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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一：2018年 LIVAC京港台三地都上榜的新聞人物榜（共 18人） 

 

 
三地 

注 

1 
習近平 中共中央總書記，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 

2 
特朗普（川普） 美國總統 

3 
金正恩 朝鮮勞動黨第一書記，勞動黨中央軍委會委員長 

4 
文在寅 南韓總統 

5 
安倍晉三 日本自民黨總裁，日本首相 

6 
普京（普丁） 俄羅斯總統 

7 
汪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8 
李敖 台灣前立委、著名作家，18年 3月病逝 

9 
馬克龍（馬克洪） 法國總統 

10 
蓬佩奧 美國國務卿 

11 
彭斯 美國副總統 

12 
文翠珊（梅伊） 英國首相 

13 
馬哈蒂爾（馬哈 馬來西亞首相、新巫統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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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14 
劉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財經領導

小組辦公室主任 

15 
馬杜羅 委內瑞拉總統 

16 
莫迪 印度總理 

17 
李明博 南韓前總統 

18 
房峰輝 涉嫌行賄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原參謀長 

 

 

表二：2018年 LIVAC北京新聞人物榜（前 25人） 

 北京 注 

1 習近平 中共中央總書記，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 

2 馬克思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 

3 李克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 

4 王毅 中國外交部部長 

5 特朗普 美國總統 

6 栗戰書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7 汪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8 雷鋒 中國解放軍先進戰士 

9 劉少奇 中國前國家主席 

10 韓正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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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楊潔篪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12 鄭德榮 東北師範大學原副校長 

13 丁俊暉 中國桌球男選手 

14 張太雷 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重要領導人之一 

15 田家炳 香港著名實業家、慈善家，著名愛國人士，18年 7月病逝 

16 王曦雨 中國網球女選手 

17 項英 新四軍的創建人和主要領導人之一 

18 何立峰 國家發展改革委黨組書記、主任 

19 趙樂際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 

20 普京 俄羅斯總統 

21 毛澤東 中共前主席，76年 9月病逝 

22 丁薛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 

23 李俊賢 

我國火箭推進劑的創始人之一、我國聚氨酯工業的奠基人之

一 

24 肖俊京 北京市公安局豐台分局經濟偵查大隊民警，18年 11月殉職 

25 徐文濤 戰區級後勤史館義務講解員，退役軍人 

 

表三：2018年 LIVAC香港新聞人物榜（前 25人） 

 香港 注 

1 特朗普 美國總統 

2 林鄭月娥 香港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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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習近平 中共中央總書記，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 

4 金正恩 朝鮮勞動黨第一書記，勞動黨中央軍委會委員長 

5 鄭若驊 香港律政司司長 

6 劉霞 大陸民運人士劉曉波太太 

7 陳凱欣 立法會議員，18年 11月勝出九龍西補選 

8 安倍晉三 日本自民黨總裁，日本首相 

9 霍金 世界知名的英國物理學家，18年 3月逝世 

10 劉德華 香港著名男歌星 

11 陳帆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12 馬克龍 法國總統 

13 盧凱彤 香港歌手，at17成員，18年 8月自殺身亡 

14 C朗拿度 葡萄牙足球隊隊員，全名基斯坦奴朗拿度 

15 普京 俄羅斯總統 

16 曾蔭權 香港前特首 

17 蔡英文 總統，台灣民進黨前主席 

18 姚松炎 前立法會議員 

19 梁振英 香港前特首，全國政協副主席 

20 馬雲 中國最大電子商務網站阿里巴巴創辦人 

21 鍾欣桐 香港女子樂隊組合「Twins」成員之一 

22 陳浩天 香港民族黨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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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范冰冰 中國女藝人 

24 美斯 巴塞隆拿球員 

25 阿歷斯山齊士 阿仙奴隊球員 

 

表四：2018年 LIVAC台灣新聞人物榜（前 25人） 

 台灣 注 

1 川普 美國總統 

2 蔡英文 總統，民進黨前主席 

3 柯文哲 無黨籍台北市長 

4 賴清德 台灣行政院長 

5 韓國瑜 國民黨籍高雄市長 

6 金正恩 朝鮮勞動黨第一書記，勞動黨中央軍委會委員長 

7 習近平 中共中央總書記，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 

8 管中閔 國立台灣大學第 11任校長當選人 

9 陳水扁 台灣前總統，涉貪污案被收押 

10 陳其邁 民進黨籍參選高雄市市長落選人 

11 侯友宜 國民黨新北市市長 

12 丁守中 國民黨籍參選台北市市長落選人 

13 吳敦義 國民黨主席 

14 文在寅 南韓總統 

15 陳菊 民進黨籍總統府祕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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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馬英九 國民黨前主席、前總統 

17 吳茂昆 教育部長 

18 姚文智 國民黨籍參選台北市市長落選人 

19 林佳龍 台中市市長 

20 吳音寧 農產運銷公司前總經理 

21 盧秀燕 國民黨籍候任台中市市長 

22 安倍晉三 日本自民黨總裁，日本首相 

23 納薩爾 前美國奧運體操隊隊醫 

24 孫安佐 赴美留學的高中生，藝人狄鶯孫的兒子 

25 黃偉哲 民進黨籍台南市市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