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視 2022 年 4-6 月性別平權節目
公視臺語台新聞部
節目類型

節目名稱

內容

新聞時事

每日新聞
下暗新聞 sot

共43則
0401移工黑戶寶寶
0405烏難民就業挑戰
0406烏難民抵日
0408美大法官里程
0409勥姆欲起行
0413印尼性暴力法案
0413男性HPV
0417女性特展
0422烏國流離失所`
0423歐嚴管IT業
0429嘉市勞權
0430女性押房展
0430亞洲同志運動會
0502有身移工
0504美墮胎權震撼
0506白宮新發言人
0508孕婦收治新指引
0511阿婦女抗議
0512美墮胎權法案未過
0513韓凍卵趨勢
0517白宮發言人換人
0517澳選氣候議題
0521鏡像映像
0523猴痘再擴三國
0531跟騷法將上路
0601澳洲新內閣
0602雙北首跟騷案
0606家照商店
0607通訊跟騷頻繁
0607前官員涉性騷
0608法針頭襲擊
0609小玉換臉開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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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0猴痘患者遭孤立
0612彩虹遊行作亂
0615制服不繡名字
0621跨性別學生
0621霸凌無懲處
0622馬斯克女兒斷關係
0623日選舉台灣牌
0624家暴黑數多
0625挪威夜店槍擊
0627美同志遊行
0629月經博物館
新聞節目

青春咱的夢

6/11女人請為自己精彩一次 30分鐘

代誌偌大條

4/17百年女性綴時代行 偌濟迷思等破解? 30分
鐘

購片節目
節目類型

節目名稱

集別

內容

電影

添好孕

1集

49 歲的疋田（松重豐 飾）是暢銷
人氣作家，雖然他的妻子幸子（北
川景子 飾）年紀比自己幾乎快要
小兩輪，兩人在各方面都十分契
合。恩愛的兩人原本不打算生小
孩，好好享受二人世界，直到有一
天，幸子突然說出「我很想看看我
們的小孩會是什麼模樣」，於是兩
人展開了漫長又艱辛的「做人」計
畫，疋田甚至連最愛的啤酒也戒掉
了，然而雖然進入了備孕的狀態，
幸子始終就是懷不上孩子。經過檢
查，疋田的精子不僅數量少，活動
力也過低，被診斷為不孕。在多次
人工受孕失敗的狀況下，醫生建議
夫婦兩人嘗試做「試管嬰兒」，就
在夫婦為昂貴的醫療費用擔憂
時，幸子那頑固的老爸也對此勃然
大怒，他認為「試管嬰兒」有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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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旨意…身心俱疲的兩人在重
重阻礙下，該怎麼邁向幸福人生
呢？
電影

幸福百分百

1集

少根筋的單親媽咪珊蒂(珍妮佛安
妮斯頓飾)，獨力撫養兩個兒子，
總期盼著與前夫破鏡重圓，沒想到
他卻娶了一個 20 歲的小蘿莉；單
親奶爸布萊德利(傑森蘇戴西斯
飾)，身兼父母兩職辛苦拉拔女兒
長大，卻不知如何與青春期女兒的
相處；八百年沒見老媽的大齡女子
潔西(凱特哈德森飾)，藏著不欲人
知的小秘密，不料遠在百哩外的老
爸老媽卻意外來訪；單身的事業女
強人米蘭達(茱莉亞蘿勃茲飾)，忙
到沒時間談戀愛，卻在新書發表會
上遇見了生命中唯一的缺憾…

新聞節目
負責部門

新聞部

具體執行項目
 《公視晚間新聞》
(1)6/27 美同志遊行: 6 月是全球同志「驕傲
月」
，這幾年、受到新冠疫情影響，許多地方都
停辦。但這兩天，包括加拿大「多倫多」
、紐約
和舊金山、都在睽違 3 年後，首度、舉辦同志
大遊行，而日前、美國最高法院、推翻憲法「保
障墮胎權」的判決，成為遊行的焦點。
(2)6/26 美推翻墮胎權: 聯邦最高法院 24 號，推
翻了 1973 年「羅訴韋德案」、保障墮胎權的判
決，這被看成是共和黨保守派的大勝利。這個
判決，也讓民眾憂心，至少會有不少州郡跟進，
禁止墮胎行為，引起民眾抗議示威，還跟警方
爆發激烈衝突。
(3)6/24 宜蘭師性騷擾:宜蘭一所國中戴姓教
師，被控違反教師倫理，還言語性騷擾多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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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部門

