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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城大公佈 LIVAC 京港台 2018 年新聞人物榜 

 
香港城市大學（城大）公佈「2018 年 LIVAC 京港台新聞人物榜」，全年共計 18 人在三

地都榜上有名，比過往兩年都多，習近平與特朗普兩人以絕對優勢成為 2018 年國際舞
台的風雲人物，南北韓的金正恩、文在寅也緊接位列第三、四位，普京則退居第六位。

中國政壇，政協主席汪洋、主持中美貿易談判的劉鶴及因行賄下台的房峰輝都上了三地
新聞人物榜，反而第二號人物李克強由於缺席台灣榜而榜上無名，台灣地區唯一上榜的

是 2018 年 3 月逝世的李敖。接近年底，醞釀頗久的英國「脫歐」正值關鍵時刻，首相
文翠珊陷入困境；而一年多前就任、呼聲極高的法國總統馬克龍遭遇「黃背心運動」而

地位動搖，二人均受泛華語區極大關注（見表一）。 
 

城大翻譯及語言學系榮休教授鄒嘉彥教授分析：「2018 年三地新聞人物榜最受注目的理
所當然是習近平與特朗普，尤其中美兩國貿易戰對世界形勢影響尤為深遠。南北韓局勢

發展也是 2018 年的國際重要事件。此外，2018 年上榜總人數高出過去數幾年，2018 年
世界總形勢顯然更為複雜。」12 月在加拿大被捕的華為副董事長兼首席財務官孟晚舟，

受到泛華語區高度關注，本可能登上 2018 年新聞人物榜第 19 位，卻因北京官方媒體對
其直接報道較少，缺席北京榜而未上本年總榜。 

 
從北京新聞人物榜前 25 人名單看，習近平仍以最高見報率高佔北京新聞人物榜首（見

表二），顯示他的「核心」地位更加鞏固。多位政治局常委、委員李克強、栗戰書、汪
洋、韓正等慣常上榜外，較令人矚目的是一批英雄烈士如雷鋒、張太雷、項英、夏明翰、

鄧恩銘等在榜上佔有較主要名次，反映北京有意宣揚中共英烈。香港著名實業家、慈善
家田家炳，體壇的王曦雨和丁俊暉也同事上榜，則反映新聞界對經濟、體育領域的重視。 

 
香港新聞仍保持百花齊放的特色。部份政見不同的組織均有代表人物上榜，除反映香港

新聞自由，也說明香港政爭仍然很激烈（見表三）。幾位文體界知名人士亦榜上有名，
其中盧凱彤佔據頗高名次有點出人意表，娛壇長青樹劉德華也以較高的排名證明其地位

不可動搖。反而不久前去世引起泛華語區民眾哀悼的查良鏞未能進入前 25 名。 
 

在台灣的新聞人物榜（見表四），幾乎囊括了「九合一」大選中所有關鍵人物，尤其是
颳起「韓流」的韓國瑜高踞第四位，連習近平、金正恩都落於其後，國、民兩黨的核心

人物仍照例榜上有名，反映了在 2018 年，台灣媒體把眼光更集中在本土政壇，而對兩
岸乃至國際的關注度相對減弱了許多（見圖一）。 

 
2018 年三地同時上榜人數創新高，反映三地共識加強。一直以來，泛華地區公眾關注

點不局限在當地範圍，亦關注其他華人地區、美國等。綜合來看，北京、台灣二地新聞
報道顯著聚焦本地新聞，而香港由於較廣的國際化視野，關注焦點也多觸及其他華人地

區、美國與海外其他地區（見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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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京、港、台新聞關注地域分佈徑向圖 

 

LIVAC 新聞人物榜指的是源於北京、香港、台灣每年共同出現的見報頻率最高的新聞
人物。新聞榜是以「LIVAC 漢語共時語料庫」（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VAC_ 

Synchronous Corpus）大數據為基礎，研究人員每兩周統計分析京港台及其他三個華人地
區的新聞人物，將見報率最高 25 人收入當地「雙周新聞人物榜」。再把全年各期的「雙

周新聞人物榜」各地年度匯總後統計出「全年 LIVAC 京港台新聞人物榜」。因此從大數
據分析所得每年上榜的新聞人物數量或跨年度的變化，可以窺探京、港、台三地人們關

注點的共識性和一致性，即上榜人數愈多則說明三地關注一致性愈高，反之亦然。2016
與 17 年總榜同年上榜人數均為 13 人，反映出前兩年，三地對社會事物共同認識和關注

度的一致性比較低，而到 2018 年恢復到 18 人上榜，體現出關注度從分化向集中靠攏的
趨勢。  

 

該大數據語料庫 1995 年由城大始創，其研究分析是基於統計大量精準數據，二十多年

來定期「共時」嚴謹過濾、分析各華人地區主要報刊的語料，至今已系統性過濾了 25

億字資料，並已審慎處理過近 6 億多字資料，亦創建了超過 250 萬詞條的漢語大詞庫。

LIVAC 新聞人物榜則始創於 2000 年。 

 
如欲取得更詳盡內容,可瀏覽 http://www.livac.org/celebrity 。 

 
新聞界查詢：城大翻譯及語言學系榮休教授鄒嘉彥教授（電話：（852）6299 9457）或

LIVAC 研究員蔡永富先生（電話：（852）5531 2749） 
 

2019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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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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哈地） 馬來西亞首相、新巫統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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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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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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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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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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范冰冰 中國女藝人 

24 美斯 巴塞隆拿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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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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馬英九 國民黨前主席、前總統 

17 吳茂昆 教育部前部長 

18 姚文智 國民黨籍參選台北市市長落選人 

19 林佳龍 台中市前市長 

20 吳音寧 農產運銷公司前總經理 

21 盧秀燕 國民黨籍台中市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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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