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院公佈港京滬台 2011 年 LIVAC 名人榜 
司徒華踞香港地區榜首位 

 
 2011 年泛華語地區媒體最常出現的名人主要為政治人物，首三位名人依次為美國總統奧

巴馬、國家主席胡錦濤，以及利比亞前領袖卡扎菲；而已故香港民主黨黨鞭及支聯會主席司

徒華名列香港地區名人榜首位。 
 

香港教育學院（教院）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公佈「港京滬台四地 2011 年 LIVAC 全年綜

合名人榜」及「港京滬台各地區名人榜」。與去年比較，除中、美兩國政治人物仍高踞榜首外，

多位非洲政要榜上有名，阿拉伯局勢備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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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LIVAC 全年綜

合名人榜，除中、美政要仍上榜外，非洲地區的茉莉花革命引致多國局勢變化，備受各界緊

密關注，部份非洲政要高頻見報。現今通訊發達，資訊瞬息傳遍世界各個角落，聲影並茂，

更體現地球村的概念。」 
 
在 2011 年全年中，在港京滬台四地名榜中都曾共同出現的，共為 16 人(見附表一：「2011

年 LIVAC 全年綜合名人榜」)。首三位名人依次為奧巴馬、胡錦濤和卡扎菲，其他較引人注

目的人物還有：剛於上周末猝死的金正日、被美軍擊斃的拉登、捲入性侵案的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的前總裁卡恩、網壇稱冠的李娜，都成為泛華語地區媒體爭相報道的目標。日本發生世

紀大地震，前後兩任首相都榜上有名。此外，蘋果教主喬布斯的離世，傷透了全球蘋果迷的

心，同時反映蘋果在短時間內超過微軟，亦凸顯電訊科技改變了人的生活習慣。 
 
鄒教授補充說，在「全年綜合名人榜」的 16 人中，惟港、台名人無緣上榜，或顯示泛華

語地區媒體大都著眼於世界大事，港、台事務只屬地區性新聞，已退居二線位置。 
 
至於港京滬台四地全年分別上榜的名人，香港地區上榜人數共 363 人，台北有 333 人，

北京為 405 人，上海最多，共 418 人。於各地區媒體出現頻率最高的 25 人，見附表二「港京

滬台各地區名人榜」。 
 
香港方面，司徒華名列榜首，高於特首參選人唐英年，而謝霆鋒、張柏芝離婚事件長久

高踞本地報章首端，造就兩人高踞第三、第四位。 
 
台北榜與過往幾年一樣，前 25 人仍以政治人物佔主導，較為意外的是蔡英文排位超過馬

英九佔據首位，藍綠兩陣營首要也都幾乎全入榜，反映 2012 年台灣選情激烈。此外，大陸富

豪陳光標到台灣行善派錢，受到廣泛關注，陳光標也因而名列第 22 名。 
 
北京榜保持一貫特色，以政治掛帥為新聞取向，前 25 名中幾乎全是政治人物，中共中央

政治局九位成員全數入榜，外國人僅佔四人，姚明則是 25 人中僅惟一一位非政治人物。 
 
上海榜繼續百花齊放，體育界人士仍佔很大比重，李娜超越劉翔、姚明榮登榜首，令人

矚目。值得注意的是，與過幾年一樣，中央主要政要仍均未入榜。 

 



 
 LIVAC 港京滬台名人榜以「漢語共時語人料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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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已處理了超過四億字，並建立了包括 150 多萬

詞條的詞庫。 
 
 
 
 
 
 
 
 
表一： 2011 年 LIVAC 全年綜合名人榜 

均曾在港京滬台四地出現的人物(按各地總詞頻排列)  

序 按四地總詞頻排列

(以港名為準) 

香港 台北 北京 上海 

1 奧巴馬 奧巴馬 歐巴馬 胡錦濤 李娜 

2 胡錦濤 卡扎菲 格達費 溫家寶 奧巴馬 

3 卡扎菲 拉登 賓拉登 奧巴馬 姚明 

4 溫家寶 溫家寶 胡錦濤 卡扎菲 卡扎菲 

5 拉登 喬布斯 菅直人 拉登 菅直人 

6 李娜 穆巴拉克 賈伯斯 姚明 穆巴拉克 

7 姚明 胡錦濤 穆巴拉克 菅直人 拉丹 

8 穆巴拉克 卡恩 溫家寶 金正日 喬布斯 

9 喬布斯 姚明 卡恩 默多克 野田佳彥 

10 菅直人 李娜 野田佳彥 卡恩 布雷維克 

11 卡恩 梅鐸 梅鐸 野田佳彥 薩利赫 

12 野田佳彥 菅直人 姚明 穆巴拉克 卡恩 

13 梅鐸 野田佳彥 布瑞維克 薩利赫 胡錦濤 

14 布雷維克 薩利赫 李娜 布雷維克 金正日 

15 薩利赫 布雷維克 金正日 李娜 默多克 

16 金正日 金正日 薩利赫 喬布斯 溫家寶 

 

 

 

 

 

 

 

http://livac.org/


表二： 港京滬台四地 2011 年 LIVAC 各地名人榜 

(只列出前 25 名) 

序 香港 台北 北京 上海 

1 司徒華 蔡英文 胡錦濤 李娜 

2 唐英年 馬英九 溫家寶 劉翔 

3 張柏芝 王建民 奧巴馬 奧巴馬 

4 謝霆鋒 陳水扁 吳邦國 姚明 

5 奧巴馬 歐巴馬 李克強 卡扎菲 

6 卡扎菲 曾雅妮 孫中山 布拉澤維奇 

7 拉登 格達費 習近平 卡馬喬 

8 溫家寶 宋楚瑜 吳孟超 林丹 

9 林峯 吳敦義 賈慶林 俞正聲 

10 曾蔭權 賓拉登 卡扎菲 丁俊暉 

11 梁振英 周傑倫 楊善洲 韓正 

12 劉德華 金溥聰 錢學森 穆里尼奧 

13 喬布斯 蘇貞昌 張雅琴 張吉龍 

14 何鴻燊 李登輝 賀國強 桑蘭 

15 穆巴拉克 蘇嘉全 周永康 布拉特 

16 胡錦濤 郭泓志 李東曉 菅直人 

17 陳奕迅 胡錦濤 李長春 朱駿 

18 鄭秀文 菅直人 毛澤東 穆巴拉克 

19 楊千嬅 吳淑珍 達賴 高洪波 

20 曾俊華 孫中山 拉登 古力 

21 葛輝 賈伯斯 楊潔篪 梅西 

22 李克強 陳光標 劉延東 拜塞克 

23 江澤民 威廉 姚明 鄧華德 

24 陳嘉桓 卡卡 王岐山 拉丹 

25 艾未未 楊淑君 菅直人 孫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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