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 年港、台、京名人綜合榜揭曉 
  
由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研究開發的 2004 年兩岸三地中文報章新

聞人物綜合榜經年終最後統計，經已揭曉，並已於網上正式公佈。 
 

港台京三地綜合榜 
今年共有 30 人上榜，比去年的 27 人約升了一成。新上榜的人物高達 17 個之多，

比去年的 10 人大升七成，佔全榜五成六。而曾於去年上榜而今年落榜的也有 14
個，包括董建華、李登輝、阿巴斯、曾慶紅、宋美齡、沙龍、盧武鉉、奧尼爾、

朱鎔基、金正日、張文康、阿加斯、布利克斯和高強。可見是年綜合榜的人物變

動很大。 
 
新上榜的 17 個人物包括：克里(第 3 位)、鄧小平(第 6 位)、劉翔(第 10 位)、佐敦

(第 11 位)、切尼(第 12 位)、希拉克(第 16 位)、薩德爾(第 17 位)、克林頓(第 18
位)、拉丹(第 21 位)、喬曉陽(第 22 位)、李顯龍(第 23 位)、查韋斯(第 24 位)、阿

里斯蒂德(第 25 位)、蘭提西(第 26 位)、孫中山(第 27 位)、尤先科(第 29 位)和蘇

哈(第 30 位)。 
 
榜中一個值得細味的人物是劉翔。劉翔在奧運會百一米欄決賽中，以平世界紀錄

的成績奪得金牌，打破了歐美國家壟斷田徑獎牌的歷史，開創中國奧運田徑史上

新一頁，成為各地媒體焦點。劉翔在香港、北京和上海均位列最高見報率的 25
大。值得留意的是，首位登上太空的中國人楊利偉去年無緣上榜，因為台北報刊

對此報道之少，就連登入台灣榜的門檻也不足。反觀今年的新聞，台北對劉翔的

報道雖然不比其他三地，但仍可在台北榜中位列 54。更有趣的是，中華台北兩

名跆拳道選手朱木炎和陳詩欣，打破歷史，首度為中華台北奪取金牌，但兩人的

報道在各地都未及劉翔，即使在台灣，朱木炎只位列 155，陳詩欣則位列 176。
最終兩人都無緣躋身綜合榜。 
 
另外，新上榜的人物中，有已經辭世的人物，也有曾經落榜今年再度上榜，包括

鄧小平(第 6 位)、佐敦(第 11 位)、克林頓(第 18 位)、拉丹(第 21 位)和孫中山(第
27 位)。今年是鄧小平百歲冥壽，各地報刊作出大篇幅的紀念和回顧，令他登上

綜合榜十大。另外，孫中山也登上第 27 位，估計是因為台灣今年為「孫中山是

不是國父」這個問題爭論，令他在三地有不少見報率。 
 
米高佐敦久休復出，旋即成為三地體壇的矚目人物。前美國總統克林頓過去幾年

無緣上榜，今年出山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克里，再度上榜。911 襲擊主腦拉丹，



在美國總統大選前幾天現身於卡塔爾半島電視台的錄影片段中，為大選製造「十

月驚奇」，也再度上榜。 
 
以巴局勢邁向另一個新階段。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拉法年終病逝，病重期間

令以巴局勢充滿不可預測的變數。去年他位列綜合榜第 18 位，今年則登上第 7
位。而他的妻子蘇哈也登上榜末，位列 30。 
 
另外，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精神領袖亞辛在年初遭以色列刺殺，他的

戰友蘭提西隨即接任，不料上任不足一個月，又遭以色列軍隊襲擊身亡。蘭提西

在位日子雖短，仍登上第 26 位。 
 
美國總統選舉和台灣總統選舉舉世關注，三位最令人注視的主角布殊、陳水扁、

克里依次位列三甲，把國家領導人胡錦濤和溫家寶推下一級，由上年的第 3、4
位下降到第 4、5 位。陳水扁的選舉策略觸動了兩岸神經，大陸報章對其公投議

案大肆抨擊，令他由去年的第 5 位躍升到第 2 位。 
 
布殊蟬聯榜首，出兵伊拉克後的局面和競選連任，令他和相關人物成為傳媒焦

點，包括他的競選對手、新上榜的克里(第 3 位)、由去年第 16 位升上第 8 位的

美國國務卿鮑威爾、新上榜的美國副總統兼布殊競選拍擋切尼(第 12 位)，以及

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至於去年與美國共同出兵的英國首相貝理雅，今年

已由第 8 位滑落至第 14 位。 
 
各國政權交接亦引起媒體相當關注。新加坡的李顯龍(第 23 位)接掌了總理一職，

而他在接任前對台灣作出非正式訪問，惹起外交風波。委內瑞拉的查韋斯(第 24
位)和海地總統阿里斯蒂德(第 25 位)則給當地民眾提出罷免公決，前者倖免，後

者則流亡出國。烏克蘭總統選舉在「反對欺詐舞弊」的聲音中獲判重選，而反對

派候選人尤先科(第 29 位)更被證實遭人下毒，令事件引來更多報道。 
 
其他人物方面，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受到抨擊，令他由去年的第

19 位升上第 9 位。俄羅斯總統普京則由第 15 位微升到第 13 位。前中國領導人

江澤民由去年的第 7 位降至第 15 位。中國與法國今年舉行高姿態的文化交流活

動，令法國總統希拉克成為綜合榜新貴，登上第 16 位。伊拉克什葉派激進領袖

獨抗駐伊聯軍，登上第 17 位。中國 NBA 籃球明星姚明則由第 10 位下滑至第 19
位。前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今年一直成為階下囚，已從第 2 位下滑至第 20 位。全

