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大公佈 2008 年港台京滬多地「全年名人榜」 
 

台灣的陳水扁、美國候任總統奧巴馬及國家主席胡錦濤分別佔「LIVAC 泛華語地區全年綜

合名人榜」的首三名位置。 
 
香港城市大學（城大）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公佈 2008 年 LIVAC 泛華語地區綜合和各地

「全年名人榜」排名結果，顯示政治議題是京、台兩地的關注焦點，上海較多報導與體育

相關的新聞，而娛樂新聞在香港媒體則佔相當重要的地位，。 
 
城大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主任鄒嘉彥教授表示：「今年的名人榜以陳水扁貪污案及美國總

統選舉成為各泛華語地區關注的兩大焦點，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亦是媒體報道的重點。

此外，香港娛樂圈新聞人物見報率再創新高，幾乎與政要人物平分秋色。」 
 
「LIV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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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對象包攬港台京滬四地的媒體。 
 
根據 2008 年「LIVAC 泛華語地區全年綜合名人榜」（見表 A），曾在港、台、京三地「全年

榜」都上榜的人士共有 20 人，比 2007 年綜合名人榜上榜人數的 21 人少了 1 人。這 20 人

中有 16 人是各國、各地區政要。最令人注目的是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出盡風頭的奧巴馬、希

拉里，以及另一對手麥凱恩，從而令現任總統小布殊的見報率被拉低。 
 
另一個關注焦點是陳水扁弊案纒身，幾乎每天都有內幕消息爆出，見報率高踞榜首。此外、

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及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海峽會）的互動，海基會董事長江

丙坤與海峽會會長陳雲林屢上報端，國民黨主席吳伯雄也突圍而出。而新走馬上任的總統

馬英九在台、港兩地全年高踞榜首，但卻遭大陸媒體冷落，未能進入北京、上海全年榜。 
 
大陸方面，由於「藏獨」在奧運期間鬧事，令達賴頻頻上報。除政要外，兩位體壇巨星中

國的劉翔和美國的菲比斯因「京奧」而以高姿態入榜，連續多年上榜的姚明則黯然出榜。

而於 08 年去世的作家柏楊及台塑企業創辦人王永慶，以其分別在文化、經濟領域的貢獻，

也分別佔一席位。尤值得一提的是，這 20 人中，美國及台北地區各佔 5 人，高於中國大陸

的 4 人，而香港則「榜上無名」。 
 
在 2008 年『LIVAC 各地區名人全年榜』中，香港佔 334 人，台北 324 人，北京 369 人，上

海 419 人，上海入榜人數同過往幾年一樣，居各地之冠。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實現中國人

「太空漫遊」壯舉的三位太空人翟志剛、劉伯明、景海鵬，都擠身香港、北京和上海三地

全年榜，唯未能進一步進入前 25 名，與 03 年楊利偉一舉進入三地全年榜的前 25 名相比，

稍遜一籌。但與 03 年楊利偉在台北「榜上無名」一樣，今年的三位太空人，也一樣未能進

入台北全年榜。 
 
在 2008 年「LIVAC 香港地區全年榜」（見表 B）前 25 名中，本港人士佔 12 人(48%)，外籍

 



人士大幅減至 5 人(20%)。娛圈人佔 8 人(32%)，其中陳冠希、鍾欣桐、沈殿霞見報率更遠

遠超越特首曾蔭權。「艷照門」事件在鬧得沸沸揚揚，但畢竟影響力有限，只能造就其中多

位男女主角「名揚香江」，而未能進入其他地區名人榜。 
 
在 2008 年「LIVAC 台北地區全年榜」（見表 C）前 25 名中，台灣人士佔 16 人(64%)，外籍

人士 5 人(20%)。08 年台灣政壇新聞主要圍繞「扁下馬上」，最大新聞是「扁案」，因而帶

同一批涉案人士入榜，包括陳水扁、吳淑珍、邱義仁、吳思材、葉盛茂等；馬英九上台，

也帶入了一批「馬團隊」，包括劉兆玄、蕭萬長、江丙坤、周美青。兩位棒球手王建民、郭

泓志及娛圈碩果僅存的周杰倫的入榜，多少沖淡了台北媒體濃重的政治氣氛。 
 
北京新聞媒體政治掛帥今年情況更甚，2008 年「LIVAC 北京地區全年榜」（見表 D）前 25
名清一色全屬政要人物，其中 6 人(24%)是外國國家政要，包括布什、奧巴馬、英國首相布

