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視 2021 年 1-3 月性別平權節目
公視台語台節目
節目類型

節目名稱

內容

新聞時事

下暗新聞

共47則
3/29 慰安婦繪本
3/27 失移工困境
3/21 美亞裔示威
3/20 女科學家獎
3/18 東奧再辭官
3/17 英抗議警權
3/16 教廷拒同婚
3/15 澳性平示威
3/13 紐約州長醜聞
3/12 年度魅力獎
3/11 數位暴力
3/10 緬甸抗爭女力
3/10 志工猥褻男童
3/9 安胎假減薪敗訴
3/9 孟首跨性別主播
3/8 法婦女節訴求
3/8 婦女二度就業
3/8 蔡基隆視導
3/5 BL舞台劇
3/5 范雲性騷成案
3/5 國際女力綻放
3/4 跨國同婚判決
3/4 韓變性軍身亡
3/4 東奧觀眾限制
3/3 丁允恭懲戒庭
3/1 金球獎線上頒
2/26 台師轉譯展
2/26 美教練身亡
2/23 借腹生子肥羊
2/23 男女薪資落差
2/18 東奧新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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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WTO首女秘書長
2/17 性騷受害性平
2/17 性騷危機應變
2/4 森喜朗惹議
2/3 定義數位性暴力
1/29 波蘭墮胎抗爭
1/26 南韓性平爭議
1/23 小六生性侵
1/15 彈劾丁允恭
1/14 婚假解僱挨罰
1/12 首爾孕婦指南挨批
1/12 強迫出櫃賠錢
1/9 美版警總
1/7 彩虹跑道爭議
1/6 俄地鐵女駕駛
1/5 台性平冠亞洲
購片節目
節目類型

節目名稱

集別

內容

電影

美麗佳人歐
蘭朵

1

故事述敘主角四百年的傳奇生
涯。出身英國貴族的歐蘭朵，是伊
麗莎白一世時的美少年，做過其侍
衛深得寵幸，並被賜予「不凋零不
老去」。在一次次的沉睡後，從性
別的錯亂覺醒，享有永恆青春的他
/她，品嚐過愛情的甜蜜，面對創
作的折磨，和戰爭的荒誕。他談過
與俄羅斯公主的戀愛，也曾躲進文
字裡尋求失戀的解脫；他為躲避煩
擾自請出使東方，還與可汗結下友
誼，又因英國殖民主義的利益衝突
而破裂。
精神受到衝擊的他陷入昏睡，一覺
醒來變成女性。四百年後，歐蘭朵
來到了現代，與單親撫養的女兒重
回貴族時的古堡領地，雖然她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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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財富和地位，但卻終於擁有自
由，成為一個二十世紀的獨立女
性。
新聞節目
節目類型

節目名稱

新聞時事

公視晚間新
聞

內容
1. 2/23 男女薪資落差-台灣，距離「男女同工」
同酬的目標，又向前邁進一小步，根據2020
年的「薪資統計」
，女性需多工作51天，才能
與男性達到相同年薪，比去年小幅「進步」1
天。
2. 2/17 性騷危機應變-由於性騷擾事件，蒐證不
易，根據衛福部調查，2019年網友性騷擾事
件性騷擾成立案件、只有35件。婦女團體表
示，民眾如果遇到性騷擾，首要先確保自身
安全，其次才是盡可能蒐證， 除了可透過司
法調查，也可透過「行政申訴」，雙軌並行、
為自己爭取權益。
3. 1/26 南韓性平爭議-長期主張「性別平權」的
南韓國會、第3大黨「正義黨」，黨魁「金鐘
哲」
，在昨天因為「性騷擾」同黨的「女性國
會」議員被革職，他已承認此事件並道歉。
該名女議員直言，這起性騷事件令她感到「莫
大的衝擊和痛苦」。
4. 1/7 彩虹跑道爭議-花蓮化仁國小最近校園更
新跑道，因為採用六色彩虹，卻引起捍衛家
庭學生聯盟不滿，上網抨擊學校用公帑推廣
同性戀文化，不過，校方表示，使用六色是
為了表達校園特色與繽紛設計，希望外界不
要扭曲。
5. 3/12 歐LGBT自由區-"跨性別族群的權利也是
人權"，歐洲議會以492票贊成，141票反對，
宣布歐盟所有領域都是"LGBT自由區"；但在
此之前，歐盟與波蘭有一波交鋒，因為歐洲
議會才為相關議題辯論，波蘭政府11號卻表
示，將修法禁止同志領養權，也加深雙方摩
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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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部
節目類型

