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院公佈港京滬台 2010 年 LIVAC 名人榜及十年綜合名人榜 
 
 主要政治人物繼續高踞大中華地區名人榜榜首，2010 年泛華語地區媒體最常出現的首三

位名人依次為美國總統奧巴馬、國家主席胡錦濤和日本首相菅直人。 
 
 香港教育學院（教院）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公佈港京滬台 2010 年各地區及綜合名人

榜。延續往年趨勢，中美兩國政治人物的曝光率高踞榜首，東亞局勢亦備受關注。 
 

 教院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總監鄒嘉彥教授指出：「港京滬台四地 2010 年 LIVAC 名人榜

除中、美政要仍上榜外，值得注意的是北韓及日本多位政要都打入前十名，顯示東亞局勢是

泛華語地區 2010 年共同關注的重要話題。」 
 
 LIVAC 港京滬台名人榜以「漢語共時語料庫(LIVAC)」為基礎，每兩周統計及分析港京

滬台各地新聞人物見報率，最高的 25 人登上「雙周名人榜」。年終時，再總匯各地全年的「雙

周名人榜」，按其上榜期數與總見報率排出「LIVAC 全年名人榜」。 
 
 「漢語共時語料庫(LIVAC)」(http://livac.org/)始創自 1995年，十多年來定期共時搜集、

處理和分析泛華語地區主要報刊的語料，至今已處理了超過三億字，並建立了包括 150 多萬

詞條的詞庫。 
 
 鄒教授補充說，據統計顯示，今年朝韓軍事衝突引致東亞局勢緊張，北韓最高領導人金

正日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釣魚島撞船事件，中日官方、民間關係雙雙急跌，日本三位政要

也頻頻見報，從而沖淡了海峽兩岸關係的其他新聞。當然，最震撼的，應該是被形容為「全

球外交九一一」的維基解密事件，令網站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趕及年末入榜。(見表一) 
 
 至於四地分區名人榜(見表二)，香港方面前 25 人一如以住，娛圈人士如劉德華擠身名人

榜，狄娜和陳志雲亦打入十大。菲律賓挾持香港人質事件中的槍手門多薩令港人留下永遠的

傷痛，周秀娜延續模的傳奇，王菲復出掀起「菲主流」。胡錦濤排名低於一眾藝人，與在北

京榜高踞榜首有很大差別。 
 
 台北首 25 位名人，除美國總統歐巴馬(台灣譯音)外，其他都是台灣人士。台灣媒體與以

往一樣，把新聞焦點放在台灣內部藍綠爭鬥，榜首的數個人物均與「五都選舉」有關，而陳

水扁入獄也是新聞焦點。 
 

北京方面，首 25 位中只有兩位外國人，中共中央政治局九位常委全數上榜，更佔據高名

次，反映北京一向以政治新聞掛帥的取向。 
 
上海仍保持百花齊放的局面，體育界人士仍佔很大比重，值得注意的是，與北京相反，

中央主要政要竟然全數未入榜。 
 
 教院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同時公佈「LIVAC 十年綜合名人榜」。LIVAC 名人榜自 2000
年創立，至今已有十年歷史。正所謂「十年人事幾番新」，中心特別把過去十年的名人榜作綜

 

http://livac.org/)%20%E7%82%BA%E5%9F%BA%E7%A4%8E%EF%BC%8C%E8%A9%B2%E8%AA%9E%E6%96%99%E5%BA%AB%E5%A7%8B%E5%89%B5%E8%87%AA995


合回顧和分析。十年來，四地上榜名人總數近 9,000 人，其中上海超過 3,000 人，為四地之冠，

香港最少，只及上海的三分之二，在四地各榜都出現過的超過 100 人。按各地區數據分析，

過去十年都上榜的「常青樹」，香港多達 14 人，當中有小布殊、陳水扁、曾蔭權、胡錦濤四

位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但沒有董建華；娛圈人士佔八人。反觀台北及北京都各有七位常青

