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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台語台節目
節目類型

節目名稱

集別

內容

電視電影

蘇爺爺的肖像畫

1

追夢受挫的洪宗明，屈於現實放棄
了攝影，輾轉搬到老裁縫蘇爺爺店
樓上的狹窄房間。母親意外過世，
頹廢的宗明與蘇爺爺屢屢發生爭
執，卻意外揭露蘇爺爺的老照片
中，藏著一段無法忘卻的回憶，也
勾出各自的思念……。

電視電影

我的阿北同學

1

菜市場阿北（阿伯台語諧音）林火，
個性膨風不正經，卻努力奮發考大
學，其實他內心有個不為人知的秘
密，就是希望與教授兒子相認，阿
北讀大學一場冒險旅程即將開啟…

電視電影

尺寸

1

老裁縫阿興師守護了一輩子的西服
店，卻在年邁之時，被迫放棄；在
一場颱風夜中，捲進了他的青春，
也捲開與女兒的心結，在西服的一
絲一縷裡捲入了一生一世的承諾。

新聞論壇

台灣新眼界

80

11/14 台灣到宅醫療進行式(老年)

共 12
集

10/12 第 14 集 支持失能者自立系列
-電動輪椅
10/19 第 15 集 支持失能者自立系列
-個別化復能
10/26 第 16 集 支持失能者自立系列
-骨鬆復能
11/2 第 17 集 機構照顧找出路系列理解阿吉伯
11/9 第 18 集 機構照顧找出路系列理解阿水伯
11/16 第 19 集 機構照顧找出路系列
-理解阿耀伯
11/23 第 20 集 機構照顧找出路系列
-理解麗貞姨

生活、資訊、 熟年台灣
服務

1

11/30 第 21 集 愛在把屎尿系列 認
識尿液尿袋
12/7 第 22 集 愛在把屎尿系列 泌尿
器官老後
12/14 第 23 集 愛在把屎尿系列 漏
尿阿嬤與外籍看護
12/21 第 24 集 愛在把屎尿系列 憋
尿阿公與外籍看護
12/28 第 25 集 愛在把屎尿系列 排
泄器官老後
購片節目
節目類型

節目名稱

集別

內容

電影

生生

1

生生(吳至璿飾)的哥哥去世了，逃避
於工作的媽媽決定搬家，他整理哥
哥遺物時，發現哥哥手機追蹤了一
位瘋直播的老奶奶莉莉(鮑起靜
飾)。被醫生宣判只剩 3 個月可活的
她拒絕化療，計畫任性活過 100
天！
莉莉駕著自己的老計程車到處玩，
更時髦的開直播，吸引無數網友追
蹤。一條網路線，連結了同樣面對
死亡的生生和莉莉，友情漸漸深
刻。但 100 天時限越來越近……

短片

三仔

1

「三仔」守著一間過時的鐘錶行，
店裡早已沒有生意。三仔平時足不
出戶，老友過世後他嘗試踏出停滯
的生活。久違的第一次爬山，三仔
就摔傷了腳。山上的猴子，都在嘲
笑他。金鐘視帝龍劭華充滿厚度的
內斂演出，將看似無所事事的日常
即景，浸漬出哲性的人生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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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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集
家屋
與愛
情 未
完待
續

67 歲的楊三二，大家都稱他為「楊
師傅」
，因為看了一本日式大木建築
書，決定獨自蓋一棟房子。沒想到
17 年過去還未完工，原本滿心期待
的家人早就感到習以為常，一間扛
起家計的太太陳慧娟已經退休，陪
著他一起住在像工地的家，兩個女
兒也都已經長大嫁人，而楊師傅到
現在依然頑固的堅持著自己的夢
想。
楊三二小時候家庭成員眾多，環境
狹窄，只能睡在放柴火的儲藏室。
國小時父親因受到白色恐怖的迫
害，在監獄關了三年，這期間家庭
的成員因此各奔東西，為生計努力
去工廠當學徒，睡在工廠的宿舍。
這都讓師傅認真的思考，家的定義。
楊師傅認為，家應該是個可以遮風
避雨，好好休息的房子，更希望把
家人之間的關係緊密的聯繫在一
起。
擅長自己動手修理金龜車和蓋小木
屋的師傅，說決定要蓋一棟大木家
屋時，家人都非常支持，但沒有想
過，這個決定，卻深深影響了彼此
的生活 17 年。家裡的生計由妻子陳
慧娟一人扛起，妻子退休後也和楊
師傅兩人一起住在這「半完工」的
家屋，不僅要搭帳棚阻擋蚊蟲叮
咬，洗澡也要回到以前工作的餐廳
洗澡，連妻子最在乎的廚房空間，
也只是一個簡易搭起來的快速爐。
但這樣的生活卻讓原本忙碌的一家
人，有更多的機會可以互動。退休
後的妻子陳慧娟成為師傅的工地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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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隨時給予幫助，更三餐幫師父
打理。休息時，則會一起唱歌聊天，
晚餐後一起牽手去外頭散步聊天。
蓋房子的過程，讓兩個老夫老妻有
更多時間可以「放閃」！
全家人對於楊師傅抽菸這件事非常
不支持，不僅抽菸會影響空氣品質
和抽菸咳嗽影響生活品質，大家其
實非常擔心爸爸這麼辛苦蓋這棟房
子，卻沒有一個好身體可以晚年好
好享受退休生活。
然而抽菸對於楊師傅來說，卻是一
個可以讓思緒清晰的媒介。這已經
養成長年的習慣，每當要思考事
情，他就是點起一根菸好好來面對。
大女兒季淑像爸爸個性浪漫，希望
父親在房子蓋完之後，可以將這個
對地球友善的大木工法，教授給有
興趣的木工職人，不希望這種工法
在台灣就這樣消失。為此季淑參與
了夢想資助計畫也拿到的獎金。但
師傅認為規劃未來的路很好，但要
按部就班來，需要空間也需要時間
來蓋大木學校，而不是有經費就足
夠。而二女兒淨雯也表示不支持父
親一直這麼辛苦的工作，蓋完房子
就應該好好休息養老。大家對於這
個家未來的規畫都有想法，卻出現
了一些意見不合的狀況。
生活

