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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 1610 人下落不明 濫收生乏監管助長黑工

東京福祉大學被禁再招留學生
日本東京私立大學「東京福祉大學」早前被揭
發近年有大量留學生不知所終，懷疑當中很多已
在日本逾期居留及非法工作。文部科學省調查
後，證實大學於過去 3 年間有多達 1,610 名留學
生下落不明，認為校方濫收學生，決定下令該校
暫停接收新留學生，亦考慮削減或暫緩向學校發
放津貼。文科相柴山昌彥批評，東京福祉大學濫
收留學生造成大量人員非法滯留日本，責任極其
重大。

東京福祉大學設有「學部研究生」課程，學生就讀為期
一年的日語及其他預備科目，之後才成為本科生，但

■ 過去 3 年東京
福祉大學行蹤不明
的留學生數目多達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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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定學生需有一定日語能力。「學部研究生」沒有學額
上限，大學在 2013 年時只招收 5 人，2015 年只有 39 人，但
到2016年卻突然急增至1,201人，至2018年更達2,656人。

日語能力不達標 入讀後失蹤
不過收生大增的同時，很多所謂「學部研究生」卻於入讀
後失蹤。文科省於 3 至 5 月間調查了東京福祉大學位於東京
池袋、王子、名古屋及伊勢崎的分校，發現在 2016 年至
2018 年間，共有 1,113 名「學部研究生」下落不明，另有
292 人退學，162 人被開除學籍。連同本科課程學生在內，
下落不明人數更多達 1,610 人。在「學部研究生」中，不少
人日語能力不達標，或從未出席課堂，懷疑此類學生只是為
於日本工作而入讀學校。
柴山昌彥批評大學濫收學生，亦沒有妥善管理學籍，導致
有人員於日本非法滯留，形容「責任極其重大」。柴山昌彥
亦承認當局反應遲緩，需負上部分責任。
當局下令東京福祉大學暫時不可再接收留學生，政府亦不
會再為希望入讀該校的留學生批出留學簽證，另外考慮暫停
向學校發放私立學校補助金。此外校方原本容許留學生以日
語課程代替部分學分，文科省亦宣佈禁止相關做法，強調進
修日語只屬日語能力不足學生的額外課程。

■ 日本政府禁止東京福祉大學繼續招收留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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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全國留學生非法逾期居留人數
*截至每年1月1日

文科省推
「學籍管理不妥大學」
東京福祉大學則聲稱，案中涉及的留學生很多都是在語言
學校等機構修讀日語後，因為找不到工作或無法入讀其他專
門學校，所以希望成為「學部研究生」以再逗留一年。至於
為何會有大批學生失蹤，校方則宣稱這些學生忙於兼職，沒
有上課，因此無法延長留學簽證，聲稱被留學生「背叛」。
文科省決定擴大調查範圍至其他學校，亦宣佈推出新監管
制度，濫收學生或學籍管理有問題的院校，會被列為「學籍
管理不妥大學」，並將實施嚴厲懲罰措施，包括一刀切停止
向學校的留學生批出簽證，亦會公佈學校名稱，法務省亦會
配合修改相關法例。
■綜合報道

消息人士表示，金正恩與中情局的關係
未有被即時揭發，美方曾鬆一口氣，然而
日本《朝日新聞》前年 5 月便曾報道，金
正男曾在大馬與一名韓裔美國人會面，懷
疑後者是美國情報人員。大馬警方後來在
金正男案審訊時，亦證實他曾在浮羅交怡
密會一名美籍韓裔男子。
不過報道引述多名華府前官員指出，金
正男已不在朝鮮生活多年，亦未有在平壤
內部建立勢力，難以向美方提供平壤政府
的內幕。韓國國家情報院和統一部均表
示，無法證實報道，中情局則拒絕評論消
息。
■綜合報道

■ 金正男被指為賺線人費冒險赴大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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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女權先驅 金大中遺孀逝世
韓國前總統金大中遺孀李姬鎬前晚因肝
癌病逝，享年 97 歲。李姬鎬打破第一夫人
擔任幕後的傳統角色，致力協助金大中推
動韓國民主及半島和平，是金大中對朝鮮
「陽光政策」的堅實支持者，並積極投身
女權運動，成為韓國女權先驅。韓國總統
文在寅在社交網站發文，對李姬鎬逝世表
示哀悼；總理李洛淵讚揚李姬鎬為「偉大
女性領袖」。

遺願半島和平統一
據李姬鎬的助手表示，李姬鎬於首爾新
村延世大學醫院逝世。金大中和平中心常
任理事金聖昨日公開李姬鎬生前立下的遺
囑，她在遺言中表示，將為韓國國民及朝
鮮半島的和平統一祈禱，並願將位於首爾
■李姬鎬 2000 年曾隨金大中到訪朝 的宅邸用作紀念館，以及將金大中生前獲
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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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差劣設施簡陋
課室內設公廁
東京福祉大學除濫收外國留學生，文部科學
省在調查過程中亦發現，學校的教學設施及環境
極差，例如位於東京北區的王子校區，部分校舍
竟然位於商住樓宇內，課室樓下就是便利店或公
共澡堂，也有課室是由樓上舖位改裝而成，大廈
公廁就在課室內，導致往往有不相干人士出入。
文科省官員形容，感覺學校只是為應付急增的留
學生人數，而倉促準備教學設施。
一名曾於該校以「學部研究生」方式入讀的

