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月 15 日「六都市長就任三週年施政滿意度民調」記者會新聞露出
報導標題

媒體名稱與報導時間

資料來源

最新六都市長民調 桃園第一台

KAIROS 風向新聞 (2017/12/15)

KAIROS 風向新聞

北第四

Yahoo!奇摩新聞 (2017/12/16)

蔡英文滿意度僅剩 29％ 孫大

中時電子報 (2017/12/16 18:26)

連結
https://goo.gl/nSN3Fx
https://goo.gl/7MSxcz

中時電子報

https://goo.gl/PR3nvh

千：人民不安的反撲
民調滿意度 51％ 柯 P：認真做

中天快點 TV (2017/12/15)

https://goo.gl/Rw9DXE

民報 (2017/12/15 19:36)

https://goo.gl/2T6N31

人家自然知道
滿意度排名洗牌 學者：鄭文燦
林佳龍成接班人
智庫民調：六都市長施政滿意度

中央社(2017/12/15 12:26)

中央社

https://goo.gl/6qPpwZ

鄭文燦居冠

聯合新聞網 (2017/12/15 12:26)

https://goo.gl/eZFk6y

六都市長施政滿意度 鄭文燦居

台灣新生報 (2017/12/16 12:00)

https://goo.gl/23u7Rm

台灣時報 (2017/12/16 08:10)

https://goo.gl/xRdR1d

TVBS NEWS (2017/12/15 12:13)

https://goo.gl/KpkByR

ETTODAY 新聞雲 (2017/12/16. 16:32)

https://goo.gl/9PhFZn

冠

小英民調低迷

孫大千直言：勞

工反彈是因為活不下去了
藍綠政治明星 PK 民調 蔣萬安

中時電子報 (2017/12/15 11:59)

https://goo.gl/vtztVz

勝吳敦義
綠智庫公布最新民調 六都民眾

新頭殼 ( 2017/12/15 11:23)

https://goo.gl/y5kcWV

滿意賴清德高於蔡英文
賴揆民調下跌 徐國勇： 痛苦會
過去，美麗會留下
智庫民調：六都市長滿意度 鄭
文燦躍居第一

工商時報 (2017/12/15 16:29)

工商時報

新頭殼 (2017/12/15)
民報 (2017/12/15 16:15)

https://goo.gl/dmqCDv

民報

Yahoo!奇摩新聞 (2017/12/16 16:31)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不滿意度

風傳媒 (2017/12/15 13:22)

3 成 6、6 都最高，柯文哲:台北

Yahoo!奇摩新聞 (2017/12/15 13:22)

https://goo.gl/T7LvAw

https://goo.gl/oHWAv3
https://goo.gl/NVVLdZ

風傳媒

https://goo.gl/Z7kVZ3
https://goo.gl/AtWpRV

市民要求滿高的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近 5 成民

風傳媒 (2017/12/15 11.43)

https://goo.gl/5cKA2t

自由時報 (2017/12/15 13:25)

https://goo.gl/3x8s9N

眾不滿意蔡英文 6 成不知道明
年「六都」要投哪個黨
智庫民調： 6 都市長滿意度 鄭
文燦居冠、柯Ｐ贏朱立倫

新台灣智庫民調 蔡滿意度不到
29%、賴 40%

民視新聞 (2017/12/15 12:32)

民視新聞

Yahoo!奇摩新聞 (2017/12/15 13:12)

作家王丰：蔡真正要恐懼的不是

https://goo.gl/dt5rxz
https://goo.gl/TUkzkf

中時電子報 (2017/12/17 00:49)

https://goo.gl/hCE8Aw

中時電子報 (2017/12/17 16:09)

https://goo.gl/t6koxi

EBC 東森新聞雲 (2017/12/16 14:24)

https://goo.gl/xv3iEi

民調 而是…
與柯合或離 民進黨明年 3 月後
確定
賴神走下神壇？最新民調僅 4
成民眾滿意施政
閣揆吃力不討好 賴神不再神
賴清德民調下降 行政院以雷諾
瓦名言回應
智庫民調：4 成民眾認民進黨偏

