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愛電視第五屆第二次頻道倫理委員會



因疫情嚴峻，為避免室內群聚，本次會議改採『書面』形式進行

•書面資料寄出日期：2021年6月25日

•委員書面意見回傳日期：2021年6月27日

三、書面資料寄送人員

1.主 委：劉蕙苓

2.委 員：高惠宇、陳定邦、楊憲宏、陳憶寧、劉新白、葉樹姍

3.執行秘書：何建明

4.與會者：蕭毅君、歐宏瑜、張美娟、洪麗娟、應變中心代表



四、會議主題

1.前次會議決議事項。

2.教育訓練實施概況。(2021年Q1)

3.客服申訴處理。(2021年Q1客訴統計)

4.自2020年3月起，NCC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升溫，製作疫情期間媒體營運指引，

十分重視媒體防疫並提醒規劃應變措施。本基金會依主管機關指示提前擬定應變措施，

並於5/15雙北啟動三級警戒時，開始落實執行異地分流作業。

人文志業基金會「防疫應變計畫」重點方案，請委員指導

一、異地分流方式

二、防疫應變處置

三、全力維運，保障閱聽人權益



五、臨時動議

在本次倫委會討論議題中，除了因應防疫升級而執行分流應變計畫外，

大愛電視同時也推出「世界充滿愛」短影片系列，

結合大愛歌曲與真實的防疫故事，期為此刻浮動的人心帶來溫暖的力量。

懇請各位委員對此系列內容給予寶貴意見

下次會議時間：暫訂9月24日 (9月最後一個星期五)，

懇請各位委員於書面回覆時，表達當日可否參加。



大愛電視
第五屆第二次倫理委員會



議程

•1   人文推廣部 公共服務組報告

•2 人資室報告 第二季教育訓練實施概況

•3   因應疫情升級 人文志業分流應變計畫



2021年第二季
0

公共服務組報告
人文推廣部



第二季客服紀錄

資料來源：客服電話與客服信箱(tcts@daaitv.com)

紀錄資料：大愛電視台客服日誌 2021.03.15-2021.06.13

客 服 客 訴

電話 205 0

網路 71 0



2021年03月15日至2021年6月13日客服紀錄
節目資訊: 節目內容
收視方式: 播出時間/收視平台/重播建議
節目建議: 內容相關意見
心得分享: 觀後心得
其 他: 結緣片/節目授權/節目活動訊息/官網建議/聯繫受訪者

類 型 來 源 統 計

電話 網路

客 服

節目資訊 74 09

276
收視方式 47 09
節目建議 22 23
心得分享 10 01
其他 52 29

客 訴
節目內容 0 0

0收視問題 0 0



本季客服紀錄統計前三名(依數量)

一.節目資訊:『蔬果生活誌』餐廳與料理訊息,5/28三級警戒實施後,

節目增加防疫專題,詢問餐廳電話與前一季相較減少。

二.收視方式:播出時段與網路收視方法

三.其 他:本季大愛劇場『阿良的歸白人生』講述高肇良師兄

從吸毒者轉變為反毒者的過程,此間求援電話增加。



第二季教育訓練
實施概況

人資室



資料來源：各課程開課單位提供

月份 課程名稱 共識/時 資安/時 職安/時 專業/時 人次

4月

4月新進同仁教育訓練 8 3 3 8

CPR+AED教學暨技術演練小班制 (共七場) 1 1 79
*七場總和

消防逃生疏散教學驗證演練(南部新聞中心) 4 4 3

【職安證照管控】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訓練 *外訓 19 19 1

堆高機訓練 *外訓 7.5 7.5 1

新聞部採訪組4月共修 2 22

堆高機訓練(複訓) *外訓 3.5 3.5 1

CPR+AED教學暨技術演練 1 1 161

消防逃生疏散教學驗證演練 1 1 223

初階樂理課程 1.5 8

一般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外點) 1.5 1.5 3

一次搞懂勞動關係之認定與應用 *外訓 3 1

四月人文月會 2 261

新聞部正音課程 2 8

中部新聞中心4月共修 2 17

大腸癌-輕鬆預防腸保健康 1 1 117

流程圖製作教學 2 2 27

第2季教育訓練課程實施狀況 資料來源:各開課單位，
累計至2021.05.10



資料來源：各課程開課單位提供

月份 課程名稱 共識/時 資安/時 職安/時 專業/時 人次

5月

中部新聞中心5月共修 2 17

人文志業浴佛 1 222

堆高機訓練 *外訓 18 1

CYBERSEC 2021 臺灣資安大會 *外訓 8 8 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在職教育訓練 *外訓 12 1

