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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今國際社會對於以往被視為硬實力(hard power)的軍事、經貿競賽，確實

產生了較為排斥的情況，且各國如若不斷藉由強化軍事力量、塑造經貿障礙，

進而使他國受壓迫而產生還擊的報復性手段，一來一往之間，確實也將造成各

國經濟的損耗以及人力資源的浪費。 

現今的國際社會，正面臨著美「中」兩大強國相互較勁的態樣，也因為如

此，不少國家被迫做出「選邊站」的結果，然而，可想而知當作出「選擇」之

後，則許多的問題也接連而來，部分經貿實力較強的國家或許仍能採取積極的

方式應對，但對於發展中或較為落後的國家而言，「選邊站」的方式絕對不是國

際關係中的「最適選擇」。 

特別是夾在美中雙方之間的我國，縱然在經貿上仍能維持較大的自主性，

但隨著與中國大陸的依存度越來越高，但在政治上的連結卻漸趨冷凍的情況之

下，硬實力的發展則必然受限。也因為如此，本文認為 Joseph S. Nye, Jr(1990、

2004)(後稱 奈伊)所提出的軟實力(soft power)理論，確實能對於我國在美中關係

如此緊繃的情況之下，提供了另一種不同的解方。 

據此，本文試圖以此為依據，透過高教政策吸引僑生、泰緬籍生來台的誘

因談起，試圖探討我國如何藉由現有之優勢，從高教政策著手，讓僑生、泰緬

籍生來台求學，除了能授予其學位之外，亦能藉此讓我國文化、生活環境，以

及其他不同層面的影響，藉此強化和僑生及泰國、緬甸社會之間的連結，而形

成向外拓展文化的軟實力影響圈。 

 

關鍵字：軟實力、僑生、外籍生、僑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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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發展硬實力所需的經費確實是極其龐大且需要長期性支出的，然而軟實力

