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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M FACTOR 60 分钟

你知道你俘获了谁的胃吗？

“美味元素”融合了美食节目的小心思和
游戏节目的大刺激。每周会有三位选手
为六人评审团烹饪他们最喜欢的美食。
选手可以看到评委的表情，但听不到任
何声音，选手要猜出哪位评委最喜欢他
们做的菜，猜中即可获得超值大奖！

REVENGE OF THE GEEKS 30-60 分钟

全新刺激游戏真人秀，
寻找新一代神童。

在“宅男的报复”中，全国12名最聪明的
孩子将完成一系列扣人心弦的挑战。激
动人心的游戏真人秀，寻找全国新一代
神童。这档在黄金时段播出的节目老少
咸宜，充满智慧，乐趣多多，幽默感人。

前方镜头出没！

这档在黄金时段播出的节目为明星布下
天罗地网般的镜头，绝无漏网之鱼。“潜
伏”是以色列第十频道当季的王牌节目，
是现场恶作剧和室内娱乐节目的巧妙结
合，让观众和明星体验过山车般的快感！
好玩、紧张又刺激！

AMBUSH 60 分钟

欢迎来到嗨趴！ 

在这档节目中，你有机会看到最喜欢的明
星出现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我们的著名
主持人在每集节目都会邀请四位明星朋
友参加他的私人时尚聚会，整个夜晚充满
各种惊喜。节目组还将在且仅在社交媒体
上发送独家爆料，是当之无愧的热门节
目之选！

BY INVITATION ONLY 60 分钟

THE PEOPLE’S CHOICE 60 分钟

你说了算！

在这档黄金时段播出的游戏竞技节目
中，你不需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只要了解你的国家就行！节目将给出
最火热、最能引爆思维以及最有趣的
问题，你知道全国人民的选择吗？一档
史无前例的电视直播节目，观众待在
家就是游戏。谁都能玩，谁都能赢！

挑战明星极限! 在这档可观性极高的黄金
档节目中，众明星需完成高难度现场演出。只
要给他们一周时间，他们就能证明给你看：
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事！他们需要走下互动演
播室的阶梯来选择表演项目，然后决定是否
能完成挑战！原表演者将成为明星们的教练，
经过一个星期的学习后，他们将进行现场演
出。最后由观众来决定谁是最佳表演者。

I CAN DO THAT! 60-90 分钟

什么最重要：

颜值还是性格？

这档别出心裁的节目把半年的约
会压缩成半小时的约会前戏。

我们将在每集节目中探讨什么才
是决定约会对象的因素。

FOREPLAY 30 分钟

逗人笑是份正经的工作

这档黄金时段播出的节目结合了现场喜
剧小品和现实生活中的话题。每周有两个
喜剧演员在不同的工作场所上一天班，
然后根据他们的上班经历表演新鲜出
炉的喜剧小品。节目在以色列第二频道
播出时，八季均创下高收视；在德国RTL
电视台播出时，四季节目均获佳绩。

COMEDIANS AT WORK 30-60 分钟

STUDIO ENTERTAINMENT 室内娱乐节目

老哥坐稳了！这档歌唱比赛节目破天荒在
第一季第一集就宣布进入决赛的四强选手。
由三位顶级评委选出的他们从一开始就将过
上座上宾的生活……但当然，他们也不会过
得太轻松。每集节目都有种子选手挑战四强
选手，努力获得四强席位。他们能够守护自己
的席位直到最后一秒吗？决赛之际，最后的四
强选手将一决高下，只有一人能够问鼎冠军。

THE FINAL FOUR 13 X 90-120 分钟

人小梦不小！在这档扣人心弦的烹饪大
赛中，两位知名大厨每人带领一支由10名
年轻学徒组成的队伍，孩子们和大厨都
必须竞相证明自己。每周，孩子们需要完
成难度系数极高的烹饪任务，不断突破自
己的极限。只有表现最优秀的孩子才能留
下，而获得最低分的孩子将被淘汰。谁将
为导师赢得比赛，成为最年轻的大厨？

