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視 2021 年 4-6 月銀髮新製節目
公視臺語台新聞部
節目類型

節目名稱

內容

新聞時事

下晡新聞
下暗新聞

0401獨居照護
0402雲林輪椅舞
0408古坑哈比屋
0415銀力論壇
0415老少彩繪輪胎
0415青銀推共生
0416七字仔RAP
0423古坑民學空拍
0427長照安排假
0428一日失智
0429長照員不足
0429偏鄉食農教育
0503竹田長照教室
0503北市防疫升級
0503桃園防疫措施
0505優待票歧視
0505銀髮農園
0506銀髮族媒人班
0506日銀髮啦啦隊
0510開放長者打AZ
0511推動在地長照
0512藥師據點
0512長輩桌遊
0513全人照顧
0517獨老溫度手環
0519美反仇亞法案
0519確診謠言滿天
0520交通全要實聯
0520北市長照確診
0521老人染疫多
0526防群聚封公園
0528防疫會議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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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8基隆防疫PC
0602長照機構又確診
0602高齡樂活不是夢
0607台東施打站
0609疫情家暴升級
0611送餐兼運動
0614疫苗通知亂
0614疫苗好難約
0615花疫苗不夠打
0615高齡快速接種
0615柯侯視察接種
0615桃找潛在感染源
0616長照機構疫苗
0616打AZ不治
0616泰打疫苗送牛
0617打疫苗不適
0617疫苗猝逝當心
0617猝死緩打潮
0617電訪(5分鐘)老人疫苗死亡
0617疫苗預約改版
0618全國防疫會議
0618電訪(5分鐘)疫苗接種順序
0618到宅打疫苗
0618柯侯疫苗接種
0618桃猝死疫情
0620疫苗心理
0621猝逝衝擊接種
0621北市長照群聚
0621偏鄉二波疫苗
0622注射歌仔戲
0622漢翔爆先打
0624護專生打AZ
0624日打疫苗猝死
0626枋山準四級
台語台新聞節目
台灣記事簿

4/2 蝸居老年。
獨居老人租屋住宿品質問題與解方。15分鐘專題
6/18萬華人的自救。
疫情下萬華自救弱勢族群。28分鐘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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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資訊
節目

台語台新聞節目
青春咱的夢

5/5在宅醫療（60分鐘）
6/2高齡樂活不是夢（60分鐘）

公視臺語台節目部
節目類型

節目名稱

內容

生活類

無事坐巴士

第 85 集：南投埔里-菩提長青村
921 地震後即成立的團體，照護無家可歸的長者，
進而發展成老人互動式的園區。
第 94 集：桃園八德-陸光四村活動中心關懷據點
共餐。

節目部
節目類型

節目名稱

集別

內容

戲劇

公視學生劇展

看不見
的黑煙

主頻 2021/04/11 22:30
一座因汙染而逐漸沒落的小漁村，
張炳華獨自扶養孫子阿軒，突然，
早已不相往來的兒媳跑來爭奪監護
權。孫子的健康與情感的割捨，張
炳華陷入了兩難的選擇

戲劇

公視學生劇展

爬出棺
材板

主頻 2021/04/18 22:30
阿民與鳥仔是在郊區經營葬儀業的
夥伴，在一場簡易的喪禮後，兩人
答應了死者兒子的荒謬要求，幫忙
守夜並於隔日財氣最旺的時間火
化，只為了圓自己的發財夢。沒想
到在夜裡，不平凡的事情發生了，
老人居然從棺材裡復活？！脫線的
兩人究竟該如何面對眼前的挑戰？

戲劇

公視學生劇展

為安

主頻 2021/04/25 22:30
民事法官魏珮欣正經手一起兄弟分
產的官司判決，然而，魏珮欣癌末
的繼父請她協助遺囑規劃，卻讓她
與同母異父的妹妹產生了複雜的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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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與衝突，魏珮欣要如何面對自己
人生的難題？
戲劇