第2季教育訓練課程實施狀況 資料來源:各開課單位，
累計至2021.05.10

因5月初疫情升溫、5/16啟動三級防疫警戒實施分流上班，故實體課程皆暫停辦理。
由人才培育組另進行線上課程討論、規劃。

項目 4月 5月 6月 總計

課程數 23 5 / 28

時數 68 41 / 109

人次 941 243 / 1184

第2季教育訓練課程統計



資料來源：各課程開課單位提供

課程名稱 共識/時 資安/時 職安/時 專業/時
完成
人次

進度規劃

四月人文月會 2 68 5/14公告，於7/20最終統計人次

大腸癌-輕鬆預防腸保健康 1 1 68 5/14公告，於7/20最終統計人次

流程圖製作教學 2 2 24 5/14公告，於7/20最終統計人次

拒絕職場性騷擾 0.5 0.5 6/26前公告，於8/30最終統計人次

丟掉偶包讓眼睛做運動 0.5 0.5 6/26前公告，於8/30最終統計人次

像女王一樣思考在生活中實踐 0.5 6/26前公告，於8/30最終統計人次

膽固醇解密 0.5 0.5 6/26前公告，於8/30最終統計人次

第2季教育訓練線上課程 資料來源:各開課單位，完成人次累計至2021.06.19

完成人次：指達成上線瀏覽課程影片、填寫回饋單、完成提交，可認列教育時數的人次數。



課程名稱 共識/時 資安/時 職安/時 專業/時

6/24 星期四 14:00-16:15 兒少法與兒童權利公約 2.5

6/29 星期二 14:00-16:00 兒少法裁罰實務&iWIN例示框架介紹 2

7/09 星期五 14:00-16:00 平臺業者經驗分享-巴哈姆特&PTT 2

7/22 星期四 14:00-15:30 聯合國25號一般性意見書介紹&兒少權法第69條裁罰實務案例 1.5

8/05 星期四 14:00-17:00 自殺防治法法規與案例&性平法規與案例 3

8/20 星期五 13:30-17:00 網路購物平臺-常見法規與防護機制說明 3.5 3.5

9/01 星期三 14:00-17:00 內容產製業者(直播、網紅)-常見法規與防護機制說明 3.5 3.5

資料來源:iWIN分享外部單位線上課程資訊



CPR+AED教學暨技術演練(小班制)

由具有急救教學訓練教練證的新聞部 李璧秀 師姊擔

任課程講師，採取小班制，落實實務演練，共舉行七

場。



四月人文月會主題：無常大哉教育

以太魯閣號出軌事件，

作為本次月會主題。

由新聞、節目、平面同仁

分享實地採訪見聞與心得。



四月人文月會歡送退休同仁

人文志業資深同仁

財務部 李惠鵑 師姊

員工編號50，

在人文志業服務35年，

發願退休後，

繼續在慈濟服務，

專職做一位快樂志工。



人文志業浴佛

由德倩師父、德勱師父引領人文志業主管同仁，

進行浴佛典禮，祈禱淨化人心、社會祥和、天下無災無難。



為使主管同仁可快捷查詢年度教育訓練時數(共識、資安、專業)；
同時提供雲端課程行事曆，隨時更新課程資訊，以利同仁安排年度修習規劃；
並且提供部門主管，隨時觀察、定期回覆主管機關，事業單位教育訓練成效。
5/24正式於員工系統上架，方便主管同仁自行查詢。
(職安時數累計，另規畫於第四季，於同一系統上線，加入查詢項目)

訓練時數便捷查詢 正式上線



一般同仁可查詢

●課程行事曆(含課程資訊)

●個人的共識職能教育時數

●個人的資安職能教育時數

●個人的專業職能教育時數



組長級以上主管可查詢

●課程行事曆(含課程資訊)