BORN TO BE A CHEF 60 分钟



REALITY 真人秀

20位单身男女途经九站，飞往爱的
目的地。 
在这档节目中，寻找爱情和喜欢冒险的20
位单身男女将飞往九个国家，每周都需在
新的文化背景下完成相关任务，赢家可以
选择一位小伙伴一同前往下一目的地。只
有最后一对获胜者可以登上920航班，赢
取巨额奖金，找到真爱。

FLIGHT 920 60 分钟

这不是真人秀, 这是实实在在的生活。 
在这档史无前例的节目中，五位嘉宾被要
求用摄像机拍摄他们的生活。在摄像机面
前，五个毫不相关的故事同时展开，每位
嘉宾都将经历生活的转变，走上不断发现
自我的旅程。这档节目已在十几个国家播
出，带我们踏上不可思议的旅程，见证彼
此生活之间的神奇联系。

CONNECTED 30 分钟

要唱…就在家里唱！
你能想象在自家后院来一场最棒的演唱
会吗？在这档鲜出炉的日播音乐节目中，
每周都有四位喜欢唱歌的平民歌手展开角
逐。参赛选手可以独唱，也可以是乐队演
出。在自己家里的演唱会让专属个人的演
唱变得更有个性。节目现正在加拿大TVA
电视台播出。

LIVE FROM MY HOME 30 分钟

友谊值千金

在一个布置得像虚拟聊天室的房子里，三
位聊天大师必须说服只显示头像的节目
嘉宾加入他们的私密聊天室。在这档虚拟
现实节目中，友谊买卖让你瞠目结舌，而
这一切都是为了赢取超值大奖！

THE REAL CHAT HOUSE 60 分钟

翻红的代价

在这档节目中，一名著名导师将陪伴四位
处于事业低谷的明星，帮助他们重新成为
万众瞩目的焦点。他们都有着响亮的名
字、不可否认的才华和熊熊燃烧的决心，
要向自己证明他们仍有成为明星的资格。

CELEBRITY COMEBACK 30 分钟

找回约会的乐趣！ 

在这档充满惊喜的约会节目中，你将找
回所有约会的乐趣。每集都有一位单身
女嘉宾和两位秘密仰慕她的人约会。这
两位仰慕者都认识她，但还没有足够的勇
气向她表白。重点是——他们会在疯狂
乔装打扮后才赴约！节目现正在法国和德
国播出。

GUYS IN DISGUISE 30 分钟

RUNWAY IN MY CLOSET 60 分钟

化腐朽为神奇！

最新创意，尽在“脱胎换骨”！在这
档节目中，每周都有三位设计新秀
接受挑战，把旧物变成潮品。普通人
变身模特，而设计师必须用“模特”
衣橱里的旧衣物设计出三套不同的
造型，获胜者将能赢得独家大奖！

开心每一天，从头开始！

在这档每日播出的节目中，每周都会
有五位发型师参加角逐，随机挑选
路人，在三个小时内为他们剪出新发
型，同时分享造型建议和小窍门。

THE FINAL CUT-DOWN 30 分钟

真曲线，真女人，真美人
这档超模比赛节目将颠覆传统审美，寻找
兼具力量、风格和曲线的未来模特。参赛
选手带着各自鼓舞人心的故事朝着冠军宝
座攀登，但只有最优秀的“大号”模特才能
接受新挑战 。其中，专业评审团将为他们
提供指导，并将决定谁去谁留。到底谁将
夺得冠军和一纸合约？让我们拭目以待！

CURVY SUPERMODEL 10 X 60-120 分钟

每个人都要试一次

男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女人真正想要
的是什么？这档纪实真人秀节目试图解
答这两个最常问的问题。五男五女将在
节目中体验另一性别的生活。他们都是
自我意识强、性感、睿智的直男直女。

