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2/21《總統及閣揆最新施政滿意度與 2024 總統大選 

             民調公佈記者會》新聞露出 
 

報導標題 媒體名稱與報導時間 連結 

電子媒體  共 10 則 

1.  
派賴清德出戰 2024？民進黨擬 3

月提總統人選、6 月定案 
三立新聞網(2023/02/21 20:56) https://pse.is/4sre44 

2.  

最新民調／蔡英文滿意度 53.4％

「這區」近 7 成 蘇貞昌滿意度高

於陳建仁 

三立新聞網(2023/02/21 14:38) https://pse.is/4s7yc2 

3.  

最新民調／2024 三腳督、四腳督皆

為賴清德獲勝 對上「他」狂勝

34% 

三立新聞網(2023/02/21 11:32) https://pse.is/4swybz 

4.  
王金平稱「民調強、未必未來最

強」 今信眾拱侯友宜「選總統」 
民視新聞(2023/02/21 22:02) https://pse.is/4s3wej 

5.  
台灣國策智庫民調 三腳督戰        

賴清德佔絕對優勢 
民視新聞(2023/02/21 14:46) https://pse.is/4sc2bb 

6.  
台灣國策智庫民調：三腳督戰 賴佔

絕對優勢－民視新聞 
民視新聞(2023/02/21) https://youtu.be/Iu3aVTDEX1Q 

7.  
陳宗彥爆召妓找小芸 陳致中：同

仁都該最高的標準自我要求 
TVBS 新聞網(2023/02/21 14:48) https://pse.is/4scawm 

8.  
#最新看 TVBS【LIVE】新台灣國策

智庫公布 2024 總統大選民調 
少康戰情室(2023/02/21) 

https://www.youtube.com/live/PX

Ykuwyjrbg?feature=share 

9.  
2024 大選最新民調出爐             

近 3 成 9 民眾看好國民黨勝出 
中天新聞網(2023/02/21 11:45) https://pse.is/4p2u4c 

10.  
【中天直播#LIVE】2024 賴侯之爭

成定局？ 總統大選最新民調！ 
中天新聞(2023/02/21) 

https://www.youtube.com/live/cp

BSbYNxhPQ?feature=share 

網路媒體  共 23 則 

1.  
民調：67.3%的民眾認為蔡英文會

「支持」賴清德選總統 
Newtalk 新聞(2023/02/21 12:01) https://pse.is/4srkly 

2.  

最新兩份民調侯友宜都是藍營「最

強母雞」 郭董發文痛批蛋荒再打強

心劑 

信傳媒(2022/02/21 12:12) https://pse.is/4su98p 

3.  
新台灣智庫民調：國民黨推侯或朱 

賴清德都領先 
自由時報(2023/02/21 14:11) https://pse.is/4sjnm4 

4.  
新台灣智庫民調                      

蔡總統滿意度 53.4％ 
自由時報(2023/02/21 13:20) https://pse.is/4qpy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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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 3-1】

48.8%民眾滿意陳建仁內閣表現  

學者分析「溫暖牌」奏效 

匯流新聞網(2023/02/21) https://pse.is/4szlvt 

6.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 3-2】六成

民眾認為蔡英文應支持賴清德    

學者：參選路明確只欠東風 

匯流新聞網(2022/02/21) https://pse.is/4rpn3y 

7.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 3-3】柯文

哲參選對民進黨好？陳致中這樣分

析 

匯流新聞網(2022/02/21) https://pse.is/4sw7nj 

8.  
賴清德 2024「這份民調」           

拿第一 看好度曝光令人傻眼 
中時新聞網(2023/02/21 12:07) https://pse.is/4r2kpk 

9.  
台灣民意基金會 2024 對決或三腳

督 侯支持度領風騷 
中時新聞網(2023/02/22 04:10) https://pse.is/4skrb8 

10.  
2024 年大選最新民調            

賴清德、侯友宜互有領先 
聯合新聞網(2023/02/21 11:06) https://pse.is/4spl9c 

11.  
影／陳宗彥遭爆疑涉性招待 陳致

中：從政同志都該潔身自愛 
聯合新聞網(2023/02/21 11:21) https://pse.is/4sdjvp 

12.  

新台灣國策智庫 2024 總統大選民

調 賴清德各對戰組合皆領先 但認

為國民黨將勝選者較多 

民眾網-民眾日報(2023/2/21 10:53) https://pse.is/4pd9ba 

13.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 總統大選各

種對戰組合賴清德都領先 
台灣時報(2023/2/21 16:03) https://pse.is/4sv29t 

14.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 蔡蘇滿意度

過半 陳建仁滿意度逾四成八 
台灣時報(2023/2/21 16:03) https://pse.is/4sbgk7 

15.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 逾六成七認

為蔡英文會「支持」賴清德選總統 
台灣時報(2023/2/21 16:01) https://pse.is/4skfh9 

16.  
新台灣國策智庫最新民調              

蔡英文施政滿意度 53.4% 
獨家報導(2023/02/21) https://pse.is/4stxv9 

17.  

2024 總統大選對戰組合 新台灣智

庫民調：國民黨推侯或朱參選 賴清

德都領先 

前進新聞網(2023/02/21 17:24) https://pse.is/4s8zx8 

18.  

新台灣國策智庫 2024 總統大選民

調 賴清德各對戰組合皆領先 但認

為國民黨將勝選者較多 

HiNet 生活誌(2023/02/21 10:53) https://pse.is/4rkud4 

19.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 3-1】

48.8%民眾滿意陳建仁內閣表現  

學者分析「溫暖牌」奏效 

HiNet 生活誌(2023/02/21 05:37) https://pse.is/4rhphs 

20.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 3-2】六成

民眾認為蔡英文應支持賴清德    

學者：參選路明確只欠東風 

HiNet 生活誌(2023/02/21 05:32) https://pse.is/4sm2dw 

https://pse.is/4szlvt


  

 

 

 

21.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 3-3】柯文

哲參選對民進黨好？陳致中這樣分

析 

HiNet 生活誌(2023/02/21 05:31) https://pse.is/4sg3q8 

22.  
2024 年大選最新民調                     

賴清德、侯友宜互有領先 
HiNet 生活誌(2023/02/21 11:06) https://pse.is/4rwrlu 

23.  

同日民調兩樣情！台灣民意基金

會：2024 侯友宜小勝、柯若不選贏

更多 

HiNet 生活誌(2023/02/21 12:08) https://pse.is/4sedvn 

平面媒體  共 3 則 

1.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 

蔡蘇滿意度過半 陳建仁逾 4 成 8 
台灣時報 焦點版(2022/2/22) 圖一 

2.  新台灣國策智庫民調 

賴在各種可能對戰組合 都領先群雄 
台灣時報 2 版(2022/2/22) 圖二 

3.  台灣民意基金會 2024 對決或三

角督 侯支持度領風騷 
中國時報 A2(2022/2/22)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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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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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媒體  共 10 則 

   網路媒體  共 23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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