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6/17《台北市長最新民調結果公佈記者會》新聞露出 
 

報導標題 媒體名稱與報導時間 連結 

電子媒體  共 37 則 

1.  
蔣萬安、陳時中民調都下降！    

黃珊珊：相信台北市民的智慧 
三立新聞網(2022/06/17 14:23) https://bit.ly/3O4NewR 

2.  
民調／黃珊珊緊咬蔣萬安只差 0.5% 

陳時中林佳龍都落後 
三立新聞網(2022/06/17 11:16) https://bit.ly/3O4TxAE 

3.  
民調／獲「藍白」選民支持！    

林佳龍勝陳時中逾 10% 
三立新聞網(2022/06/17 10:41) https://bit.ly/3OuUORv 

4.  
民調會說話 學者驚爆：黃珊珊讓

柯文哲騎虎難下！ 
三立新聞網(2022/06/20 11:24) https://bit.ly/3y2l9Rw 

5.  
綠北市長民調落後               

林佳龍：疫情影響政黨支持 
民視新聞 (2022/06/17 18:14) https://bit.ly/3y4XnUV 

6.  

快新聞／ 

北市長選戰民調首度超車陳時中                       

林佳龍：疫情難免影響支持度 

民視新聞(2022/06/17 15:58) https://bit.ly/3OvLaOB 

7.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                   

北市蔣萬安奪冠 陳時中第三 
民視新聞(2022/06/17 12:56) https://bit.ly/3b1o0AY 

8.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                

北市蔣萬安奪冠 陳時中第三 
民視新聞(2022/06/17) https://youtu.be/ZpcEEZ380JI 

9.  
綠北市長民調落後             

林佳龍：疫情影響政黨支持 
民視新聞(2022/06/17) https://youtu.be/gVDxm3EwaFQ 

10.  

快新聞／ 

北市長選戰民調首度超車陳時中 

林佳龍：疫情難免影響支持度 

民視快新聞(2022/06/17) https://youtu.be/7dg_sh2MgLE 

11.  

2022.06.17【台灣向前行 Part4】

最新民調 北市蔣萬安奪冠 陳時中

第三 林佳龍藍綠白通吃 阿中後勢

看漲 

民視夯讚(2022/06/17) https://youtu.be/ujU0esFQh4M 

12.  
互比民調大勝 11% 林佳龍支持度

超車陳時中 
台視新聞(2022/06/17) https://youtu.be/jsJjyHLYA8k 

13.  
新民調曝光！ 蔣萬安逼 3 成「珊緊

咬」 陳時中、林佳龍墊底 
年代新聞(2022/06/18 18:27) https://bit.ly/3bceefk 

14.  
新民調曝光！ 蔣萬安逼 3 成「珊緊

咬」 陳時中、林佳龍墊底 
年代新聞(2022/06/18 18:27) https://youtu.be/0GvbZENoQZg 

15.  
黃珊珊民調超車陳時中、林佳龍！ 

落後蔣萬安「僅 0.5％」 
年代新聞(2022/06/18 18:29) https://bit.ly/3O8vAZo 

https://bit.ly/3O4NewR
https://bit.ly/3O4TxAE
https://bit.ly/3OuUORv
https://bit.ly/3y2l9Rw
https://bit.ly/3y4XnUV
https://bit.ly/3OvLaOB
https://bit.ly/3b1o0AY
https://youtu.be/ZpcEEZ380JI
https://youtu.be/gVDxm3EwaFQ
https://youtu.be/7dg_sh2MgLE
https://youtu.be/ujU0esFQh4M
https://youtu.be/jsJjyHLYA8k
https://bit.ly/3bceefk
https://youtu.be/0GvbZENoQZg
https://bit.ly/3O8vAZo


  

 

 

 