RE-GENDER 30-60 分钟 



GAME SHOWS 游戏类节目

第一印象最重要！

这档游戏互动节目的重点不是问了什么
问题，而是谁问的问题。不管是公交司
机、医生还是一位精明的老奶奶，每个人
都可以向参赛选手提问。在这档第一印
象说了算的节目中，两对参赛选手展开正
面交锋，知识和直觉齐上阵，力争把大奖
赢回家。

WHO’S ASKING 30-60 分钟

史上最大流星锤登台！

在这档紧张刺激的节目中，三位勇敢的选
手将组成参赛队伍，迎战四个巨大流星锤
和九道难度不断增加的问题，赢取超值
大奖。一旦答错，舞台上的流星锤会把他
们打飞，直接淘汰出赛。

WRECKING BALL  60 分钟

逮住答案……逮住对手……逮住
钱。

在这档全新的问答游戏中，你要做的不是
回答问题，而是逮住答案！游戏设置了巨
大的触摸旋转屏，因此，《捕手》当之无
愧是一档趣味盎然、体力和智力挑战完美
结合的节目，速度是制胜关键。

CATCH 30-60 分钟

日常事件变娱乐 

这档受各国电视台青睐的节目先让参赛选手与
世隔绝一整个星期，然后再把他们请到节目现
场，向他们展示这个星期发生的时事，包括体
育、明星八卦或热门事件等。参赛选手必须判
断出真实和虚假的报道。在这个真实比虚构更
奇怪的世界，做出正确选择不是一件易事。

THE BUBBLE 30-45 分钟

欢乐刺激的升级游戏节目

你敢用随身物品给自己的才智下赌注
吗？在这档游戏节目中，你将有机会把自
己的物品升级成全新装备。回答正确即
可升级，一旦答错，物品就会被收走。

UPGRADE 30-60 分钟

内容最重要！

在这档奖金丰厚的黄金时段游戏节目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节目将准备十
个巨型俄罗斯套娃，参赛选手必须打开其中八个来赢取超值大奖。如果套娃里面空空如
也，他们就会失去所有已经赢得的奖品，而如果套娃里面出现一个更小的套娃，他们就可
以接着挑战。这档惊险刺激的节目是智商、策略和运气的完美组合。在整个过程中，选手
不能中途退出或放弃。因此，每逢选手冒险冲关，你都能体验到什么叫心惊肉跳！

BABUSHKA 60 分钟

准备好摔个四脚朝天了吗？

在《一站到底》这档全新竞技节目中，参赛选手将在10轮快速问答比赛中挑战10位对手，赢
得终极大奖。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参赛选手拼尽全力成为最后一个还站在舞台上的
选手，因为如果他们还在为问题的答案抓耳挠腮，他们就真的会被扔下擂台——直接从舞
台上掉下去！《一站到底》已在20多个国家播出，节目模式备受赞誉，每周和每日收视率都
高于频道平均水平。可获取该节目的节目模式或已经完成制作的节目。

STILL STANDING 60 分钟

同一个团队，同一个目
标，同一个节目！

你越信任，赢得就越多！一群朋友将派
出一名代表参加知识竞赛，靠他们彼
此的信任来实现共同的梦想。已经无
法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这档节目了！

WE BELIEVE IN YOU 45-60 分钟



把人生最值得纪念的
一天变成游戏！

这档节目在以色列和乌克兰播出后大
热。新婚夫妇需在婚礼当天根据他们
完成的终极任务，制作动作相册。每完
成一项挑战，就离免费婚礼的目标更进
一步，而且婚礼就在当天晚上举行！

EXTREME WEDDING ALBUM 60 分钟

当心你的外卖

这档搞怪节目模式将会把一份带有特殊 
“配菜”的比萨外卖送到你家——一场
直闯进门的游戏节目。规则十分简单——
在8分钟内回答12道问题。如果回答错
误，点餐者则必须吃下一份“地狱比萨”
。随着问题逐渐升级， 
“地狱比萨”也将开始狂下猛料。

