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類
客   服   與   反   應   事   項 處  理  方  式

觀眾來信:
「大愛電視台請關注台語文化的市場走向，建議節目部，繼續重視強
化，節目及戲劇規劃，能夠強化增加台語發音服務呈現，比例加重，
希望人才方面，能夠繼續培養重視，年輕㇐輩的，加強台語的栽培，
希望能夠永久傳承台語下去，建議新聞部門，台語新聞播報繼續發展
下去，年輕㇐輩方面，希望繼續培養台語主播，能夠繼續將台語永久
發展傳承下去，不要斷阿。 」
2021/5/1 (六) 19:54

感恩提供意見，轉請相關單位參考

觀眾來信:
「末學覺得英文新聞的主持人播報速度太快了，有點急。美國的電視
台沒有這樣報新聞的。國語新聞部分，相對於台灣其他電視台的新聞
報導，大愛台倪主播的語速聽起來舒服多了。供參考，感恩」
2021/5/2 (日) 08:17

感恩建議，轉請新聞部參考

詢問上週五晚間新聞的受訪中醫師: 黃正昌醫師的診所 生德堂中醫診所:台北市文山區忠順街㇐段26巷23號，02-
29364616

來信建議:切勿涉入表態政治議題或凸顯有爭議的政治人物，讓
慈濟失去支持

感恩提供意見，轉請新聞部參考

學生詢問新聞畫面授權事宜:
希望在參加競賽的作品中，加入影片輔佐內容(「棄農種電亂象
起 農地破碎政府急煞車」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7dJuMylz80)

轉請法務同仁聯繫處理

來信表示:在新聞畫面被拍到的護理師，心裡不舒服，希望影片
下架或打馬賽克
(「非法移工就醫快篩 柯P：不會被抓」https://liff.line.me/1454987169-

1WAXAP3K/v2/article/y1ojDk?utm_source=lineshare)

新聞部下架該則報導；造成困擾之處，敬請見諒

詢問是否能請大愛臺幫忙:在疫情指揮中心的記者會詢問居留問
題，因為懷孕7個月的妻子有居留證到期的問題

轉請新聞部處理

觀眾來信:請嚴守戒律避免爭議政治人物及話題 感恩意見提供，轉請新聞部處理後已經回覆

觀眾表示:2021/5/21晚間新聞圖表的台中確診數127有誤 新聞部處理後更正

詢問主播是否願意穿非黑色的衣服 感恩提供意見，每週彙整客服紀錄轉請相關單位參考

觀眾反應:「畜牧業≠高汙染 運用科技找回永續力量」此議題不
利於推素，請謹慎選擇主題

感恩提供意見，轉請新聞部處理後已經下架影片

觀眾5/31來信:早上十點新聞，聽到主播說「武漢肺炎」 感恩提供意見，轉請新聞部處理

戲劇類
客   服   與   反   應   事   項 處  理  方  式

來信建議:「貴公司出品的反毒電視劇《逆子》、《破浪而出》、《阿
良的歸白人生》，都由教育部發送DVD至各學校作為反毒教育教材參
考，然而學校的教學時間有限，不太可能安排學生看完全劇，建議每
部劇剪輯為90分鐘以內的濃縮版（可上傳到大愛電視台網站、教育部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資源網、Youtube專門頻道等等），方便各級學校
教師在三至四節課的時間播放及運用。（註：學校常利用公播版電影
作為教材）        另外，可㇐併上傳多則劇中「毒害」主題的精彩片段
（三、五分鐘的短視頻），便利教師們重點播放及利用。若以上濃縮
版剪輯上傳完成，可以請教育通函全國學校轉知每位教師。」
2021/5/7 (五) 07:20

感恩提供意見，轉請相關單位參考

     慈濟大愛電視臺客服日誌  2021年5月



來信表示:
「怎麼不能看大愛劇場」
2021/5/7 (五) 13:50

確認以下網頁可以正常觀看大愛劇場:
https://m.daai.tv/v3/program/2/P1753#p0
http://www.daai.tv/drama/prog/P1753/P1753001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Tk82vy9xR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V_i3Hsl_zg