誰來晚餐 11

第 30
集
阿祖
�袂
驚 血
緣輩
分從
來就
不是

阿文的阿公吳明貴以及阿嬤潘千
惠，因為子女工作的關係，所以從
年輕時期就替孩子們托嬰，最大的
目前 18 歲，連孫女、孫媳婦養的狗
也帶回家裡養，一開始只是想要減
輕子女們的負擔，不管是孩子或是
寵物一律照單全收，但也成了這些
孩子的避風港，也因為跟年輕人相
處，所以明貴與千惠完全不像是即
4

問題

將八十歲的長輩。
20 出頭歲的阿文，因為結交壞朋友
參與埋屍案件而入獄服刑長達一年
的時間，不僅成為人生的轉捩點，
也讓阿公阿嬤的人生產生變化，在
服刑前阿公阿嬤一年總是看不到幾
次阿文；然而在出獄後，便一改先
前個性開始穩定下來，雖然依舊不
改火爆個性，常常沒大沒小，但這
是屬於磨合 20 幾年他們的親密溝
通，一直到現在 35 歲，依舊學不會
怎麼輕聲細語、怎麼甜言蜜語，但
是阿文曾說：
「我全部的愛都已經在
這邊了啊」指著阿公阿嬤。
斜槓浪子阿文有個與前任女友 18
歲所生的兒子-昌諺，或許從小就是
跟阿公阿嬤帶大的關係，知道爸爸
媽媽從小就無法在身旁陪伴，所以
有著超齡的成熟感，與時下的年輕
人想要的讀書、玩樂不一樣，對他
來說，減輕家中經濟負擔以及不要
造成家裡的負面情緒是第一首選，
所以很多時候看到的昌諺都是在賺
錢；對他來說，只要比他小的都是
小屁孩，他就是小大人。
宮廟家庭的人員組成往往不是由血
緣決定的，而是彼此的緣分、人生
經歷過的事情而讓感情變得更融
洽、和諧，阿文的青梅竹馬-張心慈
就是一個例子。
因為家逢巨變的心慈頓時成為孤
兒，阿公阿嬤便像疼愛自己的孫子
一樣，讓心慈快速融入，成為宮裡
的一份子，而宮裡常常會有從小或
是年輕時就跟著阿文的年輕小夥
子，更將北玄宮視為是避風港，因
為對他們來說，家裡給的溫暖不及
宮廟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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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部
節目類型

節目名稱

內容

新聞時事

公視晚間新
聞

1. 10/4 捐血年齡放寬-受「高齡化」和「少子化」
影響，近年來的「捐血人數」降低，也造成「血
液庫存量」下滑。因此台灣「血液基金會」在
18年來，首度鬆綁了「高齡捐血者」條件，未
來，是「70歲」以下長者，只要「兩年」之內，
有「捐血」紀錄，每年只要經過一次「醫師面
談」，就可以「繼續」捐血、最快年底試辦。
2. 10/23 咀嚼阻退化-台灣已是高齡化社會，七年
後更將邁入＂超高齡社會＂，如何延緩退化與
失智刻不容緩，陽明大學牙醫學院院長許明倫
團隊研究發現，咀嚼功能和腦部退化兩者相
關，咀嚼功能越好的長者，腦部退化越慢。
3. 11/12 樂齡機器人-隨著高齡化社會的來臨，老
年人口的長照需求預計也將大增，工研院為此
也研發一款「AI樂齡陪伴機器人」，除了透過
人臉辨識來設定家中長輩外，並能跟隨在旁作
陪伴，同時還能分析長輩的生活、飲食起居，
更可透過影像偵測技術，若偵測老人到跌倒，
即時並發出通報給家人，避免意外發生。
4. 11/15 中高齡就業法-立法院今天三讀通過「中
高齡就業法」，開放以定期契約聘雇65歲以上
勞工，若雇主涉及職場年齡歧視，最高可開罰
150萬。不過有學者擔心，用定期契約聘僱高
齡勞工，恐怕讓有經濟需求的勞工，面臨不穩
定的工作狀態，補助將淪為階段性補助。
5. 12/22 駕駛年齡放寬-交通部計畫有條件放寬
大型車職業駕駛人的駕照年齡上限，從65歲放
寬到68歲，除了考量放寬高齡就業的條件因
素，也參考大型車安全風險較高，將採更嚴格
的體格檢查標準，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新聞時事

