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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具體執行項目
公視主題之夜「看不見的威脅」：公視主頻
2016/7/15(五)1:00、9/9(五)22:00(隔日凌晨 1:00 及 5:30 重
播) 、公視 3 台 9/11(日)13:00 播出(隔日凌晨 1:00 重播)。

世界衛生組織轄下的國際癌症研究署已經在 2011 年把手
機列為 2B 級致癌物，和殺蟲劑 DDT、重金屬鉛同一等級，
這是世衛組織首次承認，手機會帶來神經膠質瘤（腦瘤的一
種）和聽覺神經瘤等不利影響。
此外，美國國家衛生院的研究指出，使用手機 50 分鐘，
會影響手機天線附近的大腦區域活動，加速該區域的葡萄糖
代謝；美國醫學會期刊的研究也證實，手機持續的、低量的
電磁波影響人體大腦的運作。
爭議多時的手機電磁波議題終於出現驚人的進展！現
在，全世界 73 億人口無論身處何地，一天 24 小時都受到電
磁波輻射，但我們的生物演化並不是在這種微波環境中發生
的，地球天然微波輻射量原本極低，忽然間我們按下開關，
發出那麼多微波訊號穿透身體，人類有防禦機制嗎？

¾

經典電影院「我想念我自己」：公視主頻
2016/7/17(日)12:30。

企劃部

身障節目排檔
改編自莉莎‧潔諾娃所寫的 2007 年同名暢銷小說。哥倫
比亞大學語言學教授 Dr. Alice Howland 在患上早發性阿茲海
默症後，她就始終處於對疾病、工作和家庭的困苦掙扎中。
¾

經典電影院「王者之聲：宣戰時刻」：公視主頻
2016/7/31(日)12:30。

本片講述的是現任英女王伊莉莎白二世的父親，喬治六
世國王治療口吃的故事，根據英國歷史真實故事改編而成。
身為約克公爵的喬治，父親是國王喬治五世，兄長是王
儲威爾斯親王愛德華。喬治從小有嚴重的口吃，為了應付演
說而時有無力感，遂連同妻子尋找語言治療師來治療自己，
最終找到了澳大利亞籍的萊恩尼爾·羅格（Lionel Logue）
，但
卻又以齟齬與羅格決裂。
喬治五世去世後，王儲愛德華即位面對歐洲情勢丕變，納
粹德國崛起，愛德華仍過著風花雪月的人生，不理岌岌可危
的朝政，且堅持要與一個離過兩次婚的華麗思結婚，與離婚
女子結婚，違背了英國國教與王室的繼承規定，首相鮑得溫於
是令愛德華做出選擇，並以解散國會作為要脅，不願放棄美
人的愛德華，選擇禪讓寶座給喬治，退隱山林，稱「溫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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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
喬治因兄長不負責任的退位，不得不加冕登基，是為喬
治六世。喬治此時再次想到羅格，為了能順利發表各種演說，
喬治辛苦經歷了一系列的語言訓練，不但與羅格成為好友，
口吃也大為好轉。最後結局，是喬治六世向當時二次大戰中
的英國人的一次著名戰時演說，其發表順利，聲調鏗鏘有力，
鼓舞了全國軍民。
¾

經典電影院「彩雲飛」
：公視主頻 2016/9/4(日)12:30(隔日
凌晨 0:00 重播) 、9/15(三)9:30 播出。

《彩雲飛》（1973），編劇瓊瑤，由甄珍、鄧光榮領銜主
演，甄珍一人分飾雙胞胎涵妮和小眉，和鄧光榮上演了一場
愛情故事。美麗、純潔的少女涵妮與青年孟雲樓一見傾心。
但涵妮父母因她患有先天性心臟病，不同意這樁婚事。孟雲
樓的父母拍電報催促雲樓速離臺北，返回香港。涵妮聽到這
個消息後，立即昏迷不醒，經搶救無效死去。雲樓悲痛欲絕，
心灰意冷，以繪畫寄託自己的相思之情。終日陷於沉寂的雲
樓，一天，在路上偶遇一年青歌女唐小眉，面貌酷似涵妮，
他十分驚異。原來，小眉與涵妮是孿生姐妹。
¾

