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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林匹克運動會，是一項為身心障礙者而舉辦的綜合型
國際體育賽事，由國際帕拉林匹克委員會（IPC）主辦。參
賽者包括移動障礙、截肢、失明、腦性麻痺等帶有身心障
礙的運動員。公視 3 台共轉播 37.5 小時(含開、閉幕)。
迷你電影院「𤆬𤆬路」
：公視主頻 2021/7/4(日)23:30 播出(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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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 7:30 重播)、公視 3 台 8/14(六)14:30 播出(隔日凌晨
1:30 重播)、公視臺語台 9/25(六)22:30 播出。

負責部門

「𤆬𤆬路」是台語文，華語意思為「帶路、引領、照
顧」
。思覺失調症患者阿賢雖然有哥哥阿明及嫂嫂秀芬的
愛和關心，卻因病症帶來的自我懷疑，讓這份愛受到曲
解；當世界遭受挑戰的阿賢做出反擊，卻反而讓家人活
在恐懼中。面對婚姻與親情選擇題的阿明，與究竟屈服
或反抗疾病的阿賢，兄弟倆如何在各自的世界裡找到答
案？


經典電影院「三更半夜居然要吃香蕉？」：公視主頻
2021/9/12(日)12:30 播出(隔日凌晨 0:00 重播)。
榮獲日本兩大紀實文學獎同名暢銷小說改編，描述
罹患肌肉萎縮症的鹿野靖明，僅能坐在輪椅上倚靠他人
的幫助，明明是一個任性又自大，一有不滿就摔杯子抗
議的個性，但他身邊依舊有一群願意 24 小時全天候照顧
的志工們。



經典電影院「他叫簡單，他是我兄弟 」：公視主頻
2021/9/5(日)12:30 播出(隔日凌晨 0:00 重播)。
法蘭克福國際書展獲獎小說改編而成的電影，馬庫
斯高勒執導。班恩與甘丹兩兄弟一同玩耍、一起長大，
唯一不同的是，22 歲的哥哥班恩，心智年齡仍停留在 3
歲。但無論人生遇到什麼困難，兩兄弟永遠互相扶持、
形影不離。



經典電影院「花生醬獵鷹的願望 」：公視主頻
2021/7/11(日)12:30 播出(隔日凌晨 0:00 重播)。
一名患有唐氏症的青少年因為想要追尋成為摔角選
手的夢想而從照護家庭中逃跑，並在途中與一個亡命之
徒成了夥伴，兩個流浪的靈魂一起展開了這趟有趣的旅
程。



經典電影院「逆轉人生」：公視主頻 2021/8/29(日)12:30
播出(隔日凌晨 0:00 重播)。
家財萬貫的富翁菲利普因跳傘導致四肢癱瘓，必須
找幫傭來協助他的日常作息，而他萬中選一的看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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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是來自郊區又有前科的黑人混混德里斯。
不拘小節、樂觀又熱情幽默的德里斯，飆車、熱舞
樣樣來，瘋狂行徑為菲利普了無新意的生活注入活水！
困坐輪椅的富翁遇上剛出獄的毛頭小子，兩個靈魂相互
碰撞、融合，交會出無堅不摧的忘年之情，各自寫下兩
人生命中的新頁。

負責部門



經典電影院「奇蹟男孩」：公視主頻 2021/7/25(日)12:30
播出(隔日凌晨 0:00 重播)。
命運對他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但愛讓生命化為不
可思議的奇蹟！
他是奧吉，一個遺傳罕見基因，天生臉部有殘缺的男
孩。一出生，醫生就斷定他活不過三個月，但奧吉卻憑
著旺盛的生命力活了下來，經過大大小小的面部整容手
術，他逐漸朝「正常人」的路走去，但五官仍然非常扭
曲，像有人用大鉗子把他的臉從中間壓扁。小時候，他
不論走到哪都戴著一頂太空人頭盔，因為唯有躲在頭盔
之下，才不會引來別人異樣的眼光。
十歲這一年，奧吉第一次踏進學校，進入了醜的、胖
的、和別人稍有不同就會被霸凌的殘酷青春期。就在他
即將融入新學校之際，一場萬聖節的惡作劇把奧吉的自
信打到谷地。惡作劇背後的真相究竟是什麼？