具體執行項目
生，家長會今天舉行記者會，要求政府修法，
改變無法淘汰狼師的教評會制度。但校方回
應，該名教師目前已暫時停聘，靜候調查。
(4)6/21 國中師性霸凌:
高雄鳳山某國中一名林姓科任老師，去年 11 月
被學生投訴多次在課堂上言詞羞辱男學生，今
年 4 月，學校性平會調查結果，認定老師言詞
構成性霸凌，建議學校記老師申誡，但學校考
核會討論後認定事情沒這麼嚴重，不予懲處，
讓教育團體無法接受，呼籲高市性平會介入調
查，也要求教育局追究校長是否失職。
(5)6/21 性別友善宿舍: 國外大學的宿舍，男女
混宿行之有年，但根據台大城鄉所調查，台灣
的大學宿舍，99%都是性別區隔的空間，有同
層分房的宿舍，全國也只有 5 所，曾有 13 所大
學，有跨性別學生申請學校宿舍！監察院調查
指出，教育部應更積極推動，大專校院性別友
善或性別包容的宿舍。
(6)6/12 彩虹遊行作亂: 6 月是全球的"同志驕傲
月"，世界各國都在歡慶，舉行"彩虹遊行"的同
時，美國"愛達荷州"警方，卻逮捕了 31 位，極
右翼團體"愛國者陣線」"成員，搜出煙霧彈、盾
牌、護脛，以及"行動計畫"文件，認為這些人，
準備在當地的"彩虹遊行"中，串謀暴動。
(7)6/3 韓首位 LGBT 民代: 南韓 1 號舉行全國地
方選舉，新總統尹錫悅所屬的保守派政黨大
勝，但進步派"共同民主黨"，也有一名出櫃的候
選人，當選首爾區議員，成為南韓政壇首位
LGBT 民代。來看駐韓獨立記者楊虔豪來自首爾
的專訪。
(8)5/31 跟騷法將上路:跟蹤騷擾防治法，明天就
要上路，只要出現跟蹤、盯哨、網路騷擾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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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部門

具體執行項目
大樣態，並且有持續或反覆性，和性與性別有
關，而且讓當事人心生畏怖，就可能觸法，最
重可處 5 年刑期，而新法上路在即，警方也提
醒，案發當下，民眾記得用手機，自主蒐證，
即使沒有拍下行為人，也沒關係，才能協助警
方偵查，並參照日本防範癡漢作法，在警方推
出的 APP 中，加入求救警示功能。
(9)5/20 塔利班女面紗: 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持
續打壓國內女權，從之前限制女性受教權，要
求女性外出必須戴上頭巾面紗，如今再規定，
電視台節目的女主持人，21 號起必須用面紗將
臉部遮住，才能上鏡頭，引發外界撻伐。
(10)5/19 美足球平等協議: 美國女子足球隊
員，經過多年爭取，在 18 號取得美國足協同意，
在 2028 年底之前，國家代表隊成員，不分男
女、從出場費到獎金都是同工同酬。美國足協
主席、柯恩強調，這屬於歷史性時刻，不只改
變美國的遊戲規則，也可能改變國際體壇的商
業運作模式。
(11)5/19 同婚免代理同意: 配合民法，將成年從
20 歲下修到 18 歲，因此行政院會在今天通過，
法務部的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
的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原定滿 18 歲，未滿 20
歲的同性婚姻，需要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
的規定進行刪除。從明年元旦開始實施。
(12)5/12 美墮胎權法案: 美國「墮胎權」爭議延
燒，民主黨力挺的「婦女健康保護法」草案，
星期二在參議院表決時，被共和黨給擋下，以
49 比 51 票被否決。雖然「闖關」失敗，不過
民主黨強調，會持續反擊，在 11 月的期中選舉、
扳回一城。
(13)5/11 阿婦女抗議: 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上
周末再度頒布新禁令，要求女性出入公共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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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部門

具體執行項目
合，必須從頭包到腳，只能露出眼睛；沒必要
的話，最好都不要出門。星期二就有十幾位女
性冒著被捕風險，上街高聲要求正義，要塔利
班把她們當人看待。
(14)5/2 女性移工處境: 為保障女性外籍移工、
在台工作權益，政府明文禁止雇主、以懷孕為
由、終止聘僱契約，勞動部也設立、解約「驗
證機制」
，不過，有監察委員調查發現，勞動部
空有法令與措施，卻落實不足，導致，有部份
女性移工，在懷孕後、仍遭雇主、強迫解約回
國，因此、糾正勞動部。
(15)4/30 亞洲同志運動會:第一屆亞洲同志運動
會，原訂去年在台北市辦理，因疫情延到 4 月
29 日到 5 月 3 日舉行。這次有游泳、健美、躲
避球等 12 項競賽種類，支持性別平權的民眾都
能報名，約有 2,000 名選手參與，包含來自 27
國/地區，在臺灣的外籍人士。
(16)4/8 美大法官里程: 美國參議院 7 號通過史
上首位非裔女性大法官、凱坦吉傑克森的任命
案。最高法院保守派與自由派，目前六比三的
比例依舊不變，但刷新了女性大法官的人數紀
錄。而在司法委員會的提名聽證會，共和黨議
員對傑克森幾近羞辱的審查過程，也讓外界大
開眼界。

 獨立特派員
752(111.06.01)跟騷入罪
推動立法長達 10 年的跟蹤騷擾防制法在 6 月 1
日開始實施了。根據立法院法制局 2021 年的一
份報告顯示，如果用跟蹤、騷擾、糾纏等關鍵
字搜索警政署受理報案系統，發現每年大約會
有 7600 件相關案件，也就是平均每天 20 件。
(AR 出)新法上路後，規範這些跟蹤騷擾案件中
的 8 種樣態，例如不當追求、監視觀察、通訊
騷擾、尾隨接近、冒用個資、妨害名譽、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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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部門