SPECIAL DELIVERY 30 分钟

脑瓜不够，嘴巴来凑

2位搭档需要在街头完成这项搞笑、大胆
的突击游戏来过关获奖。他们必须想尽办
法在最短时间内说服完全陌生的路人们
帮手自己并且参与一场疯狂的挑战游戏。

DO ME A FAVOR 30 分钟

旅程的尽头是天堂还
是……梦一场？

机场大巴上有五对夫妇，准备迎接梦
幻假期，但只有一对夫妇能登上飞机。
在去机场的路上，他们必须通过知识
和体能挑战来战胜对手，并打败已在
度假胜地享受假期的冠军夫妇。

SHUTTLE BATTLE 30 分钟

为宝宝踏上更高起跑线而战！

在这档游戏真人秀节目中让你家的小
宝宝变身人生大赢家吧！宝宝的出生日
肯定是翻覆你人生轨迹的激动时刻，
这场巨变当然也会摇撼你的经济状
况。“生而为赢”让年轻爸妈们能够有
机会为宝宝们赢回丰厚大奖，为自己
的宝贝建筑起更高的人生起跑线！

BORN TO WIN 30 分钟

你能想象 刚刚发生了什么
吗……在你睡着的时候？

首档在你酣睡时奉上大奖的游戏节
目！搭档之一必须正确回答常识问答
题来保证自己不被淘汰，否则就要挑
战疯狂、搞笑的不可能任务，但规则
是——不能惊醒你熟睡中的搭档。

WHILE YOU WERE SLEEPING 30 分钟

靠边停车，开走新车

在这档外景游戏节目中，你可能第一次
不用担心被警察勒令靠边停车会毁了你
的好心情。这次非但不会收到罚单，那
些开着老旧汽车的车主们还将拥有幸运
换车的机会，当场开走一辆崭新坐骑。

PULL OVER 30 分钟

答案在手，运筹帷幄之中也未必能
决胜千里！在这档节目中，五位明星将
持续一周参加问答竞赛。每集的唬烂王会
拿到所有答案，并且必须要答出尽可能多
的正确答案，同时还要骗倒尽可能多的对
手。其他人的目标就是找出唬烂王。每个人
都能参与其中：明星、主持人、现场观众，
甚至包括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

ONLY ONE KNOWS 30 分钟

二真的大于一吗？在这档让你肾上腺素飙
升的惊险挑战节目中，可以看到两个臭皮匠是
不是真的能胜过一个诸葛亮。每集节目都有两
位参赛选手完成一系列疯狂又有趣的挑战，赢
家可获得终极大奖。游戏很简单：找到任务，
挑一个对手，然后得到对手双倍的分数。参赛
选手没有复活机会，也不能中途退出，他们只
有两个选择：要么翻倍，要么归零。

DOUBLE OR NOTHING 60 分钟

你想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
想 ! 
埃菲尔铁塔和希尔顿酒店有何共同
之处？正确答案是——都在巴黎！
这档紧张刺激的节目由英国第四频
道改编引进，三位参赛选手必须找出
迥然不同的事物之间的相同之处。
脑洞大开的他们能否赢得大奖？

THE COMMON DENOMINATOR 30-45 分钟



FACTUAL 写实类节目

明星独家劲爆访谈！ 

明星都对自己私下里的生活守口如
瓶，怎样才能了解真正的他们？在这
档节目中，一位著名嘉宾将与明星调
换身份，深入探索明星的内心世界。
节目已在瑞典、德国和以色列播出。

