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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捲紐約 盤據巴黎  
大陸近二十年移民潮座談會報導

▓路華平

華僑協會總會第十八屆理事長陳三

井甫於4月27日就任，敦聘淡江大學陳鴻

瑜教授出任秘書長。陳三井、陳鴻瑜俱

是學術界人士，當初便有人臆測，學術

研討將是僑協未來會務推展的重點強項

之一。果不其然，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

內，即於7月25日，以「近二十年中國大

陸海外移民潮之原因與影響」為主題之

學術座談會率先登場。近三十位志同道

合之士齊聚一堂，共享研究心得，令人

鼓舞。

此次學術座談會，邀請劉勝驥、湯

熙勇、李盈慧、曹淑瑤等四位教授發表

論文四篇。座談開始前，陳三井以主人

身分對陳鴻瑜在很短時間內組織此次學

術座談會，以及大家在大熱天底下趕來

捧場，表示感謝。

陳鴻瑜主持第一場研討

第一場由陳鴻瑜主持，他說，從

事學術研究多年，希望作些學術活動，

彰顯華僑協會總會不一樣之處。本次座

談會主題是有關中國大陸近二十年來的

移民潮的原因及其影響，他認為這些海

外移民人數約在100至200多萬之間，包

括合法與非法的，為何會有這麼多的移

民？歸納各項論點：1.這是中國移民的

第五波，第一波是在明鄭時期，第二波

是清朝中葉，第三波是1949年中國內

戰，國民黨戰敗，第四波是文革時期，

現在則是第五波，就是今天研討重點。

以前移民原因，不外乎沿海居民貧窮，

故移居他鄉謀求生存，現在移民可不一

樣了，因為很多移民者俱是有錢人，他

們可能為了籌措資金，為了子女取得更

好的教育機會等等原因而移民，這是第

五波移民與前四波不一樣的背景。2.過
去移民大多是東南沿海居民，現在則是

來自中國的中部及北部地區居民。3.以
前移民教育程度較低，現在則技術移

民、資金移民，屬於高教育程度者。所

帶來的影響不僅是大陸內部政治、經濟

與社會，也連帶影響國際社會及僑社。

劉勝驥看改革開放後的新移民

劉勝驥，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專

長為中國大陸研究，尤其是海外中國大

陸留學生，論文為〈開放改革後中國赴

美移民近貌〉。他認為，大陸1978年改

革開放後的移民潮有三波，第一波是留

學生，當時中國大陸生產機器大多來自

蘇俄，缺乏維修，生產力低。為學習先

進機器，鄧小平決定派遣留學生赴美，

但人數僅區區不到百人。那個時候，大

陸外匯存底僅40億美元，留學生沒有

錢，只能靠獎學金，而結匯只能結50美
元，所以他們一到美國，即到華埠的

餐館打工，也有到餐館地下室福州人經

營的成衣場打工，賺取生活費，相當辛

苦。這期間當然也有依親及偷渡的非法

移民。

第二波是90年代開始，以留學實習

技術移民為主體。此時大陸經濟發展有

了成果，外匯增加，人民有錢了，便開

放自費留學。大陸人民財產增加了，便

想移民，棲身更好的生活環境。

第三波是投資移民。2002年，美國

修改投資移民法，將門檻由100萬美元降

低到50萬美元，以挽救其經濟。中國人

喜歡置產，每到一地就大肆炒房炒樓炒

地，房屋開工率提升，帶動美國經濟活

力。近年來，人民幣大幅升值，所以投

資移民的門檻又降低了，有錢人狡兔三

窟，總要將錢放在安全地方，不只是大

陸，全世界皆然，有錢人幾乎都會將兒

女送到國外。目前大陸流行一個名詞叫

「裸官」，就是他自己在大陸當官，大

肆污錢，將子女、老婆及污到的錢全送

到國外，一出事就自行承擔。

據統計，目前中國大陸財產超過

1,000萬人民幣者，約有90萬戶，其中

有50%想移民，這些都是移民美國的主

力，其移民原因有三：1.大陸人仇視有

錢人，即紅眼症；2.政府嚴查逃漏稅；

3.政府約束民營企業，扶植國營企業的

競爭力，增加民營企業貸款難度。

湯熙勇釐清新移民或新華僑華人

湯熙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

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專長為海外華人研

究，論文為〈新移民或新華僑華人─

1978年後中國大陸公民境外移民人數估

算及其分布〉。他開玩笑說，首次接觸

到有關大陸新移民的研究，並一口答應

撰文，實在是太過於大膽了。應允之

後，便開始閱讀大陸學者出版的有關新

移民的著作，當初接到的訊息是大陸

「新增移民」的題目，「新增移民」是

個新名詞，再翻閱有關著作，就定名為

「新移民」或「新華僑華人」。也許會

後這個名稱可再研究。

「新移民」是指1950年代，中共

在北京成立政權以後，移居他國的大陸

人，一開始也不稱為「新移民」，而稱

「再移民」，不管是從大陸沿海居民進

入到東南亞或進入美國，可按依親方式

移民，只是人數很少。「再移民」之

後，又出現「現代華人移民」的新名

詞，1980年代再出現「新移民」名詞。

▲座談會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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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新的移民往外走，也看到福州

