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5/22「 六都市長就任三年半施政滿意度暨年底大選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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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都施政滿意度鄭文燦奪冠 柯 P
跌破 5 成
年底大選支持度 新北市侯友宜
勝蘇貞昌
新民調! 台北三強鼎立 柯文哲
小勝丁守中

台視新聞（2018/05/22）

https://bit.ly/2x4mdGY

華視新聞（2018/05/22 14:17）

https://bit.ly/2kinIIi

華視新聞（2018/05/22 19:39）

https://bit.ly/2s2TopA

華視新聞（2018/05/23 12:47）

https://bit.ly/2s3J3tk

寰宇新聞（2018/05/22 12:25）

https://bit.ly/2Lmj6NJ

三立新聞網（2018/05/22 11:37）

https://bit.ly/2ICNy8K

三立新聞網（2018/05/22 12:25）

https://bit.ly/2kiXVzY

桃園.台中.台南.高雄 民進黨人
選贏面大
2018 年藍綠版圖新民調 與 4 年
前"變動不大"
六都市長滿意度民調 鄭文燦奪
冠
民進黨選對會 將邀呂秀蓮.姚文
智協調
新北爭霸戰 侯友宜民調勝蘇貞
昌
六都首長施政好感度
鄭文燦林佳龍登冠亞軍
綠智庫民調：逾 5 成六都市民不
滿意蔡政府
綠智庫民調：柯 P 無論對手是誰
都會勝選
民調專家：柯 P 只要拿 5%選票
小英恐難連任

三立新聞網（2018/05/22 13:10）

他說：柯 P 拿 5%選票 小英恐難

Yahoo!（2018/05/22 13:15）

三立新聞

https://bit.ly/2IIwSIR
https://bit.ly/2s0jhWU

連任
綠智庫民調好感度奪冠
宜：又不能當飯吃

侯友

三立新聞網（2018/05/23 12:01）

https://bit.ly/2KNdomS

六都首長滿意度 桃園市長鄭文
燦蟬聯冠軍
駁選北市長 陳菊：沒什麼能讓
我受傷

民視新聞（2018/05/22 14:07）

https://bit.ly/2KLElHz

https://bit.ly/2KNq2Cq

民視新聞（2018/05/22 18:07）

https://bit.ly/2x1uf3r

綠智庫民調：侯友宜挫蘇貞昌
柯文哲獨強
蘇貞昌批新北市府沒政績

朱立

倫開酸：老縣長年紀大

TVBS（2018/05/22 12:42）

TVBS（2018/05/22 23:53）

中央通訊社

https://bit.ly/2ICSdYi

https://bit.ly/2KOQKe6

網路媒體
最新民調：六都市民 5 成不滿意
蔡英文

3 成 9 不滿意賴清德

【北市選戰】最新民調：柯文哲
領先

賴神、花媽參選都沒用

蘋果即時（2018/05/22 10:17）

https://bit.ly/2x2I2H5

蘋果即時（2018/05/22 11:07）

https://bit.ly/2rZPBt0

蘋果即時（2018/05/22 16:16）

https://bit.ly/2GIWRhB

中央通訊社（2018/05/22 14:13）

https://bit.ly/2KMXfOe

自由時報（2018/05/22 12:27）

https://bit.ly/2kj0HFo

自由時報（2018/05/22 12:39）

https://bit.ly/2s9r9F0

自由時報（2018/05/22 12:40）

https://bit.ly/2IKLL1u

自由時報（2018/05/22 13:28）

https://bit.ly/2GGe5fz

自由時報（2018/05/23）

https://bit.ly/2GJiFt6

自由時報（2018/05/24 18:00）

https://bit.ly/2J2xRXG

風傳媒（2018/05/22 12:38）

https://bit.ly/2wZyT1M

風傳媒（2018/05/22 13:17）

https://bit.ly/2IJS94E

風傳媒（2018/05/22 14:30）

https://bit.ly/2s3n5G8

【民調片】最新民調：侯友宜好
感度 50.2%奪冠

蔡英文 35.6%

僅排第八
綠智庫民調：侯友宜挫蘇貞昌 柯
文哲獨強
綠智庫民調：逾 5 成六都市民不
滿意蔡執政
綠智庫民調：民進黨派誰選北市
都是柯文哲勝
柯 P 獲郁慕明相挺能吸新黨票？
姚立明這樣分析...
新台灣智庫六都民調 台中市名
列宜居城市之冠
〈中部〉宜居城市六都民調 台中
市居冠
自由廣場》《金恒煒專欄》斬柯
拔丁的兵法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台北市長
選舉「三咖督」