朗、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麥凱恩和南韓總統李明博。餘下 19 人(76%)全屬中國國家主

要領導人：胡錦濤、國家總理溫家寶高踞榜首，中共九位政治局常委全部榜上有名，中共

歷代領導人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毛澤東也保持高見報率。 
 
2008 年「LIVAC 上海地區全年榜」（見表 E）保持一貫體育超越政治的特色。前 25 位名人

中，外籍人士佔 12 人(48/%)，僅比大陸人士少 1 人。體育人士佔 13 人(52%)之多，劉翔穩

佔第一位，姚明退居第三位，丁俊暉也超越溫家寶、胡錦濤進入第 8 位。上海傳媒「新聞

內容多元化、國際視野廣闊」等特點，仍然獲得充分體現。 
 
從以上 2008 年 LIVAC 各地區全年榜前 25 名看，港、台、京三地本地名人均佔優勢，分別

佔 12 人(48%)、16 人(64%)及 19 人(76%)，外國人只佔 5 人(20%)至 6 人(24%)，可見該三

地地的主要新聞報道，多傾向以本地新聞為主。而上海榜大陸名人 13 人(52%)，外國名人

12 人(48%)，幾乎平分秋色。此外，京、台兩地合年榜前 25 人中，政治人物分別佔 25 人

(100%)、21 人(84%)，可見政治十分濃厚。香港榜上娛圈名人佔 8 人(32%)，可見娛樂新聞

在香港媒體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上海榜有 13 位體育名人(52%)，比 11 位政治名人(44%)
還多，這也是上海新聞報道的一大特色。 
 
今年公佈的名人榜是該中心自 2000 年來第九年公佈的統計結果，鄒教授表示：「同過往各

年一樣，中心透過語言工程及自創的泛華語地區動態『LIVAC 漢語共時語料庫』，每兩周統

計一次港台京滬多地新聞人物的見報率，見報率最高的 25 人會登上『雙周名人榜』。年終，

中心再總匯各地全年的『雙周名人榜』，按其上榜期數與總見報率排出『各地全年榜』。最

後，中心在多地全年榜的基礎上作統計，建立『LIVAC 泛華語地區全年綜合名人榜』及

『LIVAC 港台京滬各地區全年榜』，並作出分析。」 
 
此外，中心還提供了一項新的研究成果，即以各地新聞媒體對同一新聞人物作報道時的褒

貶態度作出分析，計算出他們在各地的正負面指數（10 為最佳，-10 分為最差)。以今年美

國總統選舉為例，奧巴馬、麥凱恩兩位候選人分別在港、台、京三地得分如下：－ 
 
 



 