的發展卻是較不具侵略性，且能產生同心圓般，向外拓展影響範圍的方式(Fan 

Ying, 2008)。就奈伊提出的軟實力理論而言，確實在現今世界各國皆戮力強化

軍事設備的情況下，所因而產生的防禦性心態，透過侵略性低、不改變互動現

狀的方式，讓國與國之間，能夠產生情感、文化上的連結，進而讓國際關係的

緊繃程度得到緩解。 

對我國而言，美「中」兩強的競逐，確實造成了台灣在雙方之間的壓力，

也因為如此，美中台三角關係的連動性，亦常隨著時空背景的不同，而有著差

異性的發展態樣(馬準威，2020)。對我國而言，基礎防禦性武力的建置，確實

有其絕對的必要性存在，但如若以攻擊性較強的武力系統做未來整體國防的規

劃，卻是美「中」雙方所不樂見的(王信力，2019)。另一方面，台海關係本就

屬於長期受到多方關注的焦點，假設以區域戰略的考量觀之，鄰近國家確實不

樂見我國將大量稅收投入軍備競賽之中。 

也因為如此，其實換個角度來看，華人文化確實淵遠流長，且在中國大陸

的推波助瀾，以及華人遍布世界各地的狀況，確實透過文化拓展，屬於較能夠

被他國接受的狀態。再者，當中國大陸的孔子學院逐漸被他國所排斥(李佩珊，

2020、Kluver Randolph, 2014)，我國如若能以不同於孔子學院的軟實力，強化

和他國之間的連結，或許在文化影響的層面，將能取代中國大陸成為華人文化

的主流。 

因此，本文以高教政策吸引外籍生的方式，作為實踐軟實力的主要途徑，

並將影響的範圍限縮在僑生、泰國、緬甸等三大類外籍生中，並予以探討現有

高教體系該如何發揮其優勢，使其願意來台求學，並在取得學位之後，當回到

母國後，亦能推薦學弟妹前來台灣繼續就讀，或是在工作上，能因我國在高教

政策上的優惠，而選擇更為親近的方式，對思考未來企業、政治上的合作夥伴



4 
 

與合作方式，而非僅從利益的層面做出抉擇，降低中國大陸透過經濟優勢影響

貿易的結果。 

貳、 高教政策確實是發揮我國軟實力的最佳方式 

一、 軟實力的實質作用與成果 

近期以來，我國在軟實力的發揮上，確實成果頗豐，也因此提高了我國在

世界的能見度，舉例來說，無論是電影的大放異彩，或是我國在高教政策上對

於外籍生、僑生的優待，都讓各國對於台灣有著更加親切的感覺。這樣的原

因，應該推估為我方對於文化的輸出，並非如同孔子學院般，希望透過影響力

較強的方式，在最短時間達到中國大陸政府所需要的效果。 

這樣的思考確實也造成後續他國對於中國大陸的不滿，以及各國排華、反

中的浪潮，從其結果與形式來來看，孔子學院雖然並非硬實力的一種，但在各

國對於中國大陸硬實力已有反彈心態的前提(黃瓊萩，2020)，縱使孔子學院是

以文化(風俗、文字)等方式和各國大專院校配合，但其背景所具備的資金來

源，官方色彩仍屬濃厚，故近期孔子學院被各國勒令關閉的情況，也是屢見不

鮮。 

然而，我國如從高教政策作為軟實力的應用，藉此強化與他國之間的連

結，確實不太會造成他國反彈的情形，理由在於，孔子學院是「向外輸出」其

文化、教育體系(Lan Thung Ju, 2017)，而我方高教體系的軟實力，則恰好相

反，是希望學生自發性的來台求學，與對外輸出的方式有的截然不同的思考。

首先，來台求學屬於個人意願的選擇，並未有外部力量的介入，也因為如此，

學生在選擇求學的大專院校時，必然會考量到各種原因與自身需求，而從中選

擇一所較適合自己未來發展，且能從中得到知識的大專院校，這與強行在他國

設立孔子學院而言，有著極大的差異。第二，對於來台求學的外籍生、僑生而

言，透過誘因的提供，讓其更願意來台求學，一方面能夠減輕跨國就學的壓

力，二方面也能從社會(學校)支持的角度讓學生體認到台灣社會的親切感，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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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實際的生活中去支持、輔導(洪子琪，2011)，而讓軟實力的發揮更不具有侵

略性；第三，來台求學並非僅是取得學位，更重要的是之後回國，對於學弟妹

或該國社會的口語傳播，當親切、好客成為外籍生對台灣的主要印象時，回到

家鄉所傳遞的意象，亦如本研究所述，進而讓他國社會對台灣有著更為良善的

感覺，此外，如若以未來工作的情形觀之，則無論是貿易或合作夥伴，都可能

因其求學時的協助，進而回饋於該領域之中，因此如取得我國學位之外籍生回

國，在政治界工作，則能為我國在其政治場域中發聲；倘若在貿易領域工作，

則選用我國的產品或作為進出口的貿易夥伴機率，也將大幅增加。 

因此，軟實力的發揮確實是我方未來必須優先考量的主要國家發展規劃，

也因為如此，本計畫從高教政策提高求學誘因做為發想，試圖提供更為完整的

政策建議，也期許未來我國社會、教育界，能讓誘因的影響範圍更為提升，而

非僅限縮於高教層級之中。 

二、 增加泰緬籍生來台求學的誘因 

(一) 對泰籍生而言 

由於我國與泰國之間的聯繫較深，且泰國本就屬於以旅遊觀光業為主的國

家，在這種情況下，對於外來文化的包容性較強，且雖其國內大專院校於世界

排名200名內的高校亦不少，但有更多的學子願意出國讀書，去探索不同的環

境、結交不同的友人，並將其所學、所體認到的文化帶回國內，並且將之與泰

國特色文化做一結合。 

也因為如此，我國對於泰籍生的優待政策較多，無論是相關協會提供的獎

學金，或是對於外籍生提供的就學補助，相對於緬籍生而言，數量確實較多，

也更為全面，但反過來思考，卻也能發現當泰籍生在求取學位有著更多的選擇

時，則我國高教政策的誘因，要能成為打動泰籍生意願的關鍵，生活及求學上

的優待，是其考量是否來台就讀的最主要原因。 

再者，提升我國高校品質及世界排名，亦屬增加泰籍生來台就學的另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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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因，由於我國現有大專院校在世界排名仍相較泰國本身優秀且數量相對較