「離岸」
：公視 2 台 2016/7/29(五)23:30(隔日凌晨 3:30 重
播)、9/9 (五)23:30、9/11(日)15:00、9/18(日)0:30 播出、公
視 2 台 7/29(五)15:30 播出。

晉明是一名從事近海漁業的漁夫，他的母親阿麗患有躁
鬱症，病症隨時都會發作。隨著阿麗的病情加重，妻子秋華
為了孩子軒宇著想，希望晉明能將母親送往安養機構，而阿
麗的丈夫英義礙於面子又告誡晉明不能將阿麗送走。晉明一
心想報答養育之恩，卻無法掩蓋阿麗對家中成員產生威脅的
事實。兩邊都是自己最深愛的家人，晉明該如何在這其中做
出選擇？
導演以自身經歷和生長環境出發，寫實地描繪漁港家庭
的樣貌，關注於精神疾病和老人照護等議題。
¾

公視主題之夜「誰讓你憂鬱？」：公視主頻
2016/9/23(五)22:00 (隔日凌晨 1:00 及 5:30 重播) 、公視 3
台 9/25(日)13:00 播出(隔日凌晨 1:00 重播)。

世界衛生組織於 2000 年宣稱憂鬱症已達傳染病的規
模，全球有一億人受這種疾病所苦。憂鬱症或許不完全是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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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歸因的疾病，而是一種時代的集體病症？本片以社會學觀
點看待全世界的憂鬱症，挑戰了個人化的解釋。
¾

「聽聽看」
：公視主頻 2016/07/02-2016/09/25 每週六下午
16:30 首播(週日凌晨 3:00 重播)；公視 2 台
2016/07/02~2016/09/25 每週日下午 21:00 首播(隔週週日
12:00 重播)；公視 3 台 2016/07/03~2016/09/28 每週日下
午 17:00 首播(週三 07:00、12:00 重播)

節目部

每週一小時身心障礙節目「聽聽看」持續製播中，2016
年 7-9 月播出 807-814 集與重播 5 集；新製 8 集節目包含：
「木
工金牌之家－李介洲(聽障)」、「戰勝多重障礙的鼓手－王冠
峻」、「努力為將來─遲緩兒烘焙高手戴維池」、「肯定自己活
出自我-張璧玲(小兒麻痺、帕金森症患者)」、「街頭美聲歌手
－楊玉凡(視障)」
、
「手工皂達人-吳姵寧(聽障)」
、
「飆高音歌后
-蔡佩芙(肢障)」、「罕病輪標舞勇士－劉祥榮」等身心障礙朋
友的生命故事。
重播內容包含：
「用音樂串連美好-陳冠文(自閉兒)」
、
「多
才多藝唐寶寶 - 劉如嫚」
、
「瘋狂追星族(討論聽人與聾人追星
持 續 製 作 身 心 族差異」
、
「勇敢做自己-彭思庭(聽障跆拳選手」
、
「聽障笙樂王
障礙服務節目
子-邱彥瑄」等。
¾

「勝利催落去」公視主頻 2016/08/10~2016/09/23 每週一~
五下午 16:06 播出第 1、2 季共 16 集。

由一位視障舞蹈家林信廷跟一位美國籍阮安祖開著一輛
老爺車裕隆勝 803，一次選擇一條公路到台灣各地去尋找有台
灣味人、事、物及特殊的聲音。
第一季 1-8 集沿著台 3、台 9、台 17。台 26 線旅行，發
掘沿途有趣的風土民情；第 2 季 9-16 集分別到台 9 線花蓮、
台東、台 21 線、台 27、台北、澎湖去探訪當地有台灣味的人
事物及特殊的聲音。
¾

