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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主題 內容公正性 內容正確性 表現偏頗值得紀錄情形

西藏血腥鎮壓
曝光 台灣還要
一中市場?

不公正 無法判定 西藏問題較偏向政治與人權議
題，一中市場為經濟議題，兩
者雖有間接關係，但仍不可做
直接性關聯的評論

抵制奧運不停
一中市場?馬說
聲援西藏?

不公正 無法判定 抵制奧運對聲援西藏有沒有幫
助的確可以討論，但將此議題
與一中市場做連接，無疑是故
意引導觀眾思考另外一個議題

魯:兩岸共同市
場會拖垮台灣 
馬聽到?

無法判定 正確  

巴黎證券:藍綠
差距劇縮 謝扭
轉逆勢?

無法判定 待查證  

贏200萬票到打
平 馬有危機處
理能力?

不公正 不正確 以選票差距論危機處理能力，
又是一種跳躍式聯想，兩者無
直接關聯性；且如果選票是可
以處理或控制的，那選舉實是
一件無意義的事情

西藏問題馬數
度改口 六聲明
真聲援?

無法判定 正確  

遇到問題老改
口?馬經得起危
機考驗?

無法判定 無法判定  

西藏事件發生
後 馬的政見全
都得改?

無法判定 無法判定  

鎮壓西藏像228
馬要把台灣向
中國送?

不公正 無法判定 “像”這個字用得很巧妙，故意挑
起人民對於國民黨以前做為的
不好記憶

(關於主題內容的公正性與正確性:因為整個節目皆偏向支持民進黨，就算有較不偏頗的主題，也
無法由此判定其內容的公正性；有些具發展性質地事件無法判定正確性，如”馬經得起考驗?”是否
經得起考驗，應等待當事人應變後的結果)
 
發言人發言人 內容公正性 內容正確性 表現偏頗值得紀錄情形

主持人:
鄭弘儀

不公正 由正確事件或
事實做推導或
聯想

將西藏鎮壓與二二八事件做聯
想，有明顯引導動作；姑且不
論兩者是否相似，此說法已明
顯展露藉機貶損國民黨的企圖

鍾年晃 不公正 多為想法 指蕭萬長認為魯肇忠不了解一
中市場為傲慢，明顯將自己的
情緒化的感想投射在事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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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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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castnet.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castnet/page/4
http://ctn.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group/3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issue/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6
javascript:void(window.open('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concat(encodeURIComponent(window.location.href)).concat(' ').concat('(').concat(encodeURIComponent(document.title)).concat(')')));
//castnet.nctu.edu.tw/user/20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publish/ads_history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397?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5?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395?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3
//castnet.nctu.edu.tw/user/406
//castnet.nctu.edu.tw/user/403
javascript:void(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9?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0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1?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2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6?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39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Powered by  DODO v4.0
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
© 2007-2014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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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金蘭 無法判定 正確  

吳國棟 無法判定 無法判定  

侯漢君 無法判定 推導與論證，
無法判定；有
時適時的矯正
主持人偏差的
思考方向。

 

徐永明 無法判定 多根據事實發
表想法，無法
判定

 

張小克 無法判定 無法判定 表示國民黨從頭到尾都沒有在
關心西藏人權問題，只是在消
費西藏議題。但是國民黨是否
有關心西藏人權問題應是待查
證的事情

叩應觀眾(基本
上都偏綠)
新莊張先生

不公正 無法判定 直接表示馬英九當選總統一定
會移民

宜蘭楊先生 無法判定 無法判定  

桃園陳先生 無法判定 無法判定  

高雄蕭先生 無法判定 無法判定  

台北徐先生 不公正 無法判定 在一個假設性的事情上在建立
一個假設

台南王太太(偏
藍)

不公正 無法判定 說主持人曾講馬要賣台，事實
上鄭弘儀只是說:馬英九站在中
國那一邊

基隆謝先生 不公正 待商榷 自稱國民黨黨員，在稱呼民進
黨時卻稱”咱民進黨”(閩南語)

木柵胡小姐 無法判定 無法判定  

高雄張小姐 無法判定 無法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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