迷你電影院「冥王星圖 」：公視主頻 2021/7/18(日)23:30
播出(隔週日 7:30 重播)、8/4(三)11:40 播出、公視 3 台
8/28(六)14:25 播出(隔日凌晨 1:25 重播)。

2006 年，冥王星被國際天文學會從太陽系行星中除
名；2015 年，新視野號歷時九年飛抵冥王星，拍下星球
表面帶著心型的清晰照片。
有時人生就這麼突然，毫無預警的某日，有些東西
就永遠失去了；
有時人生也這麼微妙，總是要繞一大圈，才終於窺見真
正的自己。
醫院護士方寰常年照顧生老病死，厭倦現狀卻無力
改變，生活中只剩家人的依賴和一段早該結束的遠距關
係；病症末期病患張先生年輕時離家棄子，因死亡靠近，
不得不重新面對人生情感往事，思考起孤獨的最終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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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看似活在自己世界的人，因為一封未送達的
信而生活軌道忽然有了交集。方寰即將發現，代替這位
老者為家人傳遞訊息，這個看似微不足道的舉動，即將
為她的生活帶來未曾想像的震盪與改變。



紀錄觀點「陪你到最後-阿茲海默的旅程」：公視主頻
2021/9/16(四)22:00 播出(隔日凌晨 1:00 重播)。
本片以喬愛兒、伊麗莎白、亞蘭、米雪兒和克麗絲
汀為核心人物。他們都有個共同點，就是罹患了阿茲海
默症。明知道自己會逐漸喪失自我，卻仍必須在痛苦、
歡笑、抗拒與沈默中生活，有時還暗自期盼能找到終結
病痛的一線希望。
在這種病症帶給患者的紛亂歷程中，本片既是個
人、也是一種集體的窺探：面對註定會失去的自我和被
遺忘的親人，該如何生活？當看到至親失去了自我並遺
忘了我們，又該如何與他們保持聯繫？
這些是患者和照顧者都必須面對的問題。阿茲海
默症在提出疑問的同時，也帶領著所有當事人展開一場
訴說現代生活的「人間奇遇」。



公視主題之夜 SHOW「婚姻計畫」：公視主頻
2021/9/24(五)22:00 播出(隔日 7:30 重播)、公視 3 台
9/26(日)13:00 播出(隔日凌晨 1:00 重播)。
《婚姻計畫》是來自伊朗的紀錄片，紀錄了首都德
黑蘭南部一間精神療養院的一項大膽實驗「婚姻計
畫」——所長贊恩（Farhad Ramazannejad）醫師希望滿足
病院內 480 位病患的親密與性需求，於是計畫將他們配
對結婚，之後住在院內新的清真寺並管理該地方。他相
信情感關係能對病患產生幫助。
院方開始一系列評估與協助，幫病患製造約會機
會。平時住在男女分居病房的病患們期待著他們睽違已
久的愛情。但這項看似幫助病患的創舉，卻也遭受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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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力反對，特別是來自患者家庭，他們相信讓病患結婚
只會造成更大麻煩。另外，院內也有非常想參與計畫的
病患情侶，但被診斷為不穩定而落選。他們之後仍不斷
爭取，卻遭院方更強力的反對。
本片呈現了精障患者少被探討的情感需求，也看到
了院方在理想與實務中的兩難。另外，本片也關注了台
灣不熟悉的伊斯蘭文化對人的情感行為產生的影響，值
得細細分析。
本次映後座談由鄧惠文醫師主持，邀請到小燈炮媽
媽、立法委員王婉諭與名精神科醫師蔡榮裕。王委員的
家庭雖然曾受精障患者所嚴重影響，但反而讓她決心讓
這些人的權益被大眾看見。蔡醫師則是國內精神分析的
泰斗，累積了超過 30 年的臨床經驗，讓他清楚了解在醫
療理想前實務面得付出的努力。
本身就是精神疾病專業的鄧醫師在節目中提出了許
多深刻問題，而兩位來賓也各自從立法層面與醫療第一
線探討台灣精神醫療的現況與改進方式。本集也邀請到
各式背景的公民，包括精障社工、醫師與心理師，分享
第一手的心得與觀察，另外更有精障伴侶來到節目現身
說法，告訴大家精障者的愛情心路歷程，內容精彩萬分。



