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3/08《2022 台北市長最新選情民調評估記者會》新聞露出
報導標題

媒體名稱與報導時間

連結

電子媒體 共 30 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最新民調／台北市若陷三腳督

蔣萬

安與陳時中幾乎打成平手
若黃珊珊參選

37%民眾認為民進黨

會贏蔣萬安
黃珊珊選北市助民進黨贏蔣萬安
北市長選舉是否藍白合？最新民調曝
光
北市民調拉鋸 她：蔣萬安民調恐崩
盤
台北市長選舉

52%民眾認為藍白應

各自推人選
黃珊珊若參戰

蔣萬安將遭陳時中超

車民調
藍白合破局? 蔡壁如:民眾黨台北市人
選是黃珊珊
北市長三腳督最新民調！陳時中.蔣萬
安僅差 1%
爭北市! 蔣萬安民調下滑 黃珊珊瓜分
票源
民調首度超車蔣萬安 陳時中:防疫.政
務優先
民進黨誰選北市長？陳建仁支持度
31%居冠
民調北市綠 PK 陳建仁最高.與蔣萬安
差距小
蔣萬安拉警報！ 阿中民調首次反轉
疑黃珊珊分票效應

三立新聞網(2022/03/08 10:49)

https://bit.ly/3CuvPc3

三立新聞網(2022/03/08 10:45)

https://bit.ly/3651lBa

三立新聞網(2022/03/08 10:50)

https://bit.ly/3IZax8T

三立新聞網(2022/03/08 12:15)

https://bit.ly/35AnYhm

三立新聞網(2022/03/09 11:45)

https://bit.ly/3KqainK

三立新聞網(2022/03/08 12:11)

https://bit.ly/364yNIk

民視新聞 (2022/03/08 19:40)

https://bit.ly/3vPBlEV

民視新聞(2022/03/08 13:13)

https://bit.ly/3sWbBoG

民視新聞(2022/03/08 12:15)

https://bit.ly/3pOuQ1t

民視新聞(2022/03/08 18:25)

https://bit.ly/3I0c6SB

民視新聞(2022/03/09 18:09)

https://bit.ly/3hUGof7

台視新聞(2022/03/09 13:55)

https://bit.ly/3KweS3E

華視新聞(2022/03/09 13:32)

https://bit.ly/3pPY3sK

年代電視(2022/03/09 13:32)

https://bit.ly/3KwPXNM
https://www.youtube.com/w

15.

北市三腳督「萬安警報」 蔣萬安 vs.
陳時中五五波

台視新聞(2022/03/08)

atch?app=desktop&v=4n36r
zioOQ4

16.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 蔣萬安僅領先
陳時中 1%

東森新聞(2022/03/08)

https://www.youtube.com/w
atch?v=JMx4kLWhVwE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北市長選情生變? 陳時中民調超蔣萬
安!
北市選戰三腳督

蔣萬安、陳時中民

調差距剩 1%
藍最大隱憂?北市「三人」民調 蔣萬
安被超
黑馬？PK 北市被陳建仁超越

林佳

龍：高人氣
陳時中民調首超越蔣萬安?!藍諷:快辭
指揮官
民調超車蔣萬安!北市穩了? 連勝文撂
話"快選" 陳時中這樣回
藍只贏綠 1%！

黃珊珊參選、蔣萬

安女性票優勢不再
陳時中 33.6%已超車蔣萬安 30.2%
萬安拉警報？還有黃珊珊虎視眈眈
蔣萬安民調被超車 "蔣家標籤"撕不
掉？民調虛胖？沉默的人變多了？
陳時中 33.6%已超車蔣萬安 30.2%
萬安拉警報？還有黃珊珊虎視眈眈

華視新聞(2022/03/08)

東森新聞(2022/03/08)

TVBS 新聞(2022/03/08)

TVBS 新聞(2022/03/09)

中天新聞(2022/03/08)

中天新聞(2022/03/09)

鏡新聞(2022/03/08)

鏡新聞(2022/03/08)

民視讚夯(2022/03/08)

民視讚夯(2022/03/08)

https://www.youtube.com/w
atch?v=m7phH_N2qPc
https://www.youtube.com/w
atch?v=lrMkB4fH2gY
https://www.youtube.com/w
atch?v=nhpCiUNvwGY

https://bit.ly/3sW7N6x
https://www.youtube.com/w
atch?v=cl_wcJyhFEQ
https://bit.ly/3Ko8o6U
https://www.youtube.com/w
atch?v=ADGv42unLYc
https://www.youtube.com/w
atch?v=ngMKTp3RPXk
https://www.youtube.com/w
atch?v=6KJUXgJchKY
https://bit.ly/3IVeX0w

遭黃珊珊瓜分選票? 蔣萬安民調被陳
27.

