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視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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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片

媽媽桌球

1

這是一個丈夫和女兒都不常回來
的家，而這個家的母親，阿綿，只
能在百無聊賴的日常中，盼著久久
一次的家庭相聚。某日，她發現丈
夫外遇，家庭陷入危機，女兒的一
句話讓她鐵了心要改變！於是她
踏入「媽媽桌球社」，這裡的媽媽
們盡情揮汗、活力十足。沒想到，
一場意外讓阿綿的身體有了前所
未有的改變……。

電影

漫長的藉口

1

人氣作家衣笠幸夫（本木雅弘
飾）
，得知妻子（深津繪里 飾）和
好朋友旅遊途中車禍身亡的消
息，事發當時他正在與外遇對象偷
情，事後面對世人，只能偽裝為悲
劇的主角。
在調查意外事故的過程中，貨車司
機陽一不禁痛哭失聲，原來他的妻
子與幸夫的妻子是好友，一起遭遇
不幸。因為工作的關係，陽一必須
離家好幾天，在罪惡感的驅使之
下，幸夫答應到陽一家中照顧年幼
的孩子們：還在讀幼稚園的妹妹小
灯，以及為了陪伴妹妹而放棄考國
中的哥哥真平。膝下無子嗣的幸夫
頭一次體驗到為了別人而活的喜
悅，原本空虛的日子開始閃耀不同
的光輝，妻子過世時未曾留下一滴
眼淚的幸夫，這時終於學會了「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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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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

6.

4/1 社團狼師性侵-台北市一所高中傳出有
社團男老師，在和學生的相處上出現性平疑
慮。校方在去年3月、12月和今年1月陸續通
報，而台北市教育局也證實確有此事，目前
該校的性平小組已經完成初步調查，而學校
也在去年6月不再續聘該名教師。
4/3 杜絕校園惡狼-台北市某高中，傳出有男
性職員，以「公務」為由，性騷擾多名女性
職員和教師，到目前為止，有3人受害，這
名職員也被記3支申誡。不過今天，又有2名
女性受害人主動出面控訴，這名男職員之前
就有過類似行為，呼籲教育局和校方要嚴
懲。
4/13 運動性平-男生跳芭蕾，女生打拳擊，
現在對許多人來說，似乎稀鬆平常，但要打
破運動性別的刻板印象，一點也不簡單！曾
旅美十年的芭蕾舞者的林立川說，小時候沒
被歧視或罷凌，全賴父母和師長支持，才能
朝著自己的興趣全力邁進。
4/13 校園性犯罪-教育部統計，105學年度因
爲對學生性騷擾、性侵遭解聘的老師有60
人；而在日本，同年度有226名公立學校的
老師，因猥褻與性騷擾遭到懲戒，創下新
高，台灣與日本面臨校園性平事件時有許多
共同點，上午在一場研討會中，台日專家都
指出，要解決校園性犯罪，學校充耳不聞、
視而不見的生態必須改變。
4/26 性平教育問題-疑似不堪一再被同學攻
擊性向問題，劉姓國三生跳樓受傷，但性別
平等教育法實施十多年來，學生必須接受相
關課程，為何還會發生這樣的事？學者指
出，性平教育在國中小，落實不一，有學校
沒做，就算有做，也侷限在粗淺的知識性傳
遞。
4/29 反教師法惡修-立法院今天進行「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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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修法的逐條審查，場外教師以及家長團
體各自動員，表達立場，場內立委激辯，經
過一整天會議，朝野立委達成共識，傾向在
處理性平、體罰等不適任教師時，
「教評會」
組成，應該增聘外部委員，未來兼行政職的
教師代表比例，也必須少於1/2。
7. 4/30 權勢性侵黑幕多-有社福團體，蒐集「新
聞資料」發現，光是今年國內，所爆出的「性
侵案件」
，已經有145件，其中，可能涉及「權
勢性侵」的，就佔六成，又以「校園」的權
勢性侵、比例最高。
8. 5/1 不適任處理初審-經過兩天審查，教師法
修正草案在今天下午完成初審，如果老師涉
及性平、兒少、體罰、霸凌等案，教評會教
師比率將少於二分之一，涉及兒少及體罰霸
凌，解聘門檻下降，教評會2/3出席1/2同意
即可解聘，此外，學校處理教學不力或不能
勝任工作的案件，應成立教師專業審查會，
成員增加「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代
表，專審會委員人數為11人到19人。
9. 5/8 單項協會性平會-近年來，「體壇」屢次
傳出「性騷擾」案件。因此有立委建議，因
為運動員，被「騷擾」或傷害之後，幾乎沒
有「申訴管道」，因此各「單項協會」應該
增設「性平會」，而體育署長、高俊雄就坦
言，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10. 5/10 教師法三讀-立法院今天三讀通過修正
教師法部分條文，針對不適任教師部分，明
列教師解聘、停聘的各類樣態，內容區分為
涉及性別平等案件、涉及兒少及體罰霸凌、
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其他等4類，強
化處理機制。
11. 5/11 板中校慶男裙-新北市，一所高中，在
「校慶」期間，有學生自主發起「男裙週活
動」
，結果引發「議員」關切。有網友不滿，
說「議員」在干預學校活動，因此今天，在
新北市民廣場，號召民眾一起「穿裙子」。
12. 5/18 世紀平權婚禮-立法院昨天三讀通過
3