公視主題之夜 SHOW「明晴學園的寂樂青春」
：公視主頻
2021/7/30(五)22:00 播出、公視 3 台 8/2(一)凌晨 1:00 播出。
聽不見的世界只有寂靜無聲嗎？《明晴學園的寂樂青
春》記錄的明晴學園位於東京品川區、創立於 2008 年，
崇尚教育的多元化，不強迫學童小小年紀就去融入所謂
的「主流社會」
，而是鼓勵他們「聽不見並不會低人一等，
只是體驗一個不同的世界」
，所以在這邊，不走傳統啟聰
學校以口語和讀唇教學的路線，而是以手語來教學。
在片中，幼稚園的小女生，透過手語表達她想要的
各種動物貼紙。在老師的理解下，她拿到了她想要的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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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她從中學會做選擇、學會表達需求，也感受到被老
師理解；小四學生們透過手語啟發對大自然的讚賞，用
手語歌詠春天的美好感受，小手飛舞加上豐沛表情，也
成了一行行美麗的詩；小六的學生，透過手語設計寫信
活動，表達對畢業班導師的感謝，讓老師忍不住感動落
淚；國中女生則在午餐時，調皮地討論要給老師一個小
小的惡作劇。
從影片延伸出的座談主題是─《你比較想學手語還
是英語?》，擔綱主持的是<公視手語新聞>主播王曉書，
與談來賓是聽障 Youtuber Anne(林旻臻)，以及另外八位身
分為聽損者、聽損者家人、聽語治療師、國小手譯陪讀
員，組成的公民代表們，一起討論關於聾人文化的自我
歸屬、手語與口語間的抉擇、及聽覺電子輔具帶來的影
響等問題。
為了讓座談順利進行，現場還加入三位手語翻譯
員、兩位聽打員，將所有的口語跟手語的內容，即時手
譯、聽打，讓在場使用手語、使用電子聽力輔具的聽損
者，和其他參與的聽人們，透過多元的媒介讓彼此理解
與溝通。
 「聽聽看」
：公視主頻 2021/07/03-2021/09/25 每週六 16:30 首
播（週日凌晨 4:00 重播）；公視 3 台 2021/07/04-2021/09/29
每週日 17:00 首播（週三 07:00、12:30 重播）
每週一小時身心障礙節目「聽聽看」持續製播中，2021 年 7-9
月重播 13 集(866~872、887~892)。
播出內容：
節目部

持 續 製 作 身 心 《自己的天空》
障礙服務節目
在音樂的道路上勇敢前行－陳珞綺
珞綺出生在雲林，自稱是「音樂小精靈」
，走到哪裡就把美妙
的琴藝和歌聲帶到哪裡，看見她就像看見溫暖的陽光，帶給
大家滿滿的正能量。這十幾年來，珞綺的媽媽一直用正向的
角度在勉勵自己和教導孩子，走過艱辛也得到榮耀，未來的
路不保證平坦，但一定會是穩穩的朝著音樂的方向，繼續努
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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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愛而畫－周玉茹