人在紐約不得了，情勢完全丕變。

前一場談的是移民原因及分佈，這

一場談的是對僑社的影響。這樣的安排

非常妥適。

李盈慧談在紐約的福州人

李盈慧，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教

授、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專長為僑務政

策研究，論文為〈新移民福州人在美國

與溫州人在法國之影響〉。她說，在陳

三井面前，談溫州人在巴黎，實在是班

門弄斧，不過她喜好研究人類學中的不

同族群的分佈，以前著重於廣東、福建

移民，但現在有很多北方地區移民。前

面有提到留學生是不是移民，這是個大

問題，因為留學生是比較複雜一群，他

們不是來自同樣的地區，分佈廣，各省

都有，而且變動性相當大。

在美國的福州人從事於各行各業

都有，但今天所談的僅著重於長途汽車

業。早期福州人到美國，偷渡者佔了不

少比例，偷渡到美國後，便要開始打工

還錢。人蛇集團為了讓所有偷渡者有打

工賺錢機會，所以不能全部集中在紐

約，而是分散到附近的大城，像波士

頓、費城、華盛頓等地，這就要靠汽車

了。坐灰狗巴士，不懂英文怎麼坐呢？

所以，因為偷渡的福州人愈來愈多，又

要到處打工，所以福州人乾脆自己來開

汽車巴士業。

從紐約到費城、波士頓、芝加哥

等地，都是一城的華埠開到另一城的華

埠，不會有其他地點，而且講的都是福

州話，多麼親切呢！本來這個行業只是

福州人或其他華人單一族群的內向需

求，後來老美發現到票價低廉，比灰狗

巴士低廉許多，而且停靠地點又是熱鬧

的華埠，所以老美趨之若鶩。結果，灰

狗巴士競爭不過，2007年也開始降價，

以吸引白人回流。這是中國移民影響當

地經濟的顯例之一。

其實，福州人偷渡到美國，其幕後

有黑幫、人蛇集團在控制，當然會引發

社會治安問題。這只是談談福州人在美

國紐約地區的一小塊。

我們看看移民歷史，1950年代，移

民美國的華人主要台、港、澳留學生及

商務移民者，素質高，講英語，融入當

地社會，大多在大公司任職，給予美國

白人良好印象。但自從1990年代，大批

福州人偷渡到美國，搞黑幫，搞人口走

私，美國白人對華人的印象又趨向於負

面。

在巴黎的華人，主要是溫州人、青

田人。溫州人經營皮件、餐館、百貨、

商店，青田人則賣青田石、珠寶等。溫

州人在巴黎的發展，最著名的案例就是

將落後的美麗城大街，蛻變成名副其實

的「美麗大街」，在溫州人進駐大量商

店後，繁華熱鬧了起來。原本是猶太

人、阿拉伯人主宰的皮革業、絲綢業，

也拚不過溫州人。現在巴黎有了這條溫

州人美麗大街。

溫州人給歐洲人的印象，要強過福

州人給美國人的印象。

陳三井評論說，這篇論文的兩個

重點都指出來了，一是福州人在紐約，

聽紐約分會會長李又寧說，法拉盛現在

幾乎都是福州人的天下了。二是溫州人

在巴黎，他聽起來非常親切，溫州人真

的了不起，能將阿拉伯人居住落後的地

區，轉瞬之間，煥然一新。以前到巴黎

此篇論文主要是參考大陸學者著

述，年代是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移

居國外這一批人，其範圍除了大陸之

外，也將港、澳列入，因為他們都具有

華人血統。大陸官方單位則偏好用「新