13.

14.

15.

16.

17.

「同婚專法」，讓我國成為亞洲第一個，同
婚合法化的國家，今天也有一場特別的平權
婚禮，在台北舉行，一對異性戀伴侶，還有
兩對男女同志一起步入禮堂，雙方父母親還
有300名親友也到場參加婚禮並給予滿滿的
祝福。
5/17同婚法案闖關-立法院今天三讀通過政
院版同婚專法，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姓婚
姻合法化的國家。而朝野黨團在今天三讀攻
防戰上，都發布甲級動員，要捍衛各自支持
的版本。在歷經約6小時表決，最終在下午3
點27分的時候，三讀通過，而此法將在5月
24號正式生效，到時候只要年滿18歲、相同
性別二個人，都可以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
登記。
5/17 同婚過關後挑戰-同婚專法在立院三讀
通過，同婚團體開心慶祝、甚至還有人喜極
而泣，不過反同團體則認為，違反公投民
意，不排除發起複決公投。學者認為法案通
過，雖然可以算是一個里程碑，但在台灣多
元文化中，不同理念的族群，要能互相接
納，還需要時間，各界也應用理性，互相尊
重。
5/18 墨慶不恐同日-5月17號是紀念全球
LGBT民眾，擁有正當權力的「國際不再恐
同日」。不只台灣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墨西
哥外交部也要求各地領事館，允許公民不分
性別，在辦公室內為他們登記結婚。
6/6 首創同婚補助-屏東縣恆春鎮兩年前全
國首創婚姻補助，最近同婚法案通過，恆春
也再度創全國之先，核准同志申請婚姻補助
2萬元，已經有2對通過，至於生育補助是否
也能納入，鎮公所表示，只要自治條例不
變，同志生育應該也能適用。
6/14 同志親密暴力-同志伴侶可以登記結婚
了，但民間團體觀察，同志如果遭遇親密暴
力，達九成的受暴當事人，不會申請正式救
助，因為光要出櫃就不容易，而且求助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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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缺乏，社會也不見得願意理解，導致當
事人選擇隱忍，迫不得已才會提出求助。
18. 6/14 瑞士爭女權-瑞士婦女為了抗議性別工
資差異以及不平等的問題，計畫在14號舉行
全國性的大罷工。二十八年前的同一天，有
五十萬女性走上街頭示威，催生了「性別平
等法」，但至今瑞士女性與男性的工資仍有
20%的落差。
19. 6/17 免職警釋憲-保二總隊前員警葉繼元，
因為蓄留長髮，連兩年、考績被打丙等，他
認為「警察人員儀容」規定，違反性別平等，
今天前往司法院聲請釋憲，訴請大法官宣告
該規定無效。
新聞時事

