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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台語台節目
節目類型

節目名稱

集別

內容

教學型節目

熟年台灣

1-12
集

0706 起 1-4 集家庭照顧者增能系列適性引導新世代」節目內容摘要
中年邁向熟年的挑戰，除了照顧長
輩，也可能同時還要照顧特殊身心狀
況的下一代，這是長期照顧長輩時，
甚至更長期的照顧

0810 第五集家庭照顧者系列之五免
於獨自承擔 0817 第六集從音樂找
熟年幸福：片頭故事 0824 第七集照
顧無約束系列一：癢怎麼辦 0831 第
八集照顧無約束系列二：失禁友善
照顧。0907 第九集照顧無約束系列
三：看見人的需要 0914 第十集照顧
無約束系列四：方便找到家 0921 第
十一集照顧無約束系列五：新眼光
看「躁動」0928 第十二集失智友善
日照 1005 第十三集社區多樣老熟
年台灣
0907 第九集照顧無約束系列三：看
見人的需要 0914 第十集照顧無約
束系列四：方便找到家 0921 第十一
集照顧無約束系列五：新眼光看「躁
動」0928 第十二集失智友善人居
購片節目
節目類型

節目名稱

集別

內容

電影

王哥柳哥遊台灣

2

台語老電影，王哥為意外愛國獎券
中獎的擦鞋匠，柳哥則為三輪車
夫。劇情則描繪兩主角使用 44 天時
間，遊遍全台灣名勝古蹟的旅途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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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

六個嫌疑犯

1

台語老電影，鄭光輝是專挖人瘡疤
並加以斂財的私家偵探，他的舊情
人黛玉是個私人關係複雜的危險女
子。某夜，光輝突然瓦斯中毒身亡。
抽絲剝繭下，當晚出現五個嫌疑
犯，但他們皆有不在場證明。正當
一籌莫展之際，找到了第六個嫌疑
犯。本片的室內搭景、光影與輕快
的爵士音樂, 使 1960 年代的台北
搖身一變成了充滿布爾喬亞迷人情
調的現代都會。

電影

再見台北

1

台語老電影，孤獨的康老富翁，囑
人四方懸賞獎金五十萬元，尋找其
下落不明的孫女阿美，這筆獎金吸
引了流浪歌手阿文哥及伙伴小王的
注意，某日路過某飯店，見一賣花
女，酷似富翁之孫女，另一人二小
丑亦發現此事，趁阿文哥不注意，
逕自騙賣花女、小王、鞋童至住處，
小王急回寓所通知阿文哥，追逐中
混亂之際，阿文哥發現鞋童竟是一
長髮少女，且有富家孫女之天生痣
記，才知原來賣花女與鞋童是雙胞
胎，康老富翁喜慶尋回孫女二人。

電影

燒肉粽

1

台語老電影，家庭、事業兩得意的
志明因誤信情婦設下的騙局，將妻
子趕出家門，想不到慘遭情婦侵吞
財產，使他身敗名裂，只能打零工
撫養三個孩子，貼心的女兒也在深
夜溜出去賣肉粽貼補家用。
歷經一連串窮困中的相互扶持，情
婦終於得到報應，志明一家終得團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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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部
節目類型

節目名稱

集別

內容

生活

誰來晚餐 11

第 19
集
貓咪
愛上
冰淇
淋

五年前捷妮環島打工換宿時，在自
強夜市遇到了擺攤賣冰的李孟龍。
因為李孟龍想要改變社會的理念打
動了她，所以決定與孟龍交往。然
而，兩人的生活始終離不開工作，
無暇經營彼此的情感。李孟龍的爸
爸長期駐軍在外，經常不在家，從
小被交由爺爺與奶奶撫養。爸媽離
婚後，他又回到台南跟爺爺奶奶
住。爺爺也是軍人，他非常嚴格，
李孟龍有時也要閃突然飛來的榔
頭，所以他總是在奶奶的臂灣裡躲
避爺爺的暴怒。
國中正值叛逆期的他決定北上跟媽
媽居住，然而媽媽好賭的習性，再
加上曾欺騙奶奶的錢，孟龍決定搬
出去住，這時期的孟龍也剛好罹患
憂鬱症，失去工作能力的他靠打零
工度日。心疼孫子的奶奶，常常拖
著年邁的身子上台北看李孟龍，讓
孟龍覺得相當愧疚。
奶奶很內向，不太跟鄰居有互動，
再加上對於原本的家有所依戀，所
以總是不願搬到花蓮與孟龍同住。
奶奶不願意與孟龍同住的另外一個
原因，是怕給孫子帶來太多的負
擔，所以很多理由推拖婉拒。
「這輩子如果我沒有奉養過她，我
會遺憾一輩子，因為對我來說，她
才是真正的媽媽。」對孟龍來說，
奶奶才是真正的母親。因為冰店的
事業十分繁忙，收入也很有限，孟
龍想照顧奶奶的願望總是非常遙
遠。

