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視 2017 年 1-3 月性別平權節目
購片節目
節目類型

節目名稱

集別

內容

電影

滿月酒

全1集

在美國洛杉磯工作生活的男同志
Danny(鄭伯昱飾)渴望擁有自己的
孩子，但他極度傳統又在意別人眼
光的母親(歸亞蕾飾)由於早已得知
其性向，一直不敢奢望他能延續家
族香火；一次意外得知兒子Danny
的生子計畫後，竟開啟了這段母子
一段一波三折尋找胚胎與代理孕
母過程，在這漫長且曲折的旅程,
充滿笑淚交織的母子衝突，而在飽
嘗各式各樣的挫折後，是否可以圓
滿完成彼此的心願？
《滿月酒》是鄭伯昱受到李安早期
電影「喜宴」的啟發，結合親身經
歷和對代理孕母議題的多年研究
而寫成的劇本，描寫一對同性戀共
組家庭的遭遇，劇情設定跨種族、
跨文化、跨性別，剛好呼應近期對
於多元成家的論辯風潮。

電影

飲食男女—
好遠又好近

全1集

2012 年由曹瑞原執導，繼 1994 年
電影《飲食男女》後的新拍，由新
舊世代演員藍正龍、霍思燕，與歸
亞蕾、曾江演出，透過素食隱喻一
段跨越五十年的純淨愛情，呈現中
華美食中的人文哲思與藥膳之深
層涵義，慢嘗美食與情感交織的滋
味。
年過六旬的白萍(歸亞蕾飾)，外表
風騷、講話口沒遮攔，其實內心寂
寞空虛；唐師傅(曾江飾)做了一輩
子的菜，面臨記憶的衰退，依舊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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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幾十年來熟悉的味道，三個世代
的愛情觀對比，竟也意外牽動上世
代的已逝去的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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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女性大遊行--美國新任總統川普正式入主
白宮；上任後的第一天，白宮所在的華盛頓特
區，有超過 50 萬人上街發起「女權大遊行」
，抗
議川普女性歧視的言論。全球百萬人站出來挺女
權，最遠甚至到南極。
2. 1/14 批醫改反同志--衛福部預告，最快，在今
年 3 月公告實施，將「性傾向扭轉治療」列為「禁
止醫療行為」，違者最高可罰，50 萬元，認為性
傾向、不是病。但這被反同團體質疑，為何感到
困惑看醫生，會變成犯罪行為。
3. 1/3 禁治療同性戀--同志平權又往前跨一大
步，衛福部上週預告，要將「性傾向扭轉治療」
納入不得執行的醫療行為，未來如果有醫師違
規，可依醫師法最高處 50 萬元罰鍰，得併處停
業或廢執業執照，最快今年 3 月就會公告上路。
4. 2/23 川普跨性別--前美國總統歐巴馬曾力推新
規，讓跨性別學生有權依性別認同,使用學校廁
所，被認為是保護性別弱勢學生的友善政策。但
川普政府 22 號宣布廢除相關的聯邦指南，引發
支持跨性別平權人士，聚集白宮抗議。
5. 2/22 英異性婚官司--英國的同志享有結婚權與
民事結合的伴侶權，由於民事結合只適用於同志
伴侶，有一對異性戀人也想申請民事結合，一審
二審卻都被法院打了回票，決定上訴到最高法
院。由於未婚結合並生養小孩的家庭型態，在英
國逐漸成為大宗，這個案子，也受到高度關注。
6. 2/6 轉職男保母--擺脫刻版印象，男性也能從事
保母工作，原本任職鋼鐵公司主管的黎新銘，三
年前轉職擔任"保爸"，和太太一起從事居家托
育，一起照顧四個學齡前的孩子。
7. 2/18 小英見同婚--為解決婚姻平權爭議，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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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今天邀請挺同婚團體，和反同婚的團體，
到總統府，全程由立法院長蘇嘉全陪同，聽取各
界意見。
8. 3/9 護家盟檢視釋憲--大法官會議將在 3/24 召
開憲法法庭，進行同婚議題的言詞辯論，但支持
釋憲的反同婚團體，今天質疑釋憲題綱，以民法
規定是否容許同性別二人結婚，做討論前提，已
預設立場，應多開幾次法庭，分類辯論和審查。
不過，伴侶盟則批評，憲法法庭開庭次數，不是
隨意喊價，否則會浪費司法資源。
9. 3/9 婦女節示威--3 月 8 號是國際婦女節，全球
各地女權組織發起「沒有女人的一天」罷工活
動，爭取正視婦女聲音、改善女性權益。另外還
有許多國家婦女上街呼籲當局重視家暴問題，或
是爭取墮胎自主權。
10.3/9 約會暴力增--家暴防治法 63-1 條又被稱為
「恐怖情人條款」，上路至今滿週年，但有社福
團體表示，即使修法後，恐怖情人相關案例仍不
少，青少年的約會暴力也時有所聞，這些暴力行
為，不一定是真正的使用暴力，而是上網 PO 文
謾罵或高壓控制行蹤。
11. 3/8 婦女勞動現況--今天是國際婦女節，外界
關注職業婦女勞動狀況，根據最新的勞動力參與
率，男性 6 成 7 還是比女性 5 成 1 來得高。不過
屏東新園農會很不一樣，這個農會有四分之三員
工都是女性，從總幹事，到搬肥料開堆高機，都
由女性擔任，相當少見。
12. 3/1 川普演說反彈--美國總統川普首場國會演
說，被認為是上任以來，最中規中矩的一次。不
過，在他提出團結為國家訴求時，全場民主黨議
員絲毫沒有任何反應，民主黨的女議員們，甚至
全部穿著白色服裝，表達爭取兩性平權的決心。
獨立特派員