公視早安新
聞

1. 中同志憂打壓：台灣的"同婚專法"今天面臨關
鍵表決，其實，今天也是"國際不再恐同日"。
相較於台灣，已經可以公開討論"同志"，在中
國卻是在近幾年嚴格管控"網路論壇"，今年更
首度解散了兩個同運團體，讓遭到打壓的同
運人士和同志族群很擔心。
2. 凱道同婚宴：同婚登記上路，昨天凱道有20
對新人甜蜜走紅毯，主辦單位也在凱道席開
160桌，慶祝婚姻平權法案通過，不過反同團
體則聚集在中正紀念堂，發起紫絲帶運動，
批評政府違反公投民意，要求蔡總統下台。
3. 阿富汗女兵：阿富汗的性別平權，則是在塔
利班政權垮台18年後，有好轉跡象，首都喀
布爾的軍校，五年前成立了"女性分隊"，專門
培育女軍官。不過現在這些"巾幗不讓鬚眉"
的入伍生，擔心美國和塔利班正在進行的和
平談判，會影響到女性從軍的未來。

新聞時事

獨立特派員

6/26 同婚之後
2019 年 5 月 24 日國內通過同婚專法，同性婚姻
正式合法化。雖然以專法做為法源基礎的同性婚
姻，與民法婚姻依然有差異存在，同時跨國同婚
也還有障礙需要克服。不過根據內政部統計，專
法上路一個月來，全國登記結婚的同性伴侶已經
超過 1000 對，總計有 1173 對，其中登記結婚的
女性伴侶有 790 對，超越男性兩倍。同婚合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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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後，國內同志社群有哪些變化？同婚對同性伴
侶又將帶來哪些實質的影響？而其他已經通過
同婚合法的國家，他們的社會有沒有哪些改變？

節目部
節目類型

節目名稱

集別

內容

兒少

青春發言人 2

第 13 集

「性」是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們渴望
了解的關鍵字，但學校不教、家長
不敢談的情況下，調查顯示，多數
同學都透過網路自學這堂缺席的課
程，這次我們要拋開害羞的包袱，
帶你觀摩位於宜蘭羅東高中的性教
育課程，同學之間會如何開啟這個
話題呢？ 此外，我們還邀請五對親
子，面對面聊聊各種跟「性」有關
的問題，來聽聽兩代之間會激盪出
什麼火花吧！

兒少

青春發言人 2

第 16 集

同志家庭的小孩比較容易成為同性
戀嗎？已經和媽媽的同性伴侶一起
生活超過五年的瑩瑩，要告訴你她
是怎麼思考這個問題。 此外，苗栗
有一群國高中生，每個月會固定熬
湯送給獨居長輩喝，他們為什麼會
想這麼做呢？ 最後，你知道日治時
期的人們都會約去哪裡吃飯嗎？三
分鐘動畫帶大家認識台灣飯局的百
年歷史。

綜合

誰來晚餐 X

第2集

女主人傅淑儷在高中時就經常夢到
另一半，而當她 30 歲終於遇到未來
老公時，對方的年齡竟然比她小了
16 歲，她的婚姻會遇到阻力嗎?生活
中又會有哪些酸甜苦辣呢?

綜合

誰來晚餐 X

第3集

陳沛婕是個漁村長大的女孩，感受
家族人際間各式各樣的情緒糾葛。
她想擺脫刮魚鱗的日子，夢想成為
心理咨商師。在大溪漁港賣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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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女性主義者，不論是內心想法還
是外在穿著，都勇於展現自我的
她，要如何實現夢想呢?
綜合

誰來晚餐 X

第 14 集

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一定有個賢
慧的女人，那厲害的女人背後呢？
一定有個任性的男人！今天誰來晚
餐要拜訪來自三重的家庭，男主人
對自己的工作有超乎常人的狂熱，
身為他的另一半該如何自處？是變
得堅強獨立，還是不如歸去？男主
人又有什麼能耐，可以讓老婆忍了
20 年還願意繼續忍下去？

