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視 2016 年 4-6 月性別平權節目
購片節目
節目類型

節目名稱

集別

內容

外片影集

時間裁縫師

第 3-17 集

天真的希拉為愛私奔後卻人財兩
失，跌到人生谷底，這時她因緣際
會接觸到英國情報局，於是擁有了
裁縫師和秘密情報員的雙重身
份，她遊走各國、出入險境，執行
戰爭情報工作。這個曾經單純的女
孩，經過情感創傷和戰爭洗禮，不
會再輕易被擊倒，蛻變成堅強、成
熟的女人。

連續劇

滾 石 愛 情 故 第 2, 13 集
事

第 2 集 終結孤單
工作傑出、個性乾脆的朱家玲，和
打工族的男友交往多年，當她發現
男友出軌的證據後，與男友攤牌分
手後剩下她一個人重新開始。
第 13 集 新不了情
早餐店的老闆娘阿敏，每天都非常
有元氣地帶給客人嶄新的一天。
阿敏三任老公都離奇身亡，有人說
她“命硬剋夫＂，有人說她詐領保
險金。某次阿敏認識了水電助理的
阿傑，阿敏決定不顧街坊間的閒言
閒語，追求自己的幸福。

連續劇

一把青

第 15-31 集

面對自抗日國共遷台，最動盪的大
時代，空軍裡的男男女女面對無常
的生死分離。男性與女性如何面對
人生困難的課題，堅強與軟弱已經
無法由性別來區分。

外片電影

美味情書

全1集

賢慧的人妻伊拉煮得一手好菜，她
每天費盡心思料理美味，嘗試喚回
丈夫的愛，挽救疏離的婚姻關係。
一次陰錯陽差，竟將伊拉準備的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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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送到佛南德斯手中。雖然兩人未
曾見面，但開始以繽紛美食和貼心
書信交流，伊拉獲得鼓勵，走出不
被珍惜的婚姻。
新聞節目
節目類型

節目名稱

內容

新聞時事

公視晚間新
聞

1.4/1 美女足爭同酬--男女職業運動員比賽獎金
是否應該平等，日前在網壇引發爭議。世界排名
第一的美國女子足球隊，五名主將也提出薪資不
平等的申訴，她們去年就為美國足球協會賺進
1600萬美元，但薪資卻遠比戰績不佳的男子隊還
要少。
2.4/9 身分證爭議--內政部預計後年，推出新的
「晶片身分證」，到時除了性別、身分證字號等
資料看得到，大部份的資料都將隱藏在晶片資訊
裡，婦產科醫生擔心，如果新版身分證上無法直
接看到配偶欄，執行人工生殖、或流產手術時可
能會有糾紛。
3.4/20 追蹤友善廁所--對跨性別的人來說，上廁
所時遇到異樣眼光，讓人很尷尬。中山大學從這
學期起，規劃了三處跨性別廁所，無論是男生、
女生，或是跨性別者，都能擁有自在舒適的廁所
空間。
4.4/22 美性別戰爭--美國LGBT廁所爭議，持續延
燒。大聯盟傳奇投手席林，因為發表攻擊跨性別
族群的言論，遭到ESPN開除。共和黨總統選戰
中，川普一反常態，支持所有人可以自由選擇想
上的廁所，遭到對手克魯茲譏諷是跟民主黨站在
同一陣線。
5.4/29 紐時歧視案--被視為報業標竿的紐約時
報，28號遭到非裔資深女性員工控告職場歧視。
執行長湯普森和營運長列文，被以偏愛年輕白人
單身員工，一狀告上法院。
6.5/5 母親節從母姓--民法修正後，成年人可以決
定從父、或從母姓。婦女團體公布統計資料，從
母姓的比例，雖然逐年上升，但還是不到2%，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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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原因，仍和傳統性別意識型態有關。
7.5/9 日同志遊行--這個月8號，日本澀谷舉辦了
跨性別遊行，讓參加者揮舞彩虹旗，繞市區一
圈，希望讓更多人跟企業，接受同性伴侶。參與
民眾高達七萬人，創下日本史上「彩虹遊行」最
多人數的紀錄。
8.5/3 企業托兒哺乳室--立法院今天三讀通過「性
別工作平等法」修正案，100人以上的企業、應
該設立哺集乳室、以及托兒設施。預估將有超過
368萬的受雇勞工、因此受惠。
9.5/3 抗議新閣女性少--民進黨今天再公布、內閣
次長級的人事，不過新內閣名單中，女性閣員的
比例、卻創下新低、只有10%，讓婦權團體相當
不滿，今天集結到民進黨中央抗議。
10.5/17 法拒性騷--法國政壇不斷傳出性騷擾的
事件，日前就有17名跨黨派的女性政治人物，發
表公開信，呼籲各黨要嚴懲性騷擾的黨公職幹
部，也希望受害的女性，勇敢站出來，以免姑息
養奸。
11.5/18 性騷出庭公假--總統今天公布「性別工作
平等法」部分條文修正案，勞動部表示，國內每
年約有上百件性騷擾案件，雇主有責任防治性騷
擾發生，除了要採取採糾正及補救措施外，被害
人如果因為職場性騷擾衍生法律訴訟，也要給予
公假方便受害人打官司。
12.5/19 加總理動粗--加拿大總理--杜魯道，曾經
多次對外宣稱、他是一名"女性主義者"。不過備
受爭議的安樂死法案，18號在眾議院進行辯論，
在政黨激烈的攻防過程中，杜魯道的手肘、意外
撞到一名反對黨女議員的胸部，議場上罵聲連
連。
13.5/25 集乳被資遣--知名上市公司致茂電子，傳
出刁難女性勞工。桃園有位女性勞工，休完產假
回到公司上班，被主管約談、刁難集乳時間、並
違法資遣，上午勞工團體到市府前抗議，要求落
實性別工作平等法，針對企業違法行為開罰。
14.6/1 輔大女宿性平--輔仁大學學生、因為反對
女生宿舍門禁制度，展開絕食行動，今天下午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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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教育部陳情，而面對強大壓力，輔大傍晚宣
布，下學期開始，試辦電子刷卡門禁，教育部也
將在1個月內，全面檢討大學的宵禁制度。
15.6/2 輔大女宿解禁--輔仁大學學生為了爭取廢
除女生宿舍門禁，今天進入絕食第四天，今天校
務會議經過投票表決，超過半數贊成全面解禁，
從下學期開始，改為電子門禁，讓抗議學生當場
激動落淚!
16.6/3 出生性別失衡--國內不只少子化，連男女
比例失衡也越來越嚴重！國健署統計，去年男嬰
和女嬰出生性別比、突然升高到1.083，創五年來
新高，懷疑跟國人重男輕女觀念、以及產前性別
篩選有關，不過婦產科醫師建議政府，應推出更
多生育配套措施，才能鼓勵國人勇於生產。
獨立特派員

