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視 2016 年 10-12 月銀髮新製節目
購片節目
節目類型

節目名稱

集別

內容

短片

辦桌

全 1 集 專門替人辦桌的茂森嫂和金嫂，兩
人多年來互為好鄰居、好朋友與工
作夥伴。一日夜裡，茂森嫂接到了
好友噩耗，死亡突然變得非常近。
日常生活一如以往繼續轉動，但茂
森嫂一抬頭便清楚感覺到對方的缺
席。為了用自己的方式和好友告
別，茂森嫂決定為阿金與她的家人
煮一桌菜。

短片

A-MA

全 1 集 失業的青年 Suming 回到部落，獨自
照顧患有失智症的年邁父親。當兄
弟一心想把父親送進療養院時，
Suming 反而在照料父親的過程
中，與他更加親近。父親走失時，
山谷間傳來渾厚的歌聲，嘹亮的嗓
音能否喚醒孩子們對父親的愛？

連續劇

紫色大稻埕

共 22
集

改編自謝里法老師五十萬字的小
說，內容講述 1920 年代郭雪湖、陳
進、陳澄波等畫家們的成長歷程，
大稻埕青春男女，對於理想、自由、
愛情的執著與堅持。

新聞節目
節目類型

節目名稱

內容

新聞時事

公視晚間新
聞

1.10/18 老人憂鬱調查--董氏基金會調查發現，71
歲到80歲的長輩有一成多有明顯憂鬱情緒，壓力
多半來自、擔心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調查也發現，
沒有和其他人往來的長輩，情緒憂鬱的比例也較
高。
2.10/23 銀髮旅遊夯--高齡化社會來臨，根據桃園
機場統計發現，60歲以上銀髮族出國人數，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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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前的116萬，去年增加到188萬人次。為了鼓勵
銀髮族在國內旅遊，觀光局在全國13個風景管理
處的景點，營造更友善的環境。
3.10/24 國宅轉長照--南投縣竹山鎮在921震災後
興建的「柯仔坑」國宅，有56戶已經閒置16年，
雜草叢生，地方希望能重新活化，轉型為老人長
照示範中心，不過國產署認為缺乏無障礙設施空
間，並不適合銀髮族，將逐批標售閒置國宅。
4.10/28 長照試運狀況--長照2.0計劃、明年正式上
路後，服務對象將擴大納入50歲以上的失智症患
者、以及65歲以上的衰弱老人，屆時服務對象擴
大到73萬人，並推動ABC三種社區整體照顧模
式，尤其C級巷弄長照站，將可使長照深入基層，
不過偏遠鄉區可能面臨人力資源不足的問題，專
家建議政府，可參考日本韓國的長照保險經驗，
有穩定的財源、人力自然補上。
5.10/04 人工關節登錄--不少人上了年紀，會有關
節退化問題、需要換人工關節，不過因為醫材或
手術品質，幾年後還需再度置換，健保署從今年
一月起，實施人工關節登錄制度，提供不良產品
警訊，降低患者發病率及死亡率，台灣也成為亞
洲最先執行的國家。
6.10/12 籌措長照財源--行政院昨天通過、要提高
菸酒稅與遺產與贈與稅，作為長照的財源，衛福
部與財政部到立法院專案報告時表示，預計四年
內、每年長照的預算在400億元以內，不過，在野
黨立委質疑目前稅收率過低，恐怕不樂觀。
7.11/13 不老夢想店--銀髮經濟，創造事業第二
春！以前的台中市長官邸，變身為不老夢想館，
平均年齡66歲的銀髮長者，賣起下午茶和服飾。
用行動來證明，還有經濟創造力。
8.11/20 千人抗議長照--因為不滿長照2.0分配不
公，七縣市多個長照團體以及上百位群眾走上街
頭，到凱道抗議、向總統蔡英文遞交請願書，希
望政府能修正長照法，取消對長照產業不合理的
限制。
9.11/01 長照上路問題--長照2.0上路，但要實際執
行，恐怕還有不少問題。以屏東縣為例，2.0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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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前，照護員缺口就短缺50人，2.0上路後，全縣
A.B.C三種規模的長照據點，各自要有10處，人
力缺口更大，加上設置日照中心需要場地，如何
取得也是另一個難題。
10.11/06 老人養老人--台灣人口高齡化的情況愈
來愈嚴重，根據國發會的最新報告指出，明年台
灣的老年人口將超過幼年人口數，到了民國150
年，工作人口的扶養比將達 94.2％，也就是一個
人養一個人，而且是老人養老人。
11.11/23 全責老人日照--衛福部為了實踐長照
2.0，補助台中醫院成立全國第一家「全責式老人
日照中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結合醫療功能，
隨時提供門診、急診，甚至是住院的醫療服務。
12.11/28 照服員要調薪--台灣邁向高齡社會，蔡
政府推動長照2.0，發展在地化、社區化的長照體
系，並從11月開始試辦。計畫負責人政委林萬億，
接受媒體專訪表示，基層照服員缺口嚴重，未來
希望優先調薪，吸引更多人加入，但有社福單位
認為，只靠加薪，恐怕無法補足人力。
13.11/29 追回人瑞津貼--台中市政府發給百歲人
瑞每個月六千元的敬老津貼，其中有四位人瑞具
農民身分，每月還可向農委會領取老農津貼，但
最近百歲老農卻收到農委會公文，以津貼只能擇
一領取為由，暫停發放老農津貼，甚至還要追繳，
讓老農覺得相當不合理。
14.12/11 長照居服員--面對台灣高齡化趨勢，政
府積極推行長照2.0計劃，面對照護人力缺口，衛
福部打算提高照服員的時薪每小時200元，鼓勵照
服員留任，現在還有社福機構，推展短時數的服
務，希望吸引更多年輕人加入。
15.12/16 鹿野整合長照--政府長照2.0在東部核
定唯一一個ABC三級整合的社區照顧據點，今天
正式在鹿野鄉瑞源社區啟用，成為示範點。可是
未來要普及到偏鄉，財源的穩定性和建築取得，
可能是偏鄉最需要克服的問題。
獨立特派員