綜合

誰來晚餐 11

第4集

天下的媽媽都是一樣的嗎?你知道媽
媽的心願是什麼嗎? 55 歲的寵物美
容師徐成菊，是三個孩子的單親媽
媽。成菊 16 歲就愛上了同村的大帥
哥，就算父母反對還是堅持要嫁。
原本以為是幸福的起點，沒想到是
一場惡夢的開端。結束不堪的婚
姻，成菊重新站了起來。她目前的
心願很簡單，卻也難如登天。究竟
她又面臨了什麼樣的挑戰呢?

綜合

誰來晚餐 11

第6集

「家庭有很多種，所以我並不會去
想說我們家這樣就是很奇怪，或我
們家就是有所謂的兩個媽媽，就是
很奇怪，我不會這樣覺得。」14 歲
的簡莉軒和妹妹簡嘉瑩在父母離婚
4 年後，跟著媽媽塗偉伶以及她的同
志伴侶李詣琦一起生活將近 7 年，
不論在哪，一家人總是很自然地展
現親密互動，姐妹倆稱呼詣琦不用
代名詞，就叫「琦琦」，她們不將自
己特殊化，也不刻意向人出櫃，因
為她們打從心裡就沒有櫃子，認為
家庭的樣貌原來就是多元的。

綜合

誰來晚餐 11

第 10 集

曾經是花蓮知名「東南茶室」的千
金小姐鄔桂蘭，當年名噪一時。出
嫁前，她是有佣人伺候的千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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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對家事一竅不通，嫁人以後才
開始慢慢學，婚姻著實是個修行場。
張憲聰的爸媽都是公務員，當時在
鐵路醫院擔任護理師的婆婆知道桂
蘭的出身後，雖有芥蒂，但仍接受
了她。不服輸的桂蘭知道婆婆在意
她是茶室女兒，更努力當個好媳
婦，想爭取婆婆的認同。她從飯來
張口的千金小姐，變成花蓮第一批
拿到烹飪廚師丙級證照的高手，贏
得了婆婆的心。
張憲聰婚後為了應酬，常常流連酒
家、卡拉 OK，甚至家暴，夫妻倆一
分居就是五年。為人講義氣的張憲
聰在外面人緣好、很吃得開，選上
里長後，過往荒唐行徑收斂不少，
也開始學會反省，兩人回家重修夫
妻關係。
近十年，桂蘭歷經癌症和腦瘤開
刀，幾度徘徊鬼門關前，讓她頓悟，
她決定放過自己，原諒先生。差點
失去妻子的張憲聰，在病榻前陪伴
太太，感受到她的重要，他想對桂
蘭表達歉意，但是大男人主義的他
卻開不了口，他也不敢問桂蘭，「妳
會不會後悔嫁給我?」
綜合

爸媽囧很大
890 集

老公嗜好
擺第一?!
獨守空閨
老婆怨?!

假日時，很多太太都會希望老公能
夠陪伴在身邊，但是老公卻只想要
利用休假的時間去做自己嗜好。而
當你的先生沉溺於某項興趣，工作
之外的時間就會人間蒸發，甚至會
錯過跟你相處的時間，假日獨留你
在空蕩蕩的家，不然就是帶你出
門，卻把你晾在一邊，這樣對夫妻
的感情會造成什麼影響？當先生的
嗜好是你完全不感興趣的項目時，
太太應該要配合先生培養共同的嗜
好，還是乖乖的守在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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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

爸媽囧很大
907 集

老公勤奮
做家事!
家庭幸福
又美滿?!