請來信提供相關訊息，以便設法解決：
1. 使用的裝置-型號和品牌
2. 使用瀏覽器，還是大愛電視 App
3. 觀看哪齣大愛劇場的戲
4. 操作流程
5. 或請提供截圖
2021/5/7 (五)15:33

詢問潘永謙醫師的大愛劇場DVD 確認「愛相隨」DVD已經下架，請參考官網影片: 
http://www.daai.tv/drama/prog/P0488

來電建議:
周末播出的戲劇可以更換不同主題，因為週㇐到週五看毒癮的家
庭問題，心情已經很沉重，周末又是看戒毒的故事，覺得不舒服
，也擔心小孩學到戲中騙父母的方式，希望寓教於樂，例如:"車
站人生"陳清標師兄的故事

感恩分享與提供意見，請相關單位參考

建議重播大愛劇場「回甘人生味」:
「曾經在2007年的看過㇐遍，覺得滿有意思及道理，亦令我看得很感
動，人生得到正能量」2021/5/13(四) 16:06

感恩建議，請相關單位參考

建議重播蘇晏沛與李政穎演出的大愛劇場 該劇名為「程哥懺悔路」，大愛二臺2021/4/15重播 
https://www.daai.tv/drama/prog/P1710

宜蘭蘇澳居民來電善意提醒:
劇組在當地拍攝「觀音對我笑」，疫情中拍攝是否妥當，毋須電
話回覆

已轉達戲劇㇐部

詢問下㇐檔大愛劇場 5/27-5/28:「等㇐個人」

建議重播2000年大愛劇場「我不再哭泣」，因為當時未完整看
完，心裡遺憾

感恩建議，請相關單位參考

北醫大藥學系同學來信:希望分享⾧照紀錄片，推廣給大愛劇場
的粉絲們
(第19屆ATCC商業競賽-學生團隊製作⾧照議題紀錄片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21161443450446&id=100581452175112 )

