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19 「最新政府施政滿意度與 2020 年第三勢力形成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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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台灣智庫：4 成北市民眾讚成
民進黨自提人選
綠營民調：51.5%民眾滿意陳菊
入府、蔡政府滿意度上升
陳菊接府秘書長

民調：51.5%

民眾感到滿意
北市選戰

民調：42%市民認為

民進黨應推人選
台北市長選舉戰局情勢如何?
最新民調這麼說
首都之戰

民調：55.3%台北市

民看好柯文哲連任
智庫民調：5 成民眾看好柯 P 連
任

但不挺他選 2020 總統

柯文哲挑戰 2020 總統？ 陳水
扁：天底下沒有不可能

三立新聞網（2018/04/19 12:30）

https://bit.ly/2qLjpYO

三立新聞網（2018/04/19 11:58）

https://bit.ly/2qKjvQz

TVBS NEWS（2018/04/19 11:12）

https://bit.ly/2HCXCNL

TVBS NEWS（2018/04/19 12:37）

https://bit.ly/2JXQ2v6

寰宇新聞網（2018/04/19）

https://bit.ly/2J9xAym

華視新聞（2018/04/19 13:16）

https://bit.ly/2qLmwQH

ET today（2018/04/19 11:50）

https://bit.ly/2F2Nqsw

ET today（2018/04/19 10:08）

https://bit.ly/2HMSUdN

網路媒體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陳菊入府

匯流新聞網（2018/04/19 17:02）

人事滿意度破 5 成

蕃薯藤（2018/04/19 17:00）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55.3%看

匯流新聞網（2018/04/19 14:32）

好柯 P 連任卻不樂見投入總統大

YAHOO!（2018/04/19 14:12）

選

蕃新聞（2018/04/19 14:12）

https://bit.ly/2Hxdwce

風傳媒（2018/04/19 21:12）

https://bit.ly/2JYBJXv

自由時報（2018/04/19 12:31）

https://bit.ly/2J8WX3E

自由時報（2018/04/19 19:48）

https://bit.ly/2JcsC45

參選總統時民調落後卻獲勝

匯流新聞網

https://bit.ly/2qKsPUp

https://bit.ly/2HarscV

匯流新聞網

https://bit.ly/2vv9MD9

陳

水扁：滿意度、看好度與支持度
沒絕對關係
民進黨自推北市長人選 智庫民
調：42％市民支持
柯 P 會選 2020 總統嗎？ 阿扁

《新勇哥物語》這麼說…
最新民調：台北市民 42％認為北
市民進黨應自提名

中時電子報（2018/04/18 11:02）

執政將滿兩年 小英和賴揆滿意

中時電子報（2018/04/19 11:17）

度微幅上升

富聯網（2018/04/19 11:23）

民調：若柯文哲落選市長 6 成不
支持 2020 選總統
蔡賴滿意度微升 柯 P 民調南高
於北

https://bit.ly/2HLHBmd

中時電子報

https://bit.ly/2F0KagX
https://bit.ly/2F0ORaK

新頭殼（2018/04/19 13:50）

https://bit.ly/2qKSYmU

新唐人亞太台（2018/04/19 13:59）

https://bit.ly/2qIrPky

中央廣播電台（2018/04/19 11:09）

https://bit.ly/2vrA3lW

中央廣播電台（2018/04/19 11:24）

https://bit.ly/2HJdXxL

台灣醒報（2018/04/19 14:40）

https://bit.ly/2JWnUsm

綠營民調 4 成北市民贊同綠營
自提人選
綠營民調 陳菊接府秘書長獲過
半民眾支持

民進黨支持者 4 成希望北市自
推人選

奇摩新聞（2018/04/19 14:40）

台灣醒報

PChome 新聞（2018/04/19 14:40）

https://bit.ly/2EZqzxK
https://bit.ly/2EZqzxK

距離產生美感 柯文哲有種「朦朧

信傳媒（2018/04/19 13:28）

美」...

Yahoo! （2018/04/19 16:40）

首都之戰 民調：55.3%台北市民

台灣好新聞報（2018/04/19 13:16）

台灣好新聞

https://bit.ly/2HcU4y0

看好柯文哲連任

Yahoo! （2018/04/19 13:16）

報

https://bit.ly/2Hxbo4l

五成

上報快訊（2018/04/31 13:31）

五民眾不支持他 2020 參選總統

YAHOO! （2018/04/31 13:31）

【最新民調】若柯 P 連任

民調：四成台北市民認為民進黨
應推市長人選

中央社（2018/04/19 12:19）

應推市長人選

今日新聞（2018/04/19 12:19）

秘書長

最新民調：55%認為柯文哲可連
任

國民黨被唱衰僅 6.6%看好

是否推人戰柯 P

扁：民進黨算

計 2020 總統大選

https://bit.ly/2EX5dRz
https://bit.ly/2EZUJ3U

上報快訊

https://bit.ly/2qIxAia
https://bit.ly/2K2XB3N

芋傳媒（2018/04/19 12:52）

民調：42%台北市民認為民進黨

民調：51.5%民眾滿意陳菊接府

信傳媒

https://bit.ly/2JTUZW1

中央社

https://bit.ly/2HK1vOb
https://bit.ly/2Hfwg0H

中央社（2018/04/19 12:06）

https://bit.ly/2JXTSEw

經濟日報（2018/04/19 11:00）

https://bit.ly/2HBybMq

更生日報（2018/04/19）

中央社

https://bit.ly/2Jbnu0i

今日新聞（2018/04/19 10:57）

https://bit.ly/2HfRFa8

聯合新聞網（（2018/04/19 15:54）

https://bit.ly/2qKoUb4

蘋果即時（2018/04/19 11:38）

https://bit.ly/2JVHftE

蘋果即時（2018/04/19 20:32）

https://bit.ly/2HOod8a

最新智庫民調

55.3％台北市民

今週刊（2018/04/19）

https://bit.ly/2F0JhoD

民報（2018/04/19 15:47）

https://bit.ly/2HBxF0K

中國評論網（2018/04/19 12:10）

https://bit.ly/2qLPWhu

聯合新聞網（2018/04/19 20:09）

https://bit.ly/2JWDMep

合作

台灣時報（2018/04/20 08:10）

https://bit.ly/2Jdk9NV

扁爆料當年連宋合卡馬總統路

台灣時報（2018/04/20 08:10）

https://bit.ly/2HgXjoc

菊接府秘書長

台灣時報（2018/04/20 08:10）

https://bit.ly/2qKylr0

看好柯文哲連任
民調：4 成 2 認民進黨北市應推
人、2 成 8 贊同與柯 P 合作
扁系民調：柯 P 全台滿意度近 6
成、看好連任
民調挺柯 P 連任 扁舉藍綠案例
直言：看好度不等於支持度
陳致中：柯與民進黨理念不合難

滿意度逾五成

平面媒體
學者：南部人對施政較無感
陳致中：柯與民進黨理念不合
南合作

台灣時報（2018/04/20）

A4 焦點

圖一

中國時報（2018/04/20）

A3 要聞

圖二

菊皆府秘書長 滿意度逾五
成
民調四成二認為民進黨應該
自提人選

圖一

圖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