女人的幸福，往往不是身邊有個帥
老公、 帥男友，而是有一個會為心
愛人下廚做家事的好男人，以往這
些事總被認為是女人「份內」的工
作，不過時代在變，社會觀念也在
變，現在想當「新好男人」，其中一
項，就是要會下廚做家事！根據英
國調查顯示，男性家事做越多，家
庭就越幸福，因為不做家事的男
人，會造成家裡的爭執，生活品質
和夫妻關係會降低，而會做家事的
男人，太太的幸福感會增加。究竟
這樣的調查指數是不是正確的？老
公會做家事，真的會給太太帶來幸
福嗎？而會做家事的男人，是不是
就代表他是新好男人呢？

綜合

爸媽囧很大
910 集

夫妻吃醋
疑心病?!
監視查勤
抓外遇?!

信任是幸福婚姻的前提，更是最重
要的基礎，夫妻之間一旦缺少了基
本的信任，家庭裂痕也容易出現。
現實生活中，當夫妻間相處缺乏信
任之時，疑神疑鬼的猜忌往往容易
產生誤會，甚至是夫妻間爭執的來
源；當另一半疑心病犯了，又該如
何減免兩人之間的爭執呢?

綜合

爸媽囧很大
916 集

跟著老婆
住娘家?!
男性尊嚴
往哪擺?!

傳統觀念總認為，夫妻結婚之後，
若是沒有自己買房，理所當然的就
是應該要住婆家，因為女方是「嫁」
進男方家的，但是現今社會也有許
多夫妻因為經濟或是方便照顧等等
因素，而選擇婚後住在老婆娘家，
而跟著老婆住娘家的先生，在娘家
生活會遇到哪些不適應？是否還會
面臨到傳統觀念帶來的壓力？當先
生和娘家相處有摩擦時，太太是否
還要居中扮演協調者？這時對太太
來說，住娘家還是個開心的選擇
嗎？結婚以後住娘家，難道真是壞
處多嗎？
9

綜合

爸媽囧很大
917 集

銀髮爸媽
想找伴?!
孩子反對
怎麼辦?!

俗話說得好，老伴老伴，老來作伴，
這句話雖然只是俗語，但其實也透
露出在老年生活是身旁有伴侶的重
要性，而在子女長大離家後身旁又
沒有伴侶陪伴時，到底該不該再尋
找新的春天呢?但當銀髮爸媽想要在
尋找新春天時，家人的會是支持還
是反對呢?而家人反對擔心的理由又
會有哪些呢?是怕爸媽受騙?還是認
為這樣擔心社會觀感呢?當銀髮爸媽
想追愛?!家人們該怎麼辦?!

綜合

爸媽囧很大
921 集

強勢女 v.s
低頭男?!
這款愛情
真速配?!

韓國知名電影「我的野蠻女友」，內
容情節描述男主角有個蠻橫的女
友，女生總是無理的要求男方做任
何事，有時還會對男友暴力相向，
這部電影在當時造成轟動，更讓大
家知道，在戀愛關係中，女生不一
定是溫柔的，而在現實生活的確存
在著這樣的「野蠻女友」，她們強
勢、蠻橫，跟他們戀愛的男人都是
聽話的乖乖配合，而這些男生在戀
愛中到底為愛犧牲了多少？他們真
的甘願忍受嗎？還是男性尊嚴在他
們眼中可以為愛拋棄？

綜合

爸媽囧很大
924 集

異性好友
純聊天?!
夫妻猜疑
壞感情?!

朋友，可說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資
產，但是結婚之後，還可以擁有異
性好友嗎？當你有一個很要好的異
性朋友，並在婚後持續的跟對方來
往，另一半卻擔心你口中的「純友
誼」變「婚外情」，常常為這件事情
吃醋，甚至為了「好朋友」的事情
和你爭執，當愛情和友情互相拉扯
時，你該抉擇哪一方？另一半究竟
是不夠大方，還是你自己不懂與朋
友保持安全距離？夫妻婚後，到底
還能不能有交友的權利呢？

綜合

爸媽囧很大
926 集

婚後老愛
回娘家?!

「女兒嫁出去後就像潑出去的水」
在傳統觀念中，女兒結婚後如非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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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媳相看
兩相厭?!