「誰來晚餐 8」：公視主頻 2016/08/05(五) 21:00、27:35、
8/08(一)13:00；HD 頻道 6/23(四)20:00、6/24(五)14:00 播出
第 18 集「筆記本男孩」
現年 25 歲的陳宏智，因為高一時的一場車禍，讓他的記憶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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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衰退，每隔 10 分鐘，記憶就會重新洗牌一次。怕忘記重
要的事情，於是他特地將所有遇見的人事物都記在筆記本
上，努力重拾記憶的樣子被當地街坊暱稱為「靠筆記本生活
的男孩」。很難令人想像，現在看似純真的宏智在車禍前，
曾經是個讓父母頭痛的問題少年，自從經歷生死交關後，他
變身成為一個事必躬親的孝子。現在無法升學的宏智只能靠
撿回收物補貼家用，2015 過年前夕罹患重病的父親離世，更
讓這個生活在北埔深山中的小家庭，陷入了嚴重困境，但是
返璞歸真的宏智與母親卻對這樣的生活感到怡然自得。
¾

「少年ㄟ哩來」: 公視主頻 2016/09/06(二)18:30 播出第 16
集「黑暗中的一場球賽」

打擊、揮棒、紅不讓！全台灣人民熱血沸騰的國民運動，
棒球。9 位少年ㄟ在天爸及韋汝的陪伴下，拜訪了一支很特別
的棒球國家代表隊，他們是一群盲人所組成的棒球隊，他們
打的球賽是在黑暗中進行。到底在失去視力的情況下要如何
打棒球呢？看不見的球要怎麼揮棒？沒有方位的終點要如何
抵達？少年ㄟ們一腳踏入了黑暗的世界中，又會有什麼樣的
不同的感官體驗呢？
¾

「就是這 Young」第 8 集 與馬相遇．帕馬騎跡
公視 2 台 2016/07/12（二）18:00-18:30

身障馬術選手孫育仁是一位腦性麻痺患者，自幼行走顛
簸，國中時由媽媽帶到台灣馬術治療中心，以騎馬做為復健，
沒想到他從此愛上騎馬，並成為帕拉(身障)馬術選手。育仁參
加過許多國內外比賽，都獲得很好的成績，甚至在 2014 年代
表我國參加世界馬術運動會，是台灣第一位參加世界盃的身
障馬術選手，成為台灣之光。
頂著世界盃的光環，孫育仁參與拍攝的記錄片在電影院
上映，並受邀到知名的 TAIPEI TED 演講，國人也期待他進軍
2016 奧運會再創高峰。然而，由於經費不足，育仁無法參與
較多的國際比賽，以致排名落後其他國家，最終沒有取得 2016
里約奧運的入場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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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待奧運世界排名的期間，太多的期許與關注讓育仁
倍感壓力，奧運參賽落空後，他對未來感到茫然，一度情緒
低落。幸好，透過教練的鼓勵與心理輔導，育仁逐漸找回信
心，他重新歸零，從國內比賽出發，以 2020 東京奧運為目標，
繼續努力前進。
¾

2016 年《口述影像版人生劇展》由辛建宗電影公司得標，
製作 12 部口述影像版單元劇，已完成議價簽約、製作中。

¾

公視主頻播出《口述影像版人生劇展》服務視障觀眾，
播出紀錄依序如下：
1. 2016/08/05(五)09:30 播出「愛情多一口」 (口述影像版)
2. 2016/08/12 (五)09:30 播出「回家路上」 (口述影像版)。
3. 2016/08/19(五)09:30 播出「母親練習曲」(口述影像版)
4. 2016/08/26(五)09:30 播出「偷窺心事」 (口述影像版)。
5. 2016/09/02(五)09:30 播出「打破皮涅塔」 (口述影像
版)。
6. 2016/09/09(五)09:30 播出「小孩」 (口述影像版)。
7. 2016/09/23(五)09:30 播出「早安，青春」 (口述影像版)。
8. 2016/09/30(五)09:30 播出「一克拉的室友」 (口述影像
版)。