3/29 助你好孕
很多家庭都期待新生命的來臨，不過有時候因為
種種原因無法完成心願。 而台灣在 2007 年就通
過人工生殖法，讓不孕症或重大遺傳性疾病的夫
妻能夠實施人工生殖。而近幾年晚婚的趨勢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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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生活作息的不正常，也使得夫妻無法自然
受孕的比例增加，需要藉由人工協助，像是透過
捐贈的卵或是精子來孕育生命，或是尋找代理孕
母成為新的趨勢。不過代理孕母在台灣尚未合
法，而相對捐精，捐卵可以獲得九萬九千的營養
費，更成為女大學生假期打工的新選項。
公視早安新
聞

2/28 胖瘦皆甜心
「多元價值」是民主社會的重要指標，除了族
群、性別和性傾向，其實人的身體，也存在著多
元性，不管高矮胖瘦，都應該受到尊重。由 Amy
與馬力組成的肉彈甜心，目標是要把美的窄門用
力擠寬，希望大家能學會尊重身體的多樣性。
3/21 非洲公衛博士專訪
專訪烏干達傑出的公衛專家_斐麗斯艾沃爾
(Phyllis Awor)，她談到改善當地兒童醫療的經
驗，以及身為女性如何在男尊女卑的烏干達社會
中打拚的心路歷程。
3/30 台非小交流
每年外交部的台灣獎學金，提供友邦學生來台灣
學一年中文，接著再讀學位，近來每年都有兩百
位左右的學生因此來到台灣，這群友邦學子完成
學業後，帶走的不只是文憑，還有對台灣的感
情。來台半年的史瓦濟蘭學生--宋格韋，對台灣
的民主制度與兩性共治更是印象深刻。

紀錄觀點
節目類型

節目名稱

集別

內容

紀錄片

摯愛男行

全1集

40 年前，異國同志伴侶理查‧亞
當斯和東尼‧蘇利文在美國狀告移
民局，揭開同志婚姻平權奮鬥之
路。為了守護愛情，他們飽受冷嘲
熱諷，被迫遠走他鄉，即便成為黑
戶人口，歷經疾病摧殘，兩人仍堅
持不放開彼此的手。一段歷久彌堅
的真愛故事，見證了美國同志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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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權的奮鬥過程。
節目部
節目類型

節目名稱

集別

內容

綜合

世界這
YOUNG 說

第 71 集
讚聲不絕
優雅離
開!!第一
夫人蜜雪
兒‧歐巴
馬!!