傳金正男為 CIA 線人
為錢冒險招殺身禍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同父異母兄長金正
男，前年 2 月於馬來西亞吉隆坡國際機場
離奇被毒殺。《華爾街日報》前日引述消
息指，金正男生前原來是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的線人，他之所以前往大馬，其中一
個目的正是與中情局人員會面，卻因此引
來殺身之禍。
英國《金融時報》則引述一名日本記者
稱，金正男與中情局人員已接觸多年，他
前往馬來西亞前曾透露，明白此舉將令美
方難以保障其人身安全，但為了線人費，
仍甘願冒險。大馬警方在金正男遇害後，
於他的旅行袋中檢獲12.4萬美元(約97萬港
元)現金。

■ 部分課室內竟設有公廁
部分課室內竟設有公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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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基金。
李姬鎬生於 1922 年，畢業於首爾大學師
範系，其後赴美留學，回國後在梨花女大
任教，同時擔任韓國女性團體協議會理
事，投身女權運動。

致函卡特營救丈夫
李姬鎬 1962 年與金大中結婚，成為金大
中最親密政治夥伴。金大中曾流亡美國、
遭綁架、入獄及被軟禁，李姬鎬一直陪伴
左右，1980 年代金大中被控叛國判處死刑
時，李姬鎬積極在國際社會發聲解救金大
中，還致函時任美國總統卡特。
金大中於 1997 年當選總統，李姬鎬成為
第一夫人輔佐金大中。2000年韓朝舉行首腦
會談時，李姬鎬陪同金大中訪問平壤。韓國
統一部官員昨日稱，朝鮮尚未正式通知，會
否派代表團弔唁李姬鎬。
■綜合報道

25 歲女留學生表示，老師上堂沒有教授任何知
識，其他同學亦幾乎沒有在學習，而且都不會上
課，大多數時間都在酒店、餐廳或飯盒工廠等地
方打工。她指自己本身是在日語學校畢業後，經
熟人介紹入讀東京福祉大學，原本期望可進修商
業知識，結果學校提供的大部分課程都是日語
課，而且課程內容竟然只是讓學生自行查字典學
日文。
■綜合報道

傳阿聯酋招攬商人
借捐款刺探特朗普政策
美國新聞網站「The Intercept」前日報
道，美國檢察官曾調查有否外國人，向總
統特朗普就職委員會及支持特朗普的「超
級政治行動委員會」，非法提供獻金，企
圖影響華府政策，而其中一名曾被特檢官
米勒問話的阿聯酋商人馬利克，是受僱於
阿聯酋情報機關，暗中刺探特朗普政府的
情報。
報道引述前華府官員及相關文件指出，
馬利克曾於前年每月收受數萬美元，打探
特朗普政府的中東政策，向阿聯酋情報部
門報告涉及該國利益的資料，包括美國調
解多個波斯灣國家與卡塔爾的紛爭，以及

美國官員與沙特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的會
面等。
馬利克的律師否認有關報道，指其當事
人並非間諜，從未肩負提供特朗普政府內
部運作資訊的任務，但承認馬利克曾在美
國多個不同場合，討論阿聯酋的商業構
想。
《紐約時報》去年底曾報道，聯邦檢察
官重點調查卡塔爾、沙特及阿聯酋的人
士，是否企圖利用政治獻金，影響美國的
政策，而身為一間投資公司主席的馬利
克，是其中一名受調查人士。
■法新社

保守黨爭魁戰 10 人
「出閘」
約翰遜成眾矢之的
英國保守黨黨魁爭奪戰前日進行提名程
序，在11名參選人中，10人均取得黨章規
定的最少 8 名保守黨議員支持，順利「出
閘」，包括被視為大熱門的前外相約翰
遜，以及外相侯俊偉、環境大臣高文浩等
熱門人選，只有唯一支持二次脫歐公投的
大學、科學、研究和創新國務大臣吉馬，
因未能爭取足夠提名票，宣佈退選。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分析，約翰遜獲
得 65 名保守黨議員支持，包括保守黨前黨
魁施志安及副檢察總長巴克蘭，緊隨其後
的高文浩和侯俊偉，分別獲得 32 及 31 張
提名票。成功「出閘」的各主要參選人，
昨日已完成報名程序，300 多名保守黨議
員將於明日起，展開多輪不記名投票，每
次剔走最低票數的參選人，直至剩下兩人
角逐，於本月 22 日由逾 12 萬名保守黨成

員投票，選出黨魁人選，將於下月 22 日起
的一星期內揭曉當選人。

侯俊偉聲勢大振
約翰遜日前承諾一旦當選，將寬減中高
收入人士稅務負擔，料有 300 萬人受惠，
結果成為其他參選人眾矢之的。高文浩批
評約翰遜提出的減稅計劃只惠及富裕階
層，表明自己會優先照顧弱勢家庭和社
群。
高文浩近期被揭年輕時曾吸食可卡而聲
譽受損，相反侯俊偉卻獲就業及退休保障
大臣盧綺婷、國防大臣莫佩琳公開力挺而
聲勢大振，成為挑戰約翰遜的最有力人
選。他表示歐盟願意重新談判脫歐協議，
但未有解釋如何游說歐盟同意達成更有利
英國的條款。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