一個從小美術成績都是「丙」的人，長大以後變成了一位畫
家，讓很多人都覺得不可思議。玉茹在台中清水出生長大，
在二十二歲那年就結婚生子，但是沒多久就失婚，為了生活
她很努力的工作，卻沒想到發生了重大的車禍，這場意外讓
她差點連命都沒有，當年她只有二十四歲。
用生命說故事－陳青琪
陳青琪向來是個很願意分享的人，她有一種樸實無華的親和
力，以及幽默直率個性，讓人很想聽聽，她到底有哪些曲曲
折折或是激勵人心的故事。在青琪的人生奮鬥故事中，和先
生的相遇相知到結婚生子，非常有戲劇性；重度身障的妻子
和雙眼全盲的丈夫共同組成的家庭，擦撞出許多意想不到的
火花，每一天都很有趣也都充滿挑戰。
用彩筆走過生命低谷－黃利安
今天要介紹的黃利安是一位重度肢障的美術老師。利安是台
中人，從小在繁華的市區長大，父親在台中火車站附近經營
書局，家裡有七個兄弟姐妹，他排行老二。六十年前，利安
染上了小兒麻痺病毒，從此雙腳行動不便，穿鐵鞋、拄拐杖，
每一步他都走得比別人辛苦。
帶聽障者去旅行－彭西鄉
今天要介紹的彭西鄉，是一位聽人旅遊領隊，他在台中的旅
行社當副總經理，為人古道熱腸，像一個慈祥的爸爸，因此
大家叫他「彭爸」
。彭爸有感聽障朋友參與旅行團，卻沒辦法
享有與一般旅客同樣的旅遊體驗及感受，便開啟了他帶領聽
障團的契機，且已經舉辦過二十次聽障旅遊團，足跡遍及日
本、泰國、義大利、埃及等地，不但漸漸做出口碑，2018 年
也獲得觀光局表揚為優良旅行業從業人員。
精彩的輪椅人生－林昭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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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林昭坤是「輪椅上的劉德華」
，會有這樣的稱號，是對
昭坤外貌的一種讚美。二十年前一場意外改變了他的一生，
造成頸椎受傷、胸部以下癱瘓，但天生就有瀟灑、順其自然
的性格，讓昭坤面對人生重大打擊時，能用豁達的態度來因
應，他向世人證明，他都做到了。昭坤說他感謝那場車禍意
外，因為他比別人更透澈的體悟了生命的價值，活得比誰都
還精彩。
866-872 集
跟著輪椅族朋友至韓國的首爾、保寧、景福宮，韓國和台灣
有著極大相似性，尤其是手語文化的發展，因為都曾經受過
日本殖民統治，因此同樣深受日本手語的影響。根據統計，
目前全韓國大約有 31 萬左右的聽障朋友，其中生活在首爾的
聽障朋友就有 4 萬多人左右，節目呈現韓國的聽障文化及韓
國聾朋友無聲的精彩！
《韓國手話語言法》於 2016 年制定，韓國正式立法把手語列
入官方語言，讓韓國手語和韓語擁有同等的地位，以確保韓
國 30 多萬聽障朋友的語言權利。位於首爾西大門區的首爾手
語專門研究院，是一所針對聽人的手語教育中心，也是首爾
市唯一的專門手語教育院，那裡的學生有高達九成是聽人，
但七成的老師卻是聾人，每次一開課都很快就報名額滿。
2000 年時，韓國在聾人團體爭取下，韓國政府開始推動手語
標準化，逐漸確立韓國手語文法與教育的方向，並進一步在
2004 年身障平等法上路後，開始廣設手語翻譯中心，積極推
動韓國手語翻譯的認證制度，甚至在大學設立手語翻譯科
系，節目帶觀眾前往位於首爾南邊的城市-天安，認識韓國第
一所設立手語翻譯科系的大學。
 播出《口述影像版》戲劇服務視障觀眾，播出紀錄依序如
下：
主頻：
阿惜姨(口述影像)

2021/09/25 (六)

03:00

公視 3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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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愛親家(口述影像版)

2021/07/03 (六)

13:00、2021/07/04

(日) 00:13
2.野模(口述影像)2021/07/10 (六) 13:00、2021/07/10
(六)24:00
3.阿嬤,搖哩搖哩(口述影像)2021/07/17 (六) 13:00、
2021/07/18 (日) 0:15
4.一瞬之光(口述影像)2021/07/25 (日)

1:04

5.無法辯護(口述影像)2021/08/01 (日)

1:10、2021/08/07 (六)

12:30
6.打破皮涅塔(口述影像版)2021/08/08 (日) 0:30
7.桔醬的滋味(口述影像)2021/08/14 (六)

13:00

8.桔醬的滋味(口述影像)2021/08/15 (日)

0:05

9.依諾之歌(口述影像)2021/08/21 (六)

13:00、24:00

10.戀戀木瓜香(口述影像)2021/08/28 (六)
11.人生浣腸(口述影像)2021/09/04 (六)

13:00、24:00
24:00

12.蟹足(口述影像)2021/09/11 (六)

13:30、24:00

13.艾草(口述影像)2021/09/18 (六)

13:00、2021/09/19 (日)

00:23
14.十七號出入口(口述影像)2021/09/25 (六)