要最好是少回娘家，如果太常回娘
家，背後可能代表的是也許在婆家
受委屈，所以才會經常回娘家，而
此時便容易成兩家人的誤會及摩
擦，而除此之外婆家為何不喜歡媳
婦經常回娘家呢?是真怕別人的閒言
閒語，還是另有原因呢?而常往娘家
跑的媳婦們又是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媳婦們經常回娘家到底會為婆家帶
來甚麼樣的問題及困擾呢?

綜合

爸媽囧很大
928 集

情侶創業
同甘苦?!
感情加溫
更甜蜜?!

夫妻共同創業打拼，在大家眼中不
失為一件美談，但當沒有婚姻保障
的情人，開口說要共同創業的時
候，爸媽能接受嗎？沒有婚姻約束
的兩人共同打拚事業，這樣會讓愛
情更加堅定，還是因此產生許多麻
煩？情侶有了愛情當做創業努力的
基礎，就代表往後的任何事情都可
以一帆風順嗎？還是會因此讓感情
受到影響？

綜合

爸媽囧很大
932 集

另一半外
派異鄉?!
夫妻感情
大考驗?!

結婚以後，夫妻兩個人理所當然要
一起居住、共同生活，但是當另一
半因工作需要，而要離開你獨自到
外地工作，你會放心的讓他去，展
開分隔兩地的夫妻生活嗎？俗語
說：小別勝新婚，但是夫妻兩人分
隔這麼久，感情會面臨到哪些危
機？生活中會遇到哪些挑戰？這樣
分隔兩地的夫妻，要用什麼方法才
能讓感情保鮮？夫妻長久不見面，
對感情是加分還是減分呢？

綜合

爸媽囧很大
940 集

孩子是婚
姻殺手?!
親愛的!我
們別生
吧?!

結婚後懷孕生子，一直是傳統觀念
認定的人生階段，但台灣的生育率
逐年下降，許多夫妻婚後都不急著
馬上生小孩，甚至打定主意一輩子
只想過兩人世界，是什麼原因讓他
們不想生小孩？不急生子的態度，
會讓他們感受到哪些催生壓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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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壓力真能讓他們改變想法，還
是堅持到底？
綜合

爸媽囧很大
943 集

職場夫妻
檔?! 甜蜜
蜜?!天天
膩?!

職場中有許多不成文的規定，其中
一項就是「禁止辦公室戀情」而反
對的最大原因無非就是當情侶或是
夫妻在同職場時很可能會因為私人
感情因素而造成公事上的影響，但
除了公事之外，在同職場上班的夫
妻們下班後會不會容易將工作、生
活混在一起?導致公私到底夫妻在同
一個職場上班時，夫妻感情是會越
來越好還是會爭執不休呢?

綜合

爸媽囧很大
946 集

婚後老公
不說話?!
裝聾作啞
是怎樣?!

夫妻之間本該是無話不談的親密伴
侶，但往往大多的夫妻都是結婚時
間一但越來越長之後，就開始漸漸
變得無話可說或是只有某一方不停
分享，但另一半卻總是無感或是沒
回應，而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會不會
是種夫妻感情亮起紅燈的警報呢?而
到底是甚麼的原因導致這種情況發
生呢?是工作繁忙，還是因為生活壓
力所導致得呢?當另一半變得沉默寡
言時，夫妻該如何重新開啟溝通的
橋樑呢?

綜合

爸媽囧很大
953 集

孩子同居
初體驗?!
愛情幻滅
只剩怨?!

情侶同居在現代的社會屢見不鮮，
但絕大多數的爸媽，仍然無法接受
孩子和異性單獨共處一室生活。當
孩子第一次同居，爸媽該怎麼出
招？他能夠打破爸媽的守舊觀念
嗎？而孩子要同居，爸媽擔心的究
竟是什麼？是怕孩子受傷害，還是
純粹認為這是件丟臉事？而抱著甜
蜜幻想去同居的情侶，在生活中會
有哪些挑戰在等著他們？同居這件
事，會不會沒促進感情加溫，反而
還讓親情愛情都扣分呢？

綜合

爸媽囧很大
956 集

我家是個
女人國?!