時中超越 藍白合沒譜了? 逾 5 成北
市民支持各自派人選 國民黨年底選

三立新聞台(2022/03/08)

https://www.youtube.com/w
atch?v=a-S2DwHQAR0

戰成硬仗
28.

29.

蔣萬安拉警報！ 阿中民調首次反轉
疑黃珊珊分票效應
陳時中民調反超蔣萬安居榜首 決戰
北市黃珊珊已搶到票?

壹電視(2022/03/08)

少康戰情室(2022/03/09)

https://www.youtube.com/w
atch?v=qRlGz3DdlOk
https://www.youtube.com/w
atch?v=MAFXc1ENM1k
https://www.youtube.com/w

30.

北市三腳督「萬安警報」 國民黨會
陣前換「蔣」？

自由追新聞(2022/03/09)

atch?v=a6Ay28Uho1c&t=12
7s

網路媒體 共 40 則
最新民調：2022 台北市長選舉「三
1.

腳督」 37.1%受訪者認為民進黨勝
選機率最高

新頭殼(2022/03/08 11:00)

https://bit.ly/3HYg0vk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黃珊珊成北市
2.

選戰關鍵變因？蔣萬安三腳督挑戰嚴

風傳媒(2022/03/08 14:58)

https://bit.ly/3sTFGFe

信傳媒(2022/03/08 15:06)

https://bit.ly/3MDXjRs

信傳媒(2022/03/08 17:32)

https://bit.ly/37f4HlX

鏡新聞(2022/03/08 14:22)

https://bit.ly/3vNsfbF

鏡新聞(2022/03/09 10:49)

https://bit.ly/3IYE0jj

自由時報(2022/03/08 14:53)

https://bit.ly/3HUtubA

自由時報(2022/03/09 05:30)

https://bit.ly/3tJLZu3

自由時報(2022/03/09 05:30)

https://bit.ly/3KKSX9p

自由時報(2022/03/09 16:15)

https://reurl.cc/WkoLXD

工商時報(2022/03/09 )

https://bit.ly/3HV0bpn

中天快點 TV(2022/03/08 12:05)

https://bit.ly/3sUzjla

中天快點 TV(2022/03/09 12:27)

https://bit.ly/3pQFmVJ

中天快點 TV(2022/03/09 09:22)

https://bit.ly/3tCbQ7k

匯流新聞網(2022/03/08 16:15)

https://bit.ly/34pTNIT

匯流新聞網(2022/03/08 16:15)

https://bit.ly/3sTs5O4

匯流新聞網(2022/03/08 16:15)

https://bit.ly/3HTO7oo

匯流新聞網(2022/03/08 16:16)

https://bit.ly/3vSCXxS

今日新聞(2022/03/09 11:32)

https://bit.ly/3KuDNVk

今日新聞(2022/03/09 14:29)

https://bit.ly/3MzI6Ay

峻
3.

國民黨的票會被黃珊珊瓜分
今同台蔡壁如

蔣萬安

藍白合有望？

北市長最新民調》黃珊珊狂吸藍營票
4.

陳時中異軍突起 蔣萬安沒有必贏條
件

5.
6.
7.
8.
9.
10.

北市選戰三腳督

蔣萬安、陳時中民

調差距剩 1%
北市長選舉民調贏蔣萬安

陳時中：

以防疫與政務為重
新台灣國策智庫北市長民調 逾 5 成
受訪者不挺「藍白合」
北市長選舉最新民調》民進黨 3 人選
陳建仁支持度最高
決戰首都》陳建仁未宣布參選 民調
秀實力
北市三腳督「萬安警報」 國民黨會
陣前換「蔣」？

11. 民調勝過蔣萬安 陳時中這麼說
台北市若陷三腳督…領先民進黨優勢
12. 縮小！蔣萬安與陳時中恐打成平手
最新民調曝光了
13.
14.
15.