●個人之共識職能時數／資安職能時數／專業職能時數

●部門之共識職能時數／資安職能時數／專業職能時數

●部門之共識時數達成率／資安時數達成率

●部門之未達成人員名單



新增功能-線上課程雲端分享
因應分流上班，線上互動需求增加，於課程行事曆設有線上課程區、職安衛教區
等等，方便同仁運用時間，安排個人精進。



因應疫情升級
人文志業分流應變計畫



人文志業應變規劃

Ｏ目標：確保一台播映/出版持續，降低大樓染疫風險，避免一人染疫，全
棟/層/中心停擺。

KR1關鍵成果（風險管理)：人員嚴格分流，儘量降低風險，內外嚴格區劃

• 新聞外勤同仁異地(台北分會)作業

• 關渡分流：部門分流，樓層分流，內外分流。

• 檢視最小運作單元，檢視人力與設備資源

• 視需要，安排同仁在家上班，減少風險，維持品質

KR2關鍵成果：(品質管理)：維持播出品質。依照人力資源狀態，滾動檢討。

KR3關鍵成果：(最壞打算)：做好下一階段準備，提出進入防疫第四階段(封
城)應變計畫(ex.納莉應變模式)

5/12召開主管應變會議



努力方向：分組避免交叉，維任務不墜

1.關渡「產製播映核心」採分組運作：

產製相關部門同體一心，區分雙組運作。克服人力，排班困難。

2.支援部門全力協助，加強環境管理及清消

駕駛/清潔/妝髮，一體適用。實體動線管理，減少不同樓層接觸

3.異地備援，保存戰力。減少風險



人文志業中心/關渡
第3級防疫分流作業

管制要求及配合事項
自5/16(日)起 AB班確實分流。

AB班同仁禁止私下聚會見面等接觸行為。



人文志業中心/關渡第3級防疫-05221730版

1. 門禁動線

1. 進入人文志業中心需完成體溫量測、

手部清消、以識別證做AB班檢查（右

圖之AB檢）

2. 未帶識別證件或事先登記固定來賓請

向保全出示具照片之證件證明身分後

放行。增列防疫實聯QRcode掃描。

3. 防疫期間保全不代收送個人快遞包裹，

增列取貨區、發貨區分流桌，並由保

全代簽統一收送。

A
B
檢

會
眾
專
用
通
道

會眾搭貨
梯上下B1

同仁動線

樓層信箱移
到保全後方

物流車

物流交貨區



人文志業中心/關渡第3級防疫-05221730版

2.餐食及防疫物資

1. 自5/17(一)起，由各樓層部門主管指定「值日生」統計需要用午餐
人數，09:30前回報總務室窗口（分機1088）。

2. 星期日(5/23)可恢復供餐。

3. 疫情期間，鼓勵同仁儘可能自行準備餐食，減少外食感染風險。

4. 各部門如果防疫用物資需求，可聯絡總務室分機1032協調處理。

5. 同仁每日下班前請加強個人座位區清消作業。

6. 用餐時，禁言，距離，錯時。間隔距離不夠者，協調分別用餐，避
免風險。



人文志業中心/關渡第3級防疫-05221730版

3.採訪、錄影及製播規範

1. 錄影來賓必須前一天於「主管群組」通報週知。
2. 新聞主播一律於八樓梳化。其餘節目主持人、來賓於三樓梳化
3. 梳化鏡面與工作檯，每天收班前落實全面酒精擦拭消毒；每一週期AB班交接前，

由前一班工作團隊，徹底進行酒精擦拭與消毒工作。
4. 節目單位接待來賓、討論用的工作區塊，請使用完畢(或錄影結束)，請指派專人落

實酒精消毒桌面的善後工作，已為大家準備好酒精，並置放於定點，請節目單位
務必遵守共同防疫。

5. 製作中心於上項工作區塊，設置透明隔板，請於錄影腳本討論時，務必透過隔板
並保持安全距離。

6. 節目團隊若與外部團隊共同作業，儘可能維持同一時間場域單一團隊進場，減少
人員接觸。（高僧傳另訂規範）

7. 各部門服務時間若有異動，請提前一天公告及主管群組週知



人文志業中心/關渡第3級防疫-05221730版

3.採訪、錄影及製播規範

8. 中央疫情中心發佈記者採訪注意事項，外勤同仁一律遵守。
9. 慈濟七院、診所、護理之家，全面暫緩接受大愛劇場劇組申請到院
拍戲。
10.新增新聞部採訪組專題記者(C組/在家上班)公務車借用流程。
11.十一樓財務、一樓書軒之銀行業務往來，流程比照物流流程辦理；分
會關渡財務比照志工動線處理。
12.即日起，本會功德款繳交，鼓勵線上繳款不接受臨櫃辦理；靜思書
軒及大愛感恩科技門市暫停對外營業，一律改線上訂購，宅配到貨。



