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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調查發佈記者會新聞露出
報導標題

媒體名稱與報導時間

連結

電子媒體
1.
2.
3.
4.
5.
6.
7.
8.

蔡英文 2020 穩輸？ 綠智庫：除非國
1
民黨派「他」選
老娘不幹了！沈富雄神解小英不選
2020 是因為「他」
最新民調！2020 大選

柯文哲、賴清

德、韓國瑜三強鼎立
他曝蔡英文「連任基準」

兩個可能不

選 2020
蔡總統滿意度探低 最新民調「柯戰
2020」穩贏藍綠
蔡總統滿意度剩 19% 2020 藍綠白三方
支持度拉近
2020 總統大 PK 蔡英文只贏他
民進黨 2020 總統誰選？
沈富雄：兩可能讓蔡英文不選

TVBS (2018/12/20 20:14)

https://bit.ly/2EGmym7

TVBS (2018/12/21 10:54)

https://bit.ly/2EC4kBm

三立新聞網(2018/12/20 16:22:00)

https://bit.ly/2UU43j0

三立新聞網(2018/12/21 08:09:00)

https://bit.ly/2Bya0Jv

民視新聞(2018/12/20 17:07:47)

https://bit.ly/2QIpDZp

民視新聞(2018/12/20 13:27:30)

https://bit.ly/2rNDP4k

華視(2018/12/20 15:30)

https://bit.ly/2Sexp9Y

寰宇新聞網(2018/12/21)

https://bit.ly/2BwpAph

網路媒體
1.
2.
3.
4.
5.
6.
7.
8.

綠智庫：除非國民黨派吳敦義

否則蔡

英文 2020 無勝算
蔡拚連任僅贏吳！扁智庫：柯文哲選
2020 對決藍、綠都贏
民進黨敗選怪誰？ 智庫：5 成民眾把矛
頭指向蔡英文
小英滿意度再創新低!扁智庫民調：
66.8%民眾不滿表現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 / 學者：柯文哲必
須說清楚定位 才有機會挑戰總統大位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 / 2020 柯文哲選
總統聲勢高
親綠國策智庫民調》柯文哲成「台灣最
大尾」？近 5 成民眾支持柯選總統
親綠國策智庫民調》僅逾 2 成民眾挺蔡

蘋果即時(2018/12/20 15:36)

https://bit.ly/2Sju0XP

新頭殼(2018/12/20 13:17)

https://bit.ly/2T8441l

新頭殼(2018/12/20 12:52)

https://bit.ly/2AbVmb9

新頭殼(2018/12/20 11:51)

https://bit.ly/2EGZrb8

匯流新聞網(2018/12/20)

https://bit.ly/2rMb4Fg

匯流新聞網(2018/12/20)

https://bit.ly/2V1o736

風傳媒(2018/12/20 12:26)

https://bit.ly/2AjCabJ

風傳媒(2018/12/20 11:41)

https://bit.ly/2S8LaHu

英文連任

若「換將」推賴清德則突破
5 成支持度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親綠國策智庫民調》蔡英文想連任總統
要靠他才有機會
親綠國策智庫民調》九合一民進黨大敗
超過 5 成民眾認為蔡英文應負責
他打遍天下無敵手 如果明天就投票 總
統會姓「柯」
2020 大選態勢 民調：柯、賴、朱三強
鼎立
2020 總統大選

民調：挺蔡英文連任

只 2 成，逾 6 成不支持
問 2020 柯 P 領先 綠營民調蔡落後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

蔡英文不滿意度

66.8%創新高
民進黨 2020 換人爭大位？沈富雄曝兩
可能：老娘不幹了！
柯文哲 2020 無敵？

無法含糊面對的

問題
2020 誰出征

蔡賴配支持度僅 3 成

柯 P 選總統 打趴藍綠無敵手
蔡英文滿意度只剩 19％ 66.3％不支持
選總統
綠民調民進黨人氣王 總統一路輸給朱
立倫跟韓國瑜
沈富雄爆：兩個可能 讓蔡英文不選
2020

23. 綠營民調 柯 P 選總統 KO 蔡賴朱吳韓
24.
25.
26.
27.
28.