華僑華人」這個名詞，是指1950年代以

後移民，但不包括台灣在內。但是僑辦

室則認為，應包括1978年以後，除了中

國大陸對外移民外，還應包括台灣及香

港、澳門地區的移民。

無論是「新移民」或「新華僑華

人」，大陸內部其實並未有一致看法。

他認為，大陸是站在以她為中心的位置

來看待1950年代以後，包括台、港、澳

在內的對外移民，這對台灣來說就不公

平了。因為，1950年代移民的主力是台

灣、香港移民，那時台灣、香港移民大

多具備了高知識、高技術，高財力的條

件，而中國大陸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後

的移民才具備這些條件。

所以，要談「新移民」或「新華僑

華人」，首先應釐清台灣、香港移民的

地位，他們在人數的比例上雖然不多，

但已遍及世界各地，代表性不能被刻意

的忽略。

此外，有關移民人數的估算及其分

佈也是有其困難之處，一是有無包括留

學生？因為留學生身分有其易變性，可

能移民，也可能回母國；二是大量的非

法移民及被外國人收養的小孩，有無包

括等等？另外，以前移民多集中在沿海

地區，例如福建有整村移民，福州人在

海外也具有相當數量，但是現在中國大

陸各地都有移民，例如內陸新疆移民到

蘇俄或中亞地區，因為少有學者研究，

這部份資料也很欠缺。所以，在移民人

數上的估算上很難。

大陸學者莊國土、李明歡引用官方

統計數字，美、日也許較可靠，其他國

家則不盡然。另外，則是引用人口自然

增長變數來算，增長數如何計算？以何

標準來算？尚待繼續研究。

若以境外移民來看，大陸人民在台

定居是否要包括在內，這是相當敏感議

題，暫且略過。有關移民的特性，幾乎

都是有錢人，像是大陸富二代移民新加

坡，開法拉利肇事撞死人；在溫哥華炒

樓，造成當地房地產價格飈漲等等，對

移入國而言，負面影響居多。這些有錢

人的富二代可能是貪官或是爆發戶的子

弟，無需為生計而工作，遂有人以「浮

萍無根」來形容他們，這跟過去海外華

僑拚搏奮門，以求「落地生根」是截然

不同的。

陳三井主持第二場研討

第二場由陳三井主持，他說自他接

任理事長以來，已經舉辦了電影欣賞及

健康養生講座，今天學術座談會是第一

次。原以為參加的人可能寥寥無幾，想

不到出席人士這麼多，可見學術同好所

在多有。

過去，我們研究中國移民都集中

在清末民初，沒想到風水輪流轉，今天

討論的是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

新移民。數十年前，在法國留學感受很

深，當時看不到一個大陸留學生，也沒

有大陸移民，那個時期，巴黎有很多青

田人、溫州人，他曾在他們餐館打過

工，他的太太則在青田人開的皮包店打

工。對溫州人、青田人的印象，就是他

們很會做生意。但是，自從大陸改革開

放，特別是中國和平崛起後，大批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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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區看到阿拉伯人整天無所事事，就站