公視表演廳

大風吹
什麼

主頻 2021/04/03 23:00
公視 3 台 2021/04/11 10:00
這是一個橫跨四代的故事，隨著社
會背景的演變，當代的價值觀和人
們對於時間感受的方式也有很大的
不同，生活風景從勞力密集的手工
慢作到機械工業化的快速量產，再
到現今人手一機，一根指頭便能輕
易觸及全世界，光速瀏覽每秒湧入
的龐大訊息。
故事中第一代農業起家主人翁顏啟
文的種稻哲學，帶出生命跟土地的
關係，生活在這塊土地上如何傾聽
它的變化，
「放下期待，順勢而為」
，
即使有時事情的結果讓人失望，但
不代表你沒有努力過。他去世後，
他的「牽手」黃招弟留下來繼續巡
著這畝養活一家大小的田，安身立
命於此，八十八歲的身軀像彎彎的
稻穗，守著回憶，守著生命的累積。
每次新的一年展開，分散各地的子
孫被「風」吹回來團聚過年，東部
縱谷裡的大風吹起山谷的雲、風、
稻，也吹散心頭的霧霾，讓每個人
回到家裡都能好好睡一覺。
儘管現代的斜槓人生提供各種向度
的自由，有時卻也容易變成噪音讓
人迷惘，這個故事呈現出每一代的
人各自面臨的生活課題，以及一起
感受「力量就存在你可以定下心來
專注做的事情上」的想望，並且相
信這樣的力量可以彼此傳遞，互相
成為穩定的陪伴。

音樂

公視表演廳

國寶級
台灣歌
王歌后

公視 3 台 2021/5/10 22:00
主頻 2021/5/16 23:00
從過去的歷史日本殖民台灣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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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曲演
唱會

禁唱台語歌曲，在戒嚴時期間，廣
播電視法規限制使用台語，直到近
些年政權輪替，本土意識抬頭台語
開始漸漸被喚醒，大大的在生活中
被使用，新的世代也影響了台語歌
的曲風越來越多變，因此時代的轉
變過去的台語歌曲在我們這塊土地
上，早已深深的烙印在你我心中的
音符。
《國寶級台灣歌王歌后金曲演唱
會》
，有四十年來難得一見的演唱陣
容，將重現 60 年代精彩的台語歌
舞。從光復到民國 70 年間的台灣歌
王、歌后一次的大集合，陣容包括
了寶島歌后紀露霞、民俗笑科歌王
郭大誠、低音歌王郭金發、性格歌
王良山、民謠歌后林秀珠、美艷歌
后麗娜、歌舞巨星金澎、電視歌后
邱蘭芬、布袋戲歌后西卿、女工歌
后鄭琇月等，並由國寶級演奏家番
王老師指揮，這絕對是精彩難得的
演唱會。

誰來晚餐 12

第 36 集
健力老
媽的幸
福
POWER

2021/04/16 21:00 公視主頻
60 歲的主婦許美雲，長期的家事積
勞和單調的生活方式，讓她變得肥
胖又不健康，二年前接觸健身之
後，她搖身一變成了冠軍老媽，並
且勇敢活出自我。

節目類型

節目名稱

集別

內容

電影

末代皇帝

1

《末代皇帝》這部史詩級的奧斯卡
鉅片，以溥儀的自傳《我的前半生》

綜合生活

購片節目

為故事的基礎，描述中國最後一位
皇帝溥儀傳奇、無奈的一生。
溥儀年僅三歲登基成為皇帝，六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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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位，他就像是籠中鳥一般住在紫
禁城中，作為別人的傀儡，無法掌
握自己的命運，導演貝托魯奇
（Bernaredo Bertolucci）的視覺風格
大膽、強烈，當年在紫禁城實地拍
攝，費時四年，溥儀的人生與大時
代的動盪，在導演的詮釋下呈現出
一種魔幻的視角。
本片當年獲奧斯卡最佳影片、導
演、改編劇本等共 9 項大獎，片中
尊龍、陳沖和鄔君梅的演出讓人驚
豔，音樂大師坂本龍一的雋永配樂
令人難忘
電影

浮世畫家

1

由渡邊謙、廣末涼子主演，改編自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石黑一雄的同名
小說。二戰後浮世繪畫家小野益次
（渡邊謙飾）在小鎮上過著兒孫繞
膝的平靜生活，直到二女兒被退婚
一事，才讓他回憶起過往。二戰時
他為了軍國主義理想鞠躬盡瘁，戰
敗後他一方面反省自己，一方面又
覺得當時自己不過是依循信念行
動。一場與準親家的相親宴上，他
嚴正地為自己過去所為道歉，卻發
現自己才是沉浸於過去信念不可自
拔的人，老畫家道德的曖昧成了本
劇魅力。

電影

今天也用便當出擊

1

日本八丈島單親媽媽香織(篠原涼
子飾)育有兩個女兒，其中小女兒雙
葉(芳根京子飾)是正值叛逆期的高
中生，她甚至不開口說話，只用手
機傳訊息，這樣的相處方式快把香
織逼瘋…最後香織決定把女兒的便
當做成超強「造型便當」
，用各式各
樣繽紛的食材把自己的心聲寫進便
當裡，甚至還有充滿怨念的「貞子
便當」
，讓雙葉的便當在學校一炮而
紅。香織以便當為武器、幽默當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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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劑，慢慢拉近母女之間的距離。