5/18 新時代女力
工業時代之後，女人開始走入職場，獲得成就
感。而今日進入資訊時代，又由勞力密集轉型為
智力密集，讓男女先天體力上的差異變得更小。
加上教育部統計出，2014年9月起，大專院校女
學生的就學率，已經超越男生，這些關鍵性的數
字，凸顯時代的腳步，牽動著女性往獨立自主的
方向，大步邁進。女性以不同於男性的方式，靜
靜地進行一場，性別影響力翻轉的革命。

有話好說

6/2
輔大女宿解禁！保護？歧視？大學宵禁有理？

節目類型

節目名稱

集別

內容

紀錄片

印度的女兒

全1集

2012 年震驚全球的印度巴士性侵
案發生後．引爆民眾抗議浪潮，喬
蒂則被稱作「印度的女兒」。許多
人走上街頭要求政府正視早被寫
在憲法中、卻從來沒有實現過的平
等權。
本片將分析兇手的心理層面，探討
社會重男輕女的問題。

紀錄片

戰女

全1集

FEMEN 是誰？FEMEN 來自烏克

紀錄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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蘭，她們是新女性主義的代表人
物，以自己的肉身作為傳布訊息的
武器，組織裸胸抗議行動。然而她
們用自己的身體抗議，一面大喊
一面裸露上身，這就是新女性主義
嗎?她們發動攻勢，對抗各種面向
的父權主義，其中最重要的三個
是:獨裁政府、性產業以及教會。
從烏克蘭、白俄羅斯等歐洲各國，
到北非的埃及和突尼西亞，她們一
路戰鬥，FEMEN 運動甚至喚醒了
中東女性的自覺，今日已擁有眾多
追隨者。平均不到 25 歲的她們堅
持抵抗這世界對女性的壓迫，就算
坐牢、逃亡或面臨死亡威脅，也在
所不惜。

