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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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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公X女兒 莊

國榮辭職不道

歉?!

--------------

----

怕失票 

統治者切割  

要莊道歉 

罪都在莊?

 

偏國民黨 放入莊國榮新聞

畫面

 

主持人開始長串

情緒激昂的發言:

現場支持者都是

人身父母，為什

麼沒人反感?人人

都對政治麻痺了!

台灣這現象令人

難過。(大聲敲桌

)

主持人拿出立牌:標題為 向

莊國榮致敬?(諷刺綠營)

以及畫面右方撥出去年十二

月陳總統讚揚杜正勝的新聞

畫面，人們開心的笑容等，

以及focus在陳贈送匾額”榮

耀台灣”上，這都是不停的做

諷刺、在為觀眾做主導的聯

想。

 

接後畫面標題為:

”統治者早用黑心產品， 黑

心執政”以及放入恐怖的音效

激昂觀眾的情緒。

 

在畫面的引入，以及加入令

人緊張的背景音樂等元素，

都有以戲劇化、更大的張力

來支持自方理念的感覺，欲

做為一嚴肅有公正力的節目

上述似乎都非恰當的手法。

二、

齷齪言語 

辭職降溫 

民怒 

政府態度?

偏國民黨  陳揮文:政治人物都不應該有

恐嚇人民的行為!像二號候選

人說如果選一號，會把台灣

變古巴，一號候選人說如果

選二號，會把台灣變西藏。

主持人:沒錯，選舉只剩四天

，我們今天不談那些人民是

否聽得懂的話題，人民要教

訓政客!人民才是頭家!

(大聲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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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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李前總統   對

馬謝誰致命表

態?

偏國民黨  話題牽扯到針對陳總統說要

助選，卻有「可以不投謝長

廷，但一定要投給台灣。」

的發言一事作探討。蕭美琴:

陳總統的一番話是昇華，因

為我們要做的是去面對中國

的打壓才對。

 

陳輝文:是!蕭美琴說的沒錯

，陳水扁都用那兩招，上次

也是:可以不投給阿扁但一定

要知持公投。這些有的沒的

混淆人民視聽就是政客!

主持人第一時間也請蕭美琴

作平等的回應。

 

陳鳳馨:公投是價值還是被做

為一種證據?

四、

316藍綠拼場 

台灣人還要阿

扁集團續執政

?

偏國民黨 “集團”這樣的

字眼有預設立場

的貶意。

談到人民最擔心的吃飯議題

，管碧玲認為國民黨過去只

是狹時代優勢，製造假經濟

繁榮現象，所以爛攤子都留

到了現在。

主持人:那些太過去了，人民

也不想知道。人民只想看這

八年。

邱毅:八年前國民黨的確很迂

腐，所以陳水扁上台了!但是

八年後呢?民生只是更爛而

已。

陳鳳馨:這就好像一個病人被

醫生宣判胃痛、頭痛等，但

卻都不給她藥醫一樣。請問

民進黨:樣方到底在哪?

主持人:有想給藥，但是病人

早就奄奄一息躺在床上。(助

長陳鳳馨的話，在言詞間相

互呼應的感覺)

過程中管碧玲一直插嘴。

主持人

    李濤

次在發言時間的分配上，以及兩

方打斷的時機都算是滿恰當的。

且兩方在氣勢上算是勢均力敵。

而主持人也有盡量掌控來賓每人

發言四十秒之內的時間值。

今日觀察到的李濤和上周作

風有明顯的不同，李濤情緒

一直越陷激動，而個人發言

時間也較上次頻率增多以及

增長。並且說話聲音越來越

大，有高聲直呼等鼓動作用

的表現。

                             觀察側記

今日引導的話題乃針對民進黨莊國榮不當發言一事，政府究竟如何回應等

，以此角度切入放大、討論民進黨執政以及參選來作討論，所以可以明顯

臆測打進來的觀眾皆持批判當權的立場。

 

叩應觀眾

高雄高小姐

  內容: 是民進黨的制度寵壞

了像莊國榮這種人!

台灣的核心價值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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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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叩應觀眾

台中董小姐

  內容: 我是一個母親，看到

身為公務人員的莊國榮覺得

，身為一個公務人員，典範

何在? 教育真的失敗了!

叩應觀眾

彰化莊先生

偏國民黨  言談過於武斷偏

激，僅有結論。

內容: ……民進黨落台就對

了!

叩應觀眾

台北胡小姐

偏國民黨 過於情緒性及人

身攻擊字眼。

內容: 你們這些民進黨還是

人嘛?

叩應觀眾

台南王小姐

  內容: 民進黨讓我們傷心 今

天請來的綠營來賓更讓我越

看越傷心，送你們一句話:請

學會謙卑!

叩應觀眾

台北余小姐

  內容: 民進黨這八年，是非

皆顛倒了，民進黨系列的廣

告功勞都在自己，好像把國

民黨做的一切都淹沒了，看

不見了!

 

 

叩應觀眾

苗栗張小姐

  莊國榮絕非誠心道歉，是幕

後有人操作的!這件事非莊一

人有過而已，看看畫面他旁

邊的人!不在股掌叫好?!誰來

審判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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