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07/31《2018縣市長、議員選舉與2020總統大選》 

選情評估民意調查記者會新聞露出 

 

報導標題 媒體名稱與報導時間 連結 

電子媒體 

1.  
SEE YOU？親綠民調「近 6 成不支持蔡

英文連任」 
TVBS (2018/07/31 13:23) https://bit.ly/2LDmSWG 

2.  反對柯 P連任！他憂台灣安全恐受威脅 三立新聞網(2018/07/31 16:51) https://bit.ly/2vmYBJE 

3.  
馬英九再選 2020 總統？近七成民眾不

支持：麥擱來 
三立新聞網(2018/07/31 22:07) https://bit.ly/2M5fCip 

4.  

2020總統大選支持度 柯 P勝朱立倫蔡

英文 

首都選戰新民調 柯文哲 64%領先丁姚 

新北激戰! 侯友宜看好度 55.1%勝蘇貞

昌 

總統大選柯朱賴相比 賴清德支持度最

高 

年底選戰攸關 2020 布局 兩黨主席帶

頭衝 

台視新聞(2018/07/31) https://bit.ly/2LTzVmm 

5.  
姚文智民調低檔徘徊 洪耀福：外界低估

爆發力 
民視新聞(2018/07/31 17:17) https://bit.ly/2KfFcQm 

6.  
近六成民眾不挺蔡英文連任 2020大選

將推賴清德？ 
民視新聞(2018/07/31 11:57) https://bit.ly/2n2QAFY 

7.  
六都民調「柯 P 大勝藍綠」 侯勝蘇一

倍 
壹電視(2018/07/31 19:46) https://bit.ly/2AtnCsq 

8.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眾看好柯.侯稱霸雙

北 
華視(2018/07/31 19:58) https://bit.ly/2LXuq6g 

9.  
賴清德民調狂勝蔡英文 

總統府：無參考意義 
寰宇新聞(2018/07/31 19:45) https://bit.ly/2LTshrS 

 網路媒體 

1.  
【北市最新民調】6 成民眾看好柯文哲

連任 姚文智遭唱衰僅 9% 
蘋果即時(2018/07/31 13:20) https://bit.ly/2LJsC1l 

2.  
【最新民調】4 成支持柯文哲選總統 5

成 8 不支持蔡英文連任 
蘋果即時(2018/07/31 11:41) https://bit.ly/2An9pwU 

3.  
民調不利小英連任 勇哥憂「問題在周邊

的人」 
聯合新聞網(2018/08/01 08:05) https://bit.ly/2NW6Rb4 

https://bit.ly/2LDmSWG
https://bit.ly/2vmYBJE
https://bit.ly/2M5fCip
https://bit.ly/2LTzVmm
https://bit.ly/2KfFcQm
https://bit.ly/2n2QAFY
https://bit.ly/2AtnCsq
https://bit.ly/2LXuq6g
https://bit.ly/2LTshrS
https://bit.ly/2NW6Rb4


 
 

4.  
綠智庫民調：近 6成反對蔡英文連任 賴

神支持度下降 
聯合新聞網(2018/07/31 14:27) https://bit.ly/2NZ1mbO 

5.  
也是綠智庫民調 侯友宜看好度兩倍完

勝蘇貞昌 
聯合新聞網(2018/07/31 12:22) https://bit.ly/2OydIse 

6.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近六成不支持蔡

英文連任 
聯合新聞網(2018/07/31 11:26) https://bit.ly/2KhRWWq 

7.  
滅柯陰謀論基礎：民進黨支持者最不挺

柯 P 選 2020 
新頭殼(2018/07/31 16:29) https://bit.ly/2mYGiqt 

8.  
分裂投票？縣市長民進黨支持度高、縣

市議員國民黨支持度高！ 
新頭殼(2018/07/31 16:25) https://bit.ly/2Oud4Mo 

9.  蔡英文民調低 學者：小英已經跛腳了 新頭殼(2018/07/31 14:44) https://bit.ly/2KcmpoI 

10.  
親綠智庫民調：認為馬英九三中案清白

者 44.0%、不清白者 40.6% 
新頭殼(2018/07/31 11:59) https://bit.ly/2KbEovP 

11.  
綠智庫民調：近 5成 8反對蔡英文 2020

年連任 
新頭殼(2018/07/31 11:09) https://bit.ly/2Kcw9zF 

12.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過半民眾不支持

柯文哲 2020 選總統 
匯流新聞網(2018/07/31 ) https://bit.ly/2vn0HsN 

13.  
【有影】東亞青運主辦風波 最新民調：

5 成 6 民眾認為責任在中國 
匯流新聞網(2018/07/31 ) https://bit.ly/2LTkKth 

14.  
【有影】六都市長選舉看好度 柯文哲、

侯友宜、林佳龍穩定領先 
匯流新聞網(2018/07/31 ) https://bit.ly/2LQiS4G 

15.  
鄭文燦的 Magic 民調：85% 桃園人愛

慘！但全台灣對他的感覺倒普通 
報橘(2018/07/31) https://bit.ly/2OxqGa3 

16.  

