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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片節目
節目類型

節目名稱

集別

內容

兒童動畫

莎 拉 與 乖 乖 第 1-2 集
鴨第二季

以小女孩為主角，她與小鴨的友誼互動，一起經
歷各種學習與成長。

連續劇

孤戀花

第 1-16 集

社經底層的歡場女性，為生活出賣肉體。但是互
相照顧支持的姊妹般情誼，及面對困難的奮戰，
讓她們保有高尚的靈魂。

連續劇

一把青

第 1-4 集

空軍女眷們在丈夫生死無常的環境中，堅強生
活、互相支援，一起走過最艱困的時代。

電視電影

一個角落

全1集

單親媽媽的辛苦，面對經濟困窘，為了養活小孩，
而犯了錯。

電視電影

金魚媽媽

全1集

女兒照顧失智母親，愛與怨交集的感情情緒。女
性最後仍然有為愛而堅強的情操。

電視電影

我叫侯美麗

全1集

相貌平凡的熟女，為工作為別人打拚。終於開始
面對感情、學會愛自己。

電視電影

曉之春

全1集

女性因體力弱勢，較易成為暴力對象。女老師對
被家暴的女學生，伸出援手。原來老師也曾是家
暴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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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節目
節目類型

節目名稱

內容

有話好說

2015/10/13(二)
女學生必須穿裙子？高中點燃制服革命
升旗脫裙抗議 短褲硬闖校門 強制穿裙＝性別歧視？
2015/12/16(三)
男警太像女生?考績會決議:免職!
違反紀律？有礙觀瞻？男警留長髮18支警戒後免職！

公視晚間新
聞

10/3
中女中爭短褲--台中女中學生不滿校規規定，多位學生在昨天
衝到司令台前、脫下短裙，露出預先穿好的運動短褲，在場同
學也加入聲援，校方表示，尊重學生、不懲處，也將儘快召開
會議討論，但學生認為，學校只想安撫，並非真正重視他們的
心聲。
10/17
國際馬拉拉獎--建中兩名高三學生，為了編輯校刊，今年六月
遠赴冰島，採訪解放上空運動發起人--16歲少女雅達，而現在，
雅達就在台灣，因為她獲選第一屆國際馬拉拉獎，上午她和另
外兩位來自非洲的得主，一起拜會前副總統呂秀蓮。
10/24
柯同志婚禮--台北市政府今天舉辦聯合婚禮，由台北市長柯文
哲證婚，特別的是，這也是第一場對同性伴侶開放的聯合婚禮。
柯文哲上任後、就陸續開放同性伴侶申請註記，今天就有十對
同性伴侶現身聯合婚禮，爭取婚姻平權。
10/29
尼泊爾女總統--尼泊爾國會選出首位的女總統。是現任執政
黨，尼泊爾共產黨的副黨魁--碧雅班達里，她以過半的選票勝
出，成為這個喜馬拉雅山國家的第一位女元首。
10/30
同志i-vioting--年度的同志大遊行，31號就要登場，而法務部開
放3個月投票的「同志婚姻法制化」的票選，也將在明天截止，
目前，已有超過70%民眾，是贊成制定「同性婚姻法」，法務
部將列為未來修法參考，但伴侶盟批評，法務部不該再推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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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正視民意，儘速讓同性婚姻合法化。
10/31
同志大遊行--今天下午有一場同志大遊行，上萬人走上街，彩
虹旗到處飄揚，不少人變裝來參加遊行，要以行動支持婚姻平
權。
10/31
反性平課綱--12年國教課綱預定在105年公佈，原本公佈的課綱
草案，對於性平教育有獨立課綱，但後來又修正為將性平課綱
融入各領域，部分社運團體和家長團體互相指責對方，企圖影
響綁架性平教育，國教院強調，目前都還在聆聽各界意見。
12/14
沙選里程碑--沙烏地阿拉伯13號舉行史上第一次女性可以投票
並且參選的地方選舉，開票結果顯示，至少有20名女性候選人
當選，比例雖然很低，但已經寫下女權改革的里程碑。
12/17
長髮男警免職--男性警員可不可以留長髮，引發議論！一名在
保二總隊任職的葉姓員警，因為留了長髮，被記了18支申誡，
遭到考績會決議將他免職。今天葉姓員警出面反擊遭到惡意解
僱、也認為違反了性平法，不過保二總隊回應一切依照規定懲
處，絕對站得住腳。
12/17
日同姓判決--日本夫妻在結婚之後，妻子必須改夫姓，出現有
違反憲法的男女平等爭議，不過日本最高法院判決沒有違憲，
認為民法只規定統一姓氏，並沒有硬性規定只能改夫姓，因此
不違憲。
12/23
雄中女將合校--有百年歷史的高雄中學、高雄女中，明年暑假
將出現史上第一次合校上課。因為雄女校舍要趁暑假施工，已
經向雄中提出借校舍的請求，雄中也打算為此修整廁所，迎接
雄女學生到來，很多學生覺得很有趣，也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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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觀點
節目類型