轉請戲劇部門參考

詢問播出集數:「你好，我是誰」、「愛與和解」和「阿芬的幸
福修煉」

關於還未上檔的戲劇集數，屆時請參考大愛劇場臉書的相關預
告: https://www.facebook.com/DaAiDramaOffical/

詢問個案協助(台南):
希望聯繫高肇良師兄，以期協助家中小孩返回正途

轉請戲劇二部與高師兄確認後，已提供聯繫方式給來電師姊

詢問播出期間和下㇐檔戲 4/23-5/26播出「阿良的歸白人生」
5/27-5/28播出「等㇐個人」

希望聯繫高肇良師兄:因為孩子有吸毒問題，雖然已經勒戒成功
，卻不敢面對社會

轉請戲劇二部與高師兄確認後，請直接聯繫高師兄

觀眾來電:26歲的孩子需要戒毒，不知道該怎麼幫孩子，擔心去
政府開的課程，在㇐起上課的人中，又遇到提供毒品的來源

請參考戒毒成功專線:0800-770885，或請聯繫高師兄

詢問何時開始播出 自2021/4/23起開始播出

詢問如何購買劇中的㇐本書:
「在藍天的懷裏，甦醒」

確認已經沒有庫存，建議可以就近到「慈濟人文閱讀中心」借
閱；或請參考此書:「阿良的歸白人生」

詢問如何購買此書:「阿良的歸白人生」 轉請發行組處理

來電分享:覺得現在自己看大愛劇場的態度，和以前用看戲的角
度不㇐樣

感恩分享

觀眾來電:因為自己的弟弟有吸毒問題，要請教高肇良師兄 請直接聯繫高師兄

阿良的歸白人生



來電希望請教高肇良師兄:
因為34歲的孩子已吸毒十幾年，孩子自己也沒有信心會成功，
以前慈濟師姊有陪伴就醫過；而戒毒專線表示:沒有傷害自己或
別人，無法強制送醫

請直接聯繫高師兄

詢問播出期間 4/23-5/26

詢問高肇良師兄的商店聯絡電話 請參考阿良古味的臉書訊息:0966-346080

希望聯繫高肇良師兄:
看到大愛劇場，希望高肇良師兄也能到新竹監獄，幫忙教化大哥
的兒子(58歲)，他明年即將出獄

請直接聯繫高師兄

希望聯繫高肇良師兄:
看了此劇很感動，因為自己的小兒子也是吸毒被關過，目前已出
獄還是不受教

請直接聯繫高師兄

詢問演員李璇出現的集數 第24集，參與演出最後㇐集

臺南監獄教誨師來信:
「最近看到大愛網路劇場[大愛網路劇場-阿良的歸白人生]很可以啟發
激勵毒品犯戒毒，又因應疫情嚴峻期間暫緩外部老師入內授課，監獄
近期僅能透過播放教學影片幫助收容人，想詢問我是否可由網路下載
播放予監獄戒毒班學員觀看(監獄內不能裝設網路或通訊設備)，絕非營
利僅限於教學用途，惠請貴電視台協助矯正機關度過難關，另外，如
其他矯正機關也有媒體教材的需求，我是否可協助宣傳大愛這部優質
影片可供運用。感恩」
2021/5/31 (㇐) 20:32

轉請法務同仁聯繫處理

觀眾來電:聽了陳嘉堡老師說的輔導經驗，覺得有所收穫 感恩分享

詢問蔡天勝師兄是否還有開素食店 請參考蔡師兄的臉書訊息:
https://www.facebook.com/CAISHIBA/

詢問片尾曲名 曲名:永遠的守護
(收錄CD:關山系列電視原聲帶)

希望購買阮清水師姊的果凍花 建議請參考清水師姊的臉書:
(Thanh nhi) https://www.facebook.com/thanh.nhi.102

希望購買「飄洋過海來愛你」DVD 本劇未出版DVD，請參考已上傳網站影片

詢問播出劇名 4/24-5/23播出「等待天光」(共10集) 
http://daaidramamini.daai.tv/2021/04/08/%e7%ad%89%e5%be%85%e5%a4%a9%e5%85%89/

詢問演員姓名:女主角 徐貴櫻

詢問播出期間 5/10-5/24播出「我家的美好時光」

彰化MOD觀眾5/21來電:
回看不到下午的播出內容，MOD電話都打不進去，所以打來大
愛臺

因為MOD沒有更新節目表(節目異動14:00播出「疫情最速報」)
，觀眾會以為改播「高僧傳」；請觀眾點選節目表「生命的豐
華」後，再快轉15分，就可以回看到此集內容

詢問播出集數 5/13起(週㇐到週五)播出:共有28集

觀眾來電:很好看 感恩分享

詢問播出日期和時間 5/31～7/2播出28集，週㇐到週五20:00，23:00，03:00，12:30
，16:00

經典劇坊  蕭醫師週記

大愛會客室      20210513 - 阿良的歸白人生(15)

經典劇坊   生命的豐華

好戲成雙   我家的美好時光

觀音對我笑

飄洋過海來愛你

大愛迷你劇院   等待天光

經典劇坊   生命的豐華

等㇐個人



詢問5/31所播出的劇名 「觀音對我笑」

節目類
客   服   與   反   應   事   項 處  理  方  式

詢問55周年經藏演繹的電視播出時間 5/5(三)14:00~16:00

詢問55周年經藏演繹的播出內容 確認為5/3在花蓮演繹的內容

淡水區里御大砌社區的住戶來電提醒:
看到疑似大愛臺的拍攝團隊，數十位沒有戴口罩，沒有保持安全
距離

轉請相關單位多留意防疫安全措施

明湖國中退休行政來電:
在職時有整理回收學生穿不到的制服到內湖環保站，幾年前在電
視的風災救援畫面，看到海外受助災民穿著明湖國中的制服，希
望也能讓學生看到

請提供年份時間或節目訊息，以便搜尋相關資料

家⾧來電:小孩很調皮，詢問是否有相關教材或靜思堂課程活動 靜思堂活動因疫情暫停，建議請參考親子節目下載專區: 
大愛官網/專題/大愛地球的孩子/影音教材下
載:https://s3.hicloud.net.tw/daaiwp/daaikids/index.htm

詢問如何在網路看以前的節目 建議請參考大愛電視官網的上傳影片https://www.daai.tv/program，
或請到首頁/直播/依照播出日期和時間點選觀看 https://www.daai.tv/channel/1

詢問㇐臺播出時間 ㇐臺直播:5/9(日)07:00~08:00，
重播:5/9(日)15:00，5/15(六)15:00 http://www.daai.tv/news/topic/1103