16.  
黃珊珊民調超車陳時中、林佳龍！ 

落後蔣萬安「僅 0.5％」 
年代新聞(2022/06/18) https://youtu.be/lIzFT8Jq2c0 

17.  
蔣萬安陣營拋北市選戰「可割可

棄」 黃珊珊批操作棄保 
公視新聞(2022/06/17 19:51) https://bit.ly/39Bl2Tz 

18.  
台北市長選舉民調 蔣萬安僅領先黃

珊珊 0.5% 
東森新聞(2022/06/18 10:25) https://bit.ly/3Qy7Krn 

19.  
台北市長選舉民調 蔣萬安僅領先黃

珊珊 0.5% 
東森新聞(2022/06/17) https://youtu.be/9BR3xFYar_I 

20.  
北市民調大勝陳時中             

林佳龍：民進黨現在先把防疫做好 
TVBS 新聞網(2022/06/17 16:04) https://bit.ly/3HzHlWa 

21.  
難棄保！ 北市民調蔣萬安奪冠  

小贏黃珊珊 
TVBS 新聞網(2022/06/17 18:48) https://bit.ly/3b1qsaC 

22.  
蔣萬安陣營拋北市選舉「可割可

棄」 林佳龍批操作棄保 
TVBS 新聞網(2022/06/17 16:44) https://bit.ly/39EFwe8 

23.  
攜手侯家軍 蔣萬安找「新北學

姐」入團隊 
TVBS 新聞網(2022/06/17 13:39) https://bit.ly/3y6BbtK 

24.  
攜手侯家軍 蔣萬安找「新北學姐」

入團隊 
TVBS 新聞(2022/06/17) https://youtu.be/i5jEyxHHJJU 

25.  

北市最新民調出爐！蔣萬安支持度

「微領先黃珊珊」 綠派陳時中、

林佳龍都輸 

中天快點 TV(2022/06/17) https://bit.ly/3QwRhUm 

26.  
蔣萬安陣營拋「可割可棄」          

林佳龍批操作棄保 
中天快點 TV(2022/06/17) https://bit.ly/3xKO5w6 

27.  
【每日必看】全黨等一人? 現變數? 

綠營民調林佳龍勝陳時中 
中天新聞(2022/06/18) https://youtu.be/8Rm9Gc_aok4 

28.  
【每日必看】民調只贏黃珊珊 0.5%

又被拔樁! "萬安警報"響 
中天新聞(2022/06/17) https://youtu.be/xDKgmluRbX4 

29.  

【每日必看】北北桃"三腳督"最新

民調曝! 蔣萬安奪冠陳時中敬陪末

座 

中天新聞(2022/06/17) https://youtu.be/68rQAXU4918 

30.  

陳時中大崩盤?! 黃珊珊坐收漁翁之

利占北市? 吳子嘉坦承錯了:民調讓

人意外 

中天新聞(2022/06/19) https://youtu.be/zi6ksZsLsWw 

31.  
疫情煞不住成傷害！               

陳時中、林佳龍民調淪「小三」 
鏡新聞(2022/06/17) https://youtu.be/7xiN1X8_-xo 

32.  
疫情煞不住成傷害！                

陳時中、林佳龍民調淪「小三」 
鏡新聞(2022.06.17 20:50) https://bit.ly/3xCPxQU 

33.  
藍雙北連線？ 蔣萬安新人事「侯

家軍」再+1 
鏡新聞(2022.06.17 16:01) https://bit.ly/3HJRIa8 

34.  
新民調曝光！ 蔣萬安逼 3 成「珊緊

咬」 陳時中、林佳龍墊底 
壹電視(2022/06/17 22:26) https://bit.ly/3tNH7oC 

https://youtu.be/lIzFT8Jq2c0
https://bit.ly/39Bl2Tz
https://bit.ly/3Qy7Krn
https://youtu.be/9BR3xFYar_I
https://bit.ly/3HzHlWa
https://bit.ly/3b1qsaC
https://bit.ly/39EFwe8
https://bit.ly/3y6BbtK
https://youtu.be/i5jEyxHHJJU
https://bit.ly/3QwRhUm
https://bit.ly/3xKO5w6
https://youtu.be/8Rm9Gc_aok4
https://youtu.be/xDKgmluRbX4
https://youtu.be/68rQAXU4918
https://youtu.be/zi6ksZsLsWw
https://youtu.be/7xiN1X8_-xo
https://bit.ly/3tNH7oC


  

 

 

 

