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院公佈港台京2012年LIVAC名人榜 
林書豪膺泛華名人榜首位 

香港教育學院（教院）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公佈「2012 年 LIVAC 泛華名人榜」及「港台京各地區名

人榜」。結果顯示，港台京三地見報率最高是美國職業籃球名將林書豪（詳見附表一），至於各地排行首位

的分別為梁振英（香港）、胡錦濤（北京）及林書豪（台北）（詳見附表二）。 

教院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總監鄒嘉彥教授分析，「2012 年 LIVAC 泛華名人榜」的政治人物眾多，主

要是由於多個國家及地區的政府換屆：中國、美國、法國、香港、日本、台灣、俄羅斯、埃及、北韓的領

導層均先後出現替換，還有剛舉行總統選舉的南韓，都大大增加了泛華語地區媒體對政治人物的興趣，令

他們登上名人榜。」此外，遭免職的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其妻谷開來以及英國商人海伍德都榜上有名；

曾締造多次 NBA 紀錄，帶領美國 紐約人 隊打出絕佳成績的美國籃球名將林書豪更榮登榜首，掀起一陣「林

來瘋」（英語新詞：Linsanity）熱潮，風頭一時無兩。 

而在「2012 年 LIVAC 泛華名人榜」，在港台京三地名人榜中共同出現的名人有 22 位，較去年多 6 位（即

三分之一）。除了奧巴馬、林書豪、胡錦濤外，其他較引人注目的人物還有：北韓領袖金正恩及其於一年前

逝世的父親金正日、中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以及與體育有關的劉翔和李娜，都成為泛華語地區媒體爭

相報導的對像。此外，美國政治一向引起華人社會的關注，2012 年大選便令奧巴馬、羅姆尼及拜登一起

上榜 。另一方面，日本大選結果亦對未來中日關係起關鍵影響，野田佳彥及剛勝選的安倍晉三也因而榜上

有名。至於全年港京台三地分別上榜的名人，香港地區上榜人數共 344 人，台北有 322 人，北京為 385 人。 

鄒教授補充說：「『名人榜』是文化標誌，反映社會對不同議題和事物的關注、認同及主流意見，具有

特別意義和價值。林書豪是首位非政治人物而晉身泛華名人榜榜首的人物，前所未有。他的傳奇籃球生涯

成為了多地媒體爭相報道的焦點，媒體曝光率更勝姚明出道之時，亦超過榜上其他政要以及諾貝爾獎得主。」 

另一方面，在「2012 年 LIVAC 泛華名人榜」的 22 人中，香港領導人相隔多年後再度上榜，足以顯示

香港政情再度成為泛華語地區媒體的關注重點，這可能與香港特首選舉先後出現戲劇性發展有關。此外，

內地作家莫言在本年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殊榮，躋身名人榜之列，也反映繼軍事之後，中國文化的崛起。

這與在 2000 年獲得同樣殊榮的華裔作家高行健相比，莫言在各地媒體曝光度更勝一籌。 

LIVAC 港台京名人榜以「LIVAC 漢語共時語料庫」為基礎，每兩周統計及分析港京台及其他華人地區

新聞人物見報率，最高的 25 人登上當地「雙周名人榜」。年終時，再總匯成各地區的全年「名人榜」，按名

人在多地上榜期數與總見報情況排出年度「LIVAC 泛華名人榜」。 

  「漢語共時語料庫(LIVAC)」(http://livac.org/) 始創自 1993 年，二十年來定期共時搜集、處理和分析泛

華語地區主要報刊的語料，至今已處理了接近五億字媒體資料，並建立了包括 150 多萬詞條的詞庫。 

  

 

 

 

 

http://livac.org/


附表一：「2012 年 LIVAC 泛華名人榜」 
 

排序 香港 台灣 北京 

1 梁振英 林書豪 胡錦濤 

2 奧巴馬 歐巴馬 1 溫家寶 

3 林書豪 羅姆尼 習近平 

4 羅姆尼 習近平 奧巴馬 

5 習近平 谷開來 李克強 

6 胡錦濤 莫言 林書豪 

7 溫家寶 賀蘭德 2 穆爾西 

8 莫言 胡錦濤 普京 

9 安倍晉三 野田佳彥 江澤民 

10 谷開來 海伍德 羅姆尼 

11 劉翔 溫家寶 奧朗德 

12 海伍德 金正恩 劉翔 

13 奧朗德 梁振英 李娜 

14 金正恩 安倍晉三 谷開來 

15 李克強 劉翔 尼爾．伍德 4 

16 普京 李娜 安倍晉三 

17 野田佳彥 普丁 3 拜登 

18 江澤民 拜登 野田佳彥 

19 李娜 李克強 金正日 

20 金正日 金正日 梁振英 

21 穆爾西 江澤民 金正恩 

22 拜登 穆爾西 莫言 

 
註釋： 
1. 即現任美國總統 Barack Obama，香港音譯奧巴馬。 
2. 即現任法國總統 Francois Hollande，香港音譯奧朗德。 
3. 即現任俄羅斯總統 Vladimir Putin，香港音譯普京。 
4. 在谷開來案中的英國商人 Neil Heywood，香港音譯海伍德。 
 



附表二：「LIVAC 港台京各地區名人榜」 
 

排序 香港 台灣 北京 

1 梁振英 林書豪 胡錦濤 
2 曾蔭權 馬英九 溫家寶 
3 唐英年 陳偉殷 雷鋒 
4 奧巴馬 歐巴馬 1 習近平 
5 薄熙來 林益世 奧巴馬 
6 林書豪 王建民 吳邦國 
7 羅姆尼 蔡英文 賈慶林 
8 王立軍 陳水扁 李克強 
9 習近平 蘇貞昌 安南 
10 胡錦濤 陳沖 孟祥民 
11 溫家寶 薄熙來 楊潔篪 
12 黎明 曾雅妮 林書豪 
13 陳光誠 吳敦義 穆爾西 
14 容祖兒 羅姆尼 張麗莉 
15 許仕仁 陳啟祥 普京 
16 劉德華 謝長廷 李長春 
17 曾鈺成 Makiyo 賀國強 
18 李慧詩 習近平 回良玉 
19 鄭秀文 鳳飛飛 江澤民 
20 莫言 陳光誠 陳至立 
21 樂基兒 王立軍 周永康 
22 卡卡 友寄隆輝 林俊德 
23 張柏芝 李宗瑞 肖明 
24 谷開來 谷開來 羅姆尼 
25 劉翔 劉憶如 奧朗德 

 
註譯： 
 
1. 即現任美國總統 Barack Obama，香港音譯奧巴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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