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視 2020 年 7-9 月性別平權節目
公視台語台節目
節目類型

節目名稱

集別

內容

新聞時事

台灣新眼界

2020/9/9

開學出代誌 性平繪本起爭議

節目類型

節目名稱

集別

內容

劇情短片

癡情馬殺雞

全一集

長相普通的肥宅小豪，長期在同志
按摩院裡擔任清潔工，與其他身材
精壯又具顏值的按摩師形成強烈
對比，但他依然心心念念期盼有一
天能在這裡邂逅真愛。某日走進一
位客人阿凱，小豪竟有了意外的機
會幫他按摩。兩人在互動的過程中
彼此了解，逐漸產生好感。然而，
事情似乎沒有小豪期待地那樣順
利。

電影

霸王別姬

全一集

1930 年的北京，程蝶衣和段小樓都
是孤兒，從小就跟著同一個師父開
始學戲。年齡稍長，到了決定他們
專攻技藝項目時，程蝶衣被選擇當
其中的「旦」角，段小樓則挑了「生」
角。為了演好「霸王別姬」裡的旦
角虞姬，蝶衣深陷於她的情緒反應
中，愛上這個角色，也愛上戲裡虞
姬的丈夫項羽，還有扮演他的段小
樓。

劇情短片

朵朵嫣紅

全一集

十二歲女孩小靖在車禍中毫髮無
傷，她堅強的獨自承受所有的不
安。直到父親趕來醫院，她以為內
心的不安與傷害能得到安慰，不料
卻面臨更大的難題。這一夜，她的
初經也來了，「長大人」的同時，
她似乎明白了什麼。

購片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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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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法反厭女新官-法國總統馬克宏在市政選
舉大敗之後，大動作進行了內閣改組。新任
命的司法與內政部長兩位官員，因過去發表
過性別歧視的談話以及涉及強暴官司，引來
婦女團體的撻伐。除此之外，馬克宏挑選了
政治立場中間偏右、名不見經傳的卡斯泰接
掌總理大位，也引起了各界的質疑。
2. 7/13 顏面給付平等-男性顏面受損、造成的傷
害，不會比女性來的少，不過，長年以來，
勞保「失能給付」在頭、臉、頸部「醜形」
項目，女性可以申請的補償天數，比男性多
140天，被外界質疑、「台灣男性毀容、不值
錢」
，而勞動部在召開專家會議後，決議會來
修正法規。
3. 8/7 爸爸有薪陪產-台灣現行制度只保障孕婦
有5天的「產檢假」，如果配偶要陪同太太產
檢，只能向公司請「事假」或「特休假」
。現
在跨黨派立委都主張應修法，讓配偶也能享
有5天有薪水的「陪產檢假」。
4. 9/15 同志教育性平-教育部的閱讀推廣計
畫，挑選一百本讀物，隨機分送給小一新生，
但其中一本繪本「國王與國王」的內容，卻
引發討論爭議。有民間團體召開記者會，呼
籲教育部要秉持多元價值初衷，也希望社會
正視小孩有性別認同，和性傾向的探索空
間。但也有家長團體認為，不是要反對這本
繪本，而是希望能討論適齡、適性。
5. 9/10 同志繪本被下架-「教育部」隨機發送繪
本，給小一新生，其中涉及到「同性」婚姻
的「國王與國王」，引發部分「家長」不滿。
新北市立「圖書館」在近期接獲「反彈」
，因
此把繪本，暫時移到「臨櫃」借閱。而今天，
是在貼上了「親子共讀或教師導讀」的「提
示標語」之後、回歸到書架。但這種做法，
也引發「人本」基金會批評，認為是「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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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侵害言論自由、強化歧視。
獨立特派員