綠營不論派誰

柯文哲都領先
六都民眾好感度評比

侯友宜、

柯文哲分居一、二名
綠派誰出來戰北市都是陪選？學

者：民進黨應該趁機講國政規劃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六都宜居
城市民調

台中第一

北市居次

風傳媒（2018/05/22 18:00）

https://bit.ly/2IYs4Cx

風傳媒（2018/05/22 18:14）

https://bit.ly/2x8NEPR

信傳媒（2018/05/22 15:58）

https://bit.ly/2GFtHzO

信傳媒（2018/05/23 13:04）

https://bit.ly/2s7XDPW

信傳媒（2018/05/23 18:05）

https://bit.ly/2GJPExK

ETtoday（2018/05/22 13:23）

https://bit.ly/2KOEt9t

ETtoday（2018/05/22 13:46）

https://bit.ly/2wZE6Xo

ETtoday（2018/05/23 12:21）

https://bit.ly/2IMdY3B

今週刊 （2018/05/22）

https://bit.ly/2x1sPpD

民報（2018/05/22 14:15）

https://bit.ly/2IWruVX

民報（2018/05/22 17:01）

https://bit.ly/2GGKoeg

聯合新聞網（2018/05/22 12:07）

https://bit.ly/2IDZQ0A

聯合新聞網（2018/05/22 14:14）

https://bit.ly/2Lnr4Gv

聯合新聞網（2018/05/22 17:33）

https://bit.ly/2IE1IpZ

聯合新聞網（2018/05/22 17:57）

https://bit.ly/2IG5Od9

聯合新聞網（2018/05/22 19:10）

https://bit.ly/2kgxYRm

聯合新聞網（2018/05/23 11:32）

https://bit.ly/2x7qnxF

中國評論網（2018/05/22 12:16）

https://bit.ly/2kn1Sn8

打算一區挺 1 到 2 席「友柯議
員」？柯文哲：愈說愈多，乾脆
說挺 6 席算了
民進黨若雙北雙輸 換總統大選
「三咖督」？
要避免被中國打壓 蔡英文須先
拉高民調滿意度
姚呂政見辯論一較高下 接下來
綠營要「打柯」還「打丁」？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柯文哲支
持度破 33％稱霸

菊、賴都難敵

民調宜居城市拔頭籌

台中市政

府：繼續努力
六都民眾好感度第一

侯友宜：

這不能當飯吃啦！
綠智庫民調》就算請出花媽選北
市 柯文哲還是會連任
民調：柯文哲青年滿意度逼近 9
成 民進黨北市推人都第三名
評柯文哲現象 學者：民進黨民調
不拉高會被棄保
親綠智庫調查：台中宜居城市三
連霸 鄭文燦滿意度六都居冠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 不論賴菊
姚都打不贏柯文哲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柯文哲獨佔
鰲頭 他淡定說看看就好
影／民調變變變！柯又贏丁勝綠
天王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侯贏蘇 葉
元之酸洪耀福應公開譴責
好感度民調拿下第一名 侯友
宜：這不能當飯吃
扁系民調：北市長選舉