HOW TO BE 30-60 分钟

请用餐！  
在这档每周播出的纪实类节目中，美食达人
将一路尝试新店，将带领全球吃货再攀高
峰。他们将在每集节目中分享真知灼见，对
食物、服务和环境进行打分。在共进美食的
同时，我们还能了解每一位美食达人，笑谈
他们背后的人生故事。你可能会爱上他们，
也可能会恨他们，但绝对无法忽视他们。

THE FOODIES 30-60 分钟

永远难以忘怀的第一次 

这档欢快的原创纪实真人秀节目记录了
我们诸多人生初体验背后难忘的故事，这
些或大或小的故事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每集节目都会邀请三名来自各行各业的
嘉宾，分享他们的第一次：第一次看，第一
次飞，第一次感觉自己是个完整的个体。
这档节目现正在以色列第十频道播出。

THE VIRGINS 60 分钟

“会让人上瘾的新节目……
怎可错过？”（《新消息
报》-以色列主流报纸） 

节目灵感源自全球沙发客的热潮，将邀请
面临人生岔路口的嘉宾参加节目，并让他
们坐在陌生人的沙发上，不断挑战自我，
踏上充满惊喜和欢乐有趣的专属旅程。

COUCH DIARIES 30 分钟

不只是过家家！在节目中，未曾谋面的
五个家庭聚集在一起，想要来一场完美的
家庭聚会。每集节目都将在主人家的房子
录制。父母和孩子充分发挥想象力，举办
一场活动。孩子们在玩的时候，父母将在
一旁偷偷观察，发现孩子们未曾展示的一
面。节目将对每位主人进行评分，评分最
高的一位将赢得家庭度假大奖。

PLAY DATE 30-60 分钟

准备好发现你的城市的秘密了吗？
每周，一个毅然决然的主持人将带领一支
专业队伍，把一个城市放在放大镜下，仔
细观察48小时。他们将评估这个城市的
教育、医疗保健、安全、食品和当地政府
部门最光辉耀眼的资产，也将揭露背后的
可耻秘密。每期节目将在最后向这个城市
的所有居民宣布该城市的得分。

THE CITY INSPECTOR  8 X 60 分钟

拍，看，补。如果你在看你自己的性爱录像或 
者你和 别人一起看，你有何感受？在这档社会
实验节目中，每周都有三对希望修补感情的情
侣进行一次麻辣刺激的治疗。他们将拍下自己
一周的爱情生活——他们之间的问题和亲密，
然后和另外两对情侣见面。在一位治疗师的
指导下，他们将播出自己录制、未经剪辑的视
频。但这个新的视觉可以改变他们的关系吗？

SEX TAPE 60-90 分钟

把未来交给前女友！在每集节目中，一
个似乎怎么也找不到“另一半”的单身汉将获
得最了解他的一队人马的帮助——他的前女
友们！她们将放下成见，变身为称职智囊团，
尽管可能还是会有一丝尴尬，但唯一的目的
就是齐心协力帮他找到真爱。在一位关系顾
问的陪同下，他们将和潜在对象见面，帮助他
制订约会计划、造型建议和约会规则 。

THE EX TEAM 60 分钟

不辱使命
这档情节跌宕起伏又感人至深的节目讲述了
城市守护者的故事，从消防员到白衣天使到
防爆部队再到禁毒小组，让我们近距离接触
和了解这些英勇斗士不为人知的一面。没有
过滤，也不用担心审查，在这档独家纪实节目
中，你可以透过我们身边的英雄的双眼，感受
紧张的氛围，亲身体验救援任务。

LOCAL HEROES 60 分钟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在这档激动人心的节目中，女人的命运将
掌握在自己手里。每周都有一位下定决心
的恨嫁女嘉宾参加节目。她只能用短短几
天的时间为自己准备一个婚礼，然后给男
朋友一个求婚惊喜。如果他不答应，那一
切就结束了……但如果他点头，他们当场
就可以共结连理。

