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城大公佈 2013 年 LIVAC 港台京全年名人榜 

 
 

中美日三地政治人物位居「2013 年 LIVAC 港台京全年名人榜」的前三名，他們

依次是中國新領導人習近平、美國總統奧巴馬、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見表一）。 
 
同時，香港、北京、台灣三地區名人榜的第一位分別是梁振英（香港）、習近平

（北京）、馬英九（台北）（見表二）。 
 
香港城市大學（城大）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 1 月 2 日公佈「2013 年港台京名

人榜」。結果顯示政治人物是最受注目的新聞人物。 
 
城大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榮休教授鄒嘉彥教授分析︰「今年綜合名人榜在港、

台、京三地見報率最高的新聞人物共 25 人，比去年多兩人，上榜者大多是中國

大陸、美國、日本、台灣、南非等國家或地區的新老政要。最受注目的是已判刑

的前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一家三人，加上案件涉及的王立軍、徐明，共五人

上榜，佔總數 20%。另外，中日關係緊張，安倍晉三排名升至第三位。」 
 
名人榜以「LIVAC 漢語共時語料庫」為基礎，研究人員每兩周統計並分析港京

台及其他華人地區的新聞人物，將見報率最高的 25 人收入當地「雙周名人榜」。

這項調查涵蓋港、台、京等多地傳媒的報道。 
 
今年入榜者有美國前中情局僱員斯諾登及中國前《新快報》記者陳永洲，顯示新

聞自由受關注。去年出盡風頭的美國華裔籃球名將林書豪今年仍然榜上有名，與

美國網球女將莎蓮娜並列成為體育界的上榜人物。此外，名人榜創辦九年來首次

錄得上榜者中 25%為女性，這五名上榜婦女是：薄熙來妻子谷開來、前英國首相

戴卓爾夫人、泰國首相英祿、莎蓮娜、中國國家主席夫人彭麗媛。 
 
鄒嘉彥教授指出，過了大半個世紀，今年再次有中國領導人伉儷同時登上世界舞

台。 
 
各地區名人榜中，香港上榜名人以位居第五的湯顯明較受人注目。湯顯明不但取

代了去年上榜的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而且以廉政公署專員身份涉嫌貪瀆而引起

港人關注並警惕「執法犯法」的現象。名人榜同時顯示港人懷念離世的藝人紅線

女及張國榮，而當前演藝界上榜人物中，郭富城排名在劉德華與陳奕迅之前。 
 
台北的名人榜上，馬英九、江宜樺、王金平是今年台灣媒體特別關注的政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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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李安高居演藝界別榜首，排名比周杰倫高。 
 
北京的名人榜今年不讓政治人物專美，網球女將李娜高居第六位。新一屆的七位

中共政治局常委之中，有五位進入前 25 名。 
 
「漢語共時語料庫（LIVAC；www.LIVAC.org）」1995 年由城大始創，近二十年

來定期「共時」嚴謹過濾、分析各華人地區主要報刊的語料，至今已處理五億字

以上的資料，並建立了包含 160 多萬詞條的詞庫。LIVAC 名人榜始創於 2000 年。 
 
 
 
 
 
 
 
 
 
 
 
 
 
 
 
 
 
 
 
 
 
 
 
 
 
 
 
 
 
 



表一：2013 年 LIVAC 泛華綜合名人榜 
 
 名字 港名 台名 京名 

1 Xi Jinping 習近平 習近平 習近平 

2 Barack Obama 奧巴馬 歐巴馬 奧巴馬 

3 Shinzo Abe 安倍晉三 安倍晉三 安倍晉三 

4 Edward Snowden 斯諾登 史諾登 斯諾登 

5 Li Keqiang 李克強 李克強 李克強 

6 Bo Xilai 薄熙來 薄熙來 薄熙來 

7 Jeremy Lin 林書豪 林書豪 林書豪 

8 Nelson Mandela 曼德拉 曼德拉 曼德拉 

9 Kim Jong-un 金正恩 金正恩 金正恩 

10 Gu Kailai 谷開來 谷開來 谷開來 

11 Vladimir Putin 普京 普丁 普京 

12 Margaret Thatcher 戴卓爾 佘契爾 撒切爾 

13 Mohamed Morsy 穆爾西 穆爾西 穆爾西 

14 Jang Seong-taek 張成澤 張成澤 張成澤 

15 Hassan Rouhani 魯哈尼 魯哈尼 魯哈尼 

16 Xu Ming 徐明 徐明 徐明 

17 Wang Lijun 王立軍 王立軍 王立軍 

18 Yingluck Shinawatra 英祿 穎拉 英拉 

19 Serena Williams 莎蓮娜 威廉絲 小威廉姆斯 

20 Bo Guagua 薄瓜瓜 薄瓜瓜 薄瓜瓜 

21 Chen YongZhou 陳永洲 陳永洲 陳永洲 

22 Ben Bernanke 伯南克 柏南克 伯南克 

23 Peng Liyuan 彭麗媛 彭麗媛 彭麗媛 

24 Joseph Biden 拜登 拜登 拜登 

25 Lawrence Summers 薩默斯 桑默斯 薩默斯 

 



表二：2013 年港台京各地區名人榜 
 
排名 香港 台灣 北京 

1 梁振英 馬英九 習近平 

2 習近平 江宜樺 李克強 

3 奧巴馬 王建民 奧巴馬 

4 斯諾登 習近平 雷鋒 

5 湯顯明 王金平 安倍晉三 

6 安倍晉三 歐巴馬 李娜 

7 郭富城 安倍晉三 克里 

8 紅線女 陳偉殷 薄熙來 

9 張國榮 蘇貞昌 斯諾登 

10 朗尼 林書豪 穆爾西 

11 戴卓爾 李安 俞正聲 

12 摩連奴 薄熙來 楊潔篪 

13 陳茂波 周傑倫 龔全珍 

14 陳奕迅 郭泓志 普京 

15 張智霖 金正恩 張德江 

16 劉德華 曼尼拉米瑞茲 劉雲山 

17 張家輝 劉德華 朴槿惠 

18 林峯 柯建銘 谷開來 

19 李克強 洪仲丘 王毅 

20 苟芸慧 史諾登 菊美多吉 

21 曾蔭權 王菲 汪洋 

22 張成澤 陳水扁 鄒市明 

23 薄熙來 黃世銘 郎平 

24 鄭伊健 蕭敬騰 曼德拉 

25 熊黛林 謝長亨 劉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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