節目名稱

集別

內容

紀錄片

阿媽的秘密台籍慰安婦
的故事

1集

訪問了十三位當初受騙前往南洋從事慰安婦
工作的阿嬤，她們歷歷敘述那段慘無人道的生活，
彷彿置身人間煉獄，至今仍心有餘悸。
戰後她們回到自己家鄉，無奈多半已無法生
育，其中受創最鉅的莫過於心靈的傷痕，「慰安」
這個秘密就像病魔一樣，讓她們一生都難以平復，
連自己最親近的家人，都難以啟齒。

紀錄片

潮牌悲歌

1集

加拉國內約有 4 百萬的勞工在成衣廠工作，其
中有 80%都是女性。這些貧窮家庭的婦女們，在惡
劣的勞動條件下，生產出一件件光鮮亮麗的華服，
她們一個月的薪水不到台幣兩千元，甚至不夠買下
一件自己手上正在製作的衣裳。 工會女領導、工
廠女經理、女藝術家與工廠女工，四個女人，四種
角度，本片讓女人自己來說這個故事。

紀錄片

櫃裡櫃外看
同志

1集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世界把焦點放在如何增
加人口。異性戀家庭形象受到讚揚：強壯的父親、
顧家的主婦，加上兩名乖巧的孩子。電視、電影、
廣告等大眾文化都在宣揚這種理想家庭形象，於是
同志族群比戰前更被壓抑。種種打壓引發 1969 年
紐約的石牆事件，這個事件被視為同性戀權利運動
發跡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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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部製作
節目類型

節目名稱

集別

內容

綜合

愛的萬物論

第 16-53
集

2015/08/31 起，公視於週一到週三晚間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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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10-12 月播出 16-53 集，
分享 38 對名人夫妻的婚姻故事。包括【顧名儀 張
弘遠 非典型婚姻】分享兩性平權的時代，結婚不
單只是情投意合，對顧名儀與張弘遠而言，婚後各
自保有獨立的自主權，遠比生兒育女重要。【李志
希 紀佩伶 女人選擇題 】知名演員李志希，與他
的空服員太太紀佩伶，為了成全妻子的事業心，李
志希不惜放棄一些戲約在家照顧孩子，為了 3 個寶
貝孩子努力過生活的兩人，夫妻間共同的話題卻也
只剩下孩子？職業婦女就算能兼顧家庭與工作，是
否仍要犧牲與丈夫相處的時間嗎？以及【瀨上剛
楊小萱 異國婚姻協奏曲 】
、
【金智娟 謝元吉 閃婚
後遺症 】…等 38 個故事，探討婚姻關係中兩性相
處的智慧。

綜合

誰來晚餐 7

第 29 集
疼某大丈
夫

家住台南的建任以修紗窗為業，她和老婆佳真結婚
一年多了，有一個 8 個月大的兒子祺荃。佳真正在
修研究所的課程，因此夫妻商量，由建任照顧小
孩。他把卡車的後車廂，改裝成孩子的遊戲間。因
為每天揹著祺荃幫人修理紗窗，建任被人拍下辛苦
工作的背影，很有愛的畫面讓建任父子成了台南市
區中最美的風景，但佳真卻也被酸民冷嘲熱諷。他
們該如何調適？