多，因此泰籍生如欲以求學作為未來求職的跳板，學校的排名便成為選擇的考

量因素之一，然而，這樣的思考卻需要和中國大陸做競爭，也因為如此，如何

提升大專院校的世界排名，確實也是現行大學所持續在改善、進步的目標之

一。 

第三，在物價方面，我國物價與泰國較為相近，相較在北京、上海、廣

東、深圳，甚或是香港、澳門的昂貴物價而言，我國現行物價確實較為親民，

且整體來說對於泰國民眾的好感度亦不在話下，回歸最根本的思考，假設學生

想要出國取得學位，家境較為富裕的應以歐美國家為優先考量，其次則是日

韓，再來則是其他國家。在此情形之下，我國的生活品質及物價都與泰國國內

較為相近，故整體而言，應相較中國大陸來說，確實是較具優勢的誘因。 

第四，在中國大陸極力推動一帶一路、亞投行等國家整體戰略規劃時，中

文能力確實成為了要進入中國大陸企業工作的最主要能力，但在前述問題的影

響之下，同文同種的台灣，確實是學習中文最佳的場所。 

第五，在優惠政策的提供方面，我國確實能夠思考在新南向政策的主軸

下，讓前述誘因加以放大(歐德芬，2016)，並且提高就學的優惠(如獎補助金

等)，並且透過高教政策的扶持，藉此與泰國高校簽訂相關的合作協議，無論是

姊妹校或是互訪、學者交流、雙聯學位等，都能提高雙方學生到對方國家求學

的誘因，以及對於未來工作發展的最大優勢。 

(二) 對緬籍生而言 

因緬甸為東南亞國家中，最晚開放的國家，在其受教育普及仍屬低迷的情

況下，高等教育似乎限縮在經濟能力較強的家庭中，然而綜觀類似的家庭，都

能發現這樣的家庭結構，確實是與政治、經濟有極大的關聯存在，也就是說，

能夠上大學接受完整教育的緬甸民眾，其經濟能力是遠勝於緬甸其他人民的。 

因此在增加緬籍生來台求學的誘因，卻又與泰籍生有著不同的思考，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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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長期以來較為親「中」(趙中麒，2020)，且其與中國大陸亦為比鄰關係，