扁系智庫 2020 民調挺新系賴清德？徐

佳青：過去或現在，總統參選人連任機

率幾乎百分之百 

風傳媒(2018/08/01 13:27) https://bit.ly/2Ati7d5 

17.  
蔡政府執政不力衝擊選情 親綠智庫民

調：民進黨縣市議員支持度落後國民黨 
風傳媒(2018/07/31 12:40) https://bit.ly/2M1WemB 

18.  

2018 縣市長選舉》親綠智庫民調柯文

哲連任「看好度」破 6 成！學者評：有

如「坦克車」 

風傳媒(2018/07/31 12:25) https://bit.ly/2Atbckk 

19.  

2020 總統大選》親綠智庫民調：近 6

成民眾不支持蔡英文連任，賴清德卻「鋒

芒畢露」 

風傳媒(2018/07/31 11:25) https://bit.ly/2Kd3QRH 

20.  2020總統大選 賴清德贏面大於蔡英文 美洲台灣日報(2018/07/31) https://bit.ly/2vswOY6 

21.  
2020 總統人選誰是 A、B、C 咖？ 民

調：小英再戰朱立倫恐失利… 
信傳媒(2018/07/31 14:22) https://bit.ly/2M30EJL 

22.  綠營民調:逾半民眾不支蔡英文連任 信報(2018/07/31 11:55) https://bit.ly/2K9L5yd 

23.  侯友宜直播話題吸引年輕選票？ 名 自由時報(2018/08/01 10:04) https://bit.ly/2LPK5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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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it.ly/2KhRWWq
https://bit.ly/2mYGiqt
https://bit.ly/2Oud4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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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it.ly/2KbEo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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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it.ly/2LQiS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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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it.ly/2M1WemB
https://bit.ly/2Atbckk
https://bit.ly/2Kd3QRH
https://bit.ly/2vswOY6
https://bit.ly/2M30EJL
https://bit.ly/2K9L5yd
https://bit.ly/2LPK5UY


 
 