樹，除周杰倫及姚明外，其餘全屬政要。上海最特別，十年「常青樹」只有姚明一人。(見表

三) 
 

鄒教授解釋說：「過往十年四個華人社區的熱門話題人物仍以政治及體育界人士為主。香

港媒體的新聞視野較具穩定性，新聞人物變動不大，但覆蓋範圍廣闊，有政治和娛樂人物；

上海則流動性大，除姚明外，沒有其他人能屹立十年。」 
 
 

 



附表 

表一：2010 年港京滬台 LIVAC 名人榜 
序 按四地總詞頻排列

(以港名為準) 

香港 北京 上海 台灣 

1 奧巴馬 奧巴馬 胡錦濤 奧巴馬 歐巴馬 

2 胡錦濤 金正日 奧巴馬 菅直人 費德勒 

3 菅直人 胡錦濤 金正日 李娜 小澤一郎 

4 金正日 白高敦 菅直人 胡錦濤 金正日 

5 費達拿 菅直人 阿桑奇 鳩山由紀夫 菅直人 

6 白高敦 鳩山由紀夫 鳩山由紀夫 費德勒 胡錦濤 

7 小澤一郎 阿桑奇 費德勒 小澤一郎 布朗 

8 鳩山由紀夫 費達拿 小澤一郎 布朗 艾山吉 

9 李娜 小澤一郎 李娜 阿桑奇 鳩山由紀夫 

10 阿桑奇 李娜 布朗 金正日 李娜 

 
 

表二：2010 年港京滬台各地見報率最高的前 25 位名人 
序 香港 北京 上海 台灣 

1 奧巴馬 胡錦濤 布拉澤維奇 馬英九 

2 曾蔭權 溫家寶 奧巴馬 蔡英文 

3 狄娜 奧巴馬 姚明 吳敦義 

4 陳志雲 習近平 韓正 蘇貞昌 

5 劉曉波 賈慶林 俞正聲 郝龍斌 

6 蔡卓妍 李克強 鄧華德 胡志強 

7 朗尼 吳邦國 劉翔 陳菊 

8 溫家寶 沈浩 馬拉多納 陳水扁 

9 劉德華 回良玉 劉煒 朱立倫 

10 尹志強 周永康 朱駿 郭泓志 

11 Angelababy 楊潔篪 菅直人 楊秋興 

12 何鴻燊 郭明義 李娜 周傑倫 

13 馬英九 鄭垧靖 林丹 陳致中 

14 司徒華 錢學森 周立波 歐巴馬 

15 金正日 何祥美 霍華德 王建民 

16 周秀娜 賀國強 丁俊暉 連勝文 

17 門多薩 閻肅 弗蘭 金溥聰 

18 美斯 劉延東 穆里尼奧 楊志良 

19 王菲 李長春 李昌鎬 蘇嘉全 

20 容祖兒 梅德韋傑夫 魯尼 黃昭順 

21 陳豪 尹中強 卡梅倫 楊淑君 

22 林峯 龔曲此里 貝克漢姆 曾雅妮 

23 唐英年 劉雲山 伍茲 吳淑珍 

24 鄭秀文 李源潮 羅本 賴清德 

25 胡錦濤 王剛 卡卡 郭台銘 

 



 
表三： LIVAC 十年綜合名人榜(2001 至 2010 年) 

序 香港 北京 上海 台灣 

1 小布殊 胡錦濤 陳水扁 姚明 

2 陳水扁 溫家寶 馬英九  

3 曾蔭權 江澤民 小布希  

4 劉德華 吳邦國 李登輝  

5 胡錦濤 賈慶林 王金平  

6 謝霆鋒 毛澤東 周傑倫  

7 碧咸 姚明 呂秀蓮  

8 張柏芝    

9 王菲    

10 鄭秀文    

11 容祖兒    

12 何鴻燊    

13 成龍    

14 楊千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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