¾

公視 2 台播出《口述影像版人生劇展》服務視障觀眾，
播出紀錄依序如下：
1. 2016/07/02 (六)21:00 播出「愛情多一口」 (口述影像
版)
2. 2016/07/09(六)21:00 播出「回家路上」 (口述影像版)。
3. 2016/07/16(六)21:00 播出「母親練習曲」(口述影像版)
4. 2016/07/23(六)21:00 播出「偷窺心事」 (口述影像版)。
5. 2016/07/30 (六)21:00 播出「打破皮涅塔」 (口述影像
版)。
6. 2016/08/27(六)21:00 播出「小孩」 (口述影像版)。
7. 2016/09/03(六)21:00 播出「早安，青春」 (口述影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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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6/09/10(六)21:00 播出「一克拉的室友」 (口述影像
版)。
9. 2016/09/17(六)21:00 播出「事事達人」 (口述影像版)。
10. 2016/09/24(六)21:00 播出「双重約會」 (口述影像版)。
¾

單元連續劇「今晚你想點什麼」第 11 集公視主頻
2016/07/02(六) 22:00、27:10；2016/07/09(六) 14:00 播出；
公視 3 台 2016/07/23(六)12:00 播出

阿誠和阿力兩兄弟兩人相依為命，雖然阿力是弟弟，但
是因為哥哥阿誠智力發育不良，所以阿力從小照顧哥哥。在
阿力出海跑船的時候，阿誠就會來到海邊，吹奏唯一會的樂
器，薩克斯風，以期望阿力趕快回來，但是，這次卻未能如
願。因為阿力之前的拜託，May 姐決定和大家一起照顧阿誠，
讓阿誠的下半輩子可以順順利利的過完，以完成阿力的願望。
¾

公視人生劇展「夏風」：公視主頻 2016/07/06(三)15:00、
2016/09/06(二)09:30 播出。

當兒子宜賢因車禍變成植物人的那一刻，整個家開始崩
解，媽媽阿蓮才知道「活著，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而後
宜賢因發燒轉送醫院，為籌住院費用，爸爸添財決定賣掉祖
厝和農地，這時久未聯絡的女兒家萱竟然回來了，讓母女間
的心結再度浮現。
只是，宜賢的高燒竟導致心肺功能衰弱，病情急劇惡化。阿
蓮以為可以拉宜賢一把，反而卻被他拖進無底深淵，無能為
力的她發抖地伸出手，圈住宜賢的脖子，慢慢地出力，
或許這樣大家就能解脫了吧......
¾

公視人生劇展「靠近」：公視主頻 2016/07/06(三)15:00、
2016/09/06(二)09:30 播出

小綠是日台混血，她想成為壽司師傅。但日本沒有女生
做壽司的傳統，所以她來到台灣，尋找亡母口中在台灣做壽
司師傅的父親，希望父親可以親自教導自己。但來到台灣後，
才發現父親和她母親所說的不一樣。他因殺人的過錯，出獄
後逃避和小綠見面，讓小綠幾乎要放棄自己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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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綠遇到了敬之，一個癌末的年輕壽司學徒，敬之打破不收
女生的傳統，在自己來日不多的時間把技藝都教授予她，使
得小綠可以繼續堅持成為壽司師傅的理想。而敬之在生命所
剩的時間，只希望為他所愛的人親手做一頓料理。小綠為了
完成敬之的夢，從放棄的心態，變成了積極學會敬之的一切
技巧，只為了協助他可以完成夢想，讓他心愛的人可以吃到
他的心意，同時間把自己對敬之的愛藏在料理當中。而兩個
人的難關是，必須跨越爺爺所代表的品質和傳統考試，才能
讓敬之在所愛之人到來的那天，站到台前為她親自捏製壽司。
¾