中時電子報 (2017/12/16 01:52)
今日新聞 (2017/12/15 16:51)

https://goo.gl/d1yYWi

今日新聞

https://goo.gl/uQANLo

Yahoo!奇摩新聞 (2017/12/15 16:51)

https://goo.gl/eZFk6y

自由時報 (2017/12/15 12:39)

https://goo.gl/isqM3s

自由時報 (2017/12/16 06:00)

https://goo.gl/G1urYz

自由時報 (2017/12/16)

https://goo.gl/6A9DV5

自由時報 (2017/12/15 13:25)

https://goo.gl/nLs7pH

自由時報 (2017/12/15 11:34)

https://goo.gl/8QnTWC

自由時報 (2017/12/15 13:52)

https://goo.gl/4UeCBL

自由時報 (2017/12/18 06:00)

https://goo.gl/5uuymL

蘋果即時 (2017/12/16 16:38)

https://goo.gl/XzCPkF

資方 2 成認偏勞方
社論》民主深化新體驗
〈中部〉藍打空污無效 林佳龍
施政滿意度上升
藍營打空汙議題無效 林佳龍民
調穩定上升
綠智庫最新民調：蔡英文滿意度
29％ 40％民眾支持修勞基法
民調滿意度 51％六都第四 柯 P
覺得可以
自由共和國》曾建元／台灣的新
世代政治版圖正在成形
蔡英文民調吊車尾 孫大千：人
民極度不安
6 都首長滿意度民調 鄭文燦奪
冠

蘋果即時 (2017/12/16)

https://goo.gl/pkix58

蘋果即時 (2017/12/15 19:25)

https://goo.gl/3pJBtx

蘋果即時 (2017/12/17 17:51)

https://goo.gl/VsFNgw

蘋果即時 (2017/12/15 17:19)

https://goo.gl/wra4hG

蘋果即時 (2017/12/15 10:16)

https://goo.gl/y7pVgz

柯文哲勉強過半「北市民要

求很高」
【尷尬片】最新民調：蔡英文滿
意度 29%

賴清德滿意度 40%

【民調片】蔣萬安好感度勝吳敦
義

鄭文燦滿意度六都之首

施政滿意度全國最高

鄭文

燦：高民調背後也是市民高期許
綠智庫最新民調：41%認為民進
黨偏資方、21%認為偏勞方

賴揆扛砲火無用？綠智庫民

中時電子報 (2017/12/15 14:13)

https://goo.gl/f6vnZW

中時電子報 (2017/12/15 12:22)

https://goo.gl/8AJy9t

中時電子報 (2017/12/16 01:52)

https://goo.gl/iLQzAm

未來盟主 PK 燦龍不分軒輊

中時電子報 (2017/12/16 01:52)

https://goo.gl/AUzP13

民選總統比一比 網評最沒存在

中時電子報 (2017/12/17 10:05)

https://goo.gl/qEQ6UY

中時電子報 (2017/12/17 04:09)

https://goo.gl/AEvWh6

三立新聞網(2017/12/15 17:29)

https://goo.gl/SgFgpe

三立新聞網(2017/12/15 17:05)

https://goo.gl/8q69tT

三立新聞網(2017/12/15 16:31)

https://goo.gl/cfBtdT

CNEWS 匯流新聞網(2017/12/15)

https://goo.gl/ajSX4s

調：蔡英文滿意度僅 28.8％
勞基法翻修民調 4 成認民進黨
偏資方
新聞透視－地方雙雄夾擊中央
賴腹背受敵

感的是...
與柯合或離 民進黨明年 3 月後
確定
六都滿意度輸鄭文燦名列第四
柯文哲：市民要求高
蔣萬安一「站」成名 好感度擊
敗吳敦義
六都市長滿意度調查

最滿意

鄭文燦、最不滿意柯 P
【智庫民調】六都首長滿意度鄭
文燦居冠 柯 P 谷底翻身
賴揆民調跌 陳菊:改革短期顧人

華視新聞網(2017/12/16 20:00 )

https://goo.gl/kHBBPQ

公視新聞網(2017/12/15)

https://goo.gl/ExpfWc

中央廣播電台(2017/12/15 17:15)

https://goo.gl/nVBxgA

中央廣播電台(2017/12/15 13:28)

