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01/11 「從蔡英文總統當選兩週年施政滿意度看2020總統大選」 

民調發佈記者會新聞露出 

 

報導標題 媒體名稱與報導時間 資料來源 連結 

電子媒體 

2020 挺誰當總統 綠智庫民調:賴

神無敵手 

最新民調:賴揆滿意度 44% 不滿意

度 35% 

支持誰當總統 賴清德民調勝柯 P.

朱立倫 

台視新聞（2018/1/11）  https://goo.gl/9iyZck 

閣揆民調高於總統 42%挺賴神選

總統 僅 24.4%支持小英連任 
華視新聞網（2018/01/11 13:30）  https://goo.gl/spR6mm 

不滿意度 51% 蔡總統連任危機? 華視新聞網（2018/01/11 13:50 ）  https://goo.gl/pxbZan 

最新民調！蔡英文滿意度下滑至

26％ 不滿意 6 成 
SETN 三立新聞網（2018/01/11 09:18）  https://goo.gl/HD5XNU 

小英連任陷危機？民調對柯 P、朱

立倫皆輸 
SETN 三立新聞網（2018/01/11 12:01）  https://goo.gl/TgCFPQ 

民調贏蔡英文！朱立倫不談 2020

提「民進黨錯誤決策」 
SETN 三立新聞網（2018/01/11 12:59）  https://goo.gl/pBDVwZ 

票房或毒藥？小英輔選行程起跑見

真章 
SETN 三立新聞網（2018/01/11 17:57）  https://goo.gl/Yh7xj9 

賴揆將入住金華官邸 居民憂變陳

抗熱區 
公視新聞網（2018/01/11）  https://goo.gl/2BgF5E 

勞基法三讀後蔡賴致歉 拚2020蔡

英文民調只贏「他」 

民視新聞 （2018/01/11 12:38） 

YAHOO!奇摩新聞（2018/1/11 13:54） 
民視新聞 

https://goo.gl/ZYaAin 

https://goo.gl/c1CxA2 

2020 總統誰當？ 賴清德民調勝

蔡總統 
TVBS 新聞網（2018/01/11 18:33）  https://goo.gl/qDTpbn 

綠智庫民調 42%支持賴清德選總

統 僅 24%挺蔡英文連任 
ETtoday 新聞雲（2018/01/11 11:43）  https://goo.gl/EhRqbs 

2020 民調贏蔡英文 朱立倫：現在

最重要是拼經濟 
ETtoday 新聞雲（2018/01/11 16:01）  https://goo.gl/Eeh2zg 

民調出爐近 6成不滿蔡政府 鐵票

區也下滑 
寰宇新聞網（2018/01/11）  https://goo.gl/74Zc73 

https://www.ttv.com.tw/news/catlist.asp?NewsDay=2018%2F1%2F11


 
 

