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03/18《2020 總統大選選情民調系列五：蔡、柯、韓、朱、

王、吳誰勝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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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賴清德選總統 他直言「蔡英文與柯

文哲 GG 了」 
TVBS (2019/03/18 21:36) https://bit.ly/2WbrMet 

2.  
徵召韓迎戰賴？ 吳敦義：可以重要

參考 
TVBS (2019/03/18 18:32) https://bit.ly/2ujcckR 

3.  
成功不必在我到承擔責任 賴蔡劃清

界線 
TVBS (2019/03/18 19:42) https://bit.ly/2HurqfI 

4.  
綠智庫最新民調 賴 50.9%大贏蔡

29.2% 
TVBS (2019/03/18 12:43) https://bit.ly/2TgLC6e 

5.  
新台灣國策智庫最新民調 賴清德選

總統領先韓國瑜、柯文哲 
三立新聞網(2019/03/18 18:01:00) https://bit.ly/2ufTXgm 

6.  
獨派智庫民調 50.9%支持賴清德代

表民進黨選總統 
三立新聞網(2019/03/18 11:17:00) https://bit.ly/2TN14fu 

7.  
獨派力挺賴清德！辜寬敏：民進黨不

會分裂 
民視新聞(2019/03/18 18:47:47) https://bit.ly/2HGFWjz 

8.  
賴清德民調領先韓國瑜、柯文哲 陳

致中：抗「韓」羽絨衣 
民視新聞(2019/03/18 14:47:26) https://bit.ly/2HEraKl 

9.  
民進黨 2020 誰來選? 5 成民調挺賴

清德 
華視(2019/03/18 16:59) https://bit.ly/2HHNylR 

10.  
賴清德投入總統初選  

民調獲逾五成相挺 
寰宇新聞網(2019/03/18) https://bit.ly/2TdZuOE 

 網路媒體 

1.  
賴清德直球對決蔡英文 黨內人士：

兩人都會選到底 
蘋果即時(2019/03/18 22:40) https://bit.ly/2W99iLK 

2.  
他看完賴清德記者會只有 1 感想 

「小英柯 P 全 GG 了」 
蘋果即時(2019/03/18 17:22) https://bit.ly/2Tg20Ut 

3.  
新台灣智庫民調：賴清德選總統 壓

倒韓國瑜、柯文哲 
蘋果即時(2019/03/18 12:36) https://bit.ly/2HGVDHO 

4.  
與賴清德領表同天公佈 民調：賴支

持度大勝蔡英文 21% 
新頭殼(2019/03/18 10:47) https://bit.ly/2W3VlhO 

5.  
看完賴清德記者會 他直言「蔡英文

與柯文哲 GG 了」 
新頭殼(2019/03/18 15:10) https://bit.ly/2Ti0i4S 



 

 

6.  
賴清德參選震撼彈 連陳水扁也看走

眼 
新頭殼(2019/03/18 11:01) https://bit.ly/2FkIbHM 

7.  
民調指賴清德完勝國民黨參選人 王

金平：參考就好 
新頭殼(2019/03/19 10:28) https://bit.ly/2TiXIvq 

8.  
賴清德宣布參選贏面大 智庫最新民

調領先所有候選人 
匯流新聞網(2019/03/18) https://bit.ly/2TWDEn4 

9.  

親綠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賴清德選

2020 總統 險勝韓國瑜 0.6 個百分

點 壓垮柯文哲 

風傳媒(2019/03/18 19:40) https://bit.ly/2ubmx2u 

10.  
全民調初選制度下 蔡英文、賴清德

還有協調空間？ 
信傳媒(2019/03/18 17:31) https://bit.ly/2HHPo6f 

11.  
賴清德贏在比小英更「綠」他能抵抗

韓流跟白色力量？ 
信傳媒(2019/03/18 15:44) https://bit.ly/2HGuxAz 

12.  自由限時批》賴，神救援？！ 自由時報(2019/03/18 15:53) https://bit.ly/2Y6sJXd 

13.  
新台灣國策智庫總統大選民調 賴

50.9％：英 29.2％ 
自由時報(2019/03/18 13:37) https://bit.ly/2Hx00ps 

14.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賴清德選總統 

完勝藍營與柯 P 
民報(2019/03/18 18:58) https://bit.ly/2FfcmyT 

15.  

【專欄】 關鍵時刻 正確選擇 

─賴清德投入 2020 總統選局 舉足輕

重 

民報(2019/03/18 16:29) https://bit.ly/2Hulfsa 

16.  
賴神戰小英！黃國昌曝「關鍵點」語

帶玄機：民調說明一切 
今日新聞(2019/03/18 07:04:19) https://bit.ly/2TMIrbi 

17.  
賴神、小英誰最有資格參選 2020？

陳致中開出「3 條件」 
今日新聞(2019/03/18 07:38:37) https://bit.ly/2W8vd5u 

18.  
NOW 早報／親綠民調出爐！賴清德

贏小英 PK 韓國瑜也勝 
今日新聞(2019/03/19 06:36:53) https://bit.ly/2Y8wiMK 

19.  
最新民調：賴清德參選 2020 可勝過

藍白群雄 
中時電子報(2019/03/18 11:13) https://bit.ly/2Obkkx3 

20.  
他看完賴清德記者會的感想…「蔡英

文和柯文哲都 GG 了！」 
Ettoday (2019/03/18 18:38 https://bit.ly/2JnbVIh 

21.  
賴神民調狂勝藍綠白？ 朱立倫酸：

果然賴院長是最強的 
Ettoday (2019/03/19 13:02 https://bit.ly/2CqkPyw 

22.  
【2020 總統民調】賴清德最強「藍

白通殺」 蔡英文出戰僅贏吳敦義 
上報(2019/03/18 16:04:00) https://bit.ly/2Flgzm0 

23.  

賴民調 50.9%勝小英 21.7%綠營初選

機制引關注！民進黨發言人：將採全

民調... 

放言(2019/03/18 14:33) https://bit.ly/2FjKICf 

24.  賴神民調大勝小英 贏過韓、柯 旺報(2019/03/19 04:10) https://bit.ly/2TK0zCO 



 

 

25.  
智庫最新民調：賴清德支持度大勝蔡

英文 
經濟日報(2019/03/18 12:11) https://bit.ly/2UHfdHu 

26.  
智庫最新民調：賴清德支持度大勝蔡

英文 
聯合新聞網(2019/03/18 12:11) https://bit.ly/2CtDCJm 

27.  
影／賴選總統民調大勝蔡 21% 支持

赦扁逼小英表態 
聯合新聞網(2019/03/18 16:49) https://bit.ly/2uedFsT 

28.  
政治是化學？ 扁：賴參選總統、韓

如被徵召都不奇怪 
聯合新聞網(2019/03/19 12:36) https://bit.ly/2Jn0Oiu 

 平面媒體 
 

圖一 

1.  
2020 總統大選 綠智庫最新民調 

賴神大勝小英 打敗藍白群雄 

中國時報 A2(2019/03/19) 圖一 

2.  
Most would not support Tsai 

re-election bid:survey 

TAIPEI TIMES(2019/03/19)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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