節目名稱

集別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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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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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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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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戲劇

公視人生劇
展

湊陣

女兒陳十一是一個木雕師，獲獎無
數。剛結束痛苦的家暴婚姻，回到
老家打算重新生活。他的爸爸陳玉
師也是一個木雕師。而且熱衷參與
南部特有的陣頭---十二婆姐陣。當
陣頭面具因使用過度而需要重新製
作。沒想到神明指示，面具要給陳
十一製作而不給陳玉獅。對玉師而
言要承認自己不如女兒雖不甘心，
但也無可奈何。同時玉獅的小女兒
陳秋分也辭去臺北工作。秋分沒說
為何回到臺南，但母親林滿卻看穿
秋分未婚懷孕的事實。另外陣頭有
人受傷無法出陣，玉獅正在煩惱的
時候，十一自告奮勇的想要幫忙，
讓玉獅覺得女兒超越自己的木雕技
術，還要爭奪他重要的陣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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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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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狗男

小圓是個在便利超商打工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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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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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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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視學生劇
展

紅月亮

血色月亮自東邊升起，陳雁夕拎著
幾包衣物，眼神眺向道路彼端，等
待巴士載上自己遠離這台灣的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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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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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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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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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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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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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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類型

節目名稱

集別

內容

紀錄片

以愛之名:同
志矯正治療

全一集

即使在 21 世紀的今日，社會中仍有
許多人認為同性戀是一種疾病。美
國當地以宗教和精神分析原則為基
礎，並以網絡形式組織起來的 「矯
正治療」
，目前正在加拿大和歐洲蔓
延擴張。本片聚焦探討五個西方國
家，在此議題方面，照理說都是開
明的民主國家，然而各種宗教運動

國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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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依然將同性戀視為必須不惜一切
予以矯正的疾病。
紀錄片+公
民論壇

公視主題之
夜 SHOW

3集
EP 10
EP 13
EP 14

EP10: 1/1
紀錄片《性革命：快樂的權利》:
論壇: 誰說台灣不要性革命?
性革命 一般伴隨著 女權運動（性
別平等）及#平權運動（人人平等），
主要追求「解放人們基於性別、性
傾向、性關係以及性行為所受到的
社會壓迫」，無論是何種性別、性傾
向、性關係或是偏好的性行為，只
要不涉及傷害他人的身體或強迫，
都能夠在社會裡感到自在。

EP13: 1/22
紀錄片《性革命：重新發明愛》
論壇：性革命實驗室
「並不是 #性教育 促成 性革命，
而是性革命使得性教育成為一種必
要。」 紀錄片《性革命(下)： #重
新發明愛》呈現 1968 年到 2018 年
之間性革命的轉變歷程。在這五十
年，性革命的發展，將當時各種新
的需求與期待納入革命範疇，開始
轉向關注社會結構與法律變革。因
此，不只持續形塑了社會意識和道
德觀念的改變（例如透過性教育和
色情業的發展）
，更強調要透過法律
的變革，促進平等、消除對少數群
體的歧視。替所有人追求更多的平
等、民主與同胞愛，讓「重新發明
愛」更顯重要，是這個階段的奮鬥
目標。而爭取墮胎合法化的女權運
動，以及爭取同性戀除罪化的早期
同志運動，也更加速了性解放的進
程，儘管某些保守派的勢力，竭力
阻抗這個發展。
8

EP14: 1/29
紀錄片《戰時性暴力》:
論壇: 以女體為戰場的轉型正義
如何預防以及接住被害者的傷是更
重要的‧戰爭會帶來集體的傷痛，
附隨而至的「性暴力」經常成為對
付敵方的武器，雖然這些女性受害
者沒有像男人一樣在戰爭中死去，
但她所承受的痛苦卻以另一種方
式，慢性折磨一輩子，甚至摧毀一
個人的自尊。這樣的集體罪刑，一
直到 1990 年代南斯拉夫內戰後，聯
合國才認可戰時性侵害及性騷擾是
違反人權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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