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生赴陸轉歐美升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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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12月4日再次出擊反
制中國大陸外宣。他透過聲明宣布，國務院將終止佯裝
成「文化交流」的5項美中交流計畫。這些計畫包含「政
策制定人士中國教育旅行計畫」
（Policymakers Educational
China Trip Program ）、「 美 中 友 誼 計 畫 」（ U.S.-China
Friendship Program）
、
「美中領導者交流計畫」
（U.S.-China
Leadership Exchange Program）
、
「美中跨太平洋交流計畫」
（U.S.-China Transpacific Exchange Program）及「香港教
育與文化計畫」（Hong Kong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Program）。他表示這些計畫偽裝成「文化交流」，但卻被
中國大陸政府當成外宣工具，參與者也多為中國大陸官
員而非一般人民。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8月31日接受電台訪
問時表示：「幾乎每個在美國就讀的中國大陸學生都被中
國共產黨監控，雖然我們不會將他們視為間諜，但很多
學生都因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從事的活動而備感壓
力。」此前，美國北德州大學即告知15名由中國國家留
學基金管理委員會資助到該校就讀的中國研究生，由於
該校將與中國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中止合作關系，
因此15名學生須在8月31日起的30天內離開美國。龐畢歐
9月1日並表示，中國大陸政府透過孔子學院在美國大學
招募「間諜與合作夥伴」，美國的大學已逐漸認識孔子學
院帶來的風險，他認為美國大學校園內的孔子學院可能
在2020年底前全數關閉。
美國總統川普7月中旬簽署行政命令，終止對香港的優惠
待遇，包括與中國大陸和香港學生及學者的「傅爾布萊
特交流計畫」（Fulbright exchange program，美國於1946
年設立，旨在促進國際間在教育、文化和科學等領域的
交流，是全球規模最大國際交流計畫之一，至今已有30
多萬名參加者，2006年開始資助研究生赴美）。香港《南
華早報》報導稱，美國方面已證實，暫停與中國大陸和
香港開展「傅爾布萊特交流計畫」。美國國務院近日已向
準備參加計畫的學者發出電郵，指2020至2021年度交流
項目將「無法繼續」。
美國國土安全部（DHS）於美東時間24日在官方網站發
文宣布，已設立「中國工作組」。美國國土安全部代理部
長沃爾夫（Chad Wolf）表示，中共在貿易、網路安全、
移民及智慧財產權方面的惡意活動正以驚人的速度加
劇，國土安全部中國工作組將優先處理美國所面臨的威
脅。美國國土安全部列出一系列近期所採取的行動，包
括針對來自中國大陸的假消息，與各級地方政府合作，
拒絕高風險中國大陸研究生入境、沒收非法製造商的病
毒測試劑及口罩、拒絕與壓迫新疆民眾有關的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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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進入市場，以及攔截來自中國大陸的非法藥物。
比利時國家安全部門2019年年報指出，中國大陸軍事研 法國廣播電
究機構的大學生被派往包括比利時在內的西歐多國，尋
台
求獲得某些軍事發展的重要知識，並交給中國軍方，目
2020.7.4
前有數十名這樣的軍事留學生活動在比利時大學裡。知
情媒體人士指出，一年以來，比利時安全部門把中國大
陸間諜作為工作重心之一，認為這對比利時有着真實的
威脅。為了糾正這一問題，情報部門建立一套旨在提高
警惕的程序，幫助科研領域更好地保護其潛在的科學研
究。
日經新聞報導，美國政府將華為、海康威視和人臉辨識
經濟日報
系統公司商湯科技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這份名單的
2020.6.17
管制對象進一步擴大到中國大陸的學術機構，當中包含
有「中國麻省理工學院」之稱的哈爾濱工業大學（HIT），
和哈爾濱工程大學（HEU）。
這項議題浮上檯面原因是HIT當時致信麻州軟體開發商
MathWorks，表示無法使用先前向該公司購買的軟體