人物 北京 香港 台北 
奧巴馬 2.2 -2.3 2.4 
麥凱恩 -5.0 -3.9 -5.7 

 
從以上資料看來，兩位候選人在不同華人地區的評價不一，相差的幅度也很明顯。以奧巴

馬為例，他在北京和台北得到正面的評價，但香港對他評價欠佳。麥凱恩在三地都得負面

的評價，但當中以北京和台北的負面評價最多。另外，從八月份起三個月內，三地對奧巴

馬的正面評價逐漸好轉；但對麥凱恩的評價卻未有改變。這是因為隨著時間的轉移，選舉

形勢逐漸明朗，奧巴馬優勢得到確認，所以對其評價逐漸好轉，但對麥凱恩的評價則一直

保持為負面。 

 
表 A：2008 年 LIVAC 泛華語地區綜合名人榜 

港台京三地都出現的名人 
 

名次 按三地見報率總和

排列 

按香港見報率

排列 

按台北見報率

排列 

按北京見報率

排列 

1 陳水扁 奧巴馬 陳水扁 胡錦濤 
2 奧巴馬 希拉里 歐巴馬 達賴 
3 胡錦濤 陳水扁 小布希 布什 
4 希拉里 麥凱恩 希拉蕊 奧巴馬 
5 小布殊 達賴 陳雲林 李明博 
6 達賴 小布殊 胡錦濤 麥凱恩 
7 麥凱恩 胡錦濤 麥肯 陳雲林 
8 陳雲林 劉翔 吳伯雄 麻生太郎 
9 劉翔 陳雲林 江丙坤 希拉里 

10 吳伯雄 麻生太郎 達賴 劉翔 
11 江丙坤 他信 柏楊 吳伯雄 
12 麻生太郎 菲比斯 劉翔 福田康夫 
13 他信 卡拉季奇 卡拉吉奇 柏楊 
14 柏楊 江丙坤 王永慶 他信 
15 李明博 吳伯雄 戴克辛 王永慶 
16 卡拉季奇 李明博 麻生太郎 陳水扁 
17 王永慶 柏楊 穆夏拉夫 穆沙拉夫 
18 菲比斯 王永慶 李明博 菲爾普斯 
19 穆沙拉夫 穆沙拉夫 菲爾普斯 江丙坤 
20 福田康夫 福田康夫 福田康夫 卡拉季奇 

 
 

 



表 B、C、D、E：2008 年 
「LIVAC 香港、台北、北京、上海地區全年榜」 

前 25 位名人 
 

 表B 表C 表D 表E 
 香港 台北 北京 上海 

名次 港名 台名 京名 滬名 

1 奧巴馬 馬英九 胡錦濤 劉翔 
2 希拉里 陳水扁 溫家寶 奧巴馬 

3 馬英九 歐巴馬 達賴 姚明 

4 陳水扁 謝長廷 賈慶林 俞正聲 
5 麥凱恩 王建民 吳邦國 謝晉 
6 陳冠希 劉兆玄 布什 韓正 

7 鍾欣桐 小布希 賀國強 希拉里 

8 沈殿霞 吳淑珍 奧巴馬 丁俊暉 

9 達賴 希拉蕊 周恩來 布什 

10 小布殊 陳雲林 周永康 溫家寶 

11 曾蔭權 郭泓志 劉少奇 費德勒 

12 程翔 胡錦濤 李克強 易建聯 

13 郭炳湘 麥肯 陶鑄 麥凱恩 

14 胡錦濤 李登輝 楊潔篪 麥迪 

15 劉翔 蕭萬長 布朗 達賴 
16 佩林 吳伯雄 鄧小平 吳金貴 

17 謝長廷 邱義仁 習近平 郎平 

18 劉嘉玲 吳思材 李長春 胡錦濤 

19 陳雲林 江丙坤 梅德韋傑夫 馬拉多納 

20 梁朝偉 達賴 劉延東 杜伊科維奇 

21 劉德華 馬蕭 回良玉 C 羅納爾多 

22 梁洛施 葉盛茂 李明博 羅伯斯 

23 陳方安生 蔡英文 麥凱恩 王勵勤 

24 鄭欣宜 周美青 毛澤東 普京 
25 溫家寶 周傑倫 陳雲林 薩科齊 

 


	新聞稿22
	chin roster on 27 dec
	roster2003b_c
	新聞b稿1228
	Evaluation Index on Media Celebrity

	名人榜稿a
	Celebrity Roster_c (2)
	roster07_c
	roster2008_c
	PR_celebrity_chi_091223
	101222 (Celebraity Rosters) pr -C finalized
	附表
	表一：2010年港京滬台LIVAC名人榜
	表二：2010年港京滬台各地見報率最高的前25位名人
	表三： LIVAC十年綜合名人榜(2001至2010年)

	111220 (LIVAC) pr C1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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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 港京滬台四地2011年LIVAC各地名人榜
	(只列出前25名)

	121220 (LIVAC) pr-C_V2
	PR_celebrities_2013_Ch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