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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賓：王定宇  邱毅 陳鳳馨陳輝文 謝欣霓  楊憲宏

 座談主題 內容公正性 內容正確性 表現偏頗值得紀錄情形

一、

馬、謝

誰搞骯髒步? 

當選

骯髒治國

偏國民黨 訊息切入點令人

存疑。

 

李濤拿出一立牌

列出兩人在此次

選舉中所使的手

段時間表:馬只有

兩個，謝有十個

。

謝欣霓當場皺眉

說李大哥明顯立

場不公。

謝欣霓指出，這明顯是一場

資源、金錢不公的選舉，國

民黨不就是有錢!例如列出的

幾項關於骯髒步的指控，謝

欣霓認為白冰冰收錢、蕭萬

長長女友豪宅，這些都是事

實，把事實指出為什麼是垃

圾步?

做為一選舉人誠信是最重要

的，謝長廷的七仙女政策以

及幸福經濟等政策牌為什麼

媒體就不報導呢?又是金題

……

 

李濤快速打斷，覺得他已篇

題，要謝寫出具體實例來，

然後就突然地進了廣告。

 

楊憲宏想要釐清奧步和垃圾

步的差別，也強調選舉資源

的不足。李濤插話:這樣講不

公平，為什麼民進黨會沒錢

??

二、

大赦台商 8年

亂政 民失上

兆機會

誰賠?

偏國民黨 誇勢的標語未提

出具體數據。

題目有預設立場

的感覺，整體討

論也不過就是被

題目導向節目欲

呈現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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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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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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不挺我

羞辱、抹黑

白冰冰!

看誰敢表態!?

偏國民黨 以偏概全 謝欣霓針對這次白冰冰事件

表示，娛樂圈政治表態都有

經紀公司在背後操作，藝人

們看到陳水扁都自動退後，

卻和小馬哥很親近。且挺綠

的藝人似乎生活通告會受影

響。

陳鳳馨:扁政府當道好像公開

表態的人就會變敵人?

另指出，謝長廷一貫的邏輯

就是批了一大堆卻是建立在:

我覺得~我認為~。

四、

謝長廷：

馬利用白冰冰

仇恨助選!

自己呢? 

偏國民黨 題目定位的走向

在針對馬的議題

時常是兩方並立

的，但是當針對

謝的議題時，卻

幾乎是全力批判

。

邱毅:說馬是利用仇恨，謝也

是一再利用二二八事件。

這次白冰冰事件可看出不挺

綠的就會被批到臭。

主持人

    李濤

在分配時間

上國民黨發

言者幾乎都

可以完整表

達完，但謝

欣霓一直有

被打斷的情

形或是被強

迫進廣告。

本身在設立的題

目議題上，感覺

這一集近乎是謝

長廷個人檢討會

，謝欣霓就是一

孤軍奮戰的辯論

方。

觀察者建議需要先釐清何為

骯髒步真正的定義?否則許

多觀眾只因反對而反對，提

出自己沒有建設性的觀感。

    

叩應觀眾

高雄侯先生

偏民進黨立

場

只針對馬個人評

自我意見，未平

衡兩邊選舉人論

述。

內容:馬的不回應是令人質疑

的，他怕講多令人攻破。

叩應觀眾

新竹謝小姐

偏民進黨立

場

公共議題和私人

生活無法分開檢

視的問題。

內容: 國民黨過去為大家打

戰出身入死、流汗流血但民

進黨卻一直說外省人出賣台

灣，且只會羞辱老榮民。

叩應觀眾

台北陳先生

僅就政策面

評論

 以小放大 內容:質疑馬為什麼要打統一

牌?

其政策都靠向了中國。

叩應觀眾

新竹李先生

偏國民黨  內容:民不要再恐嚇抹黑了，

老是利用人民的恐懼。

叩應觀眾

高雄吳小姐

偏國民黨 言談過於偏激。 內容:民進黨只會利用恐懼，

他們如此擅長，這樣的詐騙

集團，只適合當反對黨。

叩應觀眾

台南謝先生

偏國民黨  是否是假平恆? 內容:自稱深綠人但覺得自己

看錯，認為民進黨手段骯髒

，只會硬ㄠ和斷章取義，例

如:廣告中:馬主打許多政策

，但謝的政策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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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7413?issueID=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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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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