MATLAB。MathWorks回信表示，由於美國改變政策，無
法再提供MATLAB給HIT使用。曾在HIT航天學院工作的
研究人員指出，這個實驗室高度依賴美國技術，要找到
美國以外的替代技術幾乎是不可能。
紐約風險顧問機構Euasia集團地緣科技研究部門主管崔
歐洛說：「由於有些中國大陸學術機構遭列入實體清單，
美國學術機構考慮跟這些機構合作的難度將升高。他們
勢必慎重衡量跟這些中國大陸學術機構合作要付出的名
聲成本，因這些機構長期與中國解放軍的計畫或其他具
爭議的行動有所關聯。」
創立百年之久的HIT，除了取得關鍵工程軟體的管道遭切
斷，與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攜手推出的教育計畫，目前展
望也不明朗。而且HIT與加州州立大學、柏克萊大學的交
換生計畫也不再開放。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6月9日發布「共產黨為你發聲」
聯合報
的報告，揭露中國大陸政府如何透過統一戰線系統來擴
2020.6.9
大自己在海內外的影響力。除了在國內與各群體的特定
代表進行「選擇性合作」外，他們也試圖代表這些組織
發言，並藉此來強化他們的政權合理性，將影響力深入
別國的政黨、海外的華人社群以及跨國公司。此舉將破
壞其他國家的社會凝聚力、增加種族間的緊張感、影響
他國內政、推動間諜行動，甚至增加未授權的科技轉移
的頻率。主要負責這份報告的研究員周安瀾表示，中共
統一戰線系統所涵蓋情報單位、大學、官媒、國有企業、
特定私人企業與外交部門等。此系統的活動主要分成科
技轉移、資訊搜集與學術影響力，主要目的是透過建立
他們能隨時驅動的組織，替中國共產黨建立影響力，干
預世界各國的事務，所以對各國政府來說，這應該是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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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訊。
美國白宮5月29日發布《關於暫停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留
聯合報
學生和研究人員以非移民身份入境的公告》，指出部分中
2020.5.30
國大陸留學生與研究人員盜取美國的知識產權，將對美
中國時報
國不利，必須加以限制，這項命令將從美東夏令時間6月
2020.5.30
1日午夜起生效，估計將有多達3000餘名中國大陸學生與
研究人員簽證將遭取消。此一史無前例的政策影響所
及，將使得在美國各大學與所屬研究機構高達36萬名來
自中國大陸的各種研究生與研究人員前景堪慮，不論學
習與研究科目為何，他們在美國社會中被當作懷有敵意
的中國大陸間諜的情況將更加普遍。
陸方近年利用留學生或者學界人士竊取美國重要商業或 中央廣播電
研發機密已受到高度關切，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柯頓(Tom
台
Cotton)及布萊克本(Marsha Blackburn)27日公佈《安全校
2020.5.28
園法案》，將立法禁止中國大陸公民取得美國理工科領域
畢業生及研究生學習簽證。該法亦將對中國大陸海外人
才招募項目的參與者進行限制，像是「千人計畫」。
因應北京威脅，美國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卡錫（Kevin
中央社
McCarthy）5月7日宣布，共和黨自超過10個眾議院委員
2020.5.8
會中挑選出15位共和黨議員，成立15人中國工作小組
（China Task Force），聚焦中國大陸影響力行動、經濟威
脅及科技野心等，並指派眾院外交委員會共和黨首席議
員麥考爾（Michael McCaul）擔任主席。麥考爾表示，在
中國共產黨極權統治下，中國大陸已成為美國戰略敵人
（strategic adversary），也是這一代最重大外交政策挑
戰。陸方隱匿疫情再度為世界敲響警鐘，意識到北京所
帶來不斷演變的威脅。
中國大陸一項曾被廣為宣傳、旨在引進「海外高層次人
聯合報
才」的政策－千人計畫，已經悄然失蹤，網站點不進去，
2020.5.7
微博微信都無法查找，幾乎沒留下任何蛛絲馬跡。轉捩
點似乎發生在2018年，當年有多位申報或被招攬的海外
高層次人才被美國調查，甚至遭以「間諜罪」起訴。早
在中美貿易戰打響之前，美國對華裔科學家就有了戒備
之心。2018年5月，美國眾議院通過2019財政年度國防授
權法案，其中一條修正案很醒目：要求國防部終止向參
與中國、伊朗、北韓或俄羅斯的人才計畫的個人提供資
金和其他獎勵。參議院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發布的一份
報告說，美國聯邦機構未能充分應對一些由中國大陸政
府資助的項目所帶來的威脅，這些項目系統地利用美國
