶錄大富翁】，
希望能夠透過數位桌上遊戲的方式，陪長者動動腦，重
溫人生中，點滴美好回憶。(元氣台灣專題)
(二)7/19弱勢樂活園地：台北市中正區的忠勤里，當地
老舊國宅住了不少弱勢族群，里長方荷生創立了全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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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社區性的食物銀行，把物資轉給最需要的人，他
還開設"樂活園地",提供課程供長輩學習，增加與外界的
互動，在他和志工的努力下，老社區有了新氣象! (元氣
台灣專題)
(三)9/2白石湖老共餐：台北市內湖山上有個白石湖吊
橋，風景優美，被稱為"台北的後花園"。因為當地人口
逐漸老化，白石湖社區發展協會，推出每週兩次的老人
共餐活動，鼓勵長者走出住家。居民有力出力，有地出
地，其中還有位高齡90多歲的林老先生，一大清早就會
到自家菜園，採當季蔬果給大家加菜，小小社區，充滿
了溫馨與活力! (元氣台灣專題)
獨立特派員

8/24(三) 荷蘭失智友善超市
失智症在全球各國因為人口老化趨勢成為一個嚴峻的
挑戰。根據國際失智協會的報告，全球平均每三秒就有
一人罹患失智症，台灣失智症人口目前約有24萬人，
許多家庭擔心失智的家人走失，常將患者鎖在家中。但
失智症的情況其實有很多種，患者也有享受日常生活的
需要。在荷蘭，失智症患者約有27萬，和台灣相去不
遠，面對越來越多的失智症患者，他們開始思索如何讓
周遭的生活環境對患者更友善。荷蘭的超市業者首創一
套方法，要讓失智症患者能夠在超市購物時得到友善的
對待。而這個計畫也獲得很大的迴響，他們究竟怎麼
做？來看我們的報導。

8/31(三)經口進食(上)
近年來隨著失能老人的增加，在安養機構插著鼻胃管進
食的長者也越來越多，這些長者們插著鼻胃管，無精打
采的等著被餵食，有口卻無法享受吃的樂趣，很令人心
疼。一般人一天吞口水的次數大約六百次，但對插著鼻
胃管的人來說，每次吞口水都如刀割般痛苦，而插著鼻
胃管多年的長者或患者是什麼樣的感受，可想而知。所
幸台灣有些照護機構開始思考要改善現狀，讓長者有恢
復進食的可能。不過要拔掉依賴一段時日的鼻胃管，需
要專業技巧及無比的耐心，才能恢復以口進食的能力和
樂趣，一起來看看我們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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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三)經口進食(下)
上週我們為您報導台灣照護機構如何透過專業訓練，來
幫助許多插鼻胃管的人們恢復以口進食的樂趣。不過要
讓患者不要長久受困於插著鼻胃管的生活，除了提供適
當的食物，有效復健訓練外，更關鍵的是，必須爭取長
照制度來支持這樣的理念與行動。
目前因為插鼻胃管可以得到較多給付，因此讓許多照護
機構選擇便宜行事，但努力幫助患者不要插管的機構，
卻沒有任何鼓勵和支持。這也令人思考，長期照護的資
源分配是讓大家更痛苦？還是更能得到生活的尊嚴與
品質呢？來看我們的報導。
9/14(三)糖尿病廚房
有時候只要腦袋轉個彎，加點巧思和執行力，在公共政
策上也可以有雙贏甚至多贏的成果，就像政府每年都花
無數經費來推廣健康促進，但成效不一。以糖尿病為
例，台灣現在的糖尿病患者已經超過百萬人。家裡有糖
尿病患者的觀眾朋友們，對於糖尿病患飲食禁忌之多恐
怕都不陌生，一般外食也很難買到合適的食物。再加上
知識不足，患者常常飽受糖尿病之苦，甚至導致失明、
截肢也時有所聞，是非常可觀的社會成本。 而隨著老
年人口增加以及飲食西化，糖尿病引發的問題如果不能
及早找到對策，很可能成為台灣長期照護的重要挑戰。
在丹麥，為了維持糖尿病患者的生活品質和控制未來醫
療支出，近年來在各地廣設健康預防教育中心，重視培
養講解人才和提供實作機會。與其只是告知糖尿病患者
飲食禁忌，他們主動安排糖尿病患者參與烹飪課程，教
導糖尿病患者如何選擇並正確烹煮適合自己的食物，才
能控制病情也享受美食。
9/21(三)口腔衛生
邁入高齡社會，政府不斷擘劃未來十年的長照2.0藍
圖，然而要迎接有尊嚴的老年生活，從宏觀的政策到照
護上的細節都需要全面觀照，舉例來說，越來越多人注
意到體能保健，努力進行身體鍛鍊，但口腔問題卻常常
被忽略。不少照護機構發現，許多病患失能後，口腔往
往是許多併發重症的來源，卻不會被列為直接致死的死
因。讓口腔保健問題長久被忽略，直到近幾年才逐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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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口腔照顧的專門知識。在台灣失能的人快速增加時，
未來應該如何改善現況? 繼續來看我們的復能有望系
列報導。