4.出勤提醒(篩檢有關)

人文志業中心/關渡第3級防疫-05151730版

因應疫情發展，同仁檢驗過程與結果，將牽動排班與人力運用，執行
步驟務請配合辦理：
（停）因防疫需要，因公或自行前往”快篩+PCR”，或PCR檢驗；即
便快篩結果為陰，仍須等待PCR檢驗結果，約為三天。按政府規定，
此等待期間，應禁止移動，不得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與到班。如PCR檢
驗結果為陰性，方可恢復輪值。
（聽）因應上述規定，同仁如有前往採檢，須立即通報主管，主管
適時調整任務及需要，並可安排同仁在家上班。部門主管應立即通
報人資與總監辦。
（看）於等待期間，主管應每日聯繫關懷所屬健康狀況；待篩檢結
果確認，部門主管亦應通報，流程如上項。



4.出勤提醒（詳見EIP公告）

 自5/16(日)起實施，A班上班

 5/19(三)為第一次交班日，
改為B班上班

 每天到班同仁請上EIP回報體溫登錄

人文志業中心/關渡第3級防疫-05151730版



人文志業中心/關渡第3級防疫-05151730版

自5/16(日)起，
A班上班

5/19(三)為第一
次交班日，
改為B班上班

口訣：A B A B
3 4 4 3



人文志業
同仁「接觸或確診」
緊急應變流程
2021-05-27 V1.5



【重要防疫通告】檢驗停聽看
1. 停:因防疫需要，因公或自行前往「快篩+PCR」，或「PCR

檢驗」；即便快篩結果為陰，仍須等待PCR檢驗結果，約為

三天。按政府規定，此等待期間，應禁止移動，不得搭乘大

眾交通工具與到班。快篩及PCR結果，均依時序，列入本應

變流程管理。

2. 聽:同仁如有前往採檢，須立即通報主管，主管適時調整任務

及需要，並可安排同仁在家上班。部門主管應立即通報人資

與總監辦，循序向上通報。

3. 看:於等待期間，主管應每日聯繫關懷所屬健康狀況；待篩檢

結果確認，部門主管亦應逐級通報。



ＺＹ角色狀態定義
• 經醫療院所快篩為陽性，PCR結果判定前，暫列並比照X

• 指揮中心醫療判定為確診者(PCR 陽性)確診者X

• 經衛生機構通知，曾與確診者有密切接觸者接觸者Y

• 曾經與「接觸者Y」有過互動關係者風險對象Z

X Y Z

Ｘ



緊急應變流程啟動

▪條件

▪人文志業同仁接獲衛生單位通知出現XYZ三種任一狀況

▪對外發言

▪值班廣電副總監或指定專人

▪對內溝通

▪值班廣電副總監或指定之總監辦同仁，統一提供主管或同
仁詢問



1.接觸者Ｙ
回報及應變
▪ 同仁如經衛生單位通知為接觸者Y，

▪ 須立即回報直屬主管。直屬主管依序回報
所屬部門主管，部門主管依序通報：人資，
值班副總監（總監、執行長等）。

▪ 當事人如在執勤，以最短時間，安排單獨
動線，離開辦公區返家，進行居家檢疫
14天。

▪ 如非當值人員，實施居家檢疫14天，勿
進入辦公區域。

▪ 訊息掌握

▪ 請部門主管關懷同仁身體狀況

▪ 初步搜集過去兩週工作樣態，接觸對象，家庭
所需協助等主要訊息。(個案接觸史調查)

▪ 人資關懷

▪ 請人資依同仁狀況，協助提供必要協助；如確
保防疫條件下，提供必要物資。(必要時請當地
志工支援)