新聞部
節目類型

節目名稱

內容

新聞時事

公視晚間新
聞

1. 4/26 長照安排假-有民間團體呼籲，仿效日本
的「養老假」，訂定「長期照顧假」，主張勞
工、可以請長照假、最長180天，前30天、可
以領六成薪資。勞動部表示，目前缺乏、相關
財務來源、支應長照假，雇主端、也擔心人力
不足。
2. 4/7 哥人瑞連勝新冠-根據統計，高齡者感染
「新冠病毒」，比較容易重症化，死亡風險也
比較高，但「哥倫比亞」一位104歲的人瑞奶
奶，卻前後兩次感染病毒，也奇蹟似的戰勝病
毒康復。只是確診患者康復後，也有3分之1
的比例，出現心理跟神經性方面的後遺症。
3. 5/6 安養院監視器-關心高齡者照護，高雄市近
幾年老人保護通報案件都破千，去年更突破兩
千件，避免爭議產生，有議員建議在安養長照
機構公共空間，以及私人領域內裝設監視器，
不過也引發爭議。
4. 5/28 長照暫停收人-台北市日前爆發某長照機
構院內群聚事件，為避免成為防疫破口，指揮
中心宣布，即日起、不建議長照機構收新的住
民，若要入住，必須持3日內PCR陰性報告；
另外也公布確診者足跡發布原則，要求個資不
公開，任職單位原則不公布，但大眾運輸系統
要公布，因為影響範圍大。
5. 6/24 百歲染疫康復-新冠肺炎的高齡患者，屬
於高危險群，統計顯示，75歲以上確診者，死
亡案例為22.7%，六月初雙和醫院收治一名高
齡102歲的張爺爺，入院之初，狀況不太好，
所幸醫療團隊投藥、再提供「高流量氧氣鼻導
管、HFNC」系統，讓百歲人瑞戰勝病魔、康
復出院，對醫療團隊帶來莫大鼓舞。

新聞時事

獨立特派員

5/5 50+健身俱樂部
7

越來越多人意識到，如果中年事業有成，但卻付
出健康亮起紅燈的代價也是枉然。所謂錢在銀
行、人在天堂可就一點都不值得。
現在許多學術研究和政府政策都支持，過去65歲
退休後要注意鍛鍊體能的訴求，應該要提早到50
歲開始就養成習慣，才能活得久，工作更久，享
樂也更久。
現在訴求50+族群的健身房正在增加。不過五十歲
剛好是許多人生活、事業正忙碌的時候，到底要
怎樣安全、有效運動？ 50+族群運動時要考慮的
和年輕人又有什麼不同？
5/12 50+健身俱樂部
五十歲以上的民眾健身，有人選個人教練指導，
不過還有很多人沒辦法這樣做，於是政府廣邀各
縣市成立五十歲以上的健身俱樂部。初期每縣市
能有三個團體申請，每個團隊可以近百萬預算購
買健身器材及舉辦活動，像這樣的50+健身俱樂部
未來希望可以增設到一百個以上。
不過問題是過去政府也已經花很多預算舉辦運動
指導員的培訓，現在要推廣的50+健身俱樂部成效
如何？健身一定要靠健身器材嗎？來看看各地不
同的發展經驗。
5/12中醫師到你家
台灣在宅醫療的發展不斷與時俱進，從在宅門
診、在宅住院、在宅急診、在宅重症、在宅安寧
以及在宅急性後期，六種不同照顧型態。現在中
醫師也開始加入在宅醫療的領域，貢獻他們最具
優勢的照顧模式。
中西醫如何發揮在宅醫療的精神，相輔相成？獨
立特派員特別來到花東地區，因為花東獨居老人
的比例，在全國分占第一跟第四名，而醫療資源
沒有六都來得充足。一起了解中醫加入在宅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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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發揮哪些功能，現階段又碰到哪些問題。

國際部

節目類型

節目名稱

內容 (部分相關)

論壇實境秀

公視主題之夜 show

第 24 集： 好好死
-“死亡”是人可以選擇的嗎? 安樂死是一種選項
嗎?
紀錄片 the good death，中文片名”好好死”，女
主角是 78 歲的 Janette 罹患遺傳性肌肉萎縮症，
擔心自己的將來和母親一樣，
淪落到生活無法自理的慘狀，從英國飛到瑞士
接受安樂死。遺傳了相同疾病的兒子西蒙，支
持母親的決定，也希望未來自己也能夠擁有安
樂死的選擇權，但女兒仍希望透過親情設法挽
留。
執行安樂死的 Erika 醫師，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
徒，本來只接受安寧緩和醫療‧但父親臨終前
的選擇，改變了她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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