綜合

錄製公視演
講廳
(2015 女選民
高峰會-總統
妳來選)

1 集或 2
今年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特別舉辦「2015 女
集(視後製 選民高峰會─總統妳來選！」邀請關心婦女權益之
決定)
講師提供女性選民六大主題政策檢視指標及總統
候選人對婦女政策分析。引導女性選民關注「女性
意識」，藉此機會落實兩性平等、女性參政、女性
就業、人身安全、托育照顧、食安環境等各項基本
權益，讓女性真正做到參與政策及決定權。

戲劇

我的這一班

第 442 集
「跨越」

天奇是個斯文有禮、貼心的男孩，很受班上的女同
學歡迎，尤其是星昀跟毓琁跟天奇更是無話不談、
互動良好，她們常常覺得天奇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男
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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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天奇心裡有個不能說的秘密，那就是他總認
為自己是個女生，他總覺得上帝給他一個不對的身
體….，天奇不斷壓抑這樣的心情，但卻也把自己的
喜好投射在對時尚的愛好，他給班上女生建議，給
姊姊意見，他忍不住對女性化的東西感到好奇，舉
凡化妝品、保養品、女裝...等，時常讓天奇的內心
充滿了矛盾。
某一天，天奇趁著家人不在家，偷偷的穿上女裝逛
街，不小心被班上同學撞見，好奇的同學甚至還要
在網路上發布人肉搜索….
天奇究竟該如何面對自己？阿得老師跟班上同學
知道了天奇的祕密後，又該如何幫助天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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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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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身大事

即將超過適婚年齡的打擊樂演奏者一禾，結識了鄰
居大仁，二人在 PUB 中因談心又喝醉而有了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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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接觸。一禾的家人知道後，誤會一禾懷孕而力
促二人結婚。
在籌備婚禮的過程中，父親、祖母和大仁忙進忙出
好似一家人，一禾反而被置身之外無法參與。
事件進行中，一禾一方面思考自己走上婚姻之路的
理由，一方面想到父親對自己的期望與不捨，一禾
面臨著這「終身大事」帶來的矛盾心境.....在結婚當
天，一禾終於決定逃婚，去自己真正嚮往的地方。
戲劇

公視人生劇

艾草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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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人情婦

趙光明生性柔順，沒有主見，年紀很輕就嫁給大她
很多歲的丈夫，為配合丈夫的年紀，她長年穿旗
袍。三十二歲那年，丈夫病逝，趙光明突然失去方
向，在迷亂中與友人之子羅偉中陷入畸戀。年輕的
偉中喚醒了光明的熱情，卻讓偉中感到束縛，終於
不告而別。光明情感落空，頓失所依，遂在眾老友
中流轉，成為眾人的情婦，最後嫁給俞海祥。海祥
小氣多疑，光明因此與她不睦。
光明為賣遺留的房子而結識楊信德，信德為自尊心
受損而慫恿好色的小彭買屋，意欲報復光明。未料
陰錯陽差而與光明發生感情，光明也懷了他的骨
肉。光明資助信德開店，並透過老友協助，終於使
海祥答應離婚。光明以為從此可和信德廝守，卻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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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信德用情不專，傷心之餘猛然驚醒，自己從未思
索過自己的人生，於是悄然離開，獨自迎向未來。
戲劇

公視人生劇
展

愛神卡拉
OK

年過 50 的雪紅，經營一家名為「愛神」的卡
拉 OK 店。60 歲的林桑是昔日的青春歌手，同志的
身份一直未出櫃。70 歲的王董，熱情追求著雪紅。
50 多歲的劉姐是家庭主婦，也是林桑的資深粉絲。
20 幾歲的小陳是王董的司機，卻與雪紅譜出一段姐
弟戀。50 多歲的俊雄是雪紅的前夫，希望能與雪紅
破鏡重圓。
這幾位「愛神」的常客，把「愛神」當做取暖
的家，也交織出一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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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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