▪ 依目前防疫流程：接觸確診者且有症狀者，會
優先送檢疫旅館，在空窗期或無症狀，等待採
檢結果前，提供必要協助。

▪ 總務清消

▪ 針對當事人活動區域，總務室立即進行「加強
環境清潔消毒」

▪ 清消時必須做好個人防護

▪ 如範圍較大，授權請求外部支援或付費請專業
清潔公司辦理。



2.足跡調查及風險對象Z應變程序

▪ 足跡調查及關懷小組成員

▪ 值班副總監、部門主管、總監辦
公室當值同仁、人資主管

▪ 足跡搜集：

▪ 當事人過去兩週工作樣態（接觸
者、工作內容、時間，地點，主
要使用設備，如個案接觸史調
查.doc）

▪ 風險對象Z 框列原則

▪同一密閉空間，接觸超過15分鐘以上

▪曾有未戴口罩(如用餐)情境下，與當事人(Y)接觸

▪曾使用同一設備，且無法確定清消是否落實者

▪以上得由調查小組依實際狀況判斷風險範圍

▪ 當事人工作樣態，

▪ 移動範圍及頻率，

▪ 接觸對象

▪ 是否有額外防護措施

▪ ex:固定坐位不與他人接觸/收送公文，穿梭各樓



《足跡調查表》
日期與時間

接觸人名
部門/職稱 接觸地＼描述 接觸物件

5/17

1330~1500
王大毛
節目/製作人

3F攝影棚外，節目錄影，
與接觸者Ｙ一起前置作業
討論。有戴口罩。但中間
有喝水。

3F桌子/配
發筆電



風險對象Z 應變管理
▪ 當值中

▪確保個人防疫狀況下，完成任務交接後，
安排單獨動線，離開辦公室返家，

▪自主健康管理，每日通報身體狀況，並
居家上班至少7日。

▪ 非當值

▪在家自主健康管理至少7日。

▪每日通報身體狀況

▪ 直屬主管安排工作代理人調度，若
無代理人，部門主管應立即啟動緊
急人力支援

風險對象Z解除列管

• 自主健康管理7日結束日，由

部門主管聯繫當事人，評估

健康狀態及風險，

• 回報總監辦後，經討論決定

繼續在家或恢復執勤。



接觸者Y 狀況解除/復員

經政府通知二採陰性

無症狀，一採陰性(7天

內)＋7天自主健康管理

▪回報部門主管，

▪部門主管通報人資，總監辦，

▪經評估確認後，解除隔離，依照
A/B班務，恢復執勤。

▪接觸者Y 狀況解除後，風險對象Z 
同步解除狀況

▪ (解除條件依政府規定滾動檢討，例：
政府量能不足，無症狀者，不安排
採檢，以14天居家隔離，均無症狀，
即為解除隔離)



風險對象Z狀態改變

▪若接觸者Y通報篩檢結果為陽性，

▪接觸者Y改為確診者X，

▪風險對象Z改列為接觸者Y，調查新的風險對象Z

▪處理程序同接觸者Y流程(前三頁循環)

X Y Z

X Y Z

New! 