歐巴馬身為首位的非裔總統，一舉
一動都受到全世界矚目，但歐巴馬
的夫人──蜜雪兒因為穿著時尚，
接連提出動起來、聯合力量等公益
計畫，聚焦了世人的目光！蜜雪兒
聲勢更一路看漲，屢屢超越總統丈
夫。眼看歐巴馬即將在明年 1 月 20
日結束 8 年白宮生活，這位人氣第
一夫人接下來會做甚麼呢？她真的
會如美國民眾所願，出來競選 2020
年的總統嗎？

兒少

青春發言人

第 27 集

臺灣學生初戀平均發生在 12.6 歲。
青春大調查，聽聽少男少女的愛情
觀。 分手究竟誰說了算？青少年流
行用通訊軟體說分手！ 過不去的
情關你可以怎麼做？ 聽聽戀愛達
人怎麼說。

綜合

愛的萬物論

22-44
集；1-27
集

公視 2 台週六、週日晚間 8 點、公
視 3 台週一~週三晚間 8 點，播出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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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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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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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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大男
小的戀情......。
戲劇

公視人生劇
展

我愛親家

《我愛親家》是一部溫馨逗趣的家
庭喜劇，劇情描述兩位原本各自要
幫兒女相親的單身父母，卻在要幫
兒女送作堆的過程中，漸漸愛上對
方，雙雙因而陷入掙扎。
除逗趣情節外，也探討兩代之間對
婚姻的認同問題。
在這「恐婚族」劇增的年代，提供
一個有趣的切入角度，審視婚姻的
價值與意義。

戲劇

公視人生劇
展

數到十，
讓我變成
沈曉旭

曉旭是公主，鳳仙是衛兵，她們是
最要好的同學。
鳳仙偷偷玩著「數到十」遊戲，她
想變成沈曉旭！ 直到一次出遊被
「趕」，鳳仙決定要當自己的主角，
她且夢過一場夏天下雪的夢，就跟
能寫能畫的才能一樣，那都只屬於
她自己 。
鳳仙讓作文老師大為讚賞，她將老
師寫入小說，卻造成「情書」事件，
而曉旭除了抄襲她的文字，最不該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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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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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年來，父女兩人相依為命，也都
安好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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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女

李欣玫生長在單親家庭中，自幼
為了母親淑娟的期待，不斷鞭策自
己，使自己能成為人人眼中的乖女
兒、好學生，看似前程似錦的欣玫
卻在一夜返家時，遭受性侵，那一
夜過後，徹徹底底得顛覆了欣玫的
生命藍圖……
遭遇性侵的欣玫，被緊急送往醫
院做檢查，醫生告知母親淑娟—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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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並沒有子宮，輾轉得知自己沒有
子宮後的欣玫，在雙重打擊之下，
心靈上產生了極大的轉變。欣玫試
圖自殺、與家人疏離，尤其和母親
的關係迅速惡化，放棄一己之私、
努力完成母親期待的自己，卻沒有
從母親那兒獲得身為一個女人最基
本的需求—「子宮」
，欣玫放任自己
的自卑無限擴大，在母親與自己之
間築起了一道不可攻破的心牆。
長大後的欣玫與男友子傑相
戀，論及婚嫁，並且在子傑的鼓勵
之下，持續接受創傷後的心理治
療。男方渴望將欣玫娶進門，但礙
於子傑父母對「抱孫子」的期待，
欣玫一直遲遲不肯答應子傑的求
婚。欣玫在感受到子傑的包容與愛
之下，有意答應求婚，卻在此刻接
獲妹妹欣怡的通知—淑娟去世了…
戲劇