我們常說女兒是爸爸上輩子的情
人，而今天邀請到的來賓屈中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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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註定
沒地位?!

Vicky，結婚 12 年，家中就有著三個
可愛的小女兒，當家裡只有一個男
人，得面對四個女人時，彼此之間
又會發生什麼樣的趣事呢?!而面對
寵愛女兒的老公，身為老婆 Vicky
又是怎麼看呢!?今天就讓我們一同
來聽聽他們一家的故事。

綜合

爸媽囧很大
972 集

異國婚姻
甘苦談?!
東西適應
大麻煩?!

許多人都對異國聯姻充滿了幻想及
期待，但是卻沒想到結婚後所要面
對的生活不單單只是兩人世界，更
必須常常跟雙方家人相處更甚至是
生活在一起，而國籍上的風俗不同
及語言上的隔閡在相處時又會發生
哪些趣事及誤會呢？而會不會因為
這些事情進而發生更大的誤解及紛
爭呢？與外配家人相處問題到底有
哪些？在中間的另一半要怎麼做？
怎麼協調？才能避免家庭裡的兩國
大戰呢

綜合

爸媽囧很大
976 集

女大男小
姐弟戀?!
完美絕
配?! 真不
配?!

傳統觀念認為一段感情中「男大女
小」是最正常的組合搭配，但隨著
時代的開放，女大男小的愛情，受
到愈來愈多人的接受和祝福，在這
樣開放的社會，姐弟戀還會遭到爸
媽的反對嗎？而他們為什麼會去談
姐弟戀？當雙方相處時，會因為姊
弟戀而有困難嗎？會不會因此成為
感情中的暗礁呢？

戲劇

人生劇展

淚滴卡卡

卡卡的身體裡藏著異樣靈魂。為
此，他遠離故鄉，隱身在大城市中
好靠近自己一些。在決定坦承生理
性別的那晚，男友志哲卻向他求
婚，預約美好的未來，卡卡卻怯懦
轉身，深怕坦白將打破這得之不易
的幸福。隔日，一通電話，將卡卡
喚回老家。姊姊宣佈即將結婚，並
要求卡卡留下，幫忙照看母親直至
她婚禮結束。為了逃避往日情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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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藉著酒與藥麻痺自己，而父親
以保護為名將母親牢牢看管在身
邊，愛與控制如同糾纏的線團，解
不開理還亂。卡卡對母親的遭遇充
滿同情，但面對她高低起伏的情
緒，卡卡與家人傷透了腦筋。同時，
男友提出想到卡卡家中拜訪，卡卡
真有勇氣向男友坦承自己真實性別
嗎？親家宴即將到來，卡卡能否應
付一連串接踵而來的挑戰，順利完
成任務，讓姊姊成為最幸福的新嫁
娘？！
戲劇

單元連續劇今晚你想點
什麼

第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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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大男
小的戀情......。

戲劇

公視人生劇
展

曖昧時代

佩玟不會開車，來去都得仰賴男友
律宏開車接送。
沛文是名駕訓班教練，因接送女友
家家，經常失約好友，友誼岌岌可
危。 捷運新莊線尚未啓用之際，
「男
友們」希望「女友們」能去考駕照。
怎料，被打亂的關係變得曖昧。「女
友們」漸漸獨立，「男友們」深感不
被需要，開始極力挽回…

戲劇

公視人生劇
展

愛神卡拉

年過 50 的雪紅，經營一家名為「愛
神」的卡拉 OK 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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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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情替聲

小青是一位剛出道的配音員，在經
濟的壓力下，接了一個神秘的案
子，工作是負責接聽一位陌生男子
的電話。在一次次的通話中，小青
漸漸地被這個男子的深情感動，開
始越來越在意他。
小青的男友—阿盛，因為打賭輸
了，必須以研究 AV 女優為專題。阿
盛聯繫了到台灣宣傳的 AV 女優--久
美子，久美子發現阿盛各方面都像
她前男友，不自覺得寄情於阿盛。
原本感情很好的小青與阿盛，從不
懂為什麼感情會變，卻在成人的世
界中，同時成為另一段感情的替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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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局下半