公視人生劇展「天使收音機」：公視主頻
2016/07/11(一)09:30、2016/09/28(三)09:30 播出。

從一名失聰父親的角色中了解聽障家庭的生活，及聽障兒
童的成長過程，在校園及社會當中面對的困難及阻礙，雖然
失去聽力，卻從不放棄夢想的機會，藉由故事主角的生命韌
性，帶出人性面之外的希望和愛，堅忍與寬容，善良與純真
的真實力量。
¾

公視人生劇展「外星有情人」：公視主頻
2016/07/11(一)15:00、2016/09/07(三)09:30 播出。

輕微失智的客家阿婆（林乃華飾）在醫生確診只剩三個月
的壽命後，就一直說自己要在三個月後回去外星球，找她的
外星人男朋友談戀愛！
但是走之前，可得要先回苗栗跟眾多親友告別！於是孫女
小婕（暉倪飾）和男友阿龐（李宗霖飾）就帶著阿婆展開了
一趟探親之旅，也逐漸發現阿婆在青春正茂時，真的和來到
苗栗的「外星人」發生了一段既甜美又苦澀的初戀！究竟這
位「外星人」是什麼人呢？小婕和阿龐又要如何讓阿婆放開
心中的青春憾事呢？
¾

公視人生劇展「料理人生」：公視主頻 2016/07/12(二)9:30
播出

退休已好幾年的總舖師--阿吉師，照例要去醫院探望患老
年癡呆症已有一段時間的老伴，或許今天老伴會記起他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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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的期待落空，讓這個一輩子在各色滋味中恣意冒險的辦
桌總鋪師，才真正開始了他百味雜陳的人生！
夫妻倆在鍋碗瓢盆的移動中，共同打拼半生，有絕佳的
默契，但阿吉嬸不知從時麼時候開始，就窩進一個殼中，拒
絕承認與阿吉師曾經共有的記憶，阿吉師憤怒、悲傷都無從
著力，直到他那浪蕩半生的屘叔--阿水的出現！
¾

公視人生劇展「阿弟仔，知道不知道」：公視 3 台
2016/07/30(六)13:00、2016/09/10(六)13:00 播出

弱智的阿弟仔在輔育院的戶外教學時走失了！前來協尋
的警察卻依規定僅以『失蹤老人』通報，縱使阿弟仔是個智
商只有八歲的老小孩！之後阿弟仔又陰錯陽差的被當成『失
智老人』，移送到老人安養院。
阿弟仔想回家，院裡的兩名老人決定突破體制帶他回家；於
是，三個老人，兩個調皮逃離的老頑童外加一個老小孩，在
台北街頭展開一場奇妙的回家之旅！
¾

公視人生劇展「親愛的陌生人」：公視主頻
2016/08/03(三)9:30；公視二台 2016/09/04(日)13:00。

本劇是一部探討失智、親情與夢想之間的溫馨單元劇。劇
情主要描述台東一家小餐館爺孫兩人的故事，
劇中孫子陳大介為了追尋理想，與從小栽培自己廚藝的爺爺
發生爭吵而到港澳工作。十二年後回到家鄉，原本的興奮之
情卻在另一個假陳大介出現之後徹底崩盤，原來自己的身份
已經被一名叫張安武的小偷取代，失智症的爺爺早已不認得
自己，當年襁褓中的妹妹已長得亭亭玉立， 而媽媽過世了…
陳大介捨棄多年的親情，在這十二年間改變的幅度似乎已劇
烈到自己無法承受……
¾