13:00 、

2021/09/26 (日) 0:05
 公視人生劇展「小貓熊胖達的奇幻冒險」
主頻 2021/07/07 (三) 09:00
本片以棒球貫穿全劇，男主角設定為家中有小胖威利罕病兒
的父親楊力豪，被迫放棄成為棒球選手的夢想，一開始以賺
錢作為逃避面對兒子永遠好不了的病，他獨自帶著孩子，一
面也請年邁的父母來幫忙照料小孩。力豪的生活過得壓抑鬱
悶、很不快樂。只要一聽說力豪還有個智能不足的拖油瓶，
往往便態度丕變、卻步不前。本劇的主角小胖威利的孩子綽
號叫『胖達』
，因為胖達沒有飽足感，只能到處找食物吃…胖
達明知道父親和奶奶都說不可以再吃了，但是胖達不敵慫恿
還是惹得父親生氣了…胖達的世界簡單快樂，但戲劇娓娓呈
現照顧者的艱苦心酸，背負病兒教養照護、家庭經濟責任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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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事業、親情、愛情及難以避免外人的不瞭解與不諒解，
主角在現實壓力、外在眼光與自我情感間拉扯擺盪，拉鋸之
間，孩子的天真笑容，一個轉念，他找到了與新聞裡其他小
胖威利爸爸攜女自殺絕然不同的道路，最後釋懷坦然面對接
受，擔起這個責任，也接受兒子永遠無法達成自己期待的事
實，並以有國球之稱的棒球，串起一個家庭面對小胖威利罕
見疾病的人生態度。
 公視人生劇展《可圈的鞋店》
主頻 2021/07/18 (日) 14:30、2021/09/09 (四) 09:00
一雙長腿，讓她決定換個名字，走出不同人生。一場死亡，
讓她再度用回本名，重拾悲欣往事。丁可圈擁有一雙美麗長
腿，身高超過 170 的她，年屆三十，目前以賣鞋為生。經濟
緊縮之下，只有賣了一雙鞋，她才能買鞋；因為鞋子是可圈
的信仰，家中最顯眼的就是整牆巨大鞋櫃。可圈接到阿嬤過
世的消息，返回老家奔喪，往事歷歷，一件又一件向她襲來 …
台北租的房子淹水了，鞋店老闆海默將可圈的貓接過去照
顧，拉近了兩人距離，可圈在他面前逐漸卸防，渴望擁有一
份穩定情感。海默擔任鞋模，她決定改賣男鞋，畢竟賣出任
何一雙女鞋都令她感到生離死別…
 公視人生劇展《一瞬之光》
主頻 2021/07/19 (一)

09:00

阿光在高中聯賽優異的表現下，被遴選為 17U 世界青年籃球
錦標賽的一員，充滿期待的美好未來，卻因為一場車禍造成
脊髓嚴重的損傷，阿光必須永遠坐在輪椅上。小兒麻痺的柏
翔和玻璃娃娃的 David 想要在台北成立一支輪椅籃球隊，卻
一直苦尋不著身障者的加入，因緣際會下柏翔認識了阿光的
女友舒晴，一直希望能透過舒晴說服阿光加入。但車禍後的
阿光封閉自己的內心，過去的優異表現卻變成揮之不去的夢
魘，車禍後的身體漸漸復原，但破碎的內心卻怎麼也無法拼
湊完，幾個在生命裡相遇的靈魂，他們交疊、碰撞，是否能
激勵彼此，跨越各種障礙，並向他們各自的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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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視人生劇展「阿弟仔，知道不知道」
主頻 2021/07/22 (四) 09:00
試圖透過「老憨兒」的視角，去觀看一群在老人院的老人們
彼此之間的關係，以及老人們本身家庭內的紛爭。對老憨兒
而言，在這個世界上，沒有甚麼好計較的，如同劇中「阿弟
仔」（王夢麟飾）常常冒出的一句話：「老師說，不可以吵架
喔，你知道不知道」他們如同世界上的和平天使，再難解的
問題，在他們的眼中全然的化繁為簡。此外，這部影片也試
圖讓觀眾可以理解，老人家們與喜憨兒其實如同孩童一般，
簡單、單純，讓彼此互為明鏡，透過一群老人的狀態來觀看
彼此的立場。
 公視人生劇展《我是周時青》
主頻 2021/08/01 (日) 14:30、2021/09/06 (一) 09:00
65 歲的蔡光耀，罹患阿茲海默症之後，一直以為自己還是校
長。女兒怡潔心力交瘁只為撐起這個家，看護安妮及怡潔女友
婷婷，總適時的給予正面能量，用愛找回記憶的缺口，在漫長
的人生告別中，讓愛永遠都在…
 公視人生劇展《自由人》
主頻 2021/08/06 (五)