柯文哲

一馬當先
傾綠學者：柯文哲搶佔中間選民
趨勢在擴大
吳世昌：柯 P 若選 2020 可讓民
進黨不當選
中評關注：扁系民調侯友宜衝最
高

意有所指

綠智庫民調侯友宜好感度衝高
意有所指？
年底縣市長選舉 民調：51.3％看
好侯友宜當選
國民黨新救世主？民調：侯友宜
好感度 50.2％奪冠
綠智庫民調：中市長選舉 林佳龍
43％勝盧秀燕 32.2％
年底選舉 綠智庫民調：不論幾打
幾 柯文哲都勝出
綠智庫民調侯友宜好感度衝高
意有所指？
新聞透視－民進黨戰略底定 先
護基本盤再求勝選
年底選舉民調：北市柯文哲勝出
新北市侯友宜獲勝
專家：總統大選柯文哲若拿 5 趴
蔡英文就可能輸了
政治人物好感度第一！侯友宜：
這又不能當飯吃
呂或姚？民進黨：26 日北市政見
會後 進行內部民調
林朝億觀點》刮掉奶油的民進黨
北市長提名
六都首長滿意度 鄭文燦 7 成 8
最高
台智庫最新民調

5 成六都市民

不滿意蔡英文表現
柯 P 北市贏面大 學者：中間選
民決勝
柯文哲民調領先

民進黨派賴

揆、花媽都不敵
綠智庫民調：柯文哲領先藍綠群

中國評論網（2018/05/22 14:37）

https://bit.ly/2KMP0lq

中國評論網（2018/05/22 14:39）

https://bit.ly/2IIE1bY

中國評論網（2018/05/23 00:19）

https://bit.ly/2kghFUL

中國評論網（2018/05/23 08:09）

https://bit.ly/2s1HsV5

中時電子報（2018/05/22 12:25）

https://bit.ly/2J1eE8A

中時電子報（2018/05/22 13:05）

https://bit.ly/2IZpnk5

中時電子報（2018/05/22 13:47）

https://bit.ly/2xaDWwi

中時電子報（2018/05/22 13:48）

https://bit.ly/2kiq1eF

中時電子報（2018/05/23 08:09）

https://bit.ly/2s1HsV5

中時電子報（2018/05/24 04:10）

https://bit.ly/2J0wed4

新頭殼（2018/05/22 10:49）

https://bit.ly/2ki4KBS

新頭殼（2018/05/22 13:08）

https://bit.ly/2IFqJwR

新頭殼（2018/05/23 11:48）

https://bit.ly/2s46q6f

新頭殼（2018/05/23 13:32）

https://bit.ly/2LolRy0

新頭殼（2018/05/23 16:56）

https://bit.ly/2KPZG2M

大紀元（2018/05/22）

https://bit.ly/2KQ6cXk

東網（2018/05/22 13:24）

https://bit.ly/2LpI6Un

台灣醒報（2018/05/22 14:47）

https://bit.ly/2Ln0LQH

今日新聞（2018/05/22 15:14）

https://bit.ly/2GJapJJ

台灣好新聞報（2018/05/22 16:05）

https://bit.ly/2x1oyCB

雄 打趴賴清德、陳菊
林昶佐：「國民黨漁翁得利機會
報菊（2018/05/23）

https://bit.ly/2GKogzE

台灣新浪網（2018/05/23 10:32）

https://bit.ly/2IFf993

中廣新聞網（2018/05/23 12:39）

https://bit.ly/2klse8Q

哲、賴清德、林佳龍

匯流新聞網（2018/05/22）

https://bit.ly/2IF7fwD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六都民眾

蕃薯藤（2018/05/22 14:09）

https://bit.ly/2J050Di

匯流新聞網（2018/05/22）

https://bit.ly/2x2FwAD

大」，民調仍指柯文哲支持率得
冠
選戰/扁系民調侯友宜衝最高
意有所指
好感度第一 侯友宜:民調越高壓
力越大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六都民眾
好感度 前四名為侯友宜、柯文

對侯友宜、柯文哲最有好感
【有影】最新民調：最宜居城市
台中四連霸 鄭文燦滿意度六都
最高
【有影】年底選舉柯文哲贏面大
48%台中市民看好林佳龍當選

匯流新聞網（2018/05/22 16:39）

匯流新聞網

https://bit.ly/2x4nCgz

電視節目
新台灣加油

三立 Live 新聞（2018/05/22）

https://bit.ly/2s3hMqj

平面媒體
-

電子媒體：15 則
網路媒體：58 則
電視節目： 1 個
平面媒體： 0 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