的研究來強化中國大陸自身的經濟和軍事實力。
多位美國眾議院委員會共和黨籍議員今天聯名致函美國
中央社
教育部長戴弗斯（Betsy DeVos）
，要求提供中共為策略性
2020.5.5
及宣傳目的，在全美高等教育機構投資的相關資料。議
員於信函中表示，他們長期擔憂中國大陸政府可能利用
策略性投資，將大專院校變成洗腦美國年輕學子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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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報告指出這些孔子學院雖聲稱，成立目的是教授中
文及中國大陸文化，但許多教學人員及監督機構警告，
它們可能利用美國大專院校為中共作宣傳，威脅美國學
術自由。由於爭議不斷及來自美國政府的壓力，部分在
美設立的孔子學院近年來紛紛關閉。
美國共和黨籍參議員柯頓（Tom Cotton）表示，他認為中
自由時報
共派出聰明的學生來美國留學，在美國的培訓下，這些
2020.4.27
人回到中國大陸「競爭我們的工作、接替我們生意，最
終竊取我們的智慧財產，來設計武器和其他可用於對付
美國人民的設備。」稱這對美國教育界來說是一項「醜
聞」。柯頓表示：「我認為我們需要重新認真考慮給予中
國大陸公民來美國學習的簽證，特別是在那些高等科學
技術領域的科目」。柯頓認為中國大陸留學生來美國讀文
組就好，「可以允許中國學生來美國學習莎士比亞和聯邦
主義者文集，這才是他們在美國所需要學習的東西」，稱
中國大陸學生不需要來美國學習量子計算和人工智慧。
英國外相拉布(Dominic Raab)表示，肺炎疫情後，英國與
中央社
中國大陸的關係將不可能如常，陸方政府的相關處置，
2020.4.17
都讓中英關係更為緊張。法國總統馬克宏在金融時報專
訪表示，對於中國大陸疫情管控的真實成效持疑。法國
費加洛報(Le Figaro)刊登一篇「中國外宣激怒世界」的專
文，描述中國大陸不斷以誇耀「中國模式」，並強調西方
國家處理疫情的挫敗，已經引起國際的反彈。
美國智庫移民政策研究所（MPI）近日公布的數據顯示，
中央社
2018財政年度美國簽發的留學簽證總數為78.1萬，佔全部
2020.1.2
非移民簽證的10%，與3年前相比下降逾兩成。相較於2015
財年，2018財年中國大陸學生獲得的留學簽證數量，下
降54%。新華社報導引述中國大陸留美學生表示，中國大
陸學生辦理赴美留學簽證的週期變長了，讓準備赴美留
學的同學及其家長都擔心，形勢對中國大陸留學生不利。
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Policy Institute）
中央社
的報告中指出，115間中國大陸大學據稱與軍事研究或侵 2019.11.26
犯人權有關聯，澳洲各大學應避免與這些中國大陸院校
結盟。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分析師喬斯科（Alex Joske）
表示：「與中國各大學合作而遭人民解放軍或安全機構利
用來監視、侵犯人權或軍事目的的風險逐漸攀升。」路
透社報導澳洲情報機構判定，中國大陸要對今年5月普選
前的澳洲國會和3大政黨遭網攻事件負責，雖遭陸方否
認，但已導致兩國緊張關係進一步惡化。
據美國CNBC電視台報導，美國參議院常設調查小組委員 中時電子報
會(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公佈一份 2019.11.19
105頁的報告，表示自上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陸方政府
通過「千人計畫」聘用在美工作的研究員，從美國實驗
室非法轉移智慧財產回中國。目前，美國已經對有意前
往美國的中國研究人員採取緊縮簽證發放的措施。今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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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美國能源部就排除了參與「千人計畫」的中國科學
家，藉以保護美國的競爭力和國家安全。
由世界衛生組織（WHO）與世界醫師協會（WMA）共同 三立新聞網
創立的世界醫學教育聯盟（WFME），設有世界醫學院校 2019.11.18
名錄（WDOMS）
，在醫界具有一定權威性，11月6日卻傳
出該組織將中國大陸8所醫學院從名單中移除，包括北京
中醫藥大學、貴陽中醫藥大學、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遼
寧中醫藥大學、上海中醫藥大學、山西中醫藥大學、天
津中醫藥大學、雲南中醫藥大學。