10:30

公視 3 台 2021/08/05 (四)

08:00、13:30

洗衣店員工阿傑與老闆的跛腳姪女小綺,因為工作在一起逐漸
有了默契.阿傑殺人犯假釋的身分爆發被解雇後.假釋日到期
前一天,阿傑發現酒醉的老闆企圖性侵小綺,兩人纏鬥,結果一
發不可收拾。.
 人生劇展「打破皮涅塔」
公視 3 台 2021/08/07 (六) 24:30
23 歲的 Maca，是來自薩爾瓦多的交換學生，但她來台的真正
目的卻是尋找生父--20 年前在薩爾瓦多農耕隊的台灣技師何
震育。尋找父親的過程中，Maca 在獨居的王奶奶家幫傭。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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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王奶奶家的第一天，Maca 對鄰居阿宏家的家暴事件挺身而
出，讓嚴肅規律的王奶奶發現了生活情趣，害羞的阿宏及藝
術家 Mat，也因此逐漸和 Maca 成為好朋友。Maca 尋父線索
一直陷於膠著，直到簽證到期即將離台時，終於連繫上同父
異母的哥哥，卻也得知父親患有失智症，已不記得往事。
 公視人生劇展《賽鴿賽歌》
主頻 2021/08/08 (日) 22:00、2021/08/15 (日) 14:30
善養賽鴿的忠明和喜歡唱歌的維慶，父子倆為了妹妹智能受
損，多年來一直有著心結。維慶為暗戀的女生要完成賽鴿報
告，請求父親協助。忠明看到維慶在歌唱比賽中失敗，決定用
訓練賽鴿的方式，訓練忠明…
 公視人生劇展《征子》
主頻 2021/08/22 (日) 22:00、2021/08/29 (日) 14:30
林日生與妻子朱文卿分居三年，文卿因為需要出國出差一個
月，因此把兒子林佑欣交給日生照顧。佑欣因為失去登上繪畫
比賽的小小英雄榜的機會，在班上情緒失控，日生被請到學校
後才知道兒子有亞斯伯格症。林日生在開導兒子的同時，發現
兒子對圍棋的專注與投入，燃起林日生對圍棋的記憶，於是，
父子一起克服萬難進行圍棋特訓.…。
 人生劇展「彌撒」
公視主頻 2021/08/31 (二) 10:30
楊世緯，醫學系大三學生。母親如娟過世後，病房內的奶奶每
況愈下，治療的速度漸漸趕不上癌細胞在體內蔓延的速度。每
天放學，世緯總會到病床旁跟奶奶說說話，
但今天，世緯沒有出現。
父親國毅將世緯從派出所接回家，國毅熟練的分裝餐盒裡的飯
菜，世緯將飯菜擺在如娟的牌位前，望著如娟的遺照，想起了
今天在實驗室內掀開如娟白布後，那胸口上用清晰的字樣寫著
『No CPR』的刺青。
 公視人生劇展《業務員之死》
主頻 2021/09/16 (四) 09:00
40 歲生日前一個月，阿良因為腦傷失去了 15 年的記憶，重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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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有妻子的外遇以及自己辦公室的不倫之戀，阿良發現過去
的自己竟然是粗俗又卑鄙。
在記起妻子外遇對象竟然是自己的好友時，頭痛欲裂，不支倒
下。阿良二次進醫院，經醫生診斷，記憶還是在 25 歲，阿良
自我選擇性的失憶，讓他在 40 歲生日許下願望…
 學生劇展「黑貓狂想曲」
主頻 2021/07/28 (三) 10:30、2021/08/10 (二) 10:25
夜幕低垂，患有口吃的助理，正看著老道士主持喪禮。冷清的
守靈夜裡，渤昇上前搭話，筱默表示自己無法說話，以動作、
紙筆書寫交談。
黑貓趁兩人焚燒金紙時，縱身躍過棺材，父親坐了起來，而筱
默笑著說話了。這一夜，死人開口說話了，口吃暢所欲言，失
去語言與多出來的語言都得其所適了。
 公視學生劇展《乍暖》
主頻 2021/08/02 (一) 10:30
公視 3 台 2021/08/03 (二) 08:00
宜安與宜強姊弟兩人由逐漸失智的老奶奶照顧,他們的母親早
年便離家出走,父親也鮮少回家.可是這一年年關將近,父親帶
了一車鞭炮回家,準備在過年賺上一筆.姊姊幫著賣鞭炮,生意
很好,可是當電視播出鞭炮自燃爆炸慘劇後,鞭炮滯銷了,宜強
點燃鞭炮,讓眷村那夜變得絢爛美麗.隔天一早,父親又不見了...
 學生劇展「自由人」
主頻 2021/08/06 (五) 10:30
公視 3 台 2021/08/05 (四) 08:00、 2021/08/05 (四)13:30
洗衣店裡拿著髒衣服來，帶著乾淨衣服離去，汙穢的人，能否
洗淨他人的罪孽？35 歲剛假釋出獄的更生人阿傑進入了充斥
著壓抑氣息的洗衣店，洗衣店的老闆蔡仔和他的外甥女小綺，
陰沈的小兒痲痹症患者，夜裡阿傑聽著蔡仔咒罵小綺的咆哮
聲，四處迴盪著鬼魅般拐杖聲，偶然間，目睹到洗衣店裡最不
可告人的秘密．終至一發不可收拾。