出現
1.快篩陽-準確診者
2.確診者X



凡經衛生單位通知快篩陽性/進行
PCR採檢者，採檢後三日(結果出爐

前)應居家隔離不得外出
更不得入辦公區域

接獲通知後，應儘速向直屬主管回報
主管依序向上回報

提醒



ＺＹ管制定義
• 就醫通報為X(快篩陽)，無症狀或未安排入防疫旅館，PCR結果出來之前。

• 判定確診者X(PCR陽)且無立即住院需求，轉入防疫旅館/檢疫所之前。

• 疫調為密切接觸者Y，需居家隔離

• 一人一室。不得外出、共食。有症狀打1922送醫,通報居隔身份及TOCC

居家隔離_列管

• 快篩陽/PCR採檢，列管。PCR採檢為陰性，起算日:PCR採檢日起算14日

• 居家隔離期滿者，需7日自主健康管理

• 禁止聚餐,會議,陪病。可正常生活(上班)。搭捷運，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

政府雙向簡訊或手機通報健康狀況。有症狀打1922送醫，告知自主身份及TOCC。

自主健康管理_列管

• 快篩陰性，且PCR陰性確認，自我健康監測7日。

• 戴口罩，勤洗手，不共餐，保持社交距離。可正常生活(上班)，搭

捷。如有症狀，自行到採檢醫院就醫，告知TOCC
自我健康監測

Ｘ



快篩應變流程



篩檢站快篩個案處理流程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頒
訂快篩個案處理流程

▪因應政府於高風險區廣設
快篩站，同仁因自身或其
他因素前往快篩或快篩＋
PCR

▪據此，規劃同仁因自身或
其他因素前往快篩之應變
程序



同仁前往快篩

快篩結果為陽性

PCR篩檢中

比照確診者，啟動確診

者X流程

▪ 通報：當事人立即回報主管，主管逐級向上
回報，關懷小組啟動並列管。

▪ 管制：即刻暫停輪值（可評估改在家上班）
主管通報人資/副總監;IT協助更改當事人輪
值班別，暫時停止入內。

▪ 判定：
▪ 當事人快篩陰性：當事人自主健康監測7天
▪ 當事人快篩陽性：(1~2小時或次日有結果）如
未PCR，需依通知前往PCR篩檢
▪ PCR結果判定前，暫列為準確診者Ｘ ，啟動
「確診者X」程序(見p.19~25)。儘速搜集當事
人活動範圍，當區/樓停止進出，根據足跡調
查安排接觸者後續，當區/樓清消。

▪ PCR結果為陽性，啟動確診者X程序(同上)

▪ 調查：準確診或確診者，啟動接觸者Y及風
險對象Z調查及程序（參照p.5~10)

快篩通報 暫停輪值 人員管制 快篩判定 接觸調查



快篩處理流程圖1：快篩陰性

▪快篩為陰性：返家

▪立即回報主管，主管回報關懷小組，

▪同仁需自我健康監測，授權主管可
居家上班。建議屆滿3日*快篩日起可
正常輪值(通知門禁管制取消)

▪主管每日關懷健康狀態，回報小組

▪ PCR陰性：可正常輪值。自我健
康監測7日後*採檢日起算解除列管

▪ PCR陽性：進入確診者X流程



快篩處理流程圖2：快篩陽性

▪ 快篩為陽性：列為通報病例

▪ 後送：有症狀需後送檢疫所或住院
▪ 返家：無症狀/無住院需求，居家隔離14天，
一人一室，等待PCR。

▪ 通報：當事人立即通報主管，主管通報關
懷小組，啟動生活協助，於防護前提下，
適時提供所需物資或其他協助。啟動足跡
調查YZ及後續程序(參照X流程)。

▪ 判定：
▪ PCR陰性：自主健康管理14日*採檢日起算解除管
制。期間可輪值，全程口罩，不共餐，不陪病，
不參加會議(可視訊)。每日量體溫2次回報主管，
通報關懷小組。

▪ PCR陽性：進入確診者X流程



確診者X應變流程



確診者X不在勤

▪當事人接獲PCR陽性確認後

▪當事人依照政府後送程序進行醫療隔離。

▪立即通報所屬主管，部門主管通報值班副總監，人資等，
向上通報。啟動緊急應變程序及足跡調查關懷小組

▪關懷小組（人資）與當事人聯繫，於防護前提下，提供各
項必要協助。

▪本中心接觸人員，進入Y流程，於最短時間完成接觸者Y及
風險對象Z名單清查及處置。



確診者X 在當班輪值
▪應立即通報主管，

▪主管立即通報值班副總監、總監、執行長，不得延誤。

▪值班副總監隨即召集相關部門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管制及送離

▪安排當事人至獨立且通風良好之轉送前暫留空間(1F適合地點)。

提供加強防護裝備(雨衣，口罩，面罩，手套)

▪通報1922，安排送醫/返家。關懷小組追蹤並提供必要協助。

▪封閉清消：當事人活動範圍、暫留空間等，安排專業清潔公司
協助大範圍且深度清消。
(相關防護裝備由人資準備若干，放置於暫留空間備用)