嘴：手法太老舊 

24.  
智庫民調蔡英文連任支持度低 民進黨

人士：政治動機明顯 
自由時報(2018/07/31 20:36) https://bit.ly/2v6IrVs 

25.  
2020 總統大選民調贏蔡英文 朱立倫：

先做好新北市長 
自由時報(2018/07/31 18:12) https://bit.ly/2OyarJF 

26.  
2018 選舉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柯文

哲看好度大勝丁、姚 
自由時報(2018/07/31 13:02) https://bit.ly/2LFxl4b 

27.  
2020 總統大選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

賴清德贏面大於蔡英文 
自由時報(2018/07/31 12:10) https://bit.ly/2M1uONB 

28.  
民調：逾 6 成民眾看好柯文哲連任 5 成

不挺他選總統 
民報(2018/07/31 15:50) https://bit.ly/2LOlKiu 

29.  近 6 成反對蔡連任 若賴參選勝算大 台灣醒報(2018/07/31 14:17) https://bit.ly/2M6Ky22 

30.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 台北市民僅

10.6％看好姚文智選上北市長 
台灣好新聞網(2018/07/31 15:34) https://bit.ly/2M43WwF 

31.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蔡英文連任 近 6

成反對 
世界日報(2018/07/31 15:40) https://bit.ly/2vw8WDh 

32.  
選總統民調比蔡英文高 柯文哲：沒說

過要選 
今日新聞(2018/08/01 12:58) https://bit.ly/2n2R9j4 

33.  
北市長看好度 柯 64.4%、丁 12.8%、

姚 8.8% 
今日新聞(2018/07/31 13:08) https://bit.ly/2KcZGcg 

34.  
親綠民調 57.7%民眾不支持蔡英文競

選連任 
今日新聞(2018/07/31 12:58) https://bit.ly/2voWo0b 

35.  
施政不滿意度 44.8% 賴揆首度面臨死

亡交叉 
今日新聞(2018/07/31 12:25) https://bit.ly/2LSjoyQ 

36.  施正鋒為藍綠天王分級 吳敦義是C咖 中國評論新聞網(2018/07/31 15:41) https://bit.ly/2LNMGig 

37.  
施正鋒：蔡已跛腳 賴當 B 咖副手毀政

治生命（圖） 
中國評論新聞網(2018/07/31 12:58) https://bit.ly/2LRCJQW 

38.  
扁系六都看好度：柯穩北市、藍新北、

綠四都（圖） 
中國評論新聞網(2018/07/31 12:31) https://bit.ly/2LFrcoB 

39.  
扁系 2020 民調：柯勝蔡與藍軍、賴可

壓倒柯 
中國評論新聞網(2018/07/31 11:57) https://bit.ly/2mXvl8k 

40.  
扁系：近 5 成挺賴拚大位 僅 2 成 3 擁

蔡連任（圖） 
中國評論新聞網(2018/07/31 11:29) https://bit.ly/2LCYvbI 

41.  
姚文智民調低 施正鋒：球隊經理暗盤

講好了 
中國評論新聞網(2018/07/31 11:29) https://bit.ly/2M40gL4 

42.  
親扁民調擁賴打英 民進黨：民進黨總統

參選人連任機率百分百 中時電子報(2018/08/01 12:51) https://bit.ly/2Aqr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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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it.ly/2mXvl8k
https://bit.ly/2LCYvbI
https://bit.ly/2M40g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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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新北市長選情 親綠民調鬧自家人打自

家人 中時電子報(2018/08/01 12:50) https://bit.ly/2n3nTIN 

44.  
選總統看好度超過蔡英文 柯 P：我沒說

要選總統 中時電子報(2018/08/01 10:47) https://bit.ly/2LDOP0F 

45.  
他分析推倒民進黨的數張骨牌 最致命

的是... 
中時電子報(2018/08/01 08:23) https://bit.ly/2LTzvwi 

46.  近 6 成民眾表態 不支持蔡連任 
中時電子報(2018/08/01 04:09) https://bit.ly/2LSsCuX 

47.  
有玄機！ 黃暐瀚點出 2020 民調的綠

營內部風暴 
中時電子報(2018/07/31 21:19) https://bit.ly/2v4GmJA 

48.  
蔡英文超低民調 被爆料是親扁智庫修

理她 
中時電子報(2018/07/31 20:55) https://bit.ly/2Ovtrse 

49.  
蔡英文被爆料已跛腳 2020民調還慘輸

他 
中時電子報(2018/07/31 18:29) https://bit.ly/2mZiu5F 

50.  
《中時晚間快報》綠營民調：近 6 成不

挺小英連任 
中時電子報(2018/07/31 17:57) https://bit.ly/2O0tCuB 

51.  
新台灣國智庫民調 賴清德滿意度首度

出現死亡交叉 不滿意 44.8％ 
中時電子報(2018/07/31 12:28) https://bit.ly/2LV8Fng 

52.  
綠營民調 年底民進黨縣市議員支持度 

輸給國民黨 
中時電子報(2018/07/31 12:09) https://bit.ly/2vi0B5G 

53.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57.7％不支持蔡

英文參選 2020 連任 
中時電子報(2018/07/31 10:59) https://bit.ly/2ABH1Yn 

54.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57.7%民眾不支

持蔡英文連任 
中央廣播電台(2018/07/31 13:38) https://bit.ly/2OwzWec 

55.  
2020 支持度 賴清德 48.6%、蔡總統

23.4% 
中央廣播電台(2018/07/31 11:41) https://bit.ly/2vhuwLs 

56.  
柯文哲：從頭到尾沒說過要參選 2020

總統 
中央社(2018/08/01 13:51) https://bit.ly/2vwyujF 

57.  
5 成 6 民眾批中國打壓東亞青 但有 5

成藍選民認為台灣問題 
Ettoday (2018/07/31 13:27) https://bit.ly/2LVwN9H 

58.  
民調／57.7%不挺蔡英文連任 支持度

還輸柯文哲、馬英九 
Ettoday (2018/07/31 11:51) https://bit.ly/2ArnY2F 

 電視節目 

1.  年代向錢看 年代新聞(2018/07/31) https://bit.ly/2v6Ucv1 

2.  前進新台灣 三立新聞台(2018/07/31 ) https://bit.ly/2M83kGj 

 平面媒體 

1.  扁讀聯手 挺賴打英 深綠逼宮 中國時報 A1(2018/08/01)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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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英提早備戰 獨派奪權難 中國時報 A3(2018/08/01) 圖二 

3.  KP 若選 2020 贏馬蔡 

施正鋒：蔡已跛腳 賴是民進黨Ａ咖 

四成八民眾支持賴清德選總統 

蔡賴施政 不滿意皆超過滿意 

台灣時報 2 圖三 

4.  六都市長看好度 綠領先四都 

陳致中：綠北市長選情 危機亦轉機 
台灣時報 4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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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圖三 

  



 
 

圖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