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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認可程度 更少擔憂疑慮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美國在今年上半年簽發給中國公民的學生簽證數量，
較數年前大幅下降逾 50%，反映美國已非中國學生出國接受高等教育的首選
目的地，原因除了中國學生對自己在美國是否受歡迎心存疑慮、疫情期間

中國學術地位高發展機會多

的旅遊限制，以及對美國安全情況感到擔憂外，另一方面也是基於中
國高等學府在國際的排名持續上升，意味畢業生在國內具更佳的
發展機會，促使中國學生減少選擇赴美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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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學生在校內
觀賞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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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國際排名上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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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華大學舉行
2021 級本科生開
學典禮。
學典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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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上月收到清華
大學錄取通知書，
大學錄取通知書
，與
母相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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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次教育質素
社會安全成第二考量

根據中國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6月份的一項研究，安全問
題是現在影響中國學生出國留學決定的第二大因素，僅次
於教學質素。來自中國浙江台州市、就讀工程系的 21 歲吳
同學接受《華爾街日報》訪問時，直言對美國感覺不安
全，並稱很多中國學生也擔心會在美國遇襲。
她表示，自己在中國上大學二年級時，就開始準備申請
赴美研讀，她因憂慮美國社會安全，加上美國似乎不太歡
迎中國學生，當看到其他校友申請美國簽證均失敗後，她
放棄了前往哥倫比亞大學或康奈爾大學修讀碩士，轉而準
備去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27 歲的中國留學生都同學曾是新罕布什爾大學的本科
生，但在美國新冠病例增加的情況下，她於 2020 年 5 月返
回中國。今年夏天，她已決定不回美國上學，原因包括對
中美關係惡化的擔心，以及出國後返回中國過程中會遇到
的各種麻煩，由此產生的費用也非常高。
美國多家大學的管理層則批評前總統特朗普頒布行政命
令，禁止與軍事相關實體有聯繫的中國本科畢業生和研究
生赴美，印第安納大學國際部助理副校長威克金森表示，
這樣的信息對學生們以至所有層面都造成不利影響，嚴重
打擊學生就讀意慾。數據顯示該校今春招收的中國學生不
足1,600人，不及2015年的一半。
◆綜合報道

墮胎權爭議掀美學生「外流潮」留學查詢激增
布裁決後，全美到該機構平台瀏覽的人
數大增 20%，當中德國和英國是最多人
查閱的地點。該機構分析員桑切斯表
示，原本預計居於即時禁止墮胎的 13
個州份的學生，瀏覽歐洲留學資訊的人
數增幅最多，原因是他們首當其衝受到
新法例影響，然而情況與預期相反，全
美整體瀏覽人數共增長近 20%，來自受
影響州份的人數僅上升8%。

中國公民發放了31,055份F-1簽
證，較 2019 年同期的 64,261 份大
減。全美各地的院校的中國留學生人
數減少，收入也因此受到打擊。例如內布
拉斯加大學林肯分校去年秋季招收了 415 名
中國學生，較 2016 年秋季的 1,234 人下降
66%，預計今秋這數字將持平或略有下降。
內布拉斯加州的國際本科生一般支付州外學
費，今年的學費為 2.49 萬美元（約 19.5 萬港
元），而州內學費為 7,770 美元（約 6 萬港
元）。該校負責全球事務的助理副校長戴維
斯坦言，「我們可能不會完全恢復到以前的
水平，這就是新的現實。」

競爭加劇 加州學校坦言招生難
有教育顧問表示，隨着中國大學在全球排
名的上升，在中國以至其他國家的僱主對中
國大學的認可度提高，意味在就業方面有更
大發展機會，這令中國學生對是否出國留學
的考慮也更多。在涵蓋全球逾 1,600 所高等
學府、最新2022年度的「泰晤士高等教育」
世界大學排名中，中國兩所頂尖大學北京大
學和清華大學並列第 16 位。在 2017 年的同
樣排名，北京大學位列第29位，清華大學則
排第35位。
中國學生在國內或美國以外地區的發展機
會愈多，也影響美國院校對中國學生的吸引
力，以位於加州的佩珀代因大學商學院為
例，於 2017 年有近 360 名中國學生，佔學院
國際招生人數的四分之三，但今秋預計來自
中國的學生只有不足 200 人，學院將中國留
學生人數減少，部分歸咎於來自美國以外地
區的競爭加劇，佩珀代因大學國際學生服務

辦公室主任米歇爾表示，「在加州這樣一個
美麗的地方，我們當然擁有對我們有利的條
件，但招生的難度確實大幅增加。」

美院校財政或遭毀滅性打擊
過去十多年來，中國一直是美國最大的國際
學生來源國，為大學提供了關鍵的學費收入。
根據國際教育協會追蹤和匯總的數據，在2019
至 2020 學 年 ， 中 國 學 生 佔 在 美 留 學 人 數
35%，貢獻 159 億美元（約 1,246 億港元）經
濟收益。現在許多因素正導致中國學生在國內
或其他地方尋求高等教育，若美國院校不能找
到其他國際學生來源，隨着聯邦疫情救濟金耗
盡，在財務上可能帶來毀滅性的打擊。
此外，中國學生不得不面對嚴格的防疫旅
遊限制，例如美國駐華領事館暫停簽證服
務，令辦理出國手續變得困難。此外，一些
中國學生表示，美國新冠死亡人數較高、槍
械暴力、反亞裔種族主義，以及中美關係每
況愈下的情況令他們感到憂慮。