生活

誰來晚餐 11

第 23

今年農曆過年前夕，高雄美濃發生
3

集
救災
阿嬤
在我
家

規模 6.4 的大地震，台南維冠大樓
倒塌，各單位警義消和搜救隊隊員
日以繼夜，紛紛投入救災的精神令
人動容，其中有一位全台灣年紀最
大的女性搜救隊員林美霞，為了搶
在黃金時間內救人，接到消息後，
第一時間就往災區衝，直到除夕夜
前夕，林美霞的子女們，透過新聞
報導才知道媽媽人在災區救災，今
年團圓飯沒法回來跟她們圍爐。家
中有一個這樣急公好義，凡事都衝
第一的長輩會對這家人帶來什麼樣
的影響嗎？而看過生死無數的林美
霞又會有怎樣的人生觀呢？

新聞部
節目類型

節目名稱

內容

新聞時事

公視晚間新
聞

1. 7/18 港銀髮反送中-香港「反送中」行動，不
只是「年輕人」參與，在昨天還有一場「 銀
髮族靜默遊行」。而「發起人」指出，有超過
九千人參與。他們是以「銀髮族」挺年輕人「守
護香港」為主要訴求，其中，也包含71歲的金
馬影后、葉德嫻，也參與響應。
2. 7/25 中高齡就業法-台灣勞工強制退休年齡是
65歲，但實質的平均退休年齡是61歲，加上少
子化，就業人口結構改變，台灣中高齡者的「勞
動參與率」低於日韓，因此行政院今天通過「中
高齡就業促進法」草案，放寬65歲以上中高齡
者，過了退休年齡，可和雇主簽訂「定期契約」
繼續待在職場。
3. 7/1 自籌托老經費-高雄美濃獅山里，全里約
2800多人，不過因為高齡化社會，1/3都是長
輩，成立十年的社區發展協會積極推動老人關
懷據點，去年開始結合當地知名景點，推出一
日遊行程，活動盈餘都挹注在關懷據點上，長
輩一週上5天課，只需要付800元。
4. 7/9 老後生活想像-台灣將會 在2025年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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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齡社會」。這也使得各項長照政策的擬
定和推行迫在眉睫。伊甸基金會發布老年以後
的生活想像調查，相較於一般民眾，有6成對
老後的生活沒有把握、最擔心「經濟問題」來
說，身心障礙者有7成以上，對老後生活沒把
握，而且最煩惱的，反而是健康狀況最多。
5. 7/31 銀髮族再就業-因應人口老化的問題，嘉
義市政府與慈善團體合作，推出銀髮人力資源
中心，為50歲至65歲的長輩，提供職業訓練與
工作媒合。希望藉由這樣的方式，緩解高齡化
所帶來的社會衝擊。
6. 8/2 不老真人圖書-營造老長輩的存在價值，也
給他們一個舞台。歷史建物"台中市市長公館
"，這次要提供的是"真人圖書館"的服務。讓
銀髮長輩的各項專長或特殊人生經歷、智慧經
驗得以世代傳承、對話，也讓長輩們感受到自
己的存在價值。
7. 8/22 居家失能照護-台灣，已經邁入「高齡社
會」，預估在「115年」，將成為「超高齡社
會」。「衛福部」公告新方案，讓「長照」結
合「家庭醫師」，由「醫師」和「護理師」定
期家訪，協助家中的「失能長者」、控制「慢
性疾病」等等，預估，有20萬人受惠。
8. 8/23 長照衝突調查-近年來長照扶養訴訟案件
層出不窮，光是去年、法扶基金會受理案件，
就高達3千多件，大多是老人棄養訴訟。而根
據一項最新調查發現，有近三成民眾，曾因照
顧問題與家人發生爭執，其中又以「照顧方式
想法不同」比例最高、近六成；其次是「照顧
費用分擔不均」及「醫療安排方式不同」，各
占兩成左右。
9. 8/25 祖孫互動調查-台灣已是高齡化社會，台
師大【林如萍】教授團隊，在祖孫互動調查指
出，【初為】祖父母的年齡，平均是54.5歲，
而現代祖父母，認為自己扮演的角色，以救火
隊和教導者居多。
10. 9/10 反送中前線人物-「反送中」運動，至今