《小孩酷斯拉》第 10 集
公視 3 台 2021/08/15 (日)

18:00、2021/08/21 (六)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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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煞不住的鐵道夢
劉家愷是個超級鐵道迷，雖有智能障礙，但他滿腦子都是怎麼
坐車怎麼接駁，清清楚楚一點也不模糊，他有個遠大目標是考
取鐵路人員，在鐵路局工作，成為一名帶給乘客歡樂的列車
長，每天有坐不完的車！
家愷也很喜歡游泳，但他有先天性心臟病，複雜的法洛氏四重
症，開刀後仍有心律不整的後遺症，雖然醫生擔心他參加比賽
會有風險，但一路以來家愷憑著樂觀開朗的性格，沒有被病症
所障礙，總是快樂開心的完成每一場比賽，令人佩服。
前陣子家愷在沒有告知家人的情況下，離家展開三鐵乘車之
旅，嚇壞家人，媽媽動員所有好友、警方和鐵路局的協尋下才
終於找到他，經過這件事，家人才逐漸了解到搭車對於家愷而
言不僅是個愛好，還是他宣洩情緒和壓力的方式，只是媽媽對
家愷三次不告而別的行為非常焦慮，她希望家愷能學會提前規
劃行程，並主動告知讓家人放心，究竟家愷能不能辦到呢？
《小孩酷斯拉》第 11 集
公視 3 台 2021/08/22 (日) 18:00
我用拍片改變世界
混血兒郭于萍是一名影像創作者，因為爺爺還有乾爸乾媽都是
盲人，她很了解弱勢族群面對的挑戰比一般人更多，也更她關
懷弱勢，經常助人。
從加拿大返台這四年，于萍常當志工。她對於環境教育特別
重視，也希望能推廣尊重弱勢，人人平等的觀念。她除了和
聾人朋友一起拍影片推廣手語外，也將拍攝自己的乾爸乾
媽，希望透過他們那種勇敢不怕挑戰的精神帶給人正面能
量。

新聞部

公視晚間新聞，共 71 則
0701 身障恢復收托
0701 韓 AI 防自殺
0705 勸群聚遭摑掌
7-9 月身障報導
0705 救援鐵鍊童
統計
0712 盼日照據點解封
0712 通緝不用關
0714 防疫照顧要給薪
0715 遭拒共廁挨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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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8 疫情兒虐黑數
0722 失智據點指引
0803 東奧彩虹浪潮
0803 貝魯特爆炸週年
0804 古莫性騷震撼彈
0805 疫苗灌水病
0805 印度女童性侵
0806 電子腳鐐犯案
0809 嚴辦機構施虐
0810 美童染疫攀升
0811 古莫自請辭
0813 軍官鑑測不治
0813 儲蓄貧富創高
0813 家扶無窮世代
0819 糾正小編猝死
0823 祖孫疑熱衰竭
0823 女夜間工作修法
0824 幼兒園夾斷指
0825 幼教體制漏洞
0825 綠燈救命道路
0825 桌球林姿妤
0825 日輪椅舞者
0826 校園免費衛生棉
0827 女夜工保護條款
0827 帕運游泳柔道
0828 田曉雯銅牌
0828 護理之家火警
0829 游泳陳亮達決賽
0829 帕運選手返國
0829 愛心券減發
0830 兒少性侵探討
0830 阿選手帕運圓夢
0831 台南虐童案
0901 無薪假不降反升
0901 染疫康復歧視
0902 農民中暑職業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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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執行項目