拜登拒廢惡政 凸顯不歡迎態度
許多人還提到2020年由時任美國總統特朗
普頒布的一項行政命令，禁止與軍事相關實
體有聯繫的中國本科畢業生和研究生赴美，
並稱美國學校顯然不歡迎他們。一些院校管
理人員表示，該簽證限制使那些沒有明確軍
事聯繫的申請也被拒。總統拜登政府去年 5
月曾恢復對中國學生的簽證辦理，還公開表
示美國歡迎中國學生，卻未撤銷上述行政命
令。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美國歡迎為美
國校園豐富的學術傳統和多樣性作出貢獻的
中國學生，並致力提供簽證服務，又稱上述
總統政令針對的是約 1%的中國學生和學者
簽證申請。
◆綜合報道

中國超越美國
多項論文指標全球第一
日本文部科學省科學技術學術政策研究所
日前公布《科學技術指標》報告，顯示在自
然科學學術論文領域受關注程度最高的前
1%論文中，中國的論文數超越美國居全球
第一。此外，在 2021 年的論文總數以及最
受關注的前 10%論文中，中國的論文數均排
在第一位。
該報告自 2005 年起每年公布一次，主要
從研究開發費、人才數目、論文數目、專利
申請數目等方面，分析全球主要國家在科學
技術領域開展的活動。根據 2022 年的報
告，受關注度排名前 1%的論文（2018 至

2020 年的平均值 ）中，中國的論文數佔
27.2%，超過美國的 24.9%，首次躍居全球
首位。中國在論文總數、最受關注的前 10%
的論文中的佔比也排在首位。該研究所相關
負責人表示，從論文的責任作者人數上看，
中國也排在第一位，說明中國科研人員在各
類研究活動中起到一定的領導作用。
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亞洲與太平洋綜合研
究中心副中心長黑木慎一認為，中國的論文在
數量和質量上，均達到世界頂尖水平，要在科
學技術上成為真正的全球領袖，不斷創造出被
國際認可的成績將是關鍵。
◆綜合報道

留美待遇差 薪酬低本地生三成

◆中國學生留國發展的機會愈來愈多
中國學生留國發展的機會愈來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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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高法院 6 月推翻半世紀前「羅
訴韋德案」的裁決，裁定女性墮胎權不
獲憲法保障，觸發社會進一步分化。歐
洲留學機構 Study.eu 指出，美國學生在
6 月和 7 月到其平台了解歐洲留學資訊
的人數激增，相信與這項爭議性裁決改
變社會氛圍有關，不少年輕人憂慮個人
權利未來無法受到保障。
Study.eu 的數據顯示，在最高法院頒

美國國務院的數據顯示，
在今年頭6個月，美國向

Study.eu 行政總裁布魯斯表示，地緣
政治事件通常令學生的留學興趣出現短
暫變化，一般只會維持一至兩天。但在
今次推翻墮胎權事件中，美國學生的赴
歐留學意願卻極大，預計美國即將舉行
的中期選舉，以及最高法院若作出更多
傾向保守派的裁決，美國學生「外流
潮」將更嚴重。
◆綜合報道

科學期刊《自然》的調查發現，在美國大學
工作的研究生，待遇出現極大差距，海外學生
的薪酬平均比本地學生低接近三成，部分導師
更以簽證作為「武器」，威迫海外學生接受較
低報酬的工作。

大學教師假承諾 連累學生夢碎
一名從事生物醫學範疇的中國化學家，憶
述他10年前於美國一所大學當博士後研究員
的經歷。他表示當時年薪 4.6 萬美元（約 36
萬港元），後來由於研究資金耗盡，他持有
的J-1學術交流簽證規定，如果他在一個月內
沒有新工作，就須返回中國。於是他只好申
請另一所大學的研究職位，即使年薪較之前
少1萬美元（約7.9萬港元），也別無選擇。

他指出研究生的薪酬分為不同等級，來自
中國和印度的研究生薪酬最低，每年只有
2.8 萬美元（約 22 萬港元），本地研究生的
收入則有最少 3.9 萬美元（約 31 萬港元）以
上。他表示當時會接受較低薪金，是由於導
師承諾幫他取得 H-1B 畢業工作簽證。然而
當他的 J-1 簽證快到期時，實驗室主管卻不
願以新簽證的最低年薪要求 6.8 萬美元（約
53萬港元）僱用他，只提議他申請可永久居
留的綠卡。他指當時申請時間緊迫，費用昂
貴且風險大，一旦申請失敗便可能被遣返，
認為導師是利用簽證掣肘外地研究生。此
外，他希望能擔任教授，但導師未有為他提
供機會及技能培訓，導致他只能改變主意，
在其他機構擔任技術員。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