滿3個月，在「一波」又一波抗爭當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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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許多「年輕人」身影。除了在「第一線」
示威的「勇武派」之外，還有人，化身「滅火
隊」，在每一次碰上「催淚彈」四起的時候，
「衝入」煙霧當中、把「催淚彈」熄滅。另外，
還有一群「銀髮族」，他們幾乎每個週末，都
會前往「抗議」現場，站在「警方」和示威者
中間，希望能「緩解」對立、衝突，保護年輕
人安全。]
11. 9/11 國人均壽新高-內政部今天公布，國人平
均壽命創新高，全國平均為80.7歲。以地區來
看，平均壽命最高的是台北市，有83.6歲，最
低的是台東縣是75.8歲，兩縣市民眾的壽命相
差7.8歲。台東縣的社福團體呼籲，要加強提
升東部交通和醫療品質，以及對弱勢族群的生
活照顧。
12. 9/12 長照大利多-根據統計，全台在「住宿式」
機構，接受「照護」的失能、失智患者，有超
過「8萬人」，平均每個月，要花費「3到5萬」
之間。為了要「減輕」家屬的「經濟負擔」，
衛福部宣布「補助方案」，只要今年「1月」
開始，入住「超過」90天，將以一年一次、直
接「補助」申請人，而「補助金額」，會採用
「階梯性」補助，每人每年，最高可領6萬元，
並設有「排富條款」，預估今年，會有「5.1
萬人」受惠，最快下個月15號、就可以開放申
請。
13. 9/16 PM2.5健康研究-國家「衛生研究院」，
和「環保署」最新調查發現，過去12年來，台
灣的「PM2.5」年均濃度，幾乎「全數」超標，
尤其是「中部以南」，建議要列為「急需管控
地區」，其中是「高雄」空汙最嚴重。而在「住
家環境」調查方面，以嘉義的「銀髮族」，在
住家環境，所「暴露」的「PM2.5」濃度最高，
原因很可能和「室內燒香」習慣、還有住家「鄰
近」寺廟有關。
14. 9/18 九二一偏鄉現況-九二一地震二十年，當
年的南投北中寮，地震造成300戶全倒。其中
龍安社區從一開始幫助災民的共餐，到現在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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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三個村200多個銀髮族便當，用當年被幫助
的心，繼續助人。也藉由地震後各界提供的資
源，發展觀光，成立學習資源平台，接下來還
要打造銀髮宜居的LONG STAY，這樣的發
展，也吸引年輕人返鄉。
15. 8/31 嘉失智篩檢-研究統計65歲以上長輩，平
均每12人即有1位失智者，而80歲以上則每5
人即有1位失智者，為了要在失智症能在一開
始就能受到控制減緩，嘉義縣市政府配合慈善
團體，共同推動縣市失智篩檢，希望能讓民眾
可以正視失智症的問題。
16. 9/4 畜牧老化缺工-台南關廟冠福畜牧場，上午
一名50多歲女員工不慎掉入飼料攪拌機內，被
攪切致死。由於機械的投料口沒覆蓋，也沒有
圍柵等設備，職安單位已要求停工，並將追究
責任。但7月嘉義也有七旬工人掉落牧草粉碎
機慘死，畜牧人力老化缺工問題顯著，農委會
已經開始試辦引進畜牧移工。
17. 9/9 最老環球航紀錄-英國有一名77歲女航海
家，7號完成單人駕駛不停靠、環球航行挑戰，
總共在海上待了320天，成為全世界、最年長
的環球航海家。
18. 9/14 連署長照假-台灣高齡化人口越來越高，
不少人有照顧長者的需求甚至離職。有民間團
體網路連署推動180天長照假，前三十天提供
六成薪。不過涉及財源與人力缺口，勞動部表
示仍要再蒐集多方意見。
專題報導