樓層清空

▪緊急應變小組根據確診者X工作樣態，活動範圍，

▪以最大範圍，以整層為單位

▪清空並封閉樓層或相關設施（ex.電梯）。

▪以最短時間，最大範圍方式，決定接觸者Y，所有接觸者進
入Y 流程。

▪風險對象Z接續完成清查，進入Z流程。

▪註：調查未完成前，活動範圍所屬樓層暫停人員進出。可能接觸
對象停止與他人接觸，靜候關懷小組建議。



播映異動緊急處置

▪確診者X非屬核心製播人員時適用

▪啟動異地備援準備

▪針對受影響範圍，啟動播映異動
（內容調整，節目表異動等）（程序另訂之）。



播映緊急處置

▪當確診者X屬於5F核心製播人員(主控，訊號中心，新
聞副控)

▪啟動異地備援播映準備計畫(內容另訂)

▪當班人員分批前往地下室盥洗，更換防護裝備(人資準備值班

人員所需套數，放在5F )，

▪盥洗完繼續輪值到異地備援啟動為止

▪異地備援啟動後，進入接觸者Y流程。

▪該樓層立即封閉，安排於最段時間內清消。禁止其他人員
接近。



異地備援播映測試完成
▪臨時主控/訊號中心/新聞副控及攝影棚



確診者X解除隔離/復員

▪恢復執勤條件：

▪依照政府解除隔離標準(二採檢陰性(14天內)) ，另加計7日
自主健康管理，回報健康狀況正常後，可恢復執勤。

▪亦可同步改為居家上班。授權部門主管視狀況彈性處理，
並回報關懷小組，恢復執勤後，解除列管。



感恩委員指導
大愛總辦應變小組將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規範 滾動式增補計畫



感恩委員



臨時動議:在本次倫委會討論議題中，除了因應防疫升級而執行分流應變計畫

外，大愛電視同時也推出「世界充滿愛」短影片系列，結合大愛歌曲與真實的防

疫故事，期為此刻浮動的人心帶來溫暖的力量。

影片由各產製單位協力製作，在不影響頻道節目表的原則下，於節目破口與公益

廣告時段排播，周間每天播出12次，周六與周日每日各播出17次影片連結如下：

https://daai.tv/program/P1803?p=2 （大愛電視官網世界充滿愛專區）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QNdneHSciFBw6ZdjQ6F32r0UC_9lRX0X

（愛影像世界充滿愛播放清單）

懇請各位委員對此系列內容給予寶貴意見

https://daai.tv/program/P1803?p=2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QNdneHSciFBw6ZdjQ6F32r0UC_9lRX0X


(一) 劉蕙苓

1.大愛台對於防疫的準備非常紮實，外勤記者每日在疫情第一線，染疫風險高，請新聞部除了落實防疫分流

之外，主管宜對跑線記者給予適當關懷，以使記者情緒安穩。根據過往SARS採訪的經驗，有些記者最後都

有很大的心理壓力，疫情解除後仍難以恢復。

2.疫情報導上大愛已做到客觀專業的原則，三級管制期間人心浮動，「世界充滿愛」系列正向的內容，可緩

解觀眾緊張恐懼的心理，內容多元且豐富，製作亦有相當水準。

3.疫情報導上除了事件之外，期勉大愛新聞亦能從民眾最關心的防疫資訊實用性來著手規畫報導，例如，最

近環南市場風波很多人不敢上市場買菜，到底上市場安不安全？如何做好防護？如何採買？實用性資訊對觀

眾有安定的作用，宜多做規畫，發揮媒體教育社會的責任。

委員意見



（二）高惠宇

1. 台灣吸毒人口中很多是年輕人，大愛劇場『阿良的歸白人生』講述高肇良師兄，從吸毒者轉變為反毒者的過程,

使得來電求援者增加(來電求援者不知是吸毒者本人，還是吸毒者家長或師長?)，真是正面好事。是否建議大愛

劇場繼續尋找此類主題之人物，讓心靈徬徨、不知如何尋求幫助的吸毒青少年(或他們父母)有一些間接指引。

2. 另外，觀察客服與客訴內容，仍以打電話表達居多，上網表達明顯較少。顯示大愛觀眾年紀偏長。雖然台灣社

會早已高齡化，老人壽命也變長，但大愛仍應規畫如何吸引年輕人願意收視的內容和主題，寓教於樂。



3 第2季教育訓練線上課程中，其中丟掉偶包，讓眼睛做運動，像女王一樣思考，這些能在生活中每日實

踐的知識與課程，十分有趣，很棒!