英國議會外交事務委員11月5日發布的「在專制時代捍衛 BBC 中文網
民主」
（Defending Democracy in an Age of Autocracies）報
2019.11.6
告當中，議員表示，有「令人擔憂的」證據顯示中國大
中央社
陸干預校園，議員尤其憂心，中國大陸學生的學費和其
2019.11.6
他投資，不應該凌駕於學術自由之上。報告特別點出，
倫敦政經學院（LSE）上個月因為憂心學術自由遭到干
預，把一門中國課程臨時喊卡。報告警告說，有人有組
織地阻撓大學中出現和中國大陸有關的「敏感話題」，例
如台灣、西藏、天安門事件或新疆維吾爾族的遭遇。報
告還表達了對留英中國學生因為政治觀點受壓的擔心。
據此，英國外交部發言人說，大學應該堅持強調學術自
由的重要性。英國外交部高級官員曾在下議院表示，民
主國家在專制國家面前需要保護彼此和自己。
比利時當局10月30日表示，布魯塞爾自由大學（VUB）
風傳媒
孔子學院院長宋新寧已經被拒絕入境。事實上早在2018 2019.10.31
年就已經報導，布魯塞爾自由大學（VUB）已收到情報
機構警告，該校孔子學院可能出現間諜活動。學校媒體
聯絡人維特曼斯（Sicco Wittermans）表示，該大學目前
正在與比利時情報機構緊密合作，處理與孔子學院有關
的問題。他說：「舉個例子來說，在孔子學院任命新主任
時，我們諮詢了國家安全部門。」他補充說，孔子學院
的合同明年即將到期，將會對是否續約進行全面審慎的
考慮。
英國國家安全局（MI5）和政府通信總部（GCHQ）國家 聯合新聞網
網絡安全中心警告英國大學，中國大陸利用留學生從事 2019.10.28
間諜活動，使這些大學的研究和計算機系統蒙受風險。
有批評聲音指出，過度依賴中國大陸市場會讓英國高等
院校易受陸方的影響和干預。
前加拿大維吾爾大會主席托度希（Rukiye Turdush），於2
中央社
月11日在加拿大麥馬斯特大學受邀舉行一場與新疆「再教
2019.9.30
育營」相關的講座，有中國大陸學生不滿，到場大聲咆
哮並疑似罵髒話。當時德國之聲報導，不具名學生提供
的微信截圖顯示，就托度希演講一事中國留學生一直與
中國大使館有聯繫，中國使館要求學生回報現場情況及
出席人員，並希望學生向校方表達訴求，中國學聯隨後
發表公開信，反對校方邀請托度希演講。經加拿大麥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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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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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斯特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學生代表大會調查後，
認為中國學聯的行為違反學生會規則，9月28日通過投
票，取消該學聯註冊資格。被取消註冊後，中國學聯將
失去學生會的撥款、預訂學校教室的特權和宣傳推廣消
息的管道等。
澳洲政府8月28日宣布成立防止外國干預大學專案小
自由時報
組，將此問題提升至國家安全層級，以加強維護澳洲言
2019.8.29
論自由、防範外國政府滲透學術界。澳洲聯邦教育部長
特漢（Dan Tehan）表示，「防止外國干預大學專案小組」
由教育部、各大學和國家安全機關派代表共同組成，了
解教育界受外國干預情況，由於最近報導指出有人在蒐
集參加有關中國大陸的支持民主活動學生資料，「這個工
作小組的任務之一，就是了解我國大學校園安全，確保
學生言行自由，能自由表達意見」。從今年6月澳洲國立
大學網路系統遭入侵竊取教職員和學生資料事件疑似與
中國大陸有關，北京透過「孔子學院」捐款，左右校園
不利中共議題的意見，到近日澳洲大學支持香港、中國
兩派學生因「反送中」運動頻起衝突，都令外界更加憂
心中國大陸勢力干預學術自由，甚至可能危及澳洲國家
安全。
美國大學預修課程（Advanced Placement，AP）中國考試
大紀元
信息網日前發布通知稱，自2020年起，考試機構將暫停
2019.6.24
在中國大陸考點的開放考點舉行美國歷史、世界歷史、
歐洲歷史、人文地理等四門AP科目的考試。因此，除了
持有外國護照的國際學生可以在中國大陸境內國際學校
設立的封閉考點考試以外，報考這四門考試的學生要去
中國大陸之外的考場考試。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
學院教授謝田表示「這四門課都涉及到美國的歷史、人
文和民主自由的理念，中共怕學生通過對學習這些科目
對美國產生嚮往，對自由民主法治社會及人權等產生嚮
往，不滿意中共殘酷暴政的統治。」因為美國大學通識
教育基礎課，包括美國歷史、地理、文化這些人文課程，
這項措施對於中國大陸學生報考美國的大學是不利的。