節目部製作
節目類型

節目名稱

集別

內容

綜合節目

誰來晚餐 8

第 21 集
喪妻後，
樂齡醫師
告訴我們
的事

2015 年「誰來晚餐」播出了賴啟河醫生的
故事，節目播出後，觀眾對於他以 89 歲高
齡還勇於嘗試 101 大樓登高賽以及跟國標
舞選手一起跳恰恰的印象非常深刻。賴啟河
充滿活力的人生態度，受到大家的喜愛。為
了呈現更多賴啟河的生活，製作小組決定繼
續跟著他的腳步，拍攝他的故事。此集內容
描述對生死豁達的賴啟河，如何面對喪妻之
痛，以及單獨到日本騎腳踏車自由行的過
程。

綜藝節目

音樂萬萬歲 3
PLUS

第 1-3 集

本節目係重製由音樂精靈黃韻玲，搭配人氣
模仿歌手林俊逸共同主持的音樂萬萬歲 3，
從 52 集節目中挑選精華片段，重製成 13 集
。105 年 7-9 月播出 1-3 集。

生活資訊

公視演講廳

讓 50 歲後 長照協會理事陳惠姿女士，長期關注臺灣老
身心更建 化趨勢，推動多元的老年生活設計。在演說
康
中，提出許多如何規劃退休生活的建議，給
民眾對於年長者有不一樣的新思維。
老年人不該只是在家看電視，或偶爾才出門
曬曬太陽，應每周每月給自己一個新的嘗
試，接觸不一樣的人、事、地、物，不要將
自己設限，而錯失體驗生活中從未有過的樂
趣，當然想要有多采多姿的老年生活，還需
要有一個健康的生體帶領你，所以良好的生
活習慣，是必要的養成，即使有慢性病，也
要學著與之共處，千萬別因此而否定自己依
然能擁有黃金 30 年的後半生。

生活資訊

世界這
YOUNG 說

第1集

大家都說家有一老如有一寶，但現在全球所
面臨到的問題卻是人口快速老化，其中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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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情形最嚴重，日本總務省最新調查說
65 歲以上人口的百分比是 26.7 已是全世界
最老的國度。所以在日本街頭每 4 個就有 1
個人是老人，照護老寶貝成為全球重大課
題，而全球老人比例最多的國家-日本悄悄
出現了一股特別的現象，請看我們今天的整
理報導。
戲劇節目

單元連續劇今晚你想點
什麼

第 16 集

表演藝術

歌仔戲-芙蓉
歌

全1集

演唱會

哥哥爸爸真
偉大 向國軍
致敬感恩演
唱會

全1集

演唱會

鑽石亮晶晶
林沖演唱
會

全1集

演唱會

閃亮的年代羅大佑音樂
特輯

全1集

外籍看護阿曼突然來到卡拉 OK，要 May 姐
教她唱台灣歌，May 姐納悶一問才知道，原
來阿曼照顧的老爺爺是龍千玉的粉絲，現在
老爺爺失智後，每天都叫她唱歌，不唱歌就
不吃藥，她只好來學。在 May 姐和眾人的
指導下，阿曼學會了台語歌，學到了如何和
管爺爺和睦相處，管爺爺也慢慢接受了讓阿
曼照顧他的生活起居。
一心戲劇團企圖在古典文學和傳統戲
曲之間搭起橋樑，嘗試將古典文學搬上歌仔
戲舞台，編劇孫富叡挑選了女作家張曼娟古
典新詮的作品「芙蓉歌」
，再度請來郎祖筠、
溫宇航指導，聯手打造歌仔戲浪漫新美學！
點燈文化基金會在台北中山堂舉辦，由
郎祖筠、賴佩霞主持，以人詩人痖弦、管管、
張默的「為愛朗讀」，加上齊豫、堂娜、娃
娃、殷正洋、林俊逸等歌手演唱，感念國軍
將士對大眾的犧牲奉獻。
【鑽石亮晶晶~林沖演唱會】由歌王林沖與
好友紀露霞、金澎、紀寶如等人擔任嘉賓演
出，他以＜幸福在這裡＞、＜世界像一座彩
屋＞揭開演出序幕，一人獨自演唱了二十三
首歌曲，驚人的毅力、敬業的態個度、永不
放棄的精神，讓人尊敬！他就像那首招牌歌
＜鑽石＞一樣，在舞台上亮晶晶閃閃發光，
永遠帶給大家最精彩難忘的歌舞表演
羅大佑電視演唱會，馬世芳主持，精選「鹿
港小鎮」、「亞細亞的孤兒」、「戀曲 1980、
1990」
、
「愛人同志」
、
「皇后大道東」等十多
首羅大佑創作生命裏，各時期的代表作與經
典作品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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