獨立特派員

8/14創生DNA
在台灣農村，年輕人口大量外移，鄉村人口老化
問題已經非常嚴重。為了解決長期以來城鄉差距
日益擴大，行政院將今年訂為地方創生元年。很
多人都很疑惑，地方創生究竟和社區總體營造有
何不同。事實上，目前由國家發展委員會所執行
的地方創生政策比較著重在產業面，更期待在過
程中能引入企業投資，促進地方振興。
兩年前，宜蘭縣政府爭取國發會「設計翻轉 地方
創生」計畫，這是一項先導示範計畫，在壯圍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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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設計力」的角度切入，為地方打造特色產業。
壯圍以前養殖九孔非常興盛，2001年卻因為一場
病毒感染，使整個產業漸漸沒落。輔導團隊協助
二代養殖業，透過體驗經濟以及直售所的方式，
進行營運創新輔導，找尋地方創新的能量 。
9/4美味關係
您家的晚餐時間是如何度過的呢？在台灣經濟起
飛的民國60、70年代，曾經有過「爸爸回家吃晚
飯」的活動，呼籲忙於工作的爸爸們也要重視家
庭生活與家人相處。
不過隨著雙薪家庭增加，許多家庭越來越難聚在
家裡的餐桌上吃晚餐。面對逐漸擴大的外食現
象，有一群人開始擔心台灣「家庭餐桌」的危機。
於是他們媒合了退休或空巢期的媽媽和沒有時間
做晚餐的雙薪家庭，讓退休或空巢期的媽媽做晚
餐，外送給沒時間做菜的家庭吃。希望讓兩個世
代的人可以透過料理互相幫助建立美味關係，也
讓台灣媽媽們的家常味道得以延續。
9/11入棺後的重生
隨著台灣社會迅速高齡化，凝視死亡成為個人及
整個社會重要的議題，這樣的訓練必須盡早開
始。在苗栗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的生命關懷事
業科，就有一堂特別的課。他們定期讓學生體驗
從寫遺囑到躺進棺材的死亡歷程，目的除了要培
養學生，將來如果就業需要，能有面對死者家屬
的同理心，還要讓他們明白，愈接近、了解死亡，
就愈能真實地面對自己的人生。
9/11晚緣
現在有長者需要照顧及陪伴的家庭越來越多，許
多人也身兼照顧者與陪伴者的角色。我們要帶您
看三位分別是1950年、1970年及1990年代出生的
志工，他們陪伴長者邁向生命最後的旅程。不過
在陪伴的過程中，他們卻發現自己從本來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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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成為也獲得許多的接受者。長者及三位志工
雙方晚年的緣分是否能讓這趟生命旅程，重新發
現陪伴真正的價值？
9/18震後二十年‧菩提長青村
南投埔里的菩提長青村是921地震災後，為了安置
老人而設置的組合屋，村長陳芳姿跟先生王子
華，原本在埔里開餐廳，沒想到在地震後卻一頭
栽進老人照顧的領域。二十年來，長青村奉行老
有所用、夠用就好的生活哲學，在極少的社會資
源及政府挹注下，服務將近三百位長輩，也成為
未來高齡社會老人照顧的一個借鏡。
新聞時事

公視早安新
聞

1. 7/1 人瑞瑜珈老師
活到100歲，還能運動嗎?美國有一位獲得金氏世
界紀錄認證，全世界最高齡，100歲的瑜伽老師，
她一個禮拜教三次瑜伽，其他的日子跳國標舞，"
柔軟"度、好得沒有話說。
2. 7/15 波人瑞鋼琴師
"波蘭"有位人瑞鋼琴家，儘管已經高齡108歲，手
指還是非常靈活，可以"流暢"彈出優美旋律，但
其實她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度過了幾年的逃
亡生涯，而且80歲的時候、"手"受了重傷，醫生
警告她不能再彈琴，但她對音樂的熱愛，克服了
一切，現在有音樂相伴，他優雅地度過每一天，
身體也很健康。
3. 7/18 港銀髮反送中
香港反送中行動，不是只有"年輕人"參與，昨天
有一場" 銀髮族靜默遊行"。發起人宣稱，有超過
九千人參與。他們以"銀髮族挺年輕人守護香港"
為主要訴求，中年人、退休族和高齡人士都站出
來，包括71歲的金馬影后葉德嫻也上街響應。
4. 8/29 99 歲探戈舞者
"男生跳舞也是很棒的選擇"，就帶大家來認
識這位99歲的英國高齡舞者，他年過80歲才開始
學跳探戈，今年還到阿根廷去參加世界探戈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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