35.  
黃珊珊民調超車陳時中、林佳龍！ 

落後蔣萬安「僅 0.5％」 
壹電視(2022/06/17 22:25) https://bit.ly/3QKDFoX 

36.  
綠北市長參選人未定案 新民調現

「林佳龍＞陳時中」支持度相距大 
壹電視(2022/06/17) https://youtu.be/yCAnyhAEgMc 

37.  
選戰氣勢上升！ 黃珊珊民調大幅領

先陳時中、林佳龍 
壹電視(2022/06/17) https://youtu.be/OWfk1rxFmc8 

網路媒體  共 61 則 

1.  
蔣萬安陣營拋「可割可棄」           

林佳龍批操作棄保 
新頭殼(2022/06/17 15:55) https://bit.ly/3HJcTZN 

2.  

民調互比大勝陳時中逾 10 個百分

點 林佳龍：擔任指揮官難免影響支

持 

新頭殼(2022/06/18 00:53) https://bit.ly/3O8kfZ4 

3.  
林佳龍有信心民進黨能贏得台北市

長選舉 
新頭殼(2022/06/19 15:40) https://bit.ly/3zOZhuc 

4.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                

黃珊珊北市支持度緊咬蔣萬安      

綠營派陳時中、林佳龍都墊底 

風傳媒(2022/06/17 15:13) https://bit.ly/3Qv8gq9 

5.  
不畏北市民調綠營人選全輸          

林佳龍：非常有信心民進黨會贏 
風傳媒(2022/06/19 22:28) https://bit.ly/3y4KCcW 

6.  

北市三腳督 綠選將民調全輸   

林佳龍：政黨支持度低，誰參選都

受影響 

風傳媒(2022/06/17 18:03) https://bit.ly/3u9Uhgb 

7.  
林佳龍有信心民進黨能贏得台北市

長選舉 
芋傳媒(2022/06/19 17:37) https://bit.ly/3OtUceX 

8.  
黃珊珊支持者有 2 成 5 會支持蔣萬

安 不論陳時中或林佳龍都吊車尾 
信傳媒(2022/06/17 12:46) https://bit.ly/3tOkKPX 

9.  
綠北市長民調落後 林佳龍 2 點分

析：疫情影響政黨支持 
自由時報(2022/06/17 15:33) https://bit.ly/3b9IuYn 

10.  
爭取台北市長提名 林佳龍：民進黨

不管提名誰 一定會團結 
自由時報(2022/06/19 14:45) https://bit.ly/3zWrgIa 

11.  
綠北市長民調落後 林佳龍 2 點分

析：疫情影響政黨支持 
自由電子報(2022/06/17) https://youtu.be/u0vK26gGrUA 

12.  
互比民調大勝陳時中 林佳龍緩

頰：擔任指揮官難免受影響 
蘋果新聞網(2022/06/17 19:12) https://bit.ly/3O9KNsY 

13.  
台北市長最新民調「蔣萬安奪冠」 

綠派陳時中、林佳龍皆敬陪末座 
蘋果新聞網(2022/06/17 14:00) https://bit.ly/3HzN4eI 

14.  
派陳時中、林佳龍皆輸藍白     

學者：綠台北選情非常不利 
蘋果新聞網(2022/06/17 13:48) https://bit.ly/3zL34so 

15.  

台北民調／黃珊珊評價高「三腳

督」勢成  學者：棄保難發生黃基

本盤棄不乾淨 

匯流新聞網(2022/06/17) https://bit.ly/3HBhY6e 

https://bit.ly/3QKDFoX
https://youtu.be/yCAnyhAEgMc
https://youtu.be/OWfk1rxFmc8
https://bit.ly/3tOkKPX
https://bit.ly/3HBhY6e


  

 

 

 

16.  