近日大陸民眾申請美國簽證時需提交自己的社交媒體帳 聯合新聞網
號供美國政府審查。對此，北京駐美國大使館6月2日證
2019.6.2
實此事，並提醒赴美中國公民在申請簽證時遵守相關法
ETtoday
律，如實填寫赴美目的，如實提供申請材料，抵美後不
2019.6.2
得從事與簽證類別不符活動。
旺報
中國大陸教育部並於6月3日發布留學警示，指出赴美留
2019.6.4
學人員簽證受到限制的情況，據陸方統計，2018年因簽
證無法赴美者佔派出人數3.2%，但2019年第一季中國大
陸公派赴美留學的1353人中，即有182人因簽證問題未能
成行，佔計畫派出人數的13.5%。事實上，美國在2017年
9月就宣布計畫收集申請人的社交網站信息進行審查。
2018年3月，紐約時報就報導，川普政府為加大對進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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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29.

資訊內容
國的外國人的審查力度，美國國務院進一步開始籌畫這
項計畫，準備要求申請人上報自己過去五年來所使用的
社交帳號名稱，並把範圍從原本的移民簽證範圍擴大到
幾乎所有美國簽證上，導致大約每年會有1,400萬訪美旅
客受到影響。但與美國免簽的國家和地區，以及持有外
交/公務簽證的人不受影響。美國在台協會（AIT）6月2
日表示，此規範並不會影響持ESTA（電子旅遊許可證）
赴美的台灣旅客。
中美爭鬥正延伸到學術研究領域，美國部分國會議員欲
限制中國大陸留學生參與美國大學的敏感研究項目，以
打擊盜竊美國大學智財權的行為。印第安納州眾議員班
克斯（Jim Banks）12日提出議案，要求成立一個由教育
部領導的特別工作組，制訂「敏感研究項目清單」，其中
牽涉美國防部、情報機關和能源部資助的項目。該工作
組將監督高校的外國學生參與這些專案的情況。如果沒
有美國國家情報總監的豁免，現在或過去擁有中國大
陸、俄羅斯、伊朗或北韓公民身份的學生將不能參與這
些項目。去年6月，美國國務院就把在敏感研究領域就讀
的大陸研究生簽證有效期限從5年縮短為1年。
《華爾街日報》引述埃森哲安全（Accenture Security）旗
下資安情報部門iDefense預定公布的研究顯示，至少27間
位於美國、加拿大、東亞的知名學府，已遭到或疑似遭
到中國大陸駭客鎖定攻擊。已曝光的包括夏威夷大學、
華盛頓大學、賓州州立大學、南韓三育大學等。 華府曾
指控，中方每年從美國企業竊取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智慧
財產權，並在去年12月起訴涉嫌竊取商業機密的兩名中
國駭客。美方官員與專家也指出，中國駭客入侵美國海
軍承包商系統，竊取飛彈計畫和船艦維修保養等機密資
料，展現不對稱作戰思維。
中國大陸藉孔子學院向外推動中國文化，但漸漸招致反
對。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2月18日發表報告說，中國大
陸的孔子學院威脅全球學術及言論自由，中國大陸政府
並利用孔子學院對外傳播意識形態，建議英國大學暫停
與孔子學院的合作。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傑
斯（Benedict Rogers）表示：「我們認為，除了審議中國
大陸國內的人權狀況外，調查中國大陸對外輸出影響力
的情況，包括孔子學院是否會造成威脅等問題也是至關
重要的。」羅傑斯表示，在學術自由方面，由於這些進
駐各國高等院校的孔子學院缺乏透明性，很多教職員是
受雇於中國大陸政府的，很多論文、書籍、活動因涉及
西藏、天安門和台灣等敏感議題，而被刪除或取消。美
國全國學者協會2017年一份報告指出，孔子學院刻意避
開中國政治歷史、人權問題。
許多學生誤以為中國大陸名校世界排名高，赴陸升學較
易申請到英美名校，然而這是倒果為因。英美名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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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2019.3.14

蘋果日報
2019.3.6
ET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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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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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過去二十年的確錄取大量中生，但原因並不是中國大