https://goo.gl/4yqHoU

中央廣播電台(2017/12/15 11:17)

https://goo.gl/oUGU1P

Taipei Times (2017/12/16)

https://goo.gl/7n6bXe

Taiwan News (2017/12/15 20:14)

https://goo.gl/oKZ2oE

民視新聞(2017/12/15 19:23)

https://goo.gl/eMTwGX

民視新聞(2017/12/15 12:22)

https://goo.gl/oBubw1

怨
六都市長滿意度民調 鄭文燦拿
下第一名
賴揆滿意度跌 政院：改革實施
後可化解爭議
綠智庫民調 六都民眾 4 成認為
民進黨偏資方
六都滿意度民調 鄭文燦獲跨族
群及黨派支持
Taoyuan mayor polled nation’s
most ‘well-liked
Taoyuan mayor most popular of
Taiwan’s six special municipality
leaders-Popularity list headed by 3
DPP incumbents facing re-election
next year

機捷 A21 站至中壢火車站 市民
卡轉乘享優惠
藍委批陂塘種電 鄭文燦酸：應
監督中央才對

賴清德最新民調跌 徐國勇：改

民視新聞(2017/12/15 18:21)

https://goo.gl/U68hYL

中央評論新聞網(2017/12/17 10:57)

https://goo.gl/G5R29a

中央評論新聞網(2017/12/16 00:52)

https://goo.gl/SUjcMC

中央評論新聞網(2017/12/15 15:06)

https://goo.gl/C5oGzM

中央評論新聞網(2017/12/15 15:37)

https://goo.gl/3FUaw6

中央評論新聞網(2017/12/15 14:41)

https://goo.gl/E7zChv

中央評論新聞網(2017/12/15 14:39)

https://goo.gl/tZnBst

革必經路程
陳致中首報民調背後潛藏微妙
訊息（圖）
中評分析：民進黨開眾多戰場
恐自嚐苦果
扁智庫民調：明年選舉 20 趴投
綠 11 趴投藍（圖）
綠諸侯用空汙較量？林佳龍：與
賴合作無間（圖）
六都市長滿意度鄭文燦最高
朱立倫倒數第二（圖）
綠最新民調：蔡滿意度 29 趴
賴清德 40 趴（圖）
民調滿意度 6 都排第 4

柯文哲

TVBS NEWS (2017/12/15 18:30)

https://goo.gl/LSNrEM

不滿意度 36.4%柯市府：會參考

聯合新聞網 (2017/12/15 12:47)

https://goo.gl/Bo8SmL

賴清德走了 台南市長民調敬陪

聯合新聞網 (2017/12/15 14:44)

https://goo.gl/HPzNdi

聯合新聞網 (2017/12/15 14:04)

https://goo.gl/BnPGMA

聯合新聞網 (2017/12/15 13:41)

https://goo.gl/io4omP

賴

聯合新聞網 (2017/12/15 13:00)

https://goo.gl/4LSYMM

影／六都首長滿意度排第四

聯合新聞網 (2017/12/15 17:15)

https://goo.gl/oPz8h2

聯合新聞網 (2017/12/15 14:45)

https://goo.gl/KECc8x

今日新聞 (2017/12/18 17:00)

https://goo.gl/W4U3H5

嘆：台北市民要求高

末座
六都滿意度排第五 張其強：繼
續努力
六都首長滿意度調查第一名
鄭文燦：更加倍努力
綠營兩個太陽民調都下滑
清德高於蔡英文
柯文哲：差不多
民調滿意度逾 6 成 陳菊團隊謙
卑面對
名家論壇》吳世昌／從六都市長
施政滿意度看 2018 選情
中國時報 (201712/16)

A2

焦點新聞

圖一

社論 民主深化新體驗

自由時報 (2017/12/16)

A2

焦點新聞

圖二

政治版圖正在成形

自由時報 (2017/12/18)

A14 自由共和國

圖三

6 都市長滿意度 鄭文燦居冠

蘋果日報 (2017/12/16)

A16 政治

圖四

閣揆吃力不討好 賴神不在神
好感度跌破五成 滿意度僅 40.3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