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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熱門排行

媒體歷屆廣告

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洪詩宸 ╱ 人物

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陳思寧 ╱ 照片故事

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
許翔 ╱ 人物

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
劉雨婕 ╱ 人物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張婷芳 ╱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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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2 文茜小妹大文茜小妹大 觀察員：吳雨璇觀察員：吳雨璇

2008-03-27  記者 吳雨璇 報導

談話性節目名稱：2100全民開講 時間：2月29日 記錄者：黃湞尹
座談主題 2008活力希望，大是大非新台灣
 內容公正性 內容正確性 表現偏頗值得記錄情形
主持人(張啟楷) o o  
來賓一(陳揮文) x o 針對人做攻擊 舉蘇俊賓為例
來賓二(謝欣霓) o o 有書面證據
來賓三(陳鳳馨) o o 有書面證據
來賓四(李政毅) x o 民進黨的來賓
來賓五(蘇俊賓) o o  
來賓六(楊憲宏) o o  
叩應一(洪先生) o o 講標準國語
叩應二(李先生) o o 娶大陸太太 講台語
叩應三(廖先生) o o 希望先處理好生活與經濟再談主

權 講國語
叩應四(王小姐) x o 發言激烈 講台語
叩應五(伍小姐) o o 金融業 泛藍選民但要投給謝
叩應六(趙先生) o x 著重在花蓮的建設
叩應七(楊小姐) o o 講國語
叩應八(錢林慧君) o o  
叩應九(陳先生) o o 講台語
叩應十(黃先生) o o 學生 講國語
叩應十一(楊先生) o o 補教業 講台灣國語
其它座談主題
台灣魂 謝：拒外來政權，反併吞！本土政權貪腐如何？
蔡同榮：馬當選將第二次228
小偷變土匪 五鬼搬運掏空國產 貪腐卯起來幹?
六大保證 馬批謝一中市場搞幻想
白兔成狼 看手內閣幹扒手當全安分守己難?!
08綠轉藍 西瓜變骨牌成輪替 謝還拚的贏馬?
圓山公司化 笨蛋! 問題出在政治不在政策?
吃相難看 520前搶撈最後一票 有什麼不敢?
藍拔綠樁一棒接一棒 綠靠反扁挺謝守的住?
反躬自省 謝要馬完全公布身分 自己呢?
公產轉私產 鐽震 圓山 如出一轍
執政掏空 長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縱容? 共犯?
棄綠投藍 泛綠出走潮 壓垮長昌?
拒絕再等 10人集團 供名單?認說謊?謝擇一?
選前21天 10人禍台集團沒真相 挺謝不怕?
陳鳳馨：選前執行公布不利馬情資 選民信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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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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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