升官無望的中年警察蘇正德，在勤
務中竊聽到職棒簽賭的內線消息，
想要籌錢送女兒出國讀書的他，在
愛與道德間掙扎。
住在正德家對門的小胖弟阿達，為
了成為媽媽心目中的真男人而打棒
球，但其實他真正的夢想是當一個
舞者。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阿達
瞞著兇悍嚴格的媽媽捱餓、存錢參
加舞蹈大賽。
這一天，正德猶豫著該不該放棄道
德孤注一擲？阿達仍然企盼著媽媽
了解他想跳舞的心意！兩個世代的
夢想，中年正德和少年阿達，在豔
陽高照的秋日午後，
都在等待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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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拉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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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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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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男的
告白

連自動門感應器都感應不到的空氣
男─康康，是個在夜市叫賣玩具的
攤販，他性格內向感情空白,當康康
在夜市的好朋友-小女孩簡潔，為了
讓她最好的朋友小山豬留下來不要
搬家去花蓮，天真以為只要康康當
他媽媽的男朋友，就可以一起幫忙
照顧她和小山豬。
簡潔媽媽阿雅，在夜市賣臭豆腐，
渴望愛情，在網路上尋求真愛。阿
雅迷糊的個性，讓簡潔成了個鬼靈
精怪的小大人，和小山豬開始撮合
阿雅與網友－康康的約會，只想讓
這兩個對愛情扭捏的大人，相信愛
很簡單。

戲劇

公視學生劇
展

泳隊

一如往常的泳隊生活，在邁入青春
期的前夕，大家的友情變得有些曖
昧，使得六年級的育瑄，守在心中
的秘密，漸漸的掀起漣漪。

戲劇

公視學生劇
展

我媽的婚
禮

春琴是歌仔戲班的團長，她跟住在
台北，像是穿著 Prada 的惡魔般的女
兒並不熟，兩個女人的感情狀態也
南轅北轍：一個歡歡喜喜要跟戲班
裡的小鮮肉武場鼓手結婚，一個隱
藏破碎婚姻，故作堅強度日。
在母親的婚禮中，這對生活在不同
世界的親密陌生人，她們母女之間
的愛恨情仇，將一觸即發，而最後，
她們會因為『愛』而祝福對方嗎？

戲劇

公視學生劇
展

美秀

在鄉下唱白琴維生的美秀(今子嫣
飾)，突然收到歌唱比賽的邀請，為
了曾有過的歌手夢，她下定決心就
要離開與丈夫萬三(楊少文飾)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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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的康樂隊，不再唱白琴。 離家
出走前夕，獨子宣傑(于樂誠飾)帶著
妻小回來，說是倦鳥歸巢，要回家
再出發。這大大打亂了美秀的計
畫，美秀該繼續家的責任，照顧孫
兒？還是追求那曾放棄的夢想？
一個謊言，再度挑起家中對立。在
愛與信任的交互作用下，那後座力
逼迫我們每一個人真實寫下一個家
的自白。
國際部
節目類型

節目名稱

集別

內容

紀錄片

熊熊要結婚

504

(重播) 2013 年，法國允許同性伴侶
可以結婚並收養小孩的法律，引起
了軒然大波。曾任法國高等社科院
院長的社會學家 Irène Théry，當時擔
任政府專家智囊團成員，也深入參
與了這場社會論辯。她兒子 Mathias
Théry 在全國緊繃的這幾個月時間
內，陪著她經歷一切，並且錄下了
母子間的電話對談，結果成就了這
部既敏銳又搞笑的影片，探討家庭
的定義。影片以絨毛玩偶來重建許
多事件與故事的現場，讓人重新理
解這個我們自認很懂的主題——家
庭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