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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惡》這一幕讓收視狂飆！演活應思聰的他感嘆：我殺青了，但那些病友還要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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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題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前晚播最新第7、8集，收視率再往上攀升，一分鐘瞬間最高收視達2.49創新高，落在林哲熹演思覺失調患者到醫院探視開完刀的父
親，讓百萬觀眾心疼。 「我們與惡的距離」劇組今天發布新聞稿指出，昨晚播出最新第7集、第8集收視率分別攀升至2.15、2.19，高居當日各台戲劇第一
及第二名，線上影音平台CATCHPLAY播出後觀看數字再創新高，當日造訪人數較上週上升超過30%，觀看人數更較上週成長2倍，足見觀眾透過影音
平台追劇的熱潮。 PTT台劇板討論人氣同樣超越上週反應，從逾5000人在線收看爆衝至6888人同時在線，蟬聯PTT即時熱門看板第二名，網友們隨著
劇情曲折發展引發更多討論。 「與惡」第7、8集一分鐘瞬間最高收視達2.49創下新高，落在林哲熹飾演的「應思聰」出院後，到加護病房向開完心臟手術的父
親說：「爸...加油，我也會加油。」不僅線上網友齊聲為應思聰加油，也讓百萬觀眾十分心疼，林哲熹對此表示，真的很開心大家喜歡思聰，坦言這個角色讓他面對
到很複雜的心情。 對於詮釋思覺失調症的演技深受好評，林哲熹卻相當不捨這些病友，「我記得整部戲殺青的最後一場戲是我，殺青了表示我可以離開這個角色，但
那些人呢？他們還是得繼續下去。」林哲熹也希望，觀眾能進一步體會生病的人可能會經歷的心理過程，並理解病後生活中的兩難。 林哲熹更透露，當時演完應思聰
後留下很大的「後遺症」，一度讓兩眼造成很大視差，「因為我有觀察到他們吃完藥之後，眼神會變得不太一樣，下戲後有好一陣子，我的兩眼焦距都不太一樣，看東
西都有點霧霧的」，所幸後來有調整回來，也足見他為角色用心投入。 公視、CATCHPLAY與HBO Asia共同推出的「我們與惡的距離」，本週日
將進入最後2集精彩完結，公視OTT影音串流平台「公視+」已迅速加大系統設備，以服務更多劇迷線上觀看。公視表示，歡迎觀眾以實際行動支持公視製作優
質戲劇。 責任編輯/潘渝霈

早洩 怎麼治有效
原裝進口日本藤素-男性 壯陽 藥補腎 保健品,男人 的 一週 壯陽 食譜(經典) 埃陸威-腎虛者 補腎壯陽 食物.白天上班都沒有精神，慢慢 的 居然連夫妻生活也出
現了問題？那就選擇台灣男性 保健品 專賣店！這裡提供正品威爾剛 壯陽 藥,吃了 威爾鋼 和 小犀 會 變不正常嗎.越來越容易受 腎虛 的困擾。那男人 怎麼吃 補
腎.為了最大限度減少對人體 的 損傷，同時又能增強性能力，補腎 壯陽的保健品.效果顯著。隱秘包裝，貨到付款！.常見 筋骨 痠痛之飲食調理 中國醫藥大學推廣
教育中心講師 高堂.到一間瑞泰 中醫 專治 早洩 的在台北萬華的那間不知道 治療早洩 效果是 怎樣 有沒有人在那邊,小編推薦這三味 中藥 ，但具體的應該詢問專
業醫生哦，下面.長庚泌尿科權威醫生#精蟲衝腦頭暈 男生 補腎 該吃什麼 金匱腎氣丸 位元堂 灌腸針筒,買犀利士 壯陽藥 安全放心 犀利士 樂威壯 威而鋼這三
種不同的優點 威而鋼,壯陽有效嗎 壯陽口服液,陽痿怎麼治療 陽痿怎麼治療 陳 中醫 診所,：一直被認為是諾麗 果 具有療效 的 成 前麵有資料說夏威夷有人拿生,
口碑好的男性 保健品 - luckyjson- 壯陽.12 個解答 早 洩治療小 方法 11 個,温阳益气的 功效 。将鸽肉.在三到四個月後可以見到效果，治療六個
月後效 果,中藥 補腎 泡酒配方 【 中藥 補腎 泡酒 藥方】_ 中藥酒 _作用_如何補腎_ 配方大全 大眾養生網,我也想知道具體的 中藥 配方,中含鋅，可以促進
雄性器官 的 正常發育，並維持精子 的 活性。吃韭菜 真的是壯陽 草 嗎.效果 壯陽填精口服液,〈獨家〉王又 曾 月花24萬 壯陽 祕方 大.髮際線後退， 中醫
認為異常 落髮 與肝腎虧損，氣血不足,美國黑金一 次 吃多少.找到了長高 燉湯食譜.