台北民調／民進黨落後第三 黃珊珊

威脅蔣萬安「滿意度還比柯文哲

高」 

匯流新聞網(2022/06/17 13:08) https://bit.ly/3mZHw3s 

17.  
綠營智庫民調勝陳時中、林佳龍  

黃珊珊：相信市民的智慧 
今日新聞(2022/06/17 15:37) https://bit.ly/3n6OF1W 

18.  
北市民調大勝陳時中                  

林佳龍：市民的態度展現 
今日新聞(2022/06/17 16:30) https://bit.ly/3O8XLXZ 

19.  
親綠智庫北市選戰民調              

民進黨陳時中與林佳龍都吊車尾 
今日新聞(2022/06/17 12:04) https://bit.ly/3QviEyd 

20.  
轟蔣萬安毫無政見！林佳龍：操作

棄保不尊重市民 
今日新聞(2022/06/17 14:29) https://bit.ly/3tHB84T 

21.  
台北市長選戰最新民調             

專家驚：他恐拖垮民進黨 
中時新聞網(2022/06/18 17:17) https://bit.ly/3Qv9f9P 

22.  
台北市長選戰民調出爐 陳致中著急

喊這句話 
中時新聞網(2022/06/18 17:58) https://bit.ly/3y2PWgP 

23.  
北市「藍營鐵票倉」恐崩盤？藍營

美女發言人 1 招神解 
中時新聞網(2022/06/17 17:48) https://bit.ly/3zPc2VF 

24.  
綠營北市長人選民調都跌到第三  

郭正亮不禁吐 5 字 
中時新聞網(2022/06/17 21:44) https://bit.ly/3Onj33Z 

25.  
蔣萬安危險了？台北市最新民調驚

見大黑馬 最後一名是他 
中時新聞網(2022/06/17 11:39) https://bit.ly/3O9ErK8 

26.  
藍：台北市長選戰「可割可棄」  

林佳龍：割誰？棄誰？ 
中時新聞網(2022/06/17 15:04) https://bit.ly/3zTTZxD 

27.  
民進黨台北市長提名誰？            

林佳龍：相信會有最好的人選 
中時新聞網(2022/06/19 16:07) https://bit.ly/3QKH1bx 

28.  複製扁勝選 綠捧黃抑蔣操縱三腳督 中時新聞網(2022/06/18 04:10) https://bit.ly/3n81bhH 

29.  
【LIVE 直播】北市長民調驚見大黑

馬！ 蔣萬安最新回應 
中時新聞網(2022/06/18) https://youtu.be/6zCulucfyd0 

30.  
蔣萬安陣營拋「可割可棄」             

林佳龍批操作棄保 
聯合新聞網(2022/06/17 16:09) https://bit.ly/3y6AZut 

31.  
綠智庫民調／首都之戰 林佳龍支持

度超車陳時中 
聯合新聞網(2022/06/17 11:45) https://bit.ly/39E94IS 

32.  
有信心民進黨贏北市長選舉！ 林佳

龍：確定人選後民調一定大幅成長 
聯合新聞網(2022/06/19 15:43) https://bit.ly/3N6vQ9G 

33.  
選北市自認比陳時中強？             

林佳龍回應了 
聯合新聞網(2022/06/19 13:32) https://bit.ly/3QydYYh 

34.  
支持者因選情不利改挺黃珊珊         

詹為元：棄保將在綠白之間 
聯合新聞網(2022/06/18 16:57) https://bit.ly/3y2eabg 

35.  
陳時中輸了？！ 最新民調 41.2％

民眾支持林佳龍選台北市長 
Ettoday (2022/06/17 11:57) https://bit.ly/3HBQ7mw 

https://bit.ly/3QKH1bx
https://bit.ly/3n81bhH
https://youtu.be/6zCulucfyd0


  

 

 

 