負責部門
0905 帕運今閉幕
0905 偏鄉師開學
0906 印尼看護涉虐
0906 學生疫苗避歧視
0906 疫情學生請假
0906 移工疫苗擔憂
0906 以頭部連體嬰
0907 首例兔熱病
0907 門諾善款紛爭
0907 衣索人道危機
0908 血汗宅配送貨
0913 照服人力大缺
0914 菲學習危機
0914 資助千位女孩
0917 牙醫妻悲訴
0918 庇護工廠火警
0918 Z 世代性教育
0922 女大生被害補償
0922 新冠重症照護
0923 治失眠喪命
0924 保母涉虐童
0924 高齡車禍傍晚多
0924 變更性別訴訟
0927 性侵刑後治療
0927 降低焦慮行為
0929 WHO 性醜聞
0930 連署關傷人男

公視手語新聞，共 11 則
0705 視訊上課無礙
0722 國家語言發展會
0726 聽障業者疫情
0806 國家語言生活化
0809 奧運聾選手-新聞見分曉
0813 抗議手語教材
0824 阿富汗手語-新聞見分曉
0825 帕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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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執行項目
0903 三大身障奧運-新聞見分曉
0922 國際手語日-新聞見分曉
0929 聾人電影節

9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6 月 30 日止已服務 315470 次。
 97 年 1/1-3/31(第一季) 共計 431 次。
 97 年 4/1-6/30(第二季) 共計 296 次。
 97 年 7/1-9/30(第三季) 共計 503 次。
 97 年 10/1-12/31(第四季) 共計 364 次。
 98 年 1/1-3/31(第一季) 共計 586 次。
 98 年 4/1-6/30(第二季) 共計 226 次。
 98 年 7/1-9/30(第三季) 共計 643 次。
 98 年 10/1-12/31(第四季) 共計 409 次。
 99 年 1/1-3/31(第一季) 共計 704 次。
 99 年 4/1-6/30(第二季) 共計 364 次。
 99 年 7/1-9/30(第三季) 共計 716 次。
 99 年 10/1-12/31(第四季) 共計 383 次。
 100 年 1/1-3/31(第一季) 共計 429 次。
 100 年 4/1-6/30(第二季) 共計 438 次。
 100 年 7/1-9/30(第三季) 共計 505 次。
公 服 暨 行 聽取視障語音
 100 年 10/1-12/31(第四季) 共計 341 次。
銷部
節目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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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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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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10/1-12/31(第四季)共計 225 次。
106 年 1/1-3/31(第一季)共計 213 次。
106 年 4/1-6/30(第二季)共計 139 次。
106 年 7/1-9/30(第三季)共計 325 次。
106 年 10/1-12/31(第三季)共計 267 次。
107 年 1/1-3/31(第一季)共計 233 次。
107 年 4/1-6/30(第二季)共計 329 次。
107 年 7/1-9/30(第三季)共計 265 次。
107 年 10/1-12/31(第三季)共計 267 次。
108 年 1/1-3/31(第一季)共計 359 次。
108 年 4/1-6/30(第二季)共計 216 次。
108 年 7/1-9/30(第三季)共計 298 次。
108 年 10/1-12/31(第四季)共計 302 次。
109 年 1/1-3/31(第一季)共計 290 次。
109 年 4/1-6/30(第二季)共計 337 次。
109 年 7/1-9/30(第三季)共計 361 次。
109 年 10/1-12/31(第四季)共計 315 次。
110 年 1/1-3/31(第一季)共 412 次。
110 年 4/1-6/30(第二季)共 377 次。
110 年 7/1-9/30(第三季)共 327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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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第三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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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筆。
110 年第三季，身心障礙個人對家用版產品電話詢問 0
通，完成交易總計 0 筆。




公視臺語台 許恆慈 盧柏誠
新聞部 葉明蘭(公視晚間新聞)/歐姵君(公視手語新聞)
節目部 羅娜
公服曁行銷部)

王玉如 李蓁蓁

企劃部 徐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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