詢問5/5(三)下午兩點的播出內容是否會上傳網路 確認只有直播時段播出；若該時段無法收視，可使用YouTube
回看功能(10小時)

詢問5/5(三)55周年經藏演繹是否會重播 目前沒有收到重播訊息

網頁的文字資料有錯字:
◎第794集:開始為看到孩子已經心門打開了
  (影片14分14秒處:開始看到孩子已經心門打開了)

數位內容組處理後，已更正https://www.daai.tv/master/wisdom-at-dawn/P12220794?more=true

官網第737集和738集的內容相同 數位內容組處理後，確認已可正常觀看

詢問下㇐檔播出內容 6/7-7/2播出:「玉林國師」，孫翠鳳藝文工作室演繹

詢問為何下午時段沒有播出大愛醫生館 確認因14:00播出:「疫情最速報」，原時段15:19「大愛醫生
館」停播，有所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來信建議: 
「可於這段防疫期間播出新冠肺炎的㇐系列常識集。如感染途徑、染
後的症狀、引發的影響、要如何防疫、確診的認定、確診的治療、瘉
後的復健、癒後的影響等等。且可㇐播再播，讓民眾多些印象且告知
大家要去收看。利用這機會強化防疫的認知。謝謝」
2021/5/20 (四) 15:40

轉請製作單位參考

詢問為何下午時段沒有播出大愛醫生館 確認因為5/18(二)起每天14:00播出:「疫情最速報」，原時段
15:19「大愛醫生館」停播，有所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請參考電視跑馬通知的異動訊息

詢問淡水農莊的地址
(20210523 多夢睡不好?弓道老師好煩惱)

阿三哥休閒農莊:新北市淡水區樹林口1號之3，02-86260379

詢問蘑菇部落白木耳的聯絡方式
(20210516 銀耳多纖維防便秘，養顏美大功臣)

蘑菇部落:04-8521898

佛恩親恩眾生恩 - 2021佛誕祈福浴佛大典

靜思法髓妙蓮華演繹

中醫出任務    20210509 - 消脂好飲食，維持好體態

靜思妙蓮華

高僧傳

大愛醫生館

中醫出任務



詢問消脂茶飲的配方 消脂去濕茶 https://www.daai.tv/program/P1756/P17560041

材料:決明子5錢、山楂3錢、荷葉3錢、萊服子5錢、澤瀉5錢、桑
葉3錢半
做法:將藥材洗淨，放入茶袋中，並加水1500cc煮沸即可食用

詢問4/28(重播)節目來賓:中醫師 生德堂中醫診所:台北市文山區忠順街㇐段26巷23號，02-
29364616

來信建議:「5/21上午的草根菩提，有大量志工聚在㇐起拍攝的畫面
，建議打上「畫面拍攝於疫情3級警戒之前」等類似之提示語，以避免
輿論」
2021/5/21 (五) 07:49

感恩提供意見，轉請製作單位參考

詢問某集節目中(2019或2020)，受訪者有做慈濟委員旗袍，因
為有師姊需要修改旗袍，來電代為詢問

委員的旗袍修改請洽詢台北分會，有專責的地區跟負責人

希望推薦節目受訪者 請e-mail提供相關訊息給製作單位參考

觀眾來電:YouTube截圖有疊影 數位內容組處理後已更新

詢問節目中宜蘭臭豆腐的聯絡方式
https://www.daai.tv/program/P1788/P17880118

蘇澳環保教育站郭金憲師兄的臭豆腐店:宜蘭縣蘇澳鎮中原路61
號

詢問4/23「烏來原民樸食風味 」受訪者 烏來瑪拉斯原住民的店:新北市烏來區烏來街111號，02-
26617426

詢問4/27「蔬心無負擔的全蔬食商場」受訪者 聖荷阿水伯蔬食餐廳:雲林縣斗六市成功三街1號，05-5370337

詢問4/29「竹科唯㇐蔬食餐廳」受訪者 也果蔬食 竹科店:新竹市東區科學園區竹村七路七號二樓，03-
6669930

詢問5/5「忙碌的好夥伴 - 咖哩即食包開箱」:哪裡可以買到咖理
即食包

建議請就近到超市或上網搜尋選購:素食咖哩料理包

詢問5/5「忙碌的好夥伴 - 咖哩即食包開」:和風野菜凍的材料 已回覆影片中相關資料(7分54秒處): 
https://www.daai.tv/program/P1228/P12281043?more=true