公視人生劇展「征子」：公視主頻 2016/08/23(二)09:30
播出。

諸事不順的父親林日生經營火鍋餐廳時遇上狂牛症、口蹄
疫，賣熱炒時又遇上食用油問題以致經濟生活陷入困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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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為金錢煩惱時，正巧接到分居五年之久的妻子朱文卿的電
話。居外商公司管理職的朱文卿，因公務須出國一個月。正
在為十歲的兒子林佑欣該託付何人照顧而煩惱。生意停擺中
的林日新，勉為其難的答應照顧一年多未謀面的兒子。父子
同住期間發生許多生活上的摩擦，林日新發現兒子林佑欣對
尖銳的聲音特別敏感、害怕並出現極端脫序的行為，在某次
心不甘，情不願的狀態下到兒子的學校並從班導師口中得知
兒子患有亞斯伯格症。
林日新發覺佑欣對圍棋的專注與投入決心用圍棋重修與
佑欣的關係帶兒子去學習圍棋並參加了自己沒能完成的棋藝
比賽，與兒子相處的期間林日新發覺自己過往失去太多，他
要從挽回家庭做起試著贏回朱文卿的心，但卻發現為時已晚
朱文卿提出了和林日新走完離婚的程序。
林日生最終輸了監護權的官司，雖然失去了兒子的監護
權，但也從兒子身上學到了堅持，並重新振作自己的人生。

¾

公視人生劇展「水源地」：公視主頻 2016/08/25(四)09:30
播出。

這是發生在昔日台北水道水源地一帶的一個平凡小故
事，故事的主人翁，是位孕育無數新生命的婦產科醫師，但
當他生命的起源—母親，即將走到人生的盡頭，卻無力妙手
回春，更面臨照料失智母親，與維繫家庭和諧的雙重壓力。
這位身兼人父與人子的＂三明治世代＂，究竟該堅持親力親
為，以盡孝道，還是交予專業醫療照護，換回生活品質？
¾

公視人生劇展《臉盲》公視主頻 2016/09/13(二)09:30 播
出。

阿平從小就是「臉盲」患者，因為與人互動困難，個性變
得內向，不擅與人來往，他雖然無法清楚記憶及分辨人的五
官臉孔，僅能以記住對方的衣著特徵及聲音來認識人。當阿
平成為綁架案的唯一目擊者時，因為記不住綁匪的臉而成為
眾矢之的。尤其看到被害者的媽媽惠美，彷佛看到自己母親
的影子，阿平決定踏出安全的生活框架，開始進行尋人之旅，
藉以找到自己存在的意義。一方面，惠美長期照顧右腳殘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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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女兒，雖然心力交瘁，但在女兒遭綁架後，心裡多了一份
愧疚感。在阿平的鼓勵下，決定踏出家門，加入尋人的行列，
期待女兒早日歸來，以得到生命的救贖。兩個尋求自我存在
意義的人，卻陷在荒謬又深不見底的人生洪流中…
公視晚間新聞，共 35 則
0701 木偶症攻百岳
0703 童暴牙打鼾
0704 腦瘤誤厭食
0705 重症兒該陪讀
0709 拒當肝苦兒
0711 木作修復身障心

新聞部

0713 公車罵腦麻
0719 身障失業率高
0720 漸凍人檢測
0722 腦癌少年尋母
0725 癌末咖啡愛心志工
0726 身障公安應變少
0728 收養聽障兒
0728 重症醫療危機
7-9 月身障報導 0730 心病友壘球賽
統計
0804 視聽障演文學
0805 早療生畢業
0808 父顧多殘兒
0811 唐氏症庇護開幕
0813 癱瘓會考高分
0815 開罰歧視愛滋
0816 障礙者平權
0819 身障秋節禮促銷
0822 癌友抗痛照護
0825 肌萎社工助人
0826 慢飛天使畢業
0829 漸凍專屬病房
0830 輪椅席太少
0831 無障疑補助
0906 身障創作展
0912 救罕病輪捐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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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4 搶救肝苦兒
0926 救癲癇女童
0929 手麻恐腦癌
0930 植物人泡溫泉
公視手語新聞，共 14 則