FEMEN

公視主題之夜
節目類型

節目名稱

集別

紀錄片

剩女，真的？ 第 183 集

內容
偶像劇裡頭的「剩女」，卸了眼
鏡，套上洋裝就會立馬變身大美
女，接著只管在完結篇前和小了好
幾歲的「高富帥」攜手奔往幸福的
明日。然而現實生活大抵不會是這
樣美滿的公式。
紀錄片中四位從沒想過「離經叛
道」、卻一不小心被「剩」了下來
的熟女――大琳、季娟、LuLu 和
Comei，帶著自信眼神在各自的職場
上拚搏；回到自己的房裡，有人老
老實實穿扮為了對這個世界有交
代，有人勤練體能打算征服北極
去，有人繼續做著難圓的白紗夢，
也有人常想有伴沒有伴，是不是真
的那麼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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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論剩女不剩女，是人，都會有
各自的堅強與脆弱，歡騰與寂寞。
喔對了，寂寞不等於悲傷，資深「剩
女」如是說。
節目部
節目類型

節目名稱

集別

內容

綜合

愛的萬物論

第 54-83
集

公視 2 台週六、週日晚間 8 點，HD
頻道週一到週四晚間 8 點檔推出李
四端與名人夫妻對坐長談節目-「愛
的萬物論」，分享伴侶間的喜、怒、
哀、樂與人生說不完的酸、甜、苦、
辣、鹹 ，探討婚姻關係中兩性相處
的智慧。

戲劇

單元連續劇

今晚你想
點什麼
第 1-8 集

在愛琳卡拉ｏｋ裡，老闆娘 May 姐
透過歌曲撫慰每一個來到店裡的
人，她相信每個人心中都藏著不為
人知的感情，從歌詞和音樂當中找
到理解的力量，神秘的廚師阿萬
師，在洞悉人心後，利用果雕給予
適時的答案及提醒，在這樣的場所
裡，發生著一個又一個的人生故
事。有姐妹淘愛上同一個男人後姐
妹之情如何維繫？相守的老夫妻面
對另一半先離開的痛苦、與已婚的
同志遇上昔日的情人，在愛情與親
情間掙扎的糾葛、離婚後的婆媳問
題、愛上牛郎的平凡主婦.......。

戲劇

公視人生劇
展

愛說謊的
妮可

小 P 放棄了高薪工作，追求自由的
他選擇了騎重車送快遞，晚上則到
PUB 裡做場子彈吉他，日子逍遙自
在。小 P 無意間碰到神祕的女子”妮
可”，外型美豔的妮可操著大陸的口
音，卻口口聲聲說自己是台灣人。
隨著兩人的繼續交往，小 P 發現了
妮可所說的話，幾乎都是謊話，並
且常把小 P 帶入未知的危險。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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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爭吵後，妮可消失了，小 P 以為
從此天下太平。沒想到他對妮可的
思念卻悄悄開始。
慢慢的，小 P 了解妮可是從大陸雲
南摩梭族來的，那裡就是傳說中的
女兒國。她們對於兩性之間的態度
和觀念，其實與現代社會很不相
同。對於妮可許多不可思議的所作
所為，小 P 突然都找到了原諒的理
由。
終於小 P 踏上尋找妮可的旅程，他
們間的”走婚”還沒有結束，而妮可的
謊言，也都變成了真!!
戲劇

公視人生劇
展

那年夏天
的浪聲

那年夏天的浪聲是故事的開始，是
牽引，也是結束。
小莉一直生活在一般人認為的正常
的軌道中。從學校畢業進入社會，
兢競業業的維繫著一份工作；總是
找好下一份工作，才敢辭去現有
的。但是，這次不同，辭去工作後，
她不知道下一步該往哪裡走…只是
一昧的想改變現有的生活狀態，但
那會是什麼？小莉也不知道…
男友提出結婚的想法，但是不想工
作並不代表就該選擇進入婚姻生活
的狀態。一切都是自己要的空間，
反而不知要幹嘛！只有發呆！
夜晚夢裏的海岸，浪聲不斷拍
打……一種多年前的思緒藉著夢境
漸漸地重新被醞釀、膨脹、不受限
制的發展、壯大！

戲劇

公視人生劇
展

艾草

艾草生長於保守排外的閩南家庭，
為了跟大她二十歲的外省籍老師談
戀愛，不顧她單親母親的反對，嫁
去台北。
她跟母親一樣也面對喪夫之痛，獨
立撫養兒女長大。對自己身為母親
的角色滿意又自傲，直到發現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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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志，女兒從法國帶回跟黑人生
的私生女，長年建立起的價值觀，
被迫瓦解，跟自己母親之間又再揭
一次瘡疤。
台灣從單一族群幾十年間轉變為多
種族的國際社會，傳統的價值觀和
極度個人主義的對立，艾草這一代
母親承受了最大的轉折點，開放一
半的思想是充滿矛盾的。
她的子女在思想行為衝鋒陷陣之
餘，會回頭接母親渡河，戰鬥痛苦
時，也知道母親是最大補給站。
艾草看到母親的保守封閉是與現實
相抗衡的，她決定做個母親戰士，
帶著孫女，一同面對人類生存永不
停止的挑戰。
戲劇

