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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大話新聞談話節目當天討論主題 節目發言偏頗紀錄座談主題一 北高政績比一比 
謝馬誰讓人民滿意座談主題二 謝：公佈情治檔治案 馬不隨起舞 為什麼座談主題三 告
東星、抗煞醫生 凍228預算 馬心態

2/29大話新聞大話新聞

座談主題一 北高政績比一比  謝馬誰讓人民滿意
座談主題二 謝：公佈情治檔治案 馬不隨起舞 為什麼
座談主題三 告東星、抗煞醫生  凍228預算  馬心態
主持人  鄭弘儀 問題針對馬英九砲轟，帶有強烈個人立場，以強勢的發

言、攻擊的語氣打岔別人的談話，對別人的解釋一再提
出反對，再加入更強烈的批判，語氣中常帶著指桑罵槐
的說法，而個人意見太多、不理性，感覺像是為反對而
反對

來賓一  吳國棟 以馬英九在台北市的政績，對馬英九的執行力不彰批判
，使用的言詞偏激，有諷刺的口吻在其中，揣測馬英九
心態，說出自己一味的想法，偏袒綠營，反馬英九，反
應激烈

來賓二  謝國樑 試圖解釋馬英九在當時的情形以做出辯護，在對於228
預算刪減辯護部份，解釋為不想讓民進黨獲利，帶有自
我的政黨立場

來賓三 Freddy 剛開始談話較中立，較屬於自己的感想，沒有特別批評
誰，但有挺謝長廷的意味在，對雙方有褒有貶，但到節
目後期，偏袒的意味明顯濃厚許多

來賓四  江季剛 並沒有偏袒哪一方，純粹談論一件事情，表達自己的意
見，不帶有政黨意識，對藍綠雙方皆有褒有貶，談話較
公平、公正

來賓五  吳思樺 在節目中談話較少，就事論事、處於中立，對判斷馬、
謝兩人的表現不帶有黨籍意識，沒有太多偏激意識

來賓六  鍾年晃 「你真的很會演」一話對馬英九重大批評，個人意識深
，用許多的例子批評馬英九，語氣過於激動，公正性有
待考量

叩應觀眾一  鳳山  李
先生

對228不深刻  有偏袒  對馬英九不滿

叩應觀眾二  台北  吳
先生

內容正確  對國民黨不滿

叩應觀眾三  新竹  賴
先生

講古

叩應觀眾四  台南  吳
先生

偏民進黨「口號拼經濟是對台灣人的一種侮辱」 有幾句
話中肯

叩應觀眾五  新莊  石
先生

批評來賓謝國樑  批藍挺綠

叩應觀眾六  員林  張
先生

對國民黨處理228的方式感到不滿，語氣感覺上不太公
正

叩應觀眾七  台中  王
先生

批馬挺謝

叩應觀眾八  高雄  馬
先生

批評馬英九有嘴沒心，自我意見多，帶立場

叩應觀眾九  台南  吳
先生

提出國民黨應該正視歷史不逃避，同樣偏綠

叩應觀眾十  新店 盧先
生

還算公平、公正  純粹說明  較不帶政黨立場

叩應觀眾十一  台東 莊
先生

批評來賓謝國樑  不公正  強烈個人主觀

叩應觀眾十二  高雄 林
先生

228受害家屬  對國民黨不滿  有立場

叩應觀眾十三  台北陳
先生

語氣上稍微挺藍  認為228的追究要再考慮  內容算公平

叩應觀眾十四  清水王
先生

講古

叩應觀眾十五  台南張
小姐

對軍公教課稅問題提出反應  挺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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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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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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