詢問5/11「少女心噴發的純植物系甜點」
:墨西哥風味漢堡的材料

已回覆影片中相關資料(6分44秒處): 
https://www.daai.tv/program/P1228/P12281047?more=true

詢問5/12「素人物 - 林紘睿」受訪者 素易網  https://www.suiis.com/

Burger Su 美式蔬食漢堡: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二段36-1號，
02-28918150

詢問5/13「再辣有我來做拌」:
香菜芭樂沾醬的材料

已回覆影片中相關資料(8分43秒處): 
https://www.daai.tv/program/P1228/P12281049?more=true

詢問5/13節目來賓楊開瑞老師的著作 書名:全植物飲食

詢問5/14「無肉市集蔬食婚宴」:
婚宴的地點

宏願大千世界:桃園市蘆竹區仁愛路三段89巷58號，03-
3122876

詢問茹素的人需要補充什麼營養素 建議請依個人身體狀況，洽詢相關醫療單位(台北慈院健康諮詢
專線:02-66289779轉2236)

詢問5/18「超好吃的簡樸手路菜」受訪者 八寶閣御廚房:高雄市路竹區復興路313巷8號，07-6978866

詢問5/24「桃膠滷若飯」:去哪裡買桃膠 建議請上網搜尋購買或是洽詢中藥行

詢問播出時間 週㇐至週五首播13:33，重播18:00

來信自我推薦，希望參與節目錄製 轉請製作單位參考

來信自我推薦，希望參與節目錄製 轉請製作單位參考

志為人醫守護愛    20210424 - 別無懸念．中醫師黃正昌

草根菩提

草根菩提   20210516 - 家的呼喚 The Call of My Hometown

圓夢心舞臺

立德路2號

蔬果生活誌

草根菩提環保走透透   20210521 - 蘇澳環保教育站(1) - 小城故事多



來信自我推薦，希望參與節目錄製 轉請製作單位參考

希望聯繫節目來賓:林黛羚老師，請教環保屋相關問題
(20200111「家，讓自我實現-林黛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eSf8gv1N8g )

請參考林黛羚老師的臉書訊息
https://zh-tw.facebook.com/aling.life

來電表示:胡光中師兄講的真好，是否有發行CD，想送給朋友聽 該集內容可於大愛官網觀看觀看
https://www.daai.tv/program/P1273/P12730380

詢問於台灣飛利浦的官方FB分享此集影片相關事宜，推廣解決環
境空氣污染問題

轉請製作單位和法務同仁聯繫處理

希望聯繫節目受訪者:李代賢小姐，請教環保屋相關問題 請參考李代賢的臉書訊息
https://www.facebook.com/people/%E6%9D%8E%E4%BB%A3%E8%B3%A2/100001813774928/?sk=about

詢問是否能提供片段影片記錄及原始拍攝畫面(此集第2～5分鐘)
，因為是父親生前唯㇐留下打球的影像畫面

轉請製作單位處理

出版社來信推薦，希望參與節目錄製 轉請製作單位參考

希望聯繫節目來賓鍾順龍先生，要進貨美好花生的花生 美好花生:花蓮縣鳳林鎮中和路46-1號，03-8761330，0933-
528448

詢問馬叔禮老師講解孟子的節目內容 建議在官網輸入關鍵字"孟子"，可以搜尋到相關節目影片: 
http://www.daai.tv/search?q=%E5%AD%9F%E5%AD%90&target=Episode&dstart=&dend=

詢問片頭曲的歌名 確認為節目自製歌曲，沒有發行

安慶國小特教班老師來信:因疫情關係拍線上課程，可否允許拍
攝到情緒娃娃的影片內容

轉請法務同仁聯繫處理

收視與網站類
客   服   與   反   應   事   項 處  理  方  式

詢問如何找到薰法香的app 建議請參考大愛電視app:https://m.daai.tv/v2/ 
節目點播/宗教心靈/靜思妙蓮華
https://m.daai.tv/v2/program/10/P1222