影》綠營智庫民調：選後蔡英文不滿意
度創新高 近 7 成
老娘不幹了」沈富雄神解兩個可能：蔡
英文不參選 2020 改換他
民調／蔡英文、賴清德 2020 只贏吳敦
義 柯文哲出馬橫掃藍綠
綠營民調力拱 2020 年橫掃藍綠

柯文

哲：後面不知道什麼陰謀
【直播】新台灣國策智庫： 2020 大選
關鍵在「柯文哲是否參選」

29. 放．數據 扁家智庫民調：2020 總統選

風傳媒(2018/12/20 18:03)

https://bit.ly/2RcEhHU

風傳媒(2018/12/20 11:35)

https://bit.ly/2LtiUN4

信傳媒(2018/12/20 14:38)

https://bit.ly/2rQgdfn

自由時報(2018/12/20 11:17)

https://bit.ly/2R89HPz

民報(2018/12/20 16:02)

https://bit.ly/2SeZs9s

台灣醒報(2018/12/20 18:24)

https://bit.ly/2LsaRA5

台灣好新聞網(2018/12/20 13:12)

https://bit.ly/2RbhRXt

今日新聞(2018/12/21 11:08:09)

https://bit.ly/2LsUL9u

今日新聞(2018/12/20 13:47:28)

https://bit.ly/2EHmd2S

今日新聞(2018/12/20 11:47:57)

https://bit.ly/2EDp7V9

中時電子報(2018/12/21 04:10)

https://bit.ly/2GAEgcC

中時電子報(2018/12/20 19:13)

https://bit.ly/2Acprav

中時電子報(2018/12/20 12:58)

https://bit.ly/2R8iwca

中時電子報(2018/12/21 01:58)

https://bit.ly/2Cs2y4w

中時電子報(2018/12/20 13:06)

https://bit.ly/2EH3zbh

中時電子報(2018/12/20 11:55)

https://bit.ly/2PQ19Io

Ettoday (2018/12/21 06:59)

https://bit.ly/2SdCEqx

Ettoday (2018/12/20 11:15)

https://bit.ly/2CrW8Cc

Ettoday (2018/12/21 14:03)

https://bit.ly/2BIgd63

上報(2018/12/20 11:12:00)

https://bit.ly/2UZyx3b

放言(2018/12/20 18:46)

https://bit.ly/2V2nNkO

舉藍綠吳敦義蔡英文最弱勢；柯、賴、
朱平分秋色
30.
31.
32.

放．數據 2020 民進黨立委戰支持度墊
底！以 16.9%輸給國民黨、第三勢力
競選總統柯文哲領先 綠營民調不挺小
英
沈富雄：兩個原因 可能讓蔡英文不選
2020

33. 《政治》柯 P 選總統，打趴藍綠無敵手
34.
35.
36.
37.

蔡英文不滿意度新高
綠營智庫選後首民調：2020 年總統態
勢 柯參選是關鍵
綠民調民進黨人氣王 總統一路輸給朱
立倫跟韓國瑜
影》綠營智庫民調：選後蔡英文不滿意
度創新高 近 7 成

放言(2018/12/20 19:33)

https://bit.ly/2R8p4rm

聯合新聞網(2018/12/20 20:07)

https://bit.ly/2rPA9zk

聯合新聞網(2018/12/21 10:46)

https://bit.ly/2R93Ol5

時報資訊(2018/12/21 08:13)

https://bit.ly/2PPqOB2

明報新聞網(2018/12/21)

https://bit.ly/2LtXC1T

大紀元(2018/12/20 2:59)

https://bit.ly/2Lvda5w

工商時報(2018/12/20 12:58)

https://bit.ly/2EFOu9Z

工商時報(2018/12/20 11:55)

https://bit.ly/2UZAGff

平面媒體
1.

新台灣國策智庫最新民調
中國時報 A3(2018/12/21)

圖一

台灣時報 1(2018/12/21)

圖二

6 成 6 拒蔡連任

台灣時報 1(2018/12/21)

圖二

逾五成民眾不滿意蔡賴表現

台灣時報 1(2018/12/21)

圖二

TAIPEI TIMES(2018/12/21)

圖三

柯 P 選總統 打趴藍綠無敵手
2.

民意 48%挺柯選總統
白色力量煞倒藍綠

3.
4.
5.

Most would not support Tsai
re-election bid:survey

圖一

圖二

圖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