0704 蓮池潭-南部手語 (歐姵君)
0711 花蓮-南部手語 (歐姵君)
0718 香皂-南部手語 (歐姵君)
0725 楠梓-南部手語 (歐姵君)
0801 芒果-南部手語(歐姵君)
0808 鬼-南部手語 (歐姵君)
0815 粄條-苗栗手語 (歐姵君)
0822 紅棗-苗栗手語 (歐姵君)
0829 蓮藕-南部手語 (歐姵君)
0830 筍子-南部手語 (歐姵君)
0905 貓貍山公園-苗栗手語 (歐姵君)
0912 功維敘隧道-苗栗手語 (歐姵君)
0919 菱角-台南手語 (歐姵君)
0926 關廟-台南手語 (歐姵君)
90 年 1 月 1 日至 105 年 9 月 30 日止已服務 28613 次。
¾ 97 年 1/1-3/31(第一季) 共計 431 次。
¾ 97 年 4/1-6/30(第二季) 共計 296 次。
¾ 97 年 7/1-9/30(第三季) 共計 503 次。
¾ 97 年 10/1-12/31(第四季) 共計 364 次。
¾ 98 年 1/1-3/31(第一季) 共計 586 次。
¾ 98 年 4/1-6/30(第二季) 共計 226 次。
公服暨行
¾ 98 年 7/1-9/30(第三季) 共計 643 次。
銷部
聽 取 視 障 語 音 ¾ 98 年 10/1-12/31(第四季) 共計 409 次。
節目表功能
¾ 99 年 1/1-3/31(第一季) 共計 704 次。
¾ 99 年 4/1-6/30(第二季) 共計 364 次。
¾ 99 年 7/1-9/30(第三季) 共計 716 次。
¾ 99 年 10/1-12/31(第四季) 共計 383 次。
¾ 100 年 1/1-3/31(第一季) 共計 429 次。
¾ 100 年 4/1-6/30(第二季) 共計 438 次。
¾ 100 年 7/1-9/30(第三季) 共計 50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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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發行組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100 年 10/1-12/31(第四季) 共計 341 次。
101 年 1/1-3/31(第一季) 共計 348 次。
101 年 4/1-6/30(第二季) 共計 577 次。
101 年 7/1-9/30(第三季) 共計 635 次。
101 年 10/1-12/31(第四季) 共計 452 次。
102 年 1/1-3/31(第一季) 共計 378 次。
102 年 4/1-6/30(第二季) 共計 296 次。
102 年 7/1-9/30(第三季) 共計 525 次。
102 年 10/1-12/31(第四季) 共計 266 次。
103 年 1/1-3/31(第一季) 共計 324 次。
103 年 4/1-6/30(第二季) 共計 419 次。
103 年 7/1-9/30(第三季) 共計 390 次。
103 年 10/1-12/31(第四季) 共計 403 次。
104 年 1/1-3/31(第一季) 共計 248 次。
104 年 4/1-6/30(第二季) 共計 366 次。
104 年 7/1-9/30(第三季) 共計 462 次。
104 年 10/1-12/31(第四季) 共計 350 次。
105 年 1/1-3/31(第一季)共計 364 次。
105 年 4/1-6/30(第二季)共計 311 次。
105 年 7/1-9/30 (第三季)共計 354 次。

¾

身心障礙朋友購買公視視聽產品（家用版）享八五折優
惠；特殊教育機構購買公視視聽產品（公播版）
，亦同享
八五折優惠。
105 年第三季，身心障礙個人對家用版產品電話詢問 2
通，完成交易總計 1 筆。
關懷弱勢或身心輔導節目之相關單位與個人訂購公播版
視聽產品總計 3 筆。

¾
¾

新聞部 蘇玲瑤(公視晚間新聞)/程修玲(公視手語新聞)
節目部 莊惠琳
公服曁行銷部)

朱予安 龍文富

企劃部 徐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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