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大公佈 2007 年港台京滬多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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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港台京滬各地多個綜合和個別

「全年名人榜」顯示，各地最關注台海兩岸情況，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在「香港全

年名人榜」超過陳方安生及葉劉淑儀，位居首位，但如同去年一樣，仍未能進入「泛華語

地區名人榜」，後者榜首人物是馬英九。 
 
這個以港台京滬多地為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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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來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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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是透過自創的泛華語地區動態『漢

語共時語料庫』（LIVAC），每兩星期統計一次港台京滬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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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在多地全年榜的基礎上作統計，建立『泛

華語地區名人榜』，並作出分析。」 
 
2007 年「泛華語地區名人榜」（見表一 A 列）列出曾在港、台、京三地「全年名人榜」都

上榜的人士，共有 21 人，比 2006 年的 25 人減少了近兩成。這 21 人中有 18 人是各國、各

地區政要。 
 
鄒嘉彥教授說：「2007 年有不少國家、地區政壇『換班』，新舊政要都同時入榜，成為今年

『名人榜』最大的特色。同時也反映了各地媒體今年關注的新聞焦點與去年有很大差別。」 
 
以三地見報率總和計算並參考上榜率，台北馬英九居榜首，胡錦濤、陳水扁和小布殊分別

為二、三、四名，而陳水扁、小布殊、胡錦濤三人也同時進入港、台、京三地名人榜（見

表一 B、C、D 列）的前 25 名，再者，馬英九在港、台名人榜（見表一 B、C 列）前 25 名

內，安倍晉三在港、京名人榜（見表一 B、D 列）前 25 名內，可見，台灣地區的政情及中、

美、日的關係仍是兩岸三地共同關注的問題。 
 
同以往各年一樣，體育人物在港台京綜合榜上亦佔一席位。上榜 21 人中，體壇名人佔 2 人：

姚明、易建聯。姚明自 2001 年起至今已是連續七年入榜，鋒頭遠遠超過不少政治明星。惟

劉翔今年則未能繼續保留席位，奧運熱潮仍未掀起。 
 
從各地區看，2007 年各地全年榜，香港共有 361 人，台北 358 人，北京 418 人，上海 421
人，上海入榜人數同過往幾年一樣，居各地之冠。從人數看，港、台似乎較偏重於共同關

注的話題，而京、滬新聞內容則較為多元化。同時各地全年榜上本地與外地人數對比分別

很大（見表二）。 

 



 
2007 年香港全年榜（見表一 B 列）前 25 名中，本地人士 10 人，僅佔 40%，外籍人士 11
人，佔 44%。陳方安生、葉劉淑儀因立法會港島選區補選一役，推高了見報率，但最終未

能超越曾蔭權，只能屈居第二、三名。劉德華、沈殿霞繼續成為娛圈「長青樹」。其他梁家

傑因以泛民主派身份參選特首選舉、徐步高因涉及警察殺警察案、莫禮時因香港高校學術

自主權、龔如心因龐大遺產官司爭議案，分別成為城中熱門話題主角而入榜。 
 
而從 2007 年台北全年榜（見表一 C 列）前 25 名中，當地人士 21 人，佔了 84%，外籍人

士 2 人，僅佔 8。可看到台灣政壇爭奪、經濟弊案仍佔據不少新聞版面，但三位棒球手王

建民、曹錦輝、郭泓志及四位娛樂界人士入榜，也沖淡了台北媒體濃厚的政治氣氛。 
 
北京主要新聞媒體政治掛帥依然不變，北京 2007 全年榜（見表一 D 列）前 25 名中，內地

人士佔 21 人，外籍人士僅 4 人。國內外政要佔了 20 名，胡錦濤、溫家寶、賈慶林高踞榜

首，中共歷代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也保持高見報率。僅體壇名人姚明繼續保留

第 12 位。 
 

從上海全年榜（見表一 E 列）前 25 位名人看，滬籍人士 7 人，佔 28%，外籍人士 10 人，

佔了 40%。此外，體育界人士佔了 18 人之多，這與政要人物佔絕對優勢的北京全年榜成了

有趣的對比。值得一提的是升遷頻繁的習近平一舉進踞第 4 位，反觀身陷囹圄的陳良宇則

銷聲匿跡。上海傳媒「新聞內容多元化、國際視野廣闊及政治敏感度高」等特點，仍然一

脈相承。 
 
 
 
 
 
 
 
 
 
 
 
 
 
 
 
 
 



 

附錄： 

（表一） 2007 年泛華語地區港台京滬全年名人榜 
列 A B C D E 

名次 香港、台北、北京三地都出現 

21 人 

香港 

前 25 名 

台北 

前 25 名 

北京 

前 25 名 

上海 

前 25 名 

1 馬英九 曾蔭權 馬英九 胡錦濤 劉翔 

2 胡錦濤 陳方安生 王建民 溫家寶 姚明 

3 陳水扁 葉劉淑儀 謝長廷 布什 易建聯 

4 小布殊（小布希、布什） 陳水扁 陳水扁 賈慶林 習近平 

5 溫家寶 劉德華 蘇貞昌 方永剛 布什 

6 姚明 沈殿霞 王金平 劉先林 丁俊暉 

7 易建聯 小布殊 小布希 楊潔篪 韓正 

8 普京（普丁） 胡錦濤 王又曾 江澤民 胡錦濤 

9 安倍晉三 溫家寶 王令麟 吳邦國 多曼斯基 

10 習近平 馬英九 李安 楊尚昆 詹姆斯 

11 薩爾科齊（薩科奇、薩科齊） 梁家傑 游錫堃 毛澤東 普京 

12 貝理雅（布萊爾） 徐步高 吳伯雄 葉劍英 孫祥 

13 穆沙拉夫（穆夏拉夫） 碧咸 曹錦輝 普京 孫海平 

14 連戰 摩連奴 楊宗緯 曾培炎 林丹 

15 曾慶紅 C 朗拿度 李登輝 劉翔 阿隆索 

16 白高敦（布朗） 威廉 胡錦濤 安倍晉三 朱駿 

17 李肇星 安倍晉三 蕭萬長 劉寧一 朱廣滬 

18 福田康夫 莫禮時 呂秀蓮 薄一波 安倍晉三 

19 貝娜齊爾（班娜姬、貝．布托） 龔如心 連戰 吳儀 費德勒 

20 謝里夫（夏立夫） 凱特 邦茲 鄧小平 貝克漢姆 

21 詹納（珍娜） 區文龍 周杰倫 趙樸初 李娜 

22  容祖兒 中正 布萊爾 馬良行 

23  他信 郭泓志 李肇星 弗朗西斯 

24  帕里斯 達賴 汪瑞 彭帥 

25  薩爾科齊 許瑋倫 曾慶紅 漢密爾頓 

 
（表二） 各地區當地人士與非華人人士比例表（%） 

地區 當地人士 華人 非華人人

士 
總計 

香港 40 56 44 100 

台北 84 92 8 100 

北京 80 84 16 100 

上海 28 60 4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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