公視人生劇
展

阿爸的靈
魂之旅

時代在變，務農的阿樹伯與三個新
時代的子女，彼此之間的代溝也越
來越深。
小兒子混黑道逞兇鬥狠、二女兒準
備離婚當起單親媽媽、大兒子愛的
是男人。三個「不正常」的孩子，
是阿樹伯今生最大的遺憾，總希望
能導正小孩，卻也成為小孩逃避故
鄉的導火線。

戲劇

公視人生劇
展

回家路上

夜半，在台南青山漁市場工作的阿
民，接到警察打來的電話，說是在
台北找到他離家出走的女兒小風
了，他急著飆快車北上找女兒。十
六歲的小風，應該是與朋友鬼混、
追逐偶像、研究化妝與淺嚐戀愛滋
味的花漾年華，可是她卻每天宅在
房間，拒絕一切人際往來，也包括
同住一個屋簷下的他。同在漁市場
工作的阿輝嬸說，也許小風是缺乏
母愛，才會變成這樣。
多年來，父女兩人相依為命，也都
安好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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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天前，他發現小風不見了，這麼
久沒出門的女兒會去哪裡，他完全
沒有頭緒。他急著在小鎮上到處
找，還請阿輝嬸的女兒阿琴和情人
阿賢一起幫他找。年過四十還小姑
獨處的阿琴，老被媽媽叨唸著還不
結婚，久了也成為漁市裡人們訕笑
的話柄，被阿輝嬸一心期待阿民當
他女婿，讓阿民有些尷尬，他不可
能和阿琴在一起，表面的理由是女
兒小風，實際上是因為他有個同性
情人阿賢。
小風失蹤二十四小時之後，阿民報
了案，警察問她的身高體重？他都
無法回答出精確的答案，近照？他
只能拿得出她國中的照片，她平常
都在幹嘛？有沒有好朋友？她根本
不出門，阿民只知道她會上網。上
網？那很危險！她是不是跟網友跑
了？
因為網路，牽起了一段跨越年齡的
靈魂之交，牽連了三個莫名其妙的
陌生人介入僵著的父女關係，而一
連串在阿民眼中看似莫名其妙的過
程裡，和女兒小風的心結竟不知不
覺漸漸鬆開，父女終於能一起踏上
回家的歸途……
戲劇

公視人生劇
展

母親練習
曲

43 歲的黃如秀，因家暴與丈夫離
婚，靠著開計程車獨自撫養 12 歲的
兒子王嘉偉。嘉偉身型白胖，屢遭
同學嘲笑霸凌，但活潑樂觀的他，
總是背很多冷笑話逗媽媽開心。
37 歲的林妮，外表光鮮亮麗，與丈
夫貌合神離，內心空虛茫然，15 歲
的女兒江曉喬因厭惡媽媽的虛榮，
以叛逆武裝自己。
一天，林妮搭上如秀的計程車，四
人的生活開始改變……。城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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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單純的邂逅，溫暖了兩個母
親，兩個家庭。
戲劇

公視人生劇
展

阿惜姨

在民風保守的年代，阿惜姨是一個
目不識丁卻自食其力的未婚媽媽，
她一生唯一遇到的好男人卻是別人
的丈夫林桑，與阿惜有著相知相惜
情愫的林桑，讓阿惜對生命燃起了
希望，兩人總是被人用有色眼光看
待，阿惜從不多加解釋。阿惜 為了
家庭努力打拼，女兒阿蜜從小在別
人歧視的眼光下長大，而養女春子
卻在阿惜姨的呵護下顯得嬌縱，要
解開兩個女兒的心結，阿惜道出自
己不為人知的過去，在心態上，她
早已由當年怯懦保守，轉為堅強自
豪的母親。

戲劇

公視學生劇
展

海倫她媽

在高雄橋頭衛生所上班的「海倫她
媽」，每天應付不同民眾，為的就
是把獨生女兒「海倫」拉拔長大，
找個好人家，抱個乖孫。
但最近她發現，或許...她將得到一個
與想像完全不同的「女婿」！？
當媽媽一生的夢想，遇上了女兒一
輩子的幸福，究竟該如何是好？
可以預見的是，這將是一場「海倫
她媽」與女兒的共同成年禮。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