在店門口盯著過往人群，再加上穿得有

點髒，味道又難聞，經過那裡我們一定

會匆匆離開，不想久留。

曹淑瑤談在美國的大陸新移民

曹淑瑤，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

教授，專長為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與

檳城韓江學院熟稔，論文為〈中國大陸

新移民對當地國家與國際之影響：以美

國華族為例〉。她說，1980年代以後，

中國大陸新移民的首選地還是以美國為

主，他們對美國華人社區的影響有下列

五點：

一是改變人口結構，很多女子透過

婚姻移民美國，使過去男多於女的性別

不均比例，趨於拉近，共組家庭，繁衍

下一代，新女性移民也是華埠廉價勞動

力來源，尤其是車衣業。「911事件」

後，車衣業落沒，轉型為看謢、褓母。

二是1980年以前廣東移民居多數，

1980年以後，各省都有移民，尤其是福

州人、溫州人。以前華埠粵語是主流，

不會粵語很難生存，現在則是福州話、

普通話並起，甚至超越廣東話，粵語變

成流通語言之一。

三是教育程度改變，早期教育程度

低，僅能從事較為低階行業。1980年以

後新移民，教育程度高，大多從事於科

技性等較高層次的行業。

四是華人社團改變，由於新移民的

社會經濟背景多元，使得傳統僑社像是

公所、宗親會等，在功能、組織及影響

力不能滿足他們的需求，所以新興華人

社團林立，像工程師協會等。由於是專

業人士的集結，在專業領域發揮所長，

對中美之間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

交流，具有很大的熱誠。

五是族裔經濟改變，以前白領專

業如大學教職幾乎是台灣去的移民，現

在大多是大陸去的移民。知識水平較低

的，便從事車衣業、餐館業、旅遊業，

為華埠帶來低廉的勞動力。當然免不了

也有黑幫組織像福青幫、越青幫等，從

事販毒、人口走私、色情行業等等。

▲台師大教授王秀惠於會中發言，遺憾的是，她於8月18日參加菲律賓國際會議期間，因身體
不適送醫急救，經醫師確診為腦中風，於翌日宣告不治。9月1日公祭，秘書長陳鴻瑜代表本
會送她最後一程。

但是隨著中國崛起，很多移民回到

中國，稱為「海歸派」，也就是「那邊

生活環境好，便往那邊去」，歸屬感是

取決於當地的生活環境。所以，以前常

說的「落地生根」，可能要作些修正。

陳三井評論說，聽她的發言、看她

的論文，像是在美國居住二、三十年的

樣子，可見她用功的程度及蒐整資料的

賣力。中國新移民對世界的影響是全面

性，不只是華人而已。就台灣而言，大

陸新移民取代台灣移民，成為市場就業

主力，像是大學教授、圖書館管理員，

以前是台灣留學生天下，現幾乎都由大

陸人士擔任。另外就是兩岸移民之間的

互動及相處問題，也是值得探討的議

題，像是法拉盛以前是台灣移民天下，

現在是大陸移民天下，台灣移民搬離法

拉盛，遷往其他白人社區。

綜合座談

綜合座談中，中研院研究員朱浤

源建議研究相關美國教會兩岸華人之間

的互動；常務理事沈大川以他在美國紐

約住了二十年經驗，相當認同李盈慧及

曹淑瑤的報告；台師大教授王秀惠則認

為，NBA球員林書豪所引發的林來瘋，

黑人球員極為吃味，而火箭隊開的價碼

有違NBA過往的市場法則，引起非洲裔

球員不滿，是有人刻意製造族裔矛盾，

因為NBA是黑人的天下，黃種人是拚

不過黑人的。白人常說華人是美國境內

的模範少數，這是給華人戴高帽，刻意

要打擊黑人，引發黑人不滿。這是雙面

刃，不得不注意。趙國材認為青田人、

溫州人到巴黎，是否跟一戰有關？因為

那時作戰需要人手。陳三井則就華工與

勤工儉學作了說明。他說，華工與勤工

儉學是他吃飯的傢伙，引來陣陣笑聲。

華工是一戰時法國招募華人到法國作後

勤工作，以山東人為主，因為山東人刻

苦耐勞，人高馬大，適應法國氣候；而

勤工儉學是民國元年，透過華法教育會

引介湖南、四川人到法國，這都是有組

織的引進，就像是旅行團集體出遊一

樣，而青田人、溫州人到法國，則是散

客自由行，不能同前者相提並論。

二個小時的研討，似乎意猶未盡，

期待下次座談會再敘。（作者為本會會

員）

▲左起：沈大川常務理事、曹淑瑤教授、陳三井理事長、陳鴻瑜秘書長、劉勝驥教授、
李盈慧教授、王秀惠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