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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3-26  記者 徐瑩峰 報導

 

3月21日（五）文茜小妹大　　
主持人：陳文茜
註：節目無call-in。
 
來賓： 孫大千（國民黨立委）

胡忠信（政治評論家）
沈富雄（前民進黨立委）
唐湘龍（政治名嘴）
趙少康（前新黨立委、媒體名人）
郁慕明（新黨主席）
丁庭宇（台灣蓋洛普民調公司顧問）
張顯耀（國民黨立委）
莊碩漢（前民進黨立委）

座談主題 內容概要 內容公正性 內容偏頗
馬吳皆以預告方式馬吳皆以預告方式
大動作防堵綠卡或大動作防堵綠卡或
特殊事件效應特殊事件效應

＊指出羅拉巴克、夏馨、包
道格可能就綠卡發表影響選
情的言論。
＊新聞畫面：蕭美琴罵馬英
九：消費有頭有臉的國際友
人　沒國際常識。

沈富雄：選舉不精
采不刺激是好事。

播放蕭美琴新聞畫
面前，陳文茜有引
導式的說：看一下
他怎麼罵。
唐湘龍：羅拉巴克
不知所云／夏馨前
科累累，像美國籍
江霞，她應該多關
心祖國黎巴嫩。　
　　　　　　

總投票人口達總投票人口達137
2萬　預估總投票萬　預估總投票
率八成上下率八成上下

＊民進黨應該給全台人民道
歉，消費我們這麼久。
＊直播連線各造勢晚會，民
進黨晚會收視率高（三立民
視）
＊新聞畫面：決戰中臺灣，
馬英九周美青同台造勢／選
前最後衝刺，長昌合體十萬
人造勢／訴求逆轉勝，謝長
廷打雙李牌／謝：不分彼此
，早來晚到都是台灣人／惡
鬥時代過去和解共生時代來
　　　　　　　　　　　　
　　　　　　　　　　　　
　　　　　　　　　　　　

  

最後一週選戰差距最後一週選戰差距
拉近　謝聲勢仍落拉近　謝聲勢仍落
後馬　後馬　322後選舉後選舉
和平落幕和平落幕

  沈富雄：謝長廷對
不起支持者，支持
者對不起民進黨。

謝若敗　敗在扁八謝若敗　敗在扁八
年失德失能　綠支年失德失能　綠支
持者「恨」透阿扁持者「恨」透阿扁

   

  推文推文推文推文  
推薦文章推薦文章

●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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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嚇」藍鷹計劃「恐嚇」藍鷹計劃
？還是抓賄藍鷹計？還是抓賄藍鷹計
劃？劃？

註：藍鷹計劃：國民黨出動
基層黨工，到各個開票所監
票。出動人員須別上藍鷹徽
章。
討論綠營針對藍鷹計劃的質
疑了解。

  

三次經驗　三次經驗　319　　
黃俊英　費鴻泰　黃俊英　費鴻泰　
鵝變恐龍鵝變恐龍

＊指出民進黨把小事化大事
的能力，國民黨要嚴防。

  

今夜民進黨北市造今夜民進黨北市造
勢活動全以「車輛勢活動全以「車輛
接送人」賄選！抓接送人」賄選！抓
起來起來

＊民進黨指國民黨選舉當天
用車輛接送人違法賄選。
 

孫大千發言重申藍
鷹計畫內容是驗票
而非接送人，陳文
茜認為離題想打斷
不成。
 

陳文茜根據民進黨
指控賄選，反質疑
民進黨，有點情緒
化語氣。
 

謝昨日「變相買票謝昨日「變相買票
說」會不會成為明說」會不會成為明
日「抓到了」渲染日「抓到了」渲染
題材題材

＊新聞畫面：謝批國民黨變
相買票／國民黨藍鷹計劃，
柯建銘按鈴控告(藍營你睡的
著覺？)／被控變相賄選，國
民黨告民進黨違反選罷法

  

江霞、金美齡團結江霞、金美齡團結
了藝人，本土陳松了藝人，本土陳松
勇　文英　白冰冰勇　文英　白冰冰
全挺馬全挺馬

＊新聞畫面：金美齡：支持
國民黨僑胞，不用回來投票
。

  

孫大千離席，加入張顯耀、莊碩漢（前民進黨立委）兩位來賓。孫大千離席，加入張顯耀、莊碩漢（前民進黨立委）兩位來賓。
選舉法定時間已結選舉法定時間已結
束　今夜馬謝皆祈束　今夜馬謝皆祈
禱明日當選禱明日當選
 

＊新聞畫面：白嘉莉為馬英
九站台／謝：明日投票能決
定台灣會不會成為西藏。
 

沈富雄糾正新聞標
題：不是會不會成
為而是可能冒險。
 

趙少康：選給１號
冒險更大。
 

特殊特殊
狀況狀況

莊碩漢：批評一中市場，承認有選舉招數。
　陳文茜試圖多次打斷：此一時彼一時，當初稱讚現在批。
莊碩漢：指出一中市場可能讓台灣技術被偷。
　陳文茜更生氣打斷：前陣子去海南島採訪，海南島官方說，
輸入技術給他們的正式綠營執政的台南市副市長ＸＸＸ。
（吵架，現場氣氛混亂）
 

謝長廷選戰最後王謝長廷選戰最後王
牌雙李　李遠哲今牌雙李　李遠哲今
日至長昌競選總部日至長昌競選總部
「勉勵」謝「勉勵」謝

＊兩岸和平協議，李看法與
民進黨調性不同。
＊新聞畫面：李遠哲：謝比
馬適合簽兩岸和平協定。
 

  

李帶馬的主張挺謝李帶馬的主張挺謝
？謝總部前日才諷？謝總部前日才諷
刺「兩岸和平協議刺「兩岸和平協議
」無用論」無用論
 

＊暗指民進黨為了選舉利益
把黑說成白的。
＊陳文茜稱讚李文忠（前民
進黨立委），前後立場一致
。

中肯：領導的人不
是只有反對，還要
提出解決方法。
 

 

許信良：民進黨續許信良：民進黨續
執政　若做不好　執政　若做不好　
我願神佛取我命我願神佛取我命
 

＊陳文茜質疑許信良，此時
發言及發言內容的恰當性。

  

吳伯雄防奧步　記吳伯雄防奧步　記
取黃俊英教訓　今取黃俊英教訓　今
夜睡在總部不敢回夜睡在總部不敢回
家家
 

註：黃俊英教訓：上屆高雄
市長選舉，民進黨再選前最
後一夜，晚間十一點召開記
者會，攻擊黃俊英。

  

國民黨傳出軍警消國民黨傳出軍警消
息　午夜後高雄可息　午夜後高雄可
能有事端　立委備能有事端　立委備
戰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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