MARRY ME NOW 60 分钟



平凡生活中的非凡时刻 

这档节目正在10个国家播出，已在希
腊播出十季。“包裹”讲述了接收包裹
和收到包裹的人因为难忘的回忆而紧
密联系的故事。在节目中，惊喜包裹在
全国各地传递，每位接收包裹的人都要
把包裹寄给曾改变他们生活的人。

THE PACKAGE 30 分钟

重现经典音乐 

这档引人入胜的原创音乐教育节目将
带你重温世界上最经久不衰的经典音乐
作品，“大师之作”赋予旧作新的生命
力，并在今天的观众面前重现经典。

MASTER KEY 30-60 分钟

我们该谈谈了！ 

虽然甚少提起，但是时候关注一下婚姻
中鸡毛蒜皮的小事了。在节目中，当地
著名主持人将与18对面临婚姻危机的
夫妇面对面探讨各种问题，包括从出轨
到婆媳关系，从职业生涯到孩子等。

WITH THIS RING 60 分钟

人无完人— — 
但你们也许就是天作之合！  

坦承相对是爱情的上上策吗？在这
档原创节目中，参加者将说出藏在内
心最深处的秘密，如果一开始就袒
露本性，能否建立一段恋情呢？

NOBODY’S PERFECT 45 分钟

再爱一次  

这档情感纪实类节目将重现已婚夫妇
最难忘的约会，帮助他们重坠爱河。
为了重新燃起爱火，参加节目的夫妇都
将在整理感情和精心打扮后才赴约。

BACK TO THE DATE 30-60 分钟

想体验人生？你得先有人生经验！

这档欢乐纪实类节目已在20个地区
播出，主角是新一代人生导师：三位
精力旺盛的老奶奶！加起来已经有
230年人生经验的她们可以帮助年轻
人解决问题，整个过程笑料百出。

THE GRAN PLAN 60 分钟

钱不是问题，生活才是！

在这档节目中，人生导师将为面临财
政和个人危机的家庭提供指导，帮助
他们度过危机，改变人生。“透支家
庭”被WIT评为“最佳品牌节目”，多
季节目在以色列和西班牙创下佳绩，
是不可错过的“求助娱乐”节目。

OVERDRAFT FAMILY 60 分钟

谁能帮你盛装出席年
度最隆重活动 ?

收到重要活动邀请函的时候，就是叫上闺
蜜陪你到商场血拼最适合你的装备的时
候。每个朋友都能拿到一笔预算，必须在
两个小时内挑到最完美的衣服。这档时尚
节目是品牌节目和赞助机会的最佳选择。

DRESS UP 30 分钟

你准备好拯救家人了吗？

“问诊”是一档能够改变人生的教育类
节目。当今社会，不良习惯随处可见，压
力山大的生活和儿童肥胖也屡见不鲜。
节目每周会安排医生拜访一个家庭，
帮助他们克服生活陋习，改善健康。

HOUSE CALL 60 分钟

第一招留到最后再用！
在这档欢快的约会节目中，每周会有两位
寻找爱情的单身嘉宾经历情感路上最有
意义的里程碑事件，慢慢了解对方。看点
在哪儿？整个约会过程将缩短至一天，而
且以倒序的方式进行，为嘉宾提供宝贵的
机会，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审视自己能否在
收获爱情之前假装坠入爱河。

DATE IN REVERSE 60 分钟



SCRIPTED 剧作类节目

爱能让破镜重圆吗？ 

在这档感人至深的浪漫喜剧中，一个
男人为了第三者抛下妻子，当意识到自
己所犯的错误时，他用尽一切办法，试
图重新赢得妻子的心。故事诙谐真实，
可让观众感同身受。节目在加拿大播出
后引起轰动，五季节目收视率达34%。

THE ODDS 播出频道: 加拿大TVA电视网 // 集数: 50 X 30 分钟

小心你的愿望…… 

这档以色列最受欢迎、播出时间最久的情
景喜剧迄今已播出九季，主要讲述了一个
似乎活不明白的喜剧编剧的故事，浪漫中
又带有些许讽刺。当他以为自己终于成了
人生赢家的时候，他意识到了应该小心许
愿。“如意人生”真实感人，妙趣横生，是
有爱家庭生活的真实写照。