具體執行項目
貶抑、寄送物品等都會受到相關法令約束。台
北市警局婦幼隊協助獨立特派員模擬跟蹤騷擾
案件的報案受理流程，透過模擬過程，一起解
析跟蹤騷擾案件的構成要件以及所限制的行為
態樣。

節目部
節目類型

節目名稱

內容

戲劇

十七號出入口

三台 2022/06/02 13:30、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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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神卡拉 OK

主頻 2022/04/26 09:00
三台 2022/05/27 13:30 23:00
多元成家這個議題是近年來社會上
熱烈討論的主題之一，而這樣的邏
輯，除了挑戰了既存的法律體系與漢
人父系家庭的文化傳統，不以生養孩
子為目的、不是性與愛情的獨佔結
合，不代表情感連帶比血親或婚姻關
係來得薄弱，更【改變】了大眾對於
「伴侶制度」的既有刻板觀念與固定
框架。
《愛神卡拉 OK》以美鳳所經營的卡
拉 OK 店為主場景，透過把卡拉 OK
店視為一個可以慰藉取暖的家，來講
述店裡幾位常客：同性性傾向的林
桑、老年失去伴侶汲汲追求美鳳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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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以及與美鳳譜出姊弟戀的小陳，
訴說一個眾人因「改變」，各自尋找
到幸福的故事。
戲劇

公視人生劇展
湊陣

本頻 2022/05/25 09:00、23:00
三台 2022/05/31 13:30、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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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路上

主頻 2022/04/21 09:00
三台 2022/04/27 13:30
42 歲的阿民，沉默寡言，在台南魚市
場負責搬運理貨的工作，身為同志的
他，一直不敢說出這個秘密。阿民的
妻子小慧年輕時，大著肚子求阿民收
留她，但生下女兒小風不久就跑了。
多年來，阿民與小風相依為命，到小
風 16 歲時，阿民察覺小風總是把自
己關在房間裡。一天，阿民發現小風
失蹤了…….。

戲劇

公視人生劇展
淚滴卡卡

主頻 2022/06/20 09:00、26:00
三台 2022/4/29 13:30
身為美妝造型師的家仁，在時尚幹練
的女性外貌下，卻藏著男性生理。家
仁相戀的男友向他求婚，但卻不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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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仁的真實性別，家仁猶豫著是否該
坦誠還是繼續隱瞞？
為參加姐姐的婚禮，家仁換回男裝回
到家裡，卻發現姐姐與母親的秘密，
也開使重新思考如何真正面對自
己、面對愛？
戲劇

主頻 2022/05/16 24:30
血色月亮自東邊升起，陳雁夕（范秋
珊 飾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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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工廠值晚班的梓吾幾乎無
法，並且逃避解決自己生命中兩個重
要女人的衝突。就在自己白天補眠之
時，桂芳例行公事地端了一碗中藥至
雁夕面前，坐一旁監督般看著雁夕，
而對於「傳宗接代」為自己宿命早已
忍受至極點的雁夕，對於桂芳的執著
一觸即發，拎上幾包衣物、穿越山
谷，企圖遠走他處，不管何處都好。

公視學生劇展
紅月亮

國際部
節目類型

節目名稱

集別

內容

紀錄片

菲律賓的殺
人執照

645(重播) 在亞洲的菲律賓，新聞人瑪莉亞瑞
薩（Maria Ressa）帶領新聞平台拉
普勒團隊（Rappler）一同捍衛民
主，對抗以暴制暴的杜特蒂總統
（Duterte）。在他掀起的毒品戰爭
裡，成千上萬人命喪特別行動隊之
手，國家陷入杜特蒂的獨裁統治
中。瑪莉亞是這場不公不義戰役的
最後一位女性守護者，以其堅持守
護民主獲《時代》雜誌評為 2018 年
年度風雲人物。

紀錄片

大權在后：前 640(重播) 本片從 2015 年競選活動起跑開始，
第一夫人伊
一路到選前之夜的造勢和之後的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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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黛

票結果，一路跟拍邦邦馬可仕競選
副總統的華麗排場和天價花費。本
片也採訪到馬可仕時代的受害者
們，包括遭到強暴和刑求的女權份
子，也有被迫離開家園只為讓路給
馬可仕動物園的克勞伊島居民。
探討馬可仕政權的遺毒，並記錄伊
美黛為扶植兒子邦邦成爲副總統，
企圖重返政權的過程。為此，伊美
黛理直氣壯改寫家庭的貪腐歷史，
取而代之的是一名女性家長熱愛祖
國的心路歷程。

紀錄片

出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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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西方世界理應已是個對同志
友善的環境，但很少人能真正體會
身為性少數者在家庭與社會中的處
境。全球各地的青少年在本片中，
真誠展露了他們內心的私密感受，
同時也讓我們看見國際上普遍的社
會氛圍，提醒我們這個議題仍舊是
如此嚴峻，且被當代人輕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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