36.  
台北市長選戰 林佳龍：有信心民

進黨會贏 
Ettoday (2022/06/19 18:28) https://bit.ly/3OpA9ht 

37.  
快訊／互比民調大勝陳時中 11% 

林佳龍：呈現全民的態度 
Ettoday (2022/06/17 15:57) https://bit.ly/3xKWbVw 

38.  
陳時中輸了？！ 最新民調 41.2％

民眾支持林佳龍選台北市長 
Ettoday (2022/06/17 11:57) https://bit.ly/3OqN6Yx 

39.  
蔣萬安最新民調支持度直逼 3 成 

綠派陳時中或林佳龍都吊車尾 
Ettoday (2022/06/17 10:34) https://bit.ly/39xTy1f 

40.  
影／北市長民調「蔣萬安領先黃珊

珊 0.5 個百分點」 綠派誰都墊底 
中廣新聞網(2022/06/17) https://bit.ly/3OhsHVM 

41.  
蔣萬安陣營拋「可割可棄」             

林佳龍批操作棄保 
中央通訊社(2022/6/17 18:29) https://bit.ly/3xGJbjC 

42.  
林佳龍有信心民進黨能贏得台北市

長選舉 
中央通訊社(2022/6/19 15:25) https://bit.ly/3tHKbmn 

43.  
北市長民調勝過陳時中 林佳龍：做

好防疫任何人選才不致陷入困境 
中央廣播電台(2022/06/17 17:35) https://bit.ly/3mZnOVE 

44.  
綠營智庫民調指台北市長選戰「三

腳督」 蔣萬安微幅領先黃珊珊 
中央廣播電台(2022/06/17 11:19) https://bit.ly/3beky6g 

45.  
林佳龍有信心民進黨能贏得台北市

長選舉 
台灣公義報(2022/06/19) https://bit.ly/3mZoham 

46.  

台北市長最新民調 三角督民進黨

「中、龍」都墊底 若棄保「珊票大

幅歸隊蔣萬安」 

民眾網-民眾日報(2022/6/17 11:46) https://bit.ly/3y2PAXx 

47.  
蔣萬安陣營拋「可割可棄」          

林佳龍批操作棄保 
經濟日報(2022/06/17 15:54) https://bit.ly/3HEV7GU 

48.  蔣拋「可割可棄」 林批操作棄保 自立晚報(2022/6/18 12:07) https://bit.ly/3mZVIcK 

49.  林佳龍有信心綠營贏回台北 中華日報(2022/6/20) https://bit.ly/3tOJE25 

50.  
公布台北市長選舉民調 陳致中：

民進黨再不提名將流失基本盤 
CTWANT 周刊王(2022/06/17 16:59) https://bit.ly/3y4e2b3 

51.  
民進黨北市長民調 林佳龍 41.2%超

車陳時中 29.6% 
寰宇新聞(2022/06/17 19:30) https://bit.ly/3QvrEmZ 

52.  
民進黨北市長民調 林佳龍 41.2%超

車陳時中 29.6% 
寰宇新聞(2022/06/17) https://youtu.be/37p5OyDKuBw 

53.  
雙北連線鋪路中？ 蔣團隊再挖角第

三位「侯家軍」 
寰宇新聞(2022/06/17) https://youtu.be/QI-0smRsxx0 

54.  
藍白拔樁肉搏戰！黃珊珊私邀藍議

員.里長餐敘 
寰宇新聞(2022/06/17) https://youtu.be/m-IB8_Qtgc0 

55.  
綠營智庫民調指台北市長選戰「三

腳督」 蔣萬安微幅領先黃珊珊 
新浪新聞(2022/06/17 11:19) https://bit.ly/3N7nWgz 

56.  北市民調 黃珊珊贏陳時中、林佳龍 HiNet 生活誌 (2022/06/17 15:30) https://bit.ly/3N7hiH3 

57.  疫情爆發 綠智庫：拖累陳時中選情 HiNet 生活誌 (2022/06/17 12:02) https://bit.ly/3tLB5VQ 

https://bit.ly/39xTy1f


  

 

 

 

58.  

台北市長最新民調 三角督民進黨

「中、龍」都墊底 若棄保「珊票大

幅歸隊蔣萬安」 

HiNet 生活誌 (2022/06/17 11:46) https://bit.ly/3N4EfdZ 

59.  北市民調大勝陳時中 林佳龍這樣看 HiNet 生活誌 (2022/06/17 14:27) https://bit.ly/3O7hA21 

60.  

台北民調／黃珊珊評價高「三腳

督」勢成 學者：棄保難發生黃基本

盤棄不乾淨 

HiNet 生活誌 (2022/06/17 05:37) https://bit.ly/39B5AH5 

61.  

台北民調／民進黨落後第三 黃珊珊

威脅蔣萬安「滿意度還比柯文哲

高」 

HiNet 生活誌 (2022/06/17 05:08) https://bit.ly/3n2tgY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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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複製扁勝選 綠捧黃抑蔣操縱三

角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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