有話好說

10/17台灣老人好憂鬱！65歲以上11.7%吃藥治
療！
身體退化 病痛纏身 貧窮孤獨 銀髮憂鬱症自殺
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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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時事

獨立特派員

10/16預立醫療兩相安
人的一生為求學、就業、成家做許多的準備，但
是對於人生最後的那段路，卻很少好好做準備。
108年上路的病人自主權利法，讓民眾有機會在意
識清楚的時候，預立醫療決定。
不過要簽署這項內容，必須先和三人以上的醫療
團隊進行諮商，時間約半小時到一個小時，對醫
院來說人力成本過高。
目前全台灣有80多家醫院，可接受預約諮商。實
施九個月以來，全台簽署大約7000多份，被認為
成效不佳。這麼重要的事情，有必要在社會上大
力推廣。不過生死大事，也需要更完善的諮商，
才能落實病主法的精神。
10/16家是最好的病房
台北都蘭診所由醫師、護理長跟具有長照背景的
專業人士一起組成，目的是為了發展出台灣在宅
醫療的原形。
台北都蘭診所的所長張凱評曾在台北市立聯合醫
院與一般診所投入在宅醫療，累積許多個案需求
的照護經驗。透過這些實務累積知道：要做好在
宅醫療，醫療、長照及社區其他資源的連結，必
須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目前台北都蘭照顧個案中，有癌症患者，另外有
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屬於中風失能者，也包括罕
見疾病患者，老人、年輕人、小孩各年齡層都有。
診所還提供「在宅諮商」與「預立醫療諮商」。
由於台灣高齡化速度非常快，日本目前有所謂的
在宅全時段管理費，台灣則是相關制度與給付尚
未完備。為了儘早運作出都會型在宅醫療的模
式，台北都蘭診所將成為全時段支援在宅個案的
診所，專心發展在宅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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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青銀共事練習曲
有部電影《高年級實習生》，描繪了退休的銀髮
族和年輕的女主管在職場上互相交流，彼此扶持
的故事，現在這樣的情節在台灣職場也會越來越
常見。
今年7月，行政院宣布通過「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
業促進法」草案，希望提高台灣中高齡者的勞動
參與率。草案通過後，「青銀共事」成為各地職
訓或就業服務單位的主推項目。
其實，五年前勞動部就成立了「銀髮人才資源中
心」，以媒合55歲以上民眾就業為主要任務。五
年下來，中心有哪些成效？而在廠商眼中，中高
齡者有哪些職場競爭優勢呢？一起看看「青銀共
事」的職場，有沒有實現的可能。
國際部
節目類型

節目名稱

內容

紀錄片

公視主題之
夜

《陪伴最後一程的醫師》
現年80歲的醫師小堀鷗一郎投身安寧居家療護，
13年來照顧了超過七百位病人。日本NHK製作團
隊跟著小堀醫師居家探診的腳步，拜訪三位想要
「在家臨終」的病患，分別是：罹患失智症的小
寺誠一、肺癌末期的長谷川近藏，與103歲逐漸退
化失能的星野貴美子。失智症、癌症與失能，代
表了三種不同情況的居家照護挑戰。高齡社會的
來臨將進一步改變既有醫病關係，紀錄片讓我們
一窺「在家臨終」可能面臨的各種條件與處境，
並進一步思考，如何讓離世的人走得更加安詳。
《我的AI家人》
二十多年前，西洋棋世界冠軍被人工智能打敗，
震驚全世界，而今最新型的機器人甚至也能有情
感反應。機器人的應用已經不只侷限在各種工作
場域，而且研究者也正努力要讓 AI 以一個全新的
家人身分進到家庭裡。
日本和臺灣的研究人員進行了一場新的實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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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將機器人 TELENOID 交到失智症長者手上，
TELENOID 竟成就了奇妙的催化效果--為患者和
疲於照護的家人搭起一座潤滑彼此關係的橋樑。
AI 機器人會不會衝擊到家庭關係？該如何扮演
「家人」角色，成為人類的得力助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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