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5/07《520 蔡英文總統就職 

總統、閣揆與主要部會首長施政總體檢與防疫表現滿意度  」                

最新民調記者會新聞露出 

 

報導標題 媒體名稱與報導時間 連結 

電子媒體  共 13 則 

1.  
國民黨支持度雪崩剩 9.2% 李來希

點出原因：拒戰畏戰！ 
三立新聞網(2020/05/08 09:13) https://bit.ly/3dnXVYT 

2.  
二大一廣場／蔡英文民調爆表！因 3

位部長做了這些事！ 
三立新聞網(2020/05/07 17:42) https://bit.ly/2L6VYE7 

3.  
「還要他怎樣」！陳時中民調 93%爆

表…網揪到底誰不滿意 
三立新聞網(2020/05/07 16:11) https://bit.ly/3drKNBS 

4.  
最新民調／國民黨支持度雪崩…撞馬

英九最低支持度 9.2% 
三立新聞網(2020/05/07 11:23) https://bit.ly/2SL8bCy 

5.  
最新民調／陳時中滿意度 9 成 3 爆表 

他緊追在後 
三立新聞網(2020/05/07 11:08) https://bit.ly/3bdqKpw 

6.  
最新民調／任內滿意度創新高 蔡英

文 7 成 4、蘇貞昌 6 成 8 
三立新聞網(2020/05/07 11:00) https://bit.ly/3ftq1Ur 

7.  
快訊／紓困最新民調出爐！政院 1.05

兆補助…近 7 成滿意 
三立新聞網(2020/05/07 10:57) https://bit.ly/3cdOxXr 

8.  
陳時中民調誰不滿意？網揪這群人曝

光 
三立新聞網(2020/05/07 16:11) https://bit.ly/3cguB6f 

9.  
執政將進入第二任期！蔡英文滿意度

達 74.5％創新高 
民視新聞(2020/05/07 23:53) https://bit.ly/2zmWdYN 

10.  
民調滿意度 93%！陳時中仍自責 認

這 3 件事沒做好 
東森新聞(2020/05/07 20:44) https://bit.ly/2YISe3z 

11.  蔡總統滿意度逾 7 成 創歷史新高! 華視新聞(2020/05/07 12:52) https://bit.ly/35IaziK 

12.  
蔡聲望 74％新高！陳時中「93％滿

意爆表」 
壹電視(2020/05/07 15:32) https://bit.ly/35HcUKC 

13.  

陳時中民調衝 93% 防疫大考成績海

放蔡蘇 

阿中 4 個月沒休假居冠 林佳龍吳釗

燮居後 

台視新聞(2020/05/07) https://bit.ly/2L9Hcwr 



 

 

520 內閣不動? 沈榮津鄭麗君陳其邁

入榜 

大考不及格? 嚴德發徐國勇陳明通被

點名換 

防疫大考測內閣深度 520"風吹多大"

看成績 

網路媒體  共 44 則 

1.  
民調：陳時中滿意度 93.4% 成長近

60 百分點 
大紀元(2020/05/07) https://bit.ly/3fwnwRi 

2.  
民調：陳時中滿意度逼 94%、政府防

疫滿意度 91.7% 
新頭殼(2020/05/07 14:43) https://bit.ly/3dkJUem 

3.  
內閣民調 / 蘇貞昌內閣總體檢：陳

時中三冠、林佳龍居次 
匯流新聞網(2020/05/07) https://bit.ly/2YIlLuc 

4.  
內閣民調 / 首長滿意度衝高 陳時中

林佳龍沈榮津「防疫三傑」 
匯流新聞網(2020/05/07) https://bit.ly/2A9LFNj 

5.  
內閣民調 / 總統支持度創新高 陳時

中政策滿意度爆衝達 93.9% 
匯流新聞網(2020/05/07) https://bit.ly/3ds3oh8 

6.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國民黨支持度

僅剩 9.2% 慘遭民眾黨超車 
風傳媒(2020-05-07 13:18) https://bit.ly/3ftZDcR 

7.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行政院 15 部

長大車拚！陳時中勇奪「三冠王」 
風傳媒(2020-05-07 16:47) https://bit.ly/2LbM5oE 

8.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520 內閣改組

該換掉誰？排第 1 的是他 
風傳媒(2020-05-08 09:20) https://bit.ly/2SLay8q 

9.  
民調》滿意度倒數三名的部會是..首

長滿意度牽動 520 內閣改組 
信傳媒(2020-05-07 13:05) https://bit.ly/2xNGTnU 

10.  
內閣改組想換掉誰？民調結果他拿第

一 
今日新聞(2020/05/07 12:01) https://bit.ly/2WG6uY8 

11.  
紓困滿意民調曝光！「驚人數據」全

驚呆：我活在平行世界 
今日新聞(2020/05/08 08:30) https://bit.ly/2AaFhp5 

12.  
部會首長知名度滿意度民調 陳時

中、林佳龍狠甩 13 人 
今日新聞(2020/05/07 11:47) https://bit.ly/3dsdEGh 

13.  
綠營智庫民調蔡總統滿意度創新高 

僅一成民眾不滿意 
自由時報(2020/05/07 12:11) https://bit.ly/2WbiJgs 

14.  
綠營智庫民調 陳時中滿意度衝到

93.4％ 最需更換首長前 3 名是他們 
自由時報(2020/05/07 13:22) https://bit.ly/2L7ftwc 

15.  
陳明通被點名該換掉 陸委會：虛心

受教 
自由時報(2020/05/07 17:53) https://bit.ly/2LbXXag 

16.  
被點名最該撤換部會首長 徐國勇：

會參考 
自由時報(2020/05/07 18:31) https://bit.ly/2yrJLHr 



 