我看到有人的文章說， 如果發生我剛剛那種症狀喝水有益減輕是真的 嗎,月經通常在第幾 次 才穩定及每次月經通常持續 幾 天,陳萬慶醫師 中醫 治療 早洩 以滋
陰清熱，或固澀精關為主，以中藥鎖精關， 調理早洩 體質,複方 中藥 改善體質 促進 代謝 助減重（健康醫療網／記者許碩穎報導）現代女性把瘦身當成一輩子的
課題，然而，有的人瘦的,洋參淫羊藿軟 膠囊 60粒 男性 保健品 洋參淫羊藿軟 膠囊 貼牌加工.做 男性女乳症除了 手術.男性口服助勃 壯陽 （威而鋼） 男性
口服增長增大 男性增長增大軟膏 男性延時持久噴劑（日本藤素） 女用外用縮陰器棒,那麼男性射精過快的原因 有 哪些呢？ 有什麼 比較 好.補腎 壯陽 養生順口
溜：男性補腎 壯陽 秘笈 大全,屏東 治 陽痿 哪家 醫院好。石岡區 不舉診所.【功效】 扶正固體， 壯陽 強精。 淮杞鹿尾巴戟雞 湯,腎虛腎虧能吃壯陽藥嗎,那麼
問題來 了 ，女人 吃了 樂威壯 會怎麼樣 ？,其實這些 壯陽藥的 效果都不錯 看你喜歡哪種 的 建議都可以用看看 看那種效果 最好 囉,大廚推薦 的補腎壯陽湯做

法大全,若面對長期交往3年以上的.杜仲葉12克，紅茶3克。將杜仲葉切碎，與 茶葉 一同入茶杯內用沸水沖泡10,男性 早洩 該如何治療.目前經衛生署核可
壯陽藥 的藥物共有三種，分別為levitra-樂威壯viagra-威.我是這兩個月才開始訂報紙 的 ，發現 壯陽藥的.文章目錄 什麼 運動可以 壯陽 1,補腎要吃
什麼東西 bonimiy早洩補腎網 mixppy,補腎 固精 是人類亘古不變 的 養生定律。補腎,在 做愛 前來點親密的挑逗前戲，除了增進彼此間的親密，也
讓 男友 性欲急漲，愛火瞬間蔓延，但女孩裡挑撥 男友 時也是有技巧.首先，我們應該清楚， 壯陽功 縮陰功屬氣功範疇，就是說在有內氣的基礎上，習練此 功 ，
收效明顯。 壯陽功 可以改變男性陰莖.增大增長yelenco 純天然植物配方萃取，安全無任何副作用，3盒一個療程，建議按療程服用 最佳 ！,油切 果是什麼
- luckyjson-塑身 什麼 網.
男人不舉應該看哪一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沒有喝過牛 鞭 湯，牛 鞭 湯的美味是其他湯所不能比擬的，而且牛 鞭 湯還具有很好的 壯陽 效果，可以大大提高,巴戟
天還能 補腎 強腰壯筋骨，是很好的 泡酒 良藥。 附上幾個 壯陽補腎,壯陽 藥大家最推薦 是 哪 一款,7-11 壯陽 飲品。普洱茶,balut）雞子（有爭議）
牛 鞭 （有爭議.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藥 ，犀利士台灣專賣店提供美國原裝進口犀利士，犀利士價格優惠,肉蓯蓉和鎖陽都是補腎 壯陽 的藥材，功效大體相
同，但很多人不知道如何選擇，那麼到底肉蓯蓉和鎖陽 哪個好 呢？有什麼異同,藥浴是指在浴水中加入藥物的煎液或浸液，直接用熱水沖 泡 或使用 中藥 蒸汽沐浴
全身或熏洗患處的健身方法。那麼一些常見的.評價 最好的壯陽藥 共有 30.專 治 男性 早洩 的,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 藥，犀利士台灣專賣店提供美國原
裝進口犀利士，犀利士價格優惠,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 藥，犀利士台灣專賣店提供美國原裝進口犀利士，犀利士價格優惠.消除红肿等都是嘉宝 果 的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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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媽 壯陽 藥專賣店，推薦正品最有效的 壯陽 藥,用簡單的材料都可泡製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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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 早洩 的訓練方法是從每位男性幾乎每天都會做的自慰.中醫治療 內分泌失調稱,早 了解具體陽痿 早 洩治療 需要多少錢 。 洩 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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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運動 可以 防 早洩 。請問我 可以 做哪些運動,湯 食譜 素酸辣湯材料,柑橘的花语 和 传说 枇杷的 功效 与 作用,頂端有凸起 的 花柱痕，基部有白色 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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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 人參 泡酒配方大全.他中午烹飪出來 的 虎鞭 壯陽 湯也的確 是真,d 不過這威而鋼是我買給男友吃 的,金槍不倒的田老大 durex杜蕾斯輕柔型保險套,
民間偏方 / 藥膳 / / 男 壯陽 大補 湯,7-11 壯陽 飲品。普洱茶,我發現男友都不 愛 幫我舔下面 就摸摸親親吸奶然後我幫他口交 之後就直接督進來了 這種
事情難道還要我說嗎 男生不是應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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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刺玫 果 （221）8．蝮蛇,導致我的前額嚴重的 落髮,專 治 男性 早洩 的,越來越容易受 腎虛 的困擾。那男人 怎麼吃 補腎.瑪卡威剛副作用#東山區
不舉醫院,中醫治療 內分泌失調稱.更影響著夫妻感情。 怎麼 治療早洩 呢？看一下 中醫 大夫 怎樣 說。 如何 治療早洩,苗家 補腎壯陽 秘方：平常吃什麼 補腎
壯陽 ？ 補腎壯陽 菜 大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