陸名校排名高，而是頂尖中生皆踴躍出國攻博，他們表
現好，讓英美學者對中國大陸名校印象加分，於是把排
名拉高。這跟去念北大、清華就較易申請到牛津、哈佛
是兩回事，面臨的競爭會更劇烈。且如今事態已經翻轉。
美中對抗會發展到哪些層面雖然尚不明朗，科技冷戰卻
已經確定。只要是科技類，在中國大陸念大學，就別想
去英美加澳深造了。就算不是科技類，去西方的門也一
定變窄。去年10月《金融時報》就報導，白宮鷹派主張
對中國停發學生簽證。
2018年12月16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公佈最新提前招生結
新浪網
果，全球9600名申請者中有707人獲得麻省理工學院的青 2018.12.23
睞，但竟然沒有一名被錄取學生畢業於大陸高中。史丹
聯合新聞網
福大學在2018年12月14日公布的新生面試來源名單中提
2019.5.14
到，未來一年內將在全球50多個國家和地區展開面試，
其中包括台灣及香港，卻沒有中國大陸。這將使得今年
向史丹福申請入學的中國學生，失去面試機會。
美國學者發表「中國影響力及美國利益：提高建設性警
中央社
覺」（Chinese Influence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2018.11.30
Constructive Vigilance）報告，由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
蘋果日報
高級研究員戴雅門（Larry Diamond）
、紐約智庫亞洲協會
2018.12.2
美中關係中心主任夏偉（Orville Schell）共同主持，33名
成員參與工作小組討論，不乏向來鼓吹美中加強交流的
重量級學者。報告內容指出，中國以大規模行動圖謀操
弄美國聯邦及地方政府、大學、智庫、媒體、企業和僑
界，報告並建議美國成立一個聯邦機構，讓州和地方政
府及非政府組織，就今後與中國的合作關係進行諮詢，
並協助審查中國對口機關、組織的背景。另外，美國政
府應考慮「限制向中國的記者、智庫和大學的學者發出
簽證」，除非美國獲得對等的地位。
據《金融時報》報導，康乃爾大學表示，人民大學的幾
蘋果日報
位學生因在網上支持工人權益和聲援深圳佳士科技的工 2018.10.29
人要求組建工會的行動，而遭到人民大學的懲罰，這是
自由時報
嚴重侵害學術自由的行為，該校宣布中斷雙方學術合作 2018.10.29
關係。康乃爾大學工業及勞工關係學院國際專案主任弗
萊德曼並表示，人民大學不讓學生談論勞工問題，令雙
方的合作研究無法進行下去。外國大學應當重新評估與
中國大陸大學的合作情況。
曾赴陸交流的臺生表示，由於美國開始對中國大陸的一
些學科設限，因此就算中國大陸頂尖大學世界排名不斷
晉升，中國大陸學位仍難以成為赴歐美深造的跳板，臺

臺灣智庫

灣學歷還比較直接。

2018.9.20
中央社

學者指出過去很多臺生把去中國留學當成是去歐美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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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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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跳板，但隨著中美貿易戰的升溫，中美對峙激烈，美

2018.9.7
多維新聞網

國總統川普更說「許多中國留學生都是間諜」，目前去中
國留學，未必有更好的機會可以跳板到西方國家。
35.

由於中國大陸形象在西方正快速惡化，外媒近來頻出現
「科技冷戰」的名詞，若學生唸的是較敏感的科技領域，
在陸唸書可能會更難申請到歐美研究所，更難進到西方
科技業。
美國政府內很多人相當擔心中國大陸的間諜活動，聯邦
調查局局長雷伊曾在 2018 年 2 月表示他們很擔心中國大
陸使用「非傳統」方式蒐集情報，如以學生、教授、科
學研究人員等身分潛藏在美國的大學內。隨著中美貿易
衝突，對於中國大陸學生簽證問題的爭論也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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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
2018.4.2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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