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25《高雄市長韓國瑜施政滿意度與『罷免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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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幸遭罷免…他狂推韓國瑜轉型網
紅
罷韓最新民調曝光⋯他籲韓國瑜這樣
做
罷韓若成功…最新民調曝陳其邁對決
李佳芬補選結果
罷韓最新民調：六成高雄市民投同意
票
罷韓民調曝光⋯陳致中喊話韓國瑜：
像男人一樣正面應戰
高雄人為何堅定罷韓？律師揭三大關
鍵
罷韓最新民調! 近 6 成同意罷韓.贊成
韓自行請辭
韓國瑜慘了？高雄罷韓最新民調曝
網不可思議

三立新聞網(2020/03/25 17:10)

https://bit.ly/2QNBt2i

三立新聞網(2020/03/25 17:10)

https://bit.ly/3akAjmB

三立新聞網(2020/03/25 11:43)

https://bit.ly/2Uhs0Td

三立新聞網(2020/03/25 12:45)

https://bit.ly/33Sjb5p

三立新聞網(2020/03/25 16:51)

https://bit.ly/2UklpHO

三立新聞網(2020/03/25 13:15)

https://bit.ly/2QLcJHU

民視新聞(2020/03/25)

https://bit.ly/2Ji1Zg5

東森新聞(2020/03/25 18:45)

https://bit.ly/2WKDZdu

網路媒體
1.
2.
3.
4.
5.
6.
7.

罷韓最新民調！韓國瑜政見達成率 3
成給零分

近 6 成支持換市長

罷免韓國瑜案 民調︰近 6 成投同意
票
若遭罷免 韓國瑜這「5 條出路」 有
人想知道嗎？
民調：韓國瑜若遭罷免 陳其邁可望
補選上
高雄民調：近 6 成同意罷韓 估投出
106 萬同意票 遠超過門檻
罷韓民調／韓國瑜支持度崩盤

罷免

成功機會極高
民調顯示罷韓案成功機率高 若補選
藍營恐無人能一戰

蘋果即時(2020/03/25)

https://bit.ly/2QJR8zI

大紀元(2020/03/25)

https://bit.ly/2WHrOhG

新頭殼(2020/03/25 19:29)

https://bit.ly/3dwEIoA

新頭殼(2020/03/25 12:19)

https://bit.ly/2UEKxrk

新頭殼(2020/03/25 11:54)

https://bit.ly/2vOEtUW

匯流新聞網(2020/03/25)

https://bit.ly/2QNKQ25

匯流新聞網(2020/03/25)

https://bit.ly/2vPsExT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新冠肺炎也救
8.

不了韓國瑜！86 萬高雄人不顧疫情

風傳媒(2020/03/25 14:39)

https://bit.ly/2y1lasb

風傳媒(2020/03/25 22:41)

https://bit.ly/3bjxouK

信傳媒(2020/03/25 14:13)

https://bit.ly/2xlTJcu

今日新聞(2020/03/25 13:53)

https://bit.ly/2Ji4Up3

自由時報(2020/03/26 05:30)

https://bit.ly/2wrv3PH

自由時報(2020/03/25 13:11)

https://bit.ly/2UkiaQq

自由時報(2020/03/25 12:27)

https://bit.ly/3bpBstf

自由時報(2020/03/26 06:41)

https://bit.ly/39ffOGF

中時電子報(2020/03/25 12:43)

https://bit.ly/2QLhIs9

中時電子報(2020/03/25 11:44)

https://bit.ly/33KkG5A

中時電子報(2020/03/25 10:31)

https://bit.ly/2vQg5Cv

中時電子報(2020/03/25 15:50)

https://bit.ly/2y9XGRT

中時電子報(2020/03/26 11:18)

https://bit.ly/3dAGsgT

中時電子報(2020/03/25 13:20)

https://bit.ly/2xuIcaz

中時電子報(2020/03/25 18:38)

https://bit.ly/3bpw49G

Ettoday (2020/03/25 16:08)

https://bit.ly/2wu6cLb

Ettoday (2020/03/25 17:49)

https://bit.ly/2UmYjAl

上報(2020/03/25 10:30)

https://bit.ly/2Jeo0fR

放言(2020/03/25 17:35)

https://bit.ly/33Mvdgx

堅定罷韓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民調顯示近 6 成高雄人贊成罷免韓國
瑜

高市府回應了

高雄人忍不下去了 民調顯示就算疫
情惡化也有 86 萬票罷韓
罷韓民調公布 近六成高雄市民將投
同意
新台灣國策智庫罷韓民調 高雄市民
近 6 成會投同意票
民調五成七贊成罷韓 陳致中：難怪
國民黨想讓議會開議延期
罷免韓國瑜 最新民調︰59.5％高雄
市民會投下同意票
韓國瑜若遭罷免下一步？ 他爆只能
選桃園市長
若罷韓通過…最新補選民調 陳其邁、
李佳芬對決結果驚人
疫情嚴重 近 4 成 7 高雄市民不要續
辦罷韓
以為疫情會救韓國瑜...高雄市民恨意
驚呆綠議員
看完「罷韓」民調不忍了？陳致中一
句話怒嗆韓！
「這政黨」挺韓超震撼！網驚喊：果
然一家親
韓國瑜最新民調終出爐！高雄市民選
擇太嚇人...

22. 最新罷韓民調出爐 高市府回應了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6 成高雄市民
23. 支持罷韓、估 86 萬票「罷掉韓國
瑜」
24.
25.

58.2％高雄市民想換市長

陳致中

酸：難怪藍營想延期開議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57.5%支持罷
韓、69.7%會投票
疫情也擋不住五成六高雄人罷韓決

26. 心！尹立：民主也是保高雄、保台灣
健康的方式

27.
28.

泛绿民调：韩国瑜难逃罢免 台副阁
揆或将代之
罷韓決戰！若不幸遭罷免 他供韓國
瑜這「5 條出路」

多維新聞(2020/03/25 17:35)

https://bit.ly/33Mo6EV

聯合新聞網(2020/03/25 18:30)

https://bit.ly/2xpuhCK

民眾新聞網(2020/3/25 13:59)

https://bit.ly/3dvB9PC

台北時報(2020/03/26 )

https://bit.ly/2QJU6US

智庫民調估罷韓將獲 86 萬同意票 未
29. 來事件交易所預測罷韓通過機率
74.44
30.

Han Kuo-yu likely to be recalled:
survey

平面媒體
1.

Han Kuo-yu likely to be
台北時報(2020/03/25)

recalled: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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