10/5 復能有望-特殊飲食
在復能有望系列報導中，我們探討過拔除鼻
胃管與老人口腔的衛生保健，更前端的考量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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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供便於咀嚼而且好吃營養的食物。現代老
人營養不良甚至因為飢餓致死的情形仍相當嚴
重，問題不在貧困，而是沒有一套經過整體考量
的特殊飲食。我們一起到台灣各地來探討老人特
殊飲食的現況，並思索未來的改善之道。
10/12 復能有望-照顧實務指導員
過去幾年，台灣在家照顧失能者引發的悲劇
不斷。加上照服員人手嚴重不足，也影響政策推
動。於是各地開始考慮發展照顧實務指導員制
度，希望培養照服員升級成指導員，提供更多誘
因讓照服員留任並貢獻所長，同時又能支持家庭
照顧者支持者。
不過這個立意雖然良善，但要一個只受過九
十到一百小時的資深照服員去當人家老師，挑戰
也很大。全台各地許多地方有意實施這個新制
度，其中台東已進展到實驗階段。這個做法能成
為台灣長照困境的解藥嗎？一起到台東實地了
解。
10/19 復能有望-照顧思維
復能有望系列報導，讓大家看到只要有心並
落實恰當的照護方式，其實長期失能的人仍有很
多延緩失能的空間，同時還可以維持生活品質。
而這些做法都未必需要高花費。尤其國際趨勢顯
示，當福利走到盡頭，還是要回歸到家人負起責
任。我們到南部看一位罹患帕金森 25 年的張女
士。他因為家人積極照顧的思維，讓醫生說本來
只可以有六到八年的生命不斷延續，獲得不一樣
的人生。
11/16 2.0 新照顧時代
行政院推動長照十年計畫 2.0 明年即將上
路，並且通過以調高遺贈稅與菸稅為指定財源。
長照 2.0 從 11 月起全國有 9 個地區開始試辦，推
動社區整體照顧模式。以往台灣發展長照，習慣
將不同的服務切割由不同機構來負責。而未來，
台灣也希望像日本發展的小規模多機能，來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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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服務，以人為中心。
像雲林老人長照協會，在民國 91 年，當時大
家還不曉得什麼是長照服務的時候，他們就成立
台灣第一個鄉村型的日照中心。之後結合送餐、
居家服務，以社區在地人力服務地方長輩，讓長
輩們可以在自己熟悉的地方終老。
11/30 我家就是你家
長照 2.0 強調社區化，
「家庭托顧」就符合這
樣的特性。也就是白天將家中需要照顧的失能老
人，送到照顧服務員的家裡，讓他們在就近的社
區裡接受照顧，晚上又可以回到自己的家裡，是
一種介於居家與社區照顧間的服務模式。
基於小而美的社區化原則，一個家托站，規
定只能照顧四位老人。除了主要照服員之外，還
需要有一位替代照服員，就照顧人力來看，等於
是二個人照顧四位老人。這樣的人力配置，以及
他們的照顧方式與服務內容，其實都比老人一個
人獨居在家，或者接受移工照顧，有更多人際互
動與社區活動的參與。目前台灣整體家庭托顧的
規模並不大，但都會區跟原鄉都陸續在推動，未
來應該有更多成長的空間。
11/30 告別約束 老而自立
多數人對於安養院的觀感偏向負面，認為照
護品質不佳，甚至揶揄住在裡頭猶如三等公民，
天天就是等吃飯、等睡覺、等著上天堂。現存的
照護現場，的確存在一些令人不忍的畫面，很多
老人因為躁動、或是因為容易拔除身上的管路，
而遭到綑綁。這種約束行為，不但行之有年，甚
至被認為是避免老人發生危險的必要之惡。
但是在日本等國家，早已明文禁止這種約束
行為，台灣在照護觀念上還遙遙落後。幾年前，
有機構開始引進日本的零約束和自立支援的照護
觀念，讓機構裡的老人，不再只能淪為三等公民。
當一個臥床的老人，還有重新站起來的機會，不
只讓老人家重拾自信，也讓其他照護機構開始思
考，照護模式應該要翻轉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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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 技職新面貌-歷事練心
和台灣一樣老化少子的荷蘭技職教育也有經
營挑戰。因應局勢逐漸調整，重視知識和技術，
更重視與人溝通合作和改善問題的思考素養。接
下來以技職中老人護理教育為例，看他們怎麼開
拓市場，引導學生裝備能力。
有話好說