在緬甸最大的玉石市場中，亦可見中國大陸貿易商在其中與緬甸人民，透過中

文(華語)進行溝通的態樣，在此情況之下，選擇到中國大陸完成學業，理應是

緬甸學生較為主要的想法與思考，但如此的決定卻須考量到另一個層次的問

題，亦即是緬甸到中國大陸讀書的學生，能否負擔相對應的學費、生活費，以

及語言能力是否能夠有效溝通，縱然是能以中文(華語)做互動，但在英語課程

逐漸受到重視的情況下，緬籍生能否以英文作為溝通的語言，是值得後續研究

的觀點。 

那麼，我國是否能在緬籍生來台求學，應用軟實力於高教政策中？事實

上，中國大陸的優點同樣也是其一體兩面的缺點，但對於我國而言，確實在政

策支持上並不像泰籍生來的那麼全面，所提供的獎助學金也需要和其他外籍生

做競爭，但如若我國能提供更多元化的生活輔助措施，則誘因的效益將會大大

增加。 

理由在於，現今的緬甸正處於 COVID-19疫情肆虐與翁山蘇姬政權被政變

的情況下(宋鎮照，2021)，社會動盪與軍隊屠殺將讓民心更為浮動，而中國大

陸並不願意介入內部的紛爭，選擇了靜觀其變的態度(李海默，2021)，倘若在

此情況下，我方能基於人道、人權的立場，提供緬籍生在生活上的協助，甚至

替其於國際社會發聲，則緬甸內部對於我國的好感度必然會因此增加，多數學

生也會循此模式來台就讀。再者，如前所述，由於我國物價較中國大陸來的親

民，在緬甸因疫情與動亂影響，而造成經濟幾近崩潰的情況下，提供生活與求

學的經濟援助，確實能提高來台求學的誘因。 

三、 增加僑生來台求學的誘因 

由於 COVID-19邊境管制的緣故，本欲前往泰北孤軍後裔村落訪談的計

畫，確實也因此有所更動，但從相關報導中亦能得知，僑生來台讀書的原因，

與前述泰籍、緬籍生的誘因確實有所不同，更主要的關鍵因素在於，對於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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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情感的連結，以及文化、歷史層面的交織，確實成為了僑生來台求學的主

要原因。 

但近年來，泰北孤軍村落確實受到了中國大陸政府政策的影響，許多的教

材、文字的使用，已然逐漸有所改變，並非我國所使用的繁體字及歷史教材，

在這種情況影響之下，未來的僑生(特別是泰北村落)來台的誘因是否因此減

少，則需持續的觀察，因其現行採用簡體字教材的學生，多為國中小的身分，

並非本文所探討的高教政策影響的受眾。 

如若將僑生的定義再行延伸，將所有海外的僑生都納入研究的範圍之中，

則可以發現對於僑生而言，回國讀書的誘因，確實不若以往來的踴躍，主要原

因在於，現行政策對僑生的優惠待遇並不像以往來的優渥，且現行僑生多為移

居海外的國人的第二代、第三代，在經濟狀況逐漸好轉的情況下，取得他國國

籍者亦不在少數，據此，選擇歐美或他國作為留(求)學的目標，也確實屬於可

理解的範圍，但這樣的情況下，如何增加回台就讀誘因，卻又是我國政府需要

謹慎思考的問題。 

本文認為，對於僑生來說，優待政策的待遇可以再行增加(余懿珊，

2019)，或是以雙聯學位的方式，讓僑生能以姊妹校(或其他方式)同一時間取得

多所學校的學位，在效益的考量及後續就業的思考，這樣的方式對於學生而

言，才具有實質的吸引效果(馬寶蓮，2014)，否則當華僑第二、三代已然具有

當地國籍的身分時，在語言能力不若父執輩優異的情況下，回國就讀所面臨到

的溝通困難，以及相關的就學、生活支出，於出生地繼續求學反倒是較為可能

的思考。 

參、 結語 

綜上所述，由於 COVID-19疫情的影響，加上經費的限制，相關的研究開

展確實面臨到些許的困難，但從文獻回顧及研討會所提供的意見反饋中，也能

發現僑務活動確實對於我國而言，是必要也必須的。然而，從高教政策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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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之，如何廣納人才並提升國際排名，或許才是吸引海外人才歸國及現有人才

留在國內進行研究最主要的關鍵。 

當硬實力的拚搏需要大量財政來源時，或許能從另一個角度去思考，如何

讓我國的軟實力增加，藉此提升我國在國際社會上的能見度。也因為如此，本

文從高教政策的觀點，去探討如何提高外籍生來台的誘因，反面思考下，卻也

能發現現行高教體系如何讓本國學生願意留在國內，並且將其研究妥善的延

續，一來一往之間，才能塑造更好的高教環境，而非單一的考量對外吸納人才

的競逐，而忘了己身所培育的博碩士研究人員。 

期能藉由本研究之發想，讓更多的研究者繼續相關的僑務研究，也期盼在

未來 COVID-19影響世界趨緩時，能深入探訪泰北孤軍後裔，並從其對談之

中，了解到僑務工作與其需求上，該如何妥善的配合並延續以往的連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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