「萬安」警報響了！民調被超車！
簡舒培評關鍵原因是柯文哲
台北市長藍綠差距剩 1%！ 黃珊珊成
左右選舉結果關鍵「第三人」
2022 台北市長選情評估／吳世昌：
黃珊珊參選將擠壓蔣萬安優勢
2022 台北市長選情評估／民進黨民

16. 眾黨經營台北市有成 泛藍優勢已不
再
17.
18.

2022 台北市長選情評估／吳世昌：
蔣萬安在藍綠對決有領先優勢
2022 台北市長選情評估／吳世昌：
國民黨支持者對藍白合意見分歧

19. 林佳龍不選新北傳聞？蔡其昌回應了
20.

民調揭北市藍優勢下降
蔣萬安選情恐一瀉千里

綠發言人：

21. 黃珊珊動向 左右台北市長選局
22.
23.

黃珊珊若參選台北市長

深綠民調

曝：蔣萬安「這一區」影響大
深綠民調 台北市長選舉 52.1％認為
藍白應各自推候選人

24. 民調勝過蔣萬安 陳時中這麼說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深綠民調 台北市長選舉 52.1％認為
藍白應各自推候選人
陳建仁戰北市？ 蔡其昌：入黨就是
讓蔡總統多一張王牌
綠智庫民調／北市綠營陳建仁最高
若三腳督選情陷肉搏戰
北市長選舉民進黨 3 將

陳建仁支持

度領先陳時中、林佳龍
陳建仁戰 2022 台北市長？

蔡其

昌：都會區民調不差「條件非常好」
北市民調落後陳時中 王世堅：蔣萬
安就是虛胖！
民調輸陳建仁 陳時中：現在疫情政
務為重
台北市长选举 52.1％认为蓝白应各自
推候选人
民进党派谁选北市长？深绿民调陈建
仁第一

34. 黄珊珊动向 左右台北市长选局
35.
36.
37.

深绿民调：黄珊珊升 12%蒋万安下滑
10%
北市弃黄珊珊保蒋万安？吴世昌：除
非柯主导
绿民调：台北市长选举 5 成 2 认为蓝
白应各推人

中時新聞網(2022/03/09)

https://bit.ly/3J2P2nW

中時新聞網(2022/03/08)

https://bit.ly/3sSik2B

中時新聞網(2022/03/0811:38)

https://bit.ly/3qc3r9Z

中時新聞網(2022/03/08 09:53)

https://bit.ly/37fJA2V

中時新聞網(2022/03/08 11:38)

https://bit.ly/3IXGHSn

聯合新聞網(2022/03/09 09:52)

https://bit.ly/3J8lB3u

聯合新聞網(2022/03/08 11:05)

https://bit.ly/3HSJM4z

Ettoday (2022/03/09 06:56)

https://bit.ly/3tBVMT4

Ettoday (2022/03/08 08:49)

https://bit.ly/3vYbACe

NewTalk 新聞(2022/03/09 14:29)

https://bit.ly/3vLwkxc

中廣新聞網(2022/03/09 12:34)

https://bit.ly/3HVgORC

星岛环球网(2022/03/08 11:44)

https://bit.ly/3MCtrEY

星岛环球网(2022/03/09 12:02)

https://bit.ly/3MLNAIT

星岛环球网(2022/03/09 08:00)

https://bit.ly/3CF7e4F

星岛环球网(2022/03/08 14:32)

https://bit.ly/3tNVicO

星岛环球网(2022/03/08 14:02)

https://bit.ly/3pLiZ3V

星岛环球网(2022/3/8 14:05)

https://bit.ly/367fcaw

民眾網-民眾日報(2022/03/08 12:20)

https://bit.ly/3Kst8dP

大紀元(2022/3/8)

https://bit.ly/3sThTFg

台灣調查網(2022/03/08 10:00)

https://bit.ly/35WmRrX

新台灣國策智庫北市民調 民進黨內
38. 初選陳建仁支持度最高 黃珊珊參選
拉近藍綠差距
39.

北市長候選人綠營民調 陳建仁完勝
陳時中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萬安首都之路

40. 不「萬安」
1%

藍綠白對峙僅勝陳時中

平面媒體 共 3 則
1.

3 人選 陳建仁支持度最高

2.

三腳督 陳時中僅差獎萬安 1%

自由時報 A1、A2 (2022/3/09)

圖一、圖二

台灣時報(2022/03/09)

圖三

圖一

圖二

圖三

總共
電子媒體 共 30 則
網路媒體 共 40 則
平面媒體 共 3 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