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大公佈 2006 年港台京滬四地「全年名人榜」 
 

香港城市大學（城大）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公佈的 2006 年港台京滬四地多個「全年名人

榜」顯示，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未能進入「泛華語地區名人榜」，而「香港全年名人榜」

則以台灣總統陳水扁為首。 
 
這個以港台京滬四地為主的「全年名人榜」是由城大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創立，以該中

心定期在網上發佈的「雙周名人榜」為依據。今年公佈的名人榜是該中心自 2000 年來第七

年公佈的統計結果。 
 

城大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主任鄒嘉彥教授表示：「中心是透過自創的共時語料庫（LIVAC）
每兩星期統計一次港台京滬四地新聞人物的見報率，以見報率最高的 25 人建立『雙周名人

榜』。年終，中心再總匯各地全年的『雙周名人榜』，按其總見報率、上榜期數排出『各地

全年榜』。最後，中心在四地全年榜的基礎上作統計，建立『泛華語地區名人榜』。」 
 
2006 年的「泛華語地區名人榜」（見表）列出曾在港、台、京三地「全年名人榜」上榜的

人士，共有 25 人，比 2005 年的 22 人略有增多。這 25 人中有 21 人是各國、各地區政要，

其中陳水扁無論以見報率計或以上榜期數統計都高居榜首，而曾蔭權則榜上無名。 
 
據分析，這應與今年泛華語地區各傳媒都大幅報道台灣地區「反貪倒扁」運動、注意清廉

有關。反觀香港特首曾蔭權，在 2005 年「泛華語地區名人榜」曾居第 2 位，但 2006 年台

灣、上海媒體上很少有曾特首的報道，以致他未能進入當地全年榜及今年的「泛華語地區

名人榜」，這與當年前任特首董建華在三地有很高見報率的情況迥異。箇中原因，值得探討。 
 
「泛華語地區名人榜」除了絕大多數是政治人物外，體育人物亦一枝獨秀。上榜的 25 人中，

體壇名人佔三人：施丹、劉翔、姚明，其中姚明自 2001 年起至今已是連續六年入榜，劉翔

也曾在 2004 年入榜。 
 
另外，2006 年「香港全年榜」（見表）共有 348 人，排名以陳水扁為首，曾蔭權居次。分

析指出，今年有關曾特首的新聞報道不多，近月雖有關於特首選舉的新聞，但曾特首的見

報率始終未見上揚，甚至台灣、上海傳媒也很少刊載有關他的報道。比諸董建華擔任特首

時在海峽兩岸新聞媒體上的風頭，似有一段差距。反觀香港傳媒對 2006 年台灣政壇變局的

報導則不遺餘力。同是報道選舉新聞，但在香港與台灣傳媒都出現「厚陳薄曾」的現象。 
 
此外，霍英東、霍金的上榜期數雖低，但卻以高見報率而進入前 25 名，而港府幾位昔年女

高官陳方安生、葉劉淑儀、陳馮富珍今年又見活躍政壇，再進入全年榜。今年入榜的娛圈

人物仍為數不少，維持「香港全年榜」歷來的特色。劉德華則繼續成為娛圈「長青樹」，蟬

 



聯五年，其他出現於榜上的娛樂人物包括沈殿霞、張柏芝、李安和董驃。 
 

「台灣全年榜」總人數為 317 人，是四地全年榜中人數最少的。台灣今年最大的新聞就是

弊案連連，牽涉面之廣、涉案人物位階之高、對社會影響之大，可謂是空前的，以致一大

批涉案者名字高踞「名人榜」之上。 
 
「北京全年榜」上榜人數為 414 人，依然是以政治掛帥，前 25 名中絕大多數是國內外政要，

只有姚明、劉翔兩位體育明星能進入第 12、15 位。 
 

「上海全年榜」入榜人數居四地之冠，共有 446 人，從前 25 位名人看，體育人士佔 13 人，

外籍人士 13 人，非政界人士 18 人。鄒教授指出，由此可見，上海傳媒與 05 年一樣，仍保

持新聞內容多元化、國際視野廣闊的特點。號稱國際都市的香港，面對上海的進取，值得

深思。 
 

 



附：2006 年泛華語地區港台京滬全年名人榜 
 A B C D E 

序 泛華語地區名人榜 香港全年榜

(前25名) 

台灣全年榜

(前25名) 

北京全年榜

(前25名) 

上海全年榜

(前25名) 

1 陳水扁 陳水扁 陳水扁 胡錦濤 劉翔 

2 胡錦濤 曾蔭權 馬英九 溫家寶 姚明 

3 小泉純一郎 馬英九 王建民 吳邦國 齊達內 

4 施明德 胡錦濤 蘇貞昌 賈慶林 布什 

5 小布殊(小布希、布什) 陳方安生 吳淑珍 布什 吳金貴 

6 他信(戴克辛) 霍英東 趙建銘 江澤民 韓正 

7 毛澤東 小布殊 施明德 李肇星 馬良行 

8 安倍晉三 劉德華 小布希 陳水扁 丁俊暉 

9 貝理雅(布萊爾) 沈殿霞 謝長廷 毛澤東 沙龍 

10 趙建銘 程翔 胡錦濤 普京 杜伊科維奇 

11 姚明 施明德 陳哲男 曾培炎 孫雯 

12 沙龍(夏隆) 李澤楷 周杰倫 姚明 孫海平 

13 施丹(席丹、齊達內) 小泉純一郎 李登輝 丁曉兵 貝克漢姆 

14 金正日 霍金 邱毅 吳儀 多梅內克 

15 劉翔 他信 呂秀蓮 劉翔 布萊爾 

16 賴斯(萊斯) 董驃 李恆隆 安南 埃里克森 

17 李肇星 張柏芝 王金平 曾慶紅 費德勒 

18 橋本龍太郎 安倍晉三 郭泓志 李長春 胡錦濤 

19 米洛舍維奇(米羅塞維奇) 朗尼 宋楚瑜 沙龍 張藝謀 

20 連戰 葉劉淑儀 陳金鋒 布萊爾 王治郅 

21 默克爾(梅克爾) 陳日君 李遠哲 連戰 安倍晉三 

22 卡斯特羅(卡斯楚) 毛澤東 李泰安 孔從洲 亨利 

23 希拉克(席哈克) 陳馮富珍 林華德 孫曉村 羅納爾多 

24 陳雲林 碧咸 黃芳彥 朱德 馬曉旭 

25 素拉育(蘇拉育) 李安 陳菊 鄧發 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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