公視人生劇
展

結婚不結
婚

輕熟女年紀的思涵（陸明君飾）和
大學教授志成（馬國賢飾）相戀多
年，志成在家人的壓力下想趕快結
婚安定下來。某天深夜，睡夢中的
思涵被一通電話吵醒，迷濛中將電
話中的男子誤認為男友志成而進行
了電話性愛，在歡愉的同時腦海中
浮現的並不是即將要結婚的對象志
成，而是初戀男友紀杰（吳民凡
飾）。這通電話改變了思涵的想法，
究竟自己是為習慣而結婚還是為了
愛情而結婚？在眾人壓力下的思涵
會做出什麼決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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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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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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

一個備受呵護的優秀女醫師，一個
單親媽媽扶養長大的男同志，在人
生事業的黃金期，同時遇上了父親
需要換肝才能續命的衝擊，捐與不
捐都難以兩全，這個抉擇過程，許
多被視為自然不過的家庭親子關係
與問題，像揭開疤痕的傷口，一切
的不堪都必須血淋淋地攤在眼前。

戲劇

公視人生劇
展

愛情多一
口

感情世界裡存在兩個人，不空曠、
不擁擠，要是多了一口，裂痕、衝
突隨之增生。
林瑞的感情世界裡，總是多了老爸
的熱切干預，父子倆對婚姻態度的
落差，牽引出現代社會越來越多適
婚而未婚的男女所面臨的社會議
題。 反觀，與男友愛情長跑多年的
張可欣，原以為可以一步步與男友
走進婚姻，但卻一步步掉進男友編
織的謊言裡，林瑞看見可欣的下場，
不禁又回到問題本身，到底愛情
中，多一口、少一口，哪個才是恰
恰好？

戲劇

公視人生劇
展

家事提案

李曉潼在廣告公司擅長做以男性為
目標的廣告，她沒什麼朋友，總是
加班，習慣了一個人的生活，卻因
為一通來自醫院的電話，讓平靜有
序的生活亂了套。十幾年沒見的父
親中風昏迷住院，留下再婚生下的
七歲兒子曉光，社工請曉潼幫忙照
顧曉光，直到找到寄養家庭為止。
此時，公司指派曉潼負責一個家具
品牌的案子，這次的訴求是小家庭
和年青夫妻。考慮到曉潼的經驗，
特別指派了新同事家澤加入團隊。
家澤擅長的是以女性為目標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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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兩個不同領域的人意外的激發
出許多好點子。
曉光與家澤的出現，讓她重新面對
自我心中的結，也影響了曉潼對
「家」的看法。
戲劇

公視人生劇
展

呼拉姐妹
花

文玲為籌措兒子的畢業旅行費用，
加入綽號黑蜘蛛的夏漪所組的「呼
啦姊妹花」隊中，好參加全國呼啦
舞大賽，途中文玲卻數次練習未到，
夏漪氣沖沖想上門理論，卻發現文
玲遭家暴被打得渾身是傷，心疼之
下，她與好友糖糖幫助文玲逃出，
三個沒有血緣關係的女人以真情互
相扶持，度過一次次的難關，從前
不敢奢望夢想的文玲也開始思考著
屬於自己的幸福究竟為何物？
比賽前夕，文玲好不容易存夠一筆
錢要接出兒女一起生活，卻在教室
練舞時被偷了！究竟誰才是小偷？
姊妹情究竟是真心抑或負心？還有
那夢想的夏之島，她們真能一起去
嗎？

戲劇

公視人生劇
展

十七號出
入口

外省老兵趙學平 (金士傑飾演)以及
高中夜校生阿宏 (張睿家飾演)，各
自搭乘捷運在台北城裡晃蕩，度過
蒼白而混亂的一天。看似不相干的
兩個人，時時擦身而過，彼此有著
似有若無的交集。直到夕陽西下，
他們終於在城市的角落裡相遇。
在那錯綜複雜捷運甬道裡，埋藏了
六十年的心事終於潰堤，牽引出一
段從不為人知的淒美愛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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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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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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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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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