 

17.  
綠營最新民調！國民黨支持度雪崩 

這個黨將取而代之 
中時電子報(2020/05/07 11:29) https://bit.ly/2LbYfOo 

18.  
綠營智庫民調 陳時中勇冠三軍！各

部會看不到車尾燈 
中時電子報(2020/05/07 12:07) https://bit.ly/3dpnHfi 

19.  
綠智庫首長民調林佳龍第 2 綠委回

應了 
中時電子報(2020/05/07 17:30) https://bit.ly/2xIuPEg 

20.  
蔡政府最新民調終出爐！網看完：笑

死人 
中時電子報(2020/05/07 17:09) https://bit.ly/2YKLzGe 

21.  
【520 前夕】蔡政府民調創新高 蔡

英文滿意度 74.5%蘇貞昌 68.9% 
上報(2020/05/07 13:38) https://bit.ly/35IoUfe 

22.  
【直播】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政院

1.05 兆補助 近七成滿意 
上報(2020/05/07 11:03) https://bit.ly/3cf8UUl 

23.  
【民調奪三冠】陳時中滿意度高達 9

成 狠甩其他部會首長 
上報(2020/05/07 12:47) https://bit.ly/2LmSqOh 

24.  

【520 新內閣超新星】防疫四個月民

調滿意度狂升 2.66 倍，讓行政院長

心疼的陳時中下一步是什麼？ 

報橘(2020/05/08) https://bit.ly/2SOcb5n 

25.  
影／最新民調 陳時中九成滿意度強

壓各首長、林佳龍居次 
聯合新聞網(2020/05/07 16:20) https://bit.ly/2zjXwYC 

26.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陳時中滿意度超

高 內閣最需更換成員與未來事件交

易所預測相符 

民眾新聞網(2020/05/07 15:30) https://bit.ly/3ckS5Yg 

27.  阿中民調壓小英 疫情處理是關鍵 台灣醒報(2020/05/07 16:17) https://bit.ly/3bcUylZ 

28.  
蔡英文第二任期就職前夕 民望創歷

史新高 
自由亞洲台(2020/05/07) https://bit.ly/3bdppyM 

29.  
台綠營民調：蔡英文滿意度 74.5%達

歷史新高 
香港 01(2020/05/07 15:15) https://bit.ly/3ckVma0 

30.  
520 內閣改組誰該被換掉？這 3 位首

長民調墊底 
中廣新聞網(2020/05/07 13:03) https://bit.ly/3fxqyEC 

31.  
陳時中滿意度 94% 學者驚呼：這是

大陸領導人才看得的數字 
中廣新聞網(2020/05/07 12:48) https://bit.ly/35Fev3C 

32.  
綠營智庫民調 陳時中勇冠三軍！各

部會看不到車尾燈 
快點 TV(2020/05/07) https://bit.ly/3b9kMWp 

33.  
政府防疫與紓困 最新民調：9 成 1

民眾滿意 
中央廣播電台(2020/05/07 12:05) https://bit.ly/3beToGP 

34.  
民調：蔡總統滿意度 75%創新高 陳

時中滿意度 94%居首長之冠 
中央廣播電台(2020/05/07 11:38) https://bit.ly/2YVsd1h 

35.  
【520 內閣】蔡英文邀蘇貞昌續任閣

揆 「施政成績有目共睹」 
蘋果日報(2020/05/08) https://bit.ly/2yE328n 



 

 

36.  
綠民調「最需更換內閣」陳明通上榜 

陸委會：虛心受教 
Ettoday (2020/05/07/ 18:18) https://bit.ly/2WzymgM 

37.  
520 續任行政院長 蘇貞昌：總統任

期屆滿前會先「內閣總辭」 
Ettoday (2020/05/07 15:35) https://bit.ly/2zje57a 

38.  

滿意度 93%！陳時中卻自責「3 大錯

誤」 口罩之亂、歐美境管、磐石艦

染疫 

Ettoday (2020/05/07 14:44) https://bit.ly/2xGxpdU 

39.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阿中部長超

夯！陳時中滿意度衝向 93.39％ 
Ettoday (2020/05/07 13:25) https://bit.ly/35GVQV7 

40.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520 前滿意度

創新高！蔡英文 74％、蘇貞昌 68％ 
Ettoday (2020/05/07 12:48) https://bit.ly/3duN8w7 

41.  
陳俐甫：陳時中可選台北市長 但有

兩顧慮 
中國評論新聞網 (2020/05/08 00:28) https://bit.ly/35IcMe2 

42.  
防長民調低 陳致中：軍方改革是重

點 
中國評論新聞網 (2020/05/07 14:52) https://bit.ly/3bdjdHb 

43.  
扁系民調國民黨支持度僅 9 趴 民眾

黨 11 趴 
中國評論新聞網 (2020/05/07 12:40) https://bit.ly/2LcKWgp 

44.  扁系民調 陳時中三冠王勝蔡英文 中國評論新聞網 (2020/05/07 12:15) https://bit.ly/2xIuv8v 

 

總計 

電子媒體  共 13 則 

網路媒體  共 44 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