11/3 老了怎麼辦? 系列一 照顧者悲歌!長照 2.0
解析!
11/17 老了怎麼辦？系列二：孤老死！33 萬老人獨
居
11/24 老了怎麼辦？系列三：失智症與長照
12/1 老了怎麼辦？系列四：長照找無人！

節目類型

節目名稱

集別

內容

綜藝節目

音樂萬萬歲 3
PLUS

第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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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月播出 4-13 集。

生活資訊

世界這
YOUNG 說

第 41 集
我的機器
狗家人
銀髮生活
怎麼
「伴」?!

表演藝術

暴雨將至

全1集

ONY 公司於 1999 年至 2006 年生產愛
寶機械狗，但 2014 年起宣布不再支援
愛寶的維修。許多日本人表示對愛寶
的情感就像多一個孩子，每天都培育
依賴著，無法想像沒有它的生活。在
這個數位時代，我們使用它、依賴
它，它有可能成為你生活的一部份，
但有可能成為你家人的一員嗎？數
位時代老年仰賴科技也許會是個不
錯的選擇，但機器會不會還是有生命
終結的一天？
由符宏征導演領軍的動見体劇團長
期關注人類場域與社會樣態，105 年
12 月 02 日在水源劇場演出錄製之「暴
雨將至」，探討現代社會中長期照
護的問題，直視照護家庭成員間
的脆弱無助。

節目部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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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會

2016 金嗓金
曲演唱會

全1集

本次演唱會於 105 年 12 月 10 日晚間
在國父紀念館舉辦，由侯麗芳主持，
美黛、紀露霞、林沖、孔蘭薰、劉福
助、黃曉寧等 14 位資深歌手，同台
演唱《玫瑰玫瑰我愛你》
、
《不了情》、
《夜來香》
、
《高山青》等等二十九首
的國台日英語懷念金曲。

表演藝術

青春美夢

全1集

2014 年底春美歌劇團靈魂人物郭春
美獲高雄文藝獎，2015 年的高雄春
天藝術節推出「青春美夢」十週年回
顧演出，重現台灣新劇第一人張維賢
的傳奇人生。
春美歌劇團前身為「藝人少女歌
劇團」，是郭春美的父母共同創立，
2000 年轉型成春美歌劇團，積極投
入精緻化的演出，每年推出中大型的
舞臺新戲，「青春美夢」是 2005 年
為紀念張維賢百歲冥誕特別製作的
「胡撇仔」戲，呈現台、日多元風格；
張維賢出生於 1905 年，出身大稻埕
的老字號商行，家境富裕，遊歷各地
之後決定投效新劇運動，創設「星光
演劇研究會」並試演新劇『終身大
事』，頗獲好評，1928 年張維賢負
笈日本，整整兩年在當時首屈一指的
「築地小劇場」進修，返台後有系統
的薰陶出一批有思想又能演出的新
劇班底，被譽為台灣新劇第一人。

紀錄觀點
節目類型

節目名稱

集別

內容

紀錄片

無人知曉的
死亡

全一集

長達兩年半的時間，他再也沒有踏出
家門。鄰居和朋友以為他搬走了或是
生病住院。他的信箱被各種通知信件
塞滿，最後電也被切斷。就連大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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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也打算著手相關程序，準備強制
將他遷出公寓。直到警察破門而入，
才發現他的屍體已經腐爛到只剩下
骨頭、毛髮和牙齒。
這裡是瑞士，這棟公寓坐落在一座不
小的城鎮，這個 53 歲的瑞士男子有
家人，有朋友，也是社福單位扶助的
對象，像他這樣的一個人，為什麼會
孤零零死在床上 2 年半，無人知曉？
國際部製作
節目類型

節目名稱

集別

內容

紀錄片

公視主題之
夜

209

隨著年歲漸長，我們開始忘東忘西，
內心深處於是湧出一股徘徊不去的
恐懼——如果有一天，再也記不得生
命中刻骨銘心的時刻，甚至像奧斯卡
最佳女主角獎得主茱莉安摩爾在電
影《我想念我自己》一樣記不得自己
是誰，那我們還會是原來的自己嗎？
目前全球有三千萬人因為罹患阿茲
海默症，而逐漸遺忘一切。阿茲海默
症已成為世界性的流行病，到現在尚
未有阻止或逆轉病程的治療。台灣社
區流行病學調查發現，台灣老年人的
失智症盛行率是 1.7%到 4.4%，其中
以阿茲海默症最為常見，是刻不容緩
的公衛課題。我們是否可能擺脫失去
記憶的夢魘，不再擔心記憶和人生從
此銷聲匿跡，科學家正積極破解這個
崩壞的過程，試圖找到大腦與回憶的
運作機制。紀錄片《救救阿茲海默症》
試圖從飲食、生活作息和醫學科技為
我們開一扇希望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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