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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題 話題設定立場 延伸話題

少廢話 人民過好日子 馬、謝誰能
?

物漲薪凍 辜寬敏1月17日告訴謝
長廷：「政權不可以妥
協，但是政策不能妥協
。」

馬：3萬! 謝:總統談細節 不負責!
人民要誰?

國民所得 633 GDP要6%

續追綠卡 謝咬死馬 非台灣人!? 
族群牌 出招?

馬英九的綠卡事
件

1.   族群牌
2.   檢驗政策

馬：燒成灰 都是台灣人！ 馬英九國籍認同
問題

1.      馬英九：外省人當總統
是福氣。

2.      不統、不獨、不武。
邱毅：謝辯論自豪政績 見貪污！
？

對謝長廷陣營的
口號提出質疑

 

疑問不答 謝長廷能對人民行使緘
默權?

謝長廷為何不公
布？

「戒嚴抓耙」、「毀台
集團」謝長廷閃躲12天 
怕什麼?

新聞局長：「抓耙子 馬沒資格選
總統」問得好 謝呢?

 
 

什麼時候公佈10人集團
？

大選辯論 謝批馬：「破產經濟」!
真幽默 民不聊生 誰造成？

 謝長廷沒有談到願景、
政策。

人毀台集團 拒答！謝放棄勝選？   

馬：最後一天 有人拿出我的「假
美藉護照」!搞奧步?

馬英九今夜最新
發布的消息

1.      馬英九的美國房子、馬
唯中特權入學

2.      黃俊英的賄選
3.      1998年謝長廷母帶事
件。

備註：這集討論最熱列主題是「十人集團」。 幾乎每一個來賓都有提出見解，主持人並沒有不給
誰發言的狀況發生。
 
 

 立場 發言重點
主持人：李濤 監督政府 監督政府
來賓：謝欣霓 民進黨 1.      馬營的633政策的批評。

2.      對馬英九的國級認同問題，他表示
馬先生的誠信問題，國家元首的中心
思想不可搖擺。

3.      對10人集團回應，「等大菜」再回
應。「等大菜」是因為要嚴謹的舉證
，舉證會嚴重傷害的那個人，那個人
還不選舉何必現在還要傷害他。

來賓：楊憲宏 民進黨 1.      本土問題。
2.      不姑息「10人集團」。

來賓：陳鳳馨 資深媒體人 1.      同意要資金回流，但台灣要如何做
？因為在1999年關廠 4000家，但
在 2007年增加至6000家關廠數。
台灣的貿易額是逆差

2.      馬英九提出政策，但是謝長廷沒有
。陳鳳馨認為馬英九的政策像蘋果，
而謝長廷沒有提出蘋果相比較，反而
拿槍打馬營的蘋果。

3.      謝長廷提出三中政策：中小企業、
中低收戶（扁執政後平均年收入還減
少1萬）、中南部（失業率全台最高
）。不能只有喊口號，要如何執行才
是重點？

4.      對馬英九的國級認同問題，他表示
台灣是移民社會，誰都不會誰會讓明
天的台灣更好？

5.      對10人集團回應，「等大菜」再回
應。什麼是「大菜」？何時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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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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賓：陳揮文 資深媒體人 1.      對「馬英九：外省人當總統是福氣
。」的解讀是各族群都可以選總統。

2.      對10人集團回應，「等大菜」再回
應。什麼是「大菜」？何時公布？

來賓：佳青 民進黨 1.      對「馬英九：外省人當總統是福氣
。」的解讀是質疑制度不公（他引自
蘋果日報）。

2.      對「10人集團何時公布？」，他認
為謝長廷有自己的參選腳步和步驟，
不該一直拷問他。

來賓：邱毅 國民黨 10人集團要提出名單。

 
 

CALL IN狀況 特別狀況
CALL IN大多是針對「10人集團」衍生
的問題。（謝長廷為什麼12天還不回答
）？

高雄張先生：謝長廷常誇他把高雄至李
得多好，但是高雄美其名只是都市景觀
好，實際上高雄的經濟活動力差。我們
需要的是治理國家的總統，而不是美觀
設計師。
北縣袁先生：台灣人民很可憐，兩個政
黨都在「扒糞」，挖彼此的政治內幕。
現在只是在兩個爛番茄挑一個比較不爛
的。
嘉義陳先生：營造業很難過活。
台北張小姐：不要一直檢驗馬英九的政
策，謝長廷的呢？
關於10人集團CALL IN
台南劉先生：不講政策細節？不講公布
10人集團？好歹給一個支持謝長廷的理
由，什麼都不講。
屏東賈先生：選舉就跑出族群問題！
北縣徐先生：把經濟搞好就好！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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