小英作風強勢 綠智庫民調 : 滿意

度剩 30.7% 
寰宇新聞網（2018/01/11）  https://goo.gl/qBXPcS 

網路媒體 

綠智庫民調 賴清德滿意度領先小

英！44％民眾認蔡不會連任 
中時電子報（2018/01/12 04:10）  https://goo.gl/yknTvi 

陳致中指蔡政府應加強溝通不同意

見 網友：能打醒 DPP？ 
中時電子報（2018/01/12 09:43）  https://goo.gl/bB1q1P 

綠智庫民調 4成 3民眾認蔡英文不

會連任 2020 總統 

中時電子報（2018/01/11 12:14） 

財訊（2018/01/11） 

YAHOO!奇摩新聞（2018/01/12 5:50） 

中時電子報 

https://goo.gl/BDfMtM 

https://goo.gl/P1Aesf 

https://goo.gl/MvVgNJ 

小英民調新低！滿意僅剩 26趴 不

滿意高達 6成 
中時電子報（2018/01/11 16:09）  https://goo.gl/6Mg6Wz 

小英為勞基法二修道歉 陳明文：敬

佩她為改革消耗個人聲望 
中時電子報（2018/01/11 17:29）  https://goo.gl/bNDfSs 

青年世代不滿小英、賴清德 施正鋒

爆警訊：民進黨僅剩基本盤 
中時電子報（2018/01/11 18:34）  https://goo.gl/X373zN 

被黨內看衰 小英甘心嗎 中時電子報（2018/01/12 04:10）  https://goo.gl/b2Gf5v 

民調：蔡英文連任有危機 賴清德選

總統無敵手 
民報（2018/01/11 12:38）  https://goo.gl/xAKnPy 

民調：過半民眾認公投法應可進行

統獨、制憲等投票 
民報（2018/01/11 14:55）  https://goo.gl/vG5kPa 

勞基法修法讓蔡英文民調創新低 

青壯高學歷最不滿 
今日新聞（2018/01/11 10:08）  https://goo.gl/LkhBxP 

2020 誰當總統？新台灣國策智庫

民調：賴神無敵手 
自由時報（2018/01/11 11:21）  https://goo.gl/iYM5ZS 

民進黨執政一年半太多錯誤決策 

朱立倫：二度修勞基法造成三輸 
自由時報（2018/01/11 13:49）  https://goo.gl/DSaB9k 

自由廣場》如何讓年輕人有感？ 自由時報（2018/01/12 06:00）  https://goo.gl/K3rDxj 

最新民調》2020總統選情評估 柯

文哲只輸賴清德 
信傳媒（2018/01/11 11:50）  https://goo.gl/DaLHvx 

蔡英文連任危機！綠智庫民調：輸

給朱立倫、郭台銘、柯文哲 
風傳媒（2018/01/11 15:28）  https://goo.gl/3Wnb2C 

綠智庫民調：42%支持賴清德選總

統 蔡英文僅 24% 
蘋果即時 （2018/01/11 11:10）  https://goo.gl/28KkxB 

2020 民調高過蔡英文 朱立倫：現

在最重要是拼經濟 
蘋果即時（2018/01/11 13:10）  https://goo.gl/AfVUBG 

https://www.google.com/url?rct=j&sa=t&url=http://www.peoplenews.tw/news/6fcfd354-9189-4ca6-9872-b8748a71bbeb&ct=ga&cd=CAAYCDIgZWE3Y2ZlYzEwNjYyOWFmNDpjb20udHc6emgtVFc6VFc&usg=AFQjCNHMfMDG2kr5izzq-kb5yO2pNU63MQ
https://www.google.com/url?rct=j&sa=t&url=http://www.peoplenews.tw/news/6fcfd354-9189-4ca6-9872-b8748a71bbeb&ct=ga&cd=CAAYCDIgZWE3Y2ZlYzEwNjYyOWFmNDpjb20udHc6emgtVFc6VFc&usg=AFQjCNHMfMDG2kr5izzq-kb5yO2pNU63MQ


 
 

43.9%民眾認為蔡英文不會連任 

總統府：沒有進一步評論 
蘋果即時（2018/01/11 16:55）  https://goo.gl/qbPg7R 

蔡英文連任危機！？民調：輸給朱

立倫、郭台銘、柯文哲 

新頭殼 （ 2018/01/11 11:23 ） 

 
 https://goo.gl/MyGUPm 

2018 輔選首站 蔡英文 13 日前進

南投 
新頭殼（2018/01/11 17:47）  https://goo.gl/CYrGzo 

支持誰當總統 綠智庫民調：賴清

德大勝蔡英文 
今日新聞（2018/01/11 11:07）  https://goo.gl/L1t6f5 

賴清德選總統大勝蔡英文？府拒評

論 
今日新聞（2018/01/11 16:28）  https://goo.gl/62QKW5 

蔡跌至基本盤 年輕族群 5 成不滿 台灣醒報（2018/01/11 14:35）  https://goo.gl/MUJzTm 

蔡2020民調吊車尾 賴成綠救命牌 台灣醒報（2018/01/11 14:38）  https://goo.gl/XqVFD6 

最新民調：蔡英文 2020連任出現

危機 
Kairos 風向新聞（2018/01/11）  https://goo.gl/R7S7hj 

綠智庫民調 32%認為蔡總統能連

任 Rti 中央廣播電台（2018/01/11 11:21）  https://goo.gl/J71Jdp 

民調顯示蔡總統滿意度下滑 總統

府不評論 Rti 中央廣播電台（2018/01/11 17:04）  https://goo.gl/Xp4WWv 

扁系民調：4成 2挺賴坐大位、挺

蔡僅 2成 4 
中國評論新聞網 （ 2018/01/11 12:09）  https://goo.gl/ogvNW8 

中評關注：扁系民調放風向 獨派

啟動逼宮蔡 
中國評論新聞網 （2018/01/11 12:44）  https://goo.gl/HYRyhi 

施正鋒：蔡吳柯若對決 2020 柯會

勝選 
中國評論新聞網（2018/01/11 12:59）  https://goo.gl/ieE87C 

扁系民調：郭台銘選 2020 小贏蔡

敗給賴 
中國評論新聞網（2018/01/11 13:35）  https://goo.gl/d58mZi 

扁系 2020民調 吳敦義對上任何

人都輸 
中國評論新聞網 （2018/01/11 13:39）  https://goo.gl/oJUNTG 

扁系民調：柯文哲若問鼎大位只輸

賴清德 
中國評論新聞網（2018/01/11 14:15）  https://goo.gl/LdSvqB 

社評︰一項民調看到民進黨、國民

黨的黃昏 
中國評論新聞網（2018/01/12 00:00）  https://goo.gl/HmJckP 

中評分析：獨派赤裸裸挑戰蔡英文

連任路 
中國評論新聞網（2018/01/12 00:34）  https://goo.gl/XH3VUA 

蔡英文連任危機？民調：賴清德選

總統無敵手 
多維新聞網（2018/01/11 00:53）  https://goo.gl/3YrN6r 



 
 

新台灣國策智庫公布蔡總統當選兩

週年民調 
台灣新浪網（2018/01/11 12:50）  https://goo.gl/VBXjhR 

2020 總統大選 民進黨民調：42%

支持賴清德 
大紀元（2018/01/11 21:37）  https://goo.gl/pnq6e8 

Lai is more likely to win 

presidency than Tsai: poll 
Taipei Times （2018/01/12）  https://goo.gl/DvFjyv 

Independence or unification 

should be allowed: poll- 

Dissatisfaction rife with recent 

changes to Referendum Act: 

Taiwan Brain Trust 

Taiwan News（2018/01/11 17:40）  https://goo.gl/JPD6qd 

平面媒體 

綠智庫民調 賴清德滿意度領先

小英 
中國時報 A4 政治綜合 圖一 

蔡最新民調 不滿意度升破 51% 蘋果日報 A4 要聞 圖二 

Lai is more likely to win 

presidency than Tsai: poll 
Taipei Times 頭版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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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圖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