使用手機看大愛臺的連結有問題 已經提供網路連結，確認可以正常觀看

來信表示:
「大愛行」網頁中，受訪者姓名有誤，維維阿嬤的名字是李美華
，不是李美麗
https://daaimobile.com/news/6084f027db5d9c0007828e9f?fbclid=IwAR3YjPoVcO8EwWktSuD_te9JGNDLp_FAmgXHRlNe
UHRNJWYf_uZE7C3HeG8

2021/5/4 (二) 11:02

新聞部和數位內容組處理後已更正:「不自我放棄！肌萎症男挺
起胸膛追夢」
http://www.daai.tv/search?q=%E6%9D%8E%E7%BE%8E%E9%BA%97&target=News&dstart=&den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3fbrgyg_fY
https://daaimobile.com/news/6084f027db5d9c0007828e9f?fbclid=IwAR3YjPoVcO8EwWktSuD_te9JGNDLp_FAmgXHRlNe
UHRNJWYf_uZE7C3HeG8

詢問MOD回看節目的方法 已回覆MOD專用遙控器的相關操作訊息

詢問何時去NCC申請無線臺、電影臺和新聞臺 感恩提供意見，此事非由大愛臺單方面可以決定；請參考大愛新
聞的播出時段，每天有六節新聞，歡迎收看

建議申請無線電視臺 感恩提供意見，此事非由大愛臺單方面可以決定；每週彙整客服
紀錄轉請相關單位參考

詢問是否有舉辦兒童夏令營 確認今年沒有舉辦

永佳樂有線電視收視戶詢問:大愛二臺的頻道 新北市新莊:頻道297

詢問是否有舉辦小主播的甄選 目前沒有相關訊息，或請參考官網的公告: https://www.daai.tv/announcement

當我們同在㇐起

人文講堂    20210424 - 做自己的環境柯南 - 蘇大成

青春愛讀書

人文講堂   20210515 - 滿納海的希望之光 - 胡光中

人文講堂

美麗新生活   20140307 - 自然屋

地球的孩子    20110808    最美的奉獻

殷瑗小聚

點燈-人生好風景    20210516 - 美好花生美好生活



觀眾來信，希望重視台語發展:
「給大愛的建言，請列為每㇐次的規劃安排，也希望我們的比例方面
，能夠加強提升，希望我們戲劇的規劃方面，加強以台語發音為主軸
，請節目部門研議，新聞方面希望，請在提升增加台語播報時間呈現
，請大愛繼續秉持著台語本土文化精神，繼續的傳承台語為宗旨，最
後還是要呼籲，我們大愛台這邊，能夠繼續培養台語人才，持續永久
傳承台語文化為宗旨」
2021/5/27(四) 08:44

感恩提供意見，每週彙整客服紀錄轉請相關單位參考

來電表示:使用三星手機看大愛app，在店裡看，畫面不是很順暢 轉請新創中心和應用開發組處理後回覆:
已經建議適合的app版本

證嚴法師 法音集 智慧語錄 /妙言妙法
海外觀眾來信:
「請問貴台“妙言妙法”中“慈濟四神湯”是讓人不要生氣的辦法嗎
，其中 “善解“什麼意思？是讓人要做到什麼呢」
http://tcmaster.daai.tv/%e5%a6%99%e8%a8%80%e5%a6%99%e6%b3%95/

分享慈濟月刊653期的文章段落:
若說要修「柔和忍辱」的功夫，也是㇐種自我訓練，訓練自己能耐得
住性子，不會動不動就煩躁；耐得住性子、沉得住氣的人，就會轉動
為靜，能夠靜定。靜下心來，思緒也會比較清晰，讓起惡念、躁動的
腦神經細胞安靜下來；起善念、慈悲利他的腦神經細胞則常在活動中
，自然就會培養出行善助人的好習慣，而且比較不會對不如意的境界
生出無明煩惱，動怒、抱怨等等。
https://web.tzuchiculture.org.tw/?book=653&mp=9750#.YLRSTbczZ0y

請參考以下節目的雲端影片:
「證嚴法師說故事」(休書)
 https://www.daai.tv/master/stories/P12150152?p=2

公共電視來信邀請徵件:
2022 台灣國際兒童影展

轉請媒體發展部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