4 疫情管制要求及配合事項十分詳盡可行。其中，規定每天到班同仁應上EIP回報登錄自己體溫，值得其

他媒體學習。

5 人文志業中心/關渡的第3級防疫分流作業，也是電視媒體模範。

6「世界充滿愛」的播出，甚好。一來宣揚人類大愛，二來喚起全球共同面對危機期間互助的必要。疫情

期間，CNN也製作了30秒至一分鐘、以靜謐風景為主、觀後心靈能夠平靜的”30 seconds calm”.穿

插在每節新聞與新聞間播出，很棒!

7 可否剪輯「世界充滿愛」每一集當中，受救助國家當地人們對慈濟的感謝語，短短十幾秒，在新聞或節

目破口播出?



（三）陳定邦

四月下旬COVID-19疫情逐漸在台灣升溫，五月上旬本土確診個案破百，雙北成為熱點，其他地區也無法置身事

外，大愛電視推出「世界充滿愛」短片系列，結合大愛歌曲與真實的防疫故事，確實可以為浮動的人心帶來溫暖

的力量。以下幾點意見提供參考：

1. 由媒體發展部所提：影片由各產製單位協力製作，不知產製單位所指為何？就影片資訊來源，部分為醫院素

材，部分為志工(人文真善美)，抑或是…，能夠為歷史留下紀錄都是值得肯定，但看不見大愛台在其中扮演

的角色，包括企劃、製作、拍攝、後製剪輯等，媒體總是在災難發生時，要立刻做好萬全準備，提前佈署才

不至於錯失相關的足跡，也不至於漏失好的題材，而不是只是提供頻道而已。



其次，針對疫情期間，大愛電視分A、B兩班執行業務，有不得已的因素顧慮，若是疫情持續，是否有

長期因應的調整？包括製作與播映的不同版本分流？適當、適量增加重播節目？為後疫情時期提前規劃、

企劃相關節目？重新思考下半年的年度節目走向？善用視訊互動方式兼顧防疫需求等等，這或許已經超

出倫理委員該提出的意見，但是，站在淨化人心的角度，倫理委員可以提供相關建議，疫情嚴峻下的人

心淨化議題。

最後，針對這段期間的教育訓練，請註記教育訓練內容，而不是只有單位而已，另外使用視訊會議(同

步互動教學)的訓練方式，人資宜提供相關資源，帶動各部門積極採用，這也是疫情時期的大哉教育。

其次，教育訓練的主題對於知能與職能提升的資源有限，建議認知、情意、技能併重，多觀摩好節目，

激發人心的節目，創意是靠大家腦力激盪的成果。



1. 現在是自媒體的資訊社會環境，人人都可能是素材的提供者，慈濟志工遍布在社會各個角落，大愛台可以結

合醫院的資源，善用志工資源，提出需求，形成有目的的聯絡網與生產線，在歷史的時刻留下更多珍貴的紀

錄。

2. 既是自媒體的時代，社群網站的經營不能忽視，慈濟有許許多多的慈青，藉由年輕世代的人脈推廣疫情時的

溫馨故事；慈濟有許多實業家，各自擁有人脈和媒體資源，大家共同將愛的小故事傳送出去，是要大家動起

來，而不是僅僅只有大愛台的播送管道。



（四）劉新白

一、 因應防疫升級執行分流應變計畫部分

1、面臨疫情益發嚴峻之際，建議開設加強版的自我防護訓練課程，尤其 針對記者和在外工作人員。

2、建議增加電梯分流管制辦法，盡量降低可能接觸到的外來病菌。

3、所有投影片中，如牴觸室內群聚規範上限者，建議更換或取消，包括月會、訓練課程和浴佛。

二、 「世界充滿愛」系列，感人肺腑；但受眾僅限於同溫層，非常可惜。

1、建議在大愛台播出後，歡迎所有新聞媒體轉載，把愛傳出去。

2、將所有短片精緻化，透過各種網路社群傳播，接觸不同族群，讓世界亮起來。

3、短片審核時須從嚴，譬如潘師兄集雨水沖馬桶，建議不要拿水直接沖便桶，而是將水倒入集水槽中再按沖水

鈕，以較衛生。如果可能，盡量設法避免一再強調一些讓外人敏感的名稱或名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