LIFE ISN’T EVERYTHING 播出频道: 第2频道 // 集数: 150 X 30 分钟

一边是家人，一边是总统，你会怎
么选？ 
在这部口碑甚好的犯罪悬疑剧中，一位将
为总统做手术的著名医生却要奉命谋杀总
统，否则她家人的性命将不保。节目播出
后，电视台收视率提高了75%。当前正在超
过18个国家播出，包括英国BBC电视台。
节目模式和成品均可获取。

HOSTAGES 播出频道: 第10 频道  // 集数: 22 X 60 分钟

假如给你一具尸体、一把手枪
和一袋子钱，你会怎么做？

卡尔和麦克斯只是普通钓鱼旅行中的两
个普通人，直到他们发现了一个装着一
把手枪和百万现金的袋子。他们在不知
不觉中就卷入了以前从未想过的世界。
这档情景喜剧充满悬念、诙谐幽默和阴
差阳错，每个决定都能改变你的一生！

KARL & MAX 播出频道: 加拿大TVA电视网 // 集数：10 X 60 分钟

能否一装冲天？

为了能在全球顶级金融公司找到工作，
来自小镇的四位死党改名换姓。仿照他
们知道的最厉害、最凶残和最顽固的动
物——蜜獾，他们伪装自己的姓名、言辞
和行事风格，从而显得比真实的自己更世
故，实现他们开一家投资公司的梦想。

HONEY BADGERS 播出频道: 第2频道  // 集数: 12 X 30 分钟

一旦进去，就再也没有回头路

在这部引人入胜的犯罪剧目中，一个老实
本分的工人发现自己是最有权势的黑帮
老大——仲裁者失散多年的儿子。不知不
觉间，他发现自己不断被牵扯进父亲的黑
道社会，以前从未质疑过的认知也开始瓦
解，在没有回头路的泥淖里越陷越深。

THE ARBITRATOR  播出频道: HOT3台 // 集数: 45 X 60 分钟

每个国家都有一个音乐传奇人物

节目播出后收视率飙升三倍，创造了极为
成功的衍生剧系列。1968年，全国最受欢
迎的摇滚巨星丹尼·好莱坞在婚礼前死
亡，死因成谜。时至今日，一位年轻的电
视制作人试图在悲剧重现前解开谜团。

DANNY HOLLYWOOD 丹尼·好莱坞 // 播出频道: YES电视台 // 集数: 200 X 45 分钟

只长年龄不长脑
4个儿时好友一起开启了一段单身和自由
的全新旅程。现在，他们已经步入不惑之
年，且都和妻子分居了，他们终于自由了。
但当他们想重燃青春之火时，却发现自己
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独立。每集节目将
以爆笑和荒谬的方式为我们讲述这帮朋
友对幸福的追寻。

SEPARATED 分居//剧本喜剧//播出频道：第二频道//集数：13 X 30 分钟

他们能活多久？
一个跌宕起伏的生存故事在镜头前徐徐
展开。一支登山队出征世界上最危险的
山峰，但一场暴风雨把他们困在巴西丛
林。队员迷路的迷路，受伤的受伤，也无
法得到向导的帮助。他们必须要面对生
死抉择。

NO RETURN 破釜沉舟//戏剧//播出频道：巴西RECORD TV//集数：13 X 60 分钟

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

这部让人感同身受、诙谐幽默的喜剧讲述
了一个生活在全国离婚之都的普通家庭，
想方设法避免和其他人一样的命运——
离婚。每集都围绕一个新的心理疗程展
开，让我们想起每个家庭日常生活中常见
的欢乐场景。

LA FAMIGLIA 剧本喜剧 // 集数：30集，每集30 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