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因為香港普選問題而上榜，登上第 22 位。 
 
 
 



新聞人物褒貶指數 
 

見報率的高低，只能客觀反映出社會對某些事件或人物的關心程度，無法

了解社會對其的正負面評價。要得知媒體對新聞人物是褒或是貶，就必須作仔細

審讀和深入分析，才能得出正確的結果。 
我們嘗試以 2004 年港台京三地都曾出現的高見報率的七位名人為例，詳細

分析了與他們有關的各新聞報道，按其不同程度的褒貶評價，給出正負評分，再

綜合計算出各人全年的褒貶指數，由最正面的 10 分到最負面的-10 分，列表如下。 
 

人物 北京 香港 台北 
鄧小平 10 10 10 
克里 10 0.6 1.4 
董建華 10 -2.6 -7.0 
劉翔 9.6 10 10 
布殊 -6.8 -8.0 -6.0 
小泉純一郎 -8.4 -10 -4.6 
陳水扁 -10 -6.2 -4.6 

 
從表中可見，在港台京三地中，北京媒體對新聞人物的評價最涇渭分明，

除了對布殊貶中有褒外，其餘各人的正負評價十分明顯。相對地，香港媒體則較

為平和，對董建華、陳水扁和布殊都有正負兩面的報道，但貶抑還是多於褒揚，

只是貶抑程度各有不同，布殊、陳水扁的負面指數就遠高於董建華。 
其次，以港台京為代表的華人地區媒體，對同一位新聞人物的正負面報道

和評價，還是比較趨於一致，只是程度上有差別。例如對鄧小平、劉翔和克里的

報道大都是正面，尤其是鄧小平和劉翔在三地幾乎都是正面的報道；另一方面，

陳水扁、小泉和布殊則都以負面新聞為多，北京對陳水扁的報道全都是負面，香

港的報道也以負面為主，即使在台灣，他的負面新聞也多於正面。小泉純一郎因

為多次參拜靖國神社，北京和香港關於他的負面指數處於極高位置，台灣也多持

負面評價。 
較為有趣的是對董建華的評價，在海峽兩岸各走極端，香港則褒貶不一。

這些現象是否與三地的政治取態有關，值得有興趣者探討。 
 
 
 



2004 年三地綜合榜 
(香港、台北、北京) 

 (30 人) 
名次 英名 中名 國家或地區 去年名次 升跌 

1 George W. Bush 小布殊 美國 1 — 
2 Chen Shui-bian 陳水扁 台灣 5 ↑ 
3 John Kerry 克里 美國 新上榜 — 
4 Hu Jintao 胡錦濤 中國大陸 3 ↓ 
5 Wen Jiabao 溫家寶 中國大陸 4 ↓ 
6 Deng Xiaoping 鄧小平 中國大陸 新上榜 — 
7 Yasser Arafat 阿拉法 巴勒斯坦 18 ↑ 
8 Colin Powell 鮑威爾 美國 16 ↑ 
9 Koizumi Junichiro 小泉純一郎 日本 19 ↑ 
10 Liu Xiang 劉翔 中國大陸 新上榜 — 
11 Michael Jordan 佐敦 美國 新上榜 — 
12 Dick Cheney 切尼 美國 新上榜 — 
13 Vladimir Putin 普京 俄羅斯 15 ↑ 
14 Tony Blair 貝理雅 英國 8 ↓ 
15 Jiang Zemin 江澤民 中國大陸 7 ↓ 
16 Jacque Chirac 希拉克 法國 新上榜 — 
17 Mogtada Al. Sadr 薩德爾 伊拉克 新上榜 — 
18 Bill Clinton 克林頓 美國 新上榜 — 
19 Yao Ming 姚明 中國大陸 10 ↓ 
20 Saddam Hussein 薩達姆 伊拉克 2 ↓ 
21 Osama bin Laden 拉丹 其他 新上榜 — 
22 Qiao Xiaoyang 喬曉陽 中國大陸 新上榜 — 
23 Lee Hsien Loong 李顯龍 新加坡 新上榜 — 
24 Hugo Chavez 查韋斯 委內瑞拉 新上榜 — 
25 Jean-Bertrand Aristide 阿里斯蒂德 海地 新上榜 — 
26 Abdel Aziz Rantisi 蘭提西 巴勒斯坦 新上榜 — 
27 Sun Yat-sen 孫中山 中國大陸 新上榜 — 
28 Donald H. Rumsfeld 拉姆斯菲爾德 美國 24 ↓ 
29 Viktor Yushchenko 尤先科 烏克蘭 新上榜 — 
30 Suha Arafat 蘇哈 巴勒斯坦 新上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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