8/5超人媽媽
台灣人口負成長時代即將到來，依照內政
部統計資料推算，2020年台灣可能步入「生不
如死」的元年，也就是全國出生率可能低於死
亡率。在生育率統計部分，三十歲以上才第一
次當媽媽的人數大幅增加，顯示婚育年齡往後
遞延。同時，近十年生育一到兩胎的比率高達
九成。
這一集獨立特派員要介紹的兩位媽媽，反
而是反其道而行，一位生了三個，先生在老三
出生第十天逝世。另一位是五寶媽媽，兩個人
不僅扮演好媽媽的角色，也兼顧到了自己的事
業，她們如何變成別人眼中的超人媽媽，祕訣
是什麼？來看看看她們現身說法。

節目部
節目類型

節目名稱

集別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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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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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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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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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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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視人生劇
展

青苔

37 歲的謝承東服刑 12 年後假釋出
獄，回到家裡，老婆以蘭變得生疏
冷漠，而且已另有情人；高中的女
兒可庭，處於叛逆期；面對格格不
入的的生活及工作的困境，他時常
覺得自己彷彿處在另一個牢籠裡。

戲劇

公視人生劇
展

小孩

寶力跟死黨阿達剛升上國二，佳家
是寶力暗戀的同校學姐。某次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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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救了佳家，
讓佳家留下印象，兩人的青春戀曲
也因此展開。交往後佳家逃家與寶
力生活，不久後懷孕，寶力決定休
學打工。寶力對自己承諾，這輩子
一定要給佳家一個安穩的家。
但在寶力追求這個純真理想的同
時，現實社會的考驗也無情地隨之
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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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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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萬三一同經營的康樂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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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戲劇

公視學生劇
展

我的狗男
友

小圓是個在便利超商打工的女孩，
她有個夢想，就是去法國留學。 小
圓的男友小瑋是個遊手好閒的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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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 除了彈吉他寫幾首爛歌，就只
會吃喝拉撒。
某次兩人吵架後，小圓心生報復，
用狗罐頭做了法式紅酒燉牛肉給小
瑋吃， 不料小瑋未發現還要求小圓
每天煮紅酒燉牛肉給他吃。 直到有
一天， 小瑋失蹤了，而家裡卻多出
了一條狗...
戲劇

4x 相識

前世情人
的情人

曾捍衛自由戀愛的兒子文德，現在
成了父親。擋不住三姑六婆的糾
纏，他被逼得上門關心女兒的情
事，卻意外遇上同婚專法通過的日
子。家中女兒和女友正為求婚成功
而慶祝，文德該如何面對新世代愛
情觀的挑戰？

兒少

青春發言人 3

第 20 集

案件中的王店長認為「女生說不要
就是要？」
，甚至覺得兩人都到汽車
旅館了，這樣欲拒還迎的舉動應該
是床笫情趣，所以和對方發生了性
行?但是案件中的 A 女，則不這麼認
為。喝醉的她，撐著昏昏沉沉的的
身體，認為到汽車旅館休息就是真
的休息，沒想到竟然被王店長趁機
性侵，在雙方各說各話的情境下，
如果你是法官，你會怎麼拿捏有
罪、無罪的標準呢？希望傳達「彼
此尊重」的性別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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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少

青春發言人 2

第 23 集

你曾經煩惱過到底要不要跟喜歡的
人告白嗎？在告白之前除了勇氣你
還需要準備什麼？台北市華岡藝校
的九十位學生，要告訴你告白的最
佳時機，以及絕對要避免的告白 NG
行為。 此外，關於如何告白、要怎
6

麼拒絕告白，同學們的問題可說是
百百種，電台 DJ 馬克與瑪麗使出渾
身解數，要為大家解開「告白小劇
場」的心有千千結。

國際部
節目類型

節目名稱

集別

內容

紀錄片

大權在后:前
第一夫人伊
美黛

640

以鋪張成性聞名的菲律賓前第一夫
人伊美黛・馬可仕，一直是本片導
演長時間調查的代表性人物。導演
驚訝於她在被民眾起義驅逐之後，
居然還能重返菲律賓政壇，於是著
手進行拍攝，並發現高齡 85 歲(拍攝
當時)的她仍是一個技術純熟的「政
治動物」(本片為女性導演: Lauren
Green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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