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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中國大陸
近二十年移民潮

▓陳鴻瑜

前言
近年新一波中國人口外移，被稱為

「第三波」移民潮，其實該一說法並不

正確。從歷史來觀察，中國大量人口外

移已是第五波，前後順序為1644年明朝

滅亡、清朝中後期、國民黨政府撤離大

陸、文化大革命。這新一波移民主要來

自於中國的北部和中部地區，有別於以

前的中國東南部。移出地主要分佈在泰

國、新加坡、緬甸、寮國北部地區、柬

埔寨、太平洋群島、澳洲、美國、加拿

大、俄羅斯遠東地區、日本、南韓和非

洲地區。其移出地和形態顯然和過去數

百年來有所不同。

移民潮之原因
第一，人口過剩和資源匱乏，中國

目前失業率高、百萬待業大軍，所以外

移以尋找工作機會。

第二，1979年中、美建交，為爭

取美國的最惠國待遇，中國在1979年放

寬了移民法的限制，於是移民潮隨之出

現。

第三，從人民公社到土地私有化的

轉變、國有企業的「下崗」改革以及沿

海省市快速的工業化進程等因素，導致

社會秩序混亂，刺激了移民潮。

第四，安全感的需要。中國近年新

富人口增加，他們尋求移民至已發展國

家，以獲取更穩定、平靜的生活。

第五，資金保值的需求。新富階層

將其資產移轉至外國，以尋求保值。

新浪網進行的一項在線調查顯示

（11,345人參與），50.4%的人認為中

國富人掀起移民潮的原因，是「轉移財

富，避稅藏富」。74.5%的人認為移民潮

引發的財富外流情況很嚴重，只有6.7%

的人認為沒影響。有75.2%的人表示，如

果經濟條件許可，會選擇移民。

第六，為了孩子的教育。新富階層

將其子女送至外國讀書，以獲取更好的

教育以及將來的工作機會。越來越多的

中國新富甚至中產家庭，寧願花費幾十

萬甚至幾百萬元，送孩子出國接受國外

的教育。箇中原因在於，他們對中國的

教育體制、對中國高考評價體系、甚至

對中國的大學失去了信心。

第七，移民接受國爭取中國新富階

層移民。金融危機後，許多發達國家為

了發展本國經濟，放寬投資移民政策，

以吸引中國新富投資定居。

大量的貪污分子企圖通過移民來轉

移不法所得。中國頂尖級富豪在國際市

場上競購房地產，導致全球華人集中居

住的城市房價平均上升12%左右。鑑於

中國新富階層的財富，有越來越多的國

家積極爭取中國投資移民。譬如，對外

來投資移民要求嚴格的美國，2010年7月
在北京宣布：美國將實施一項專門針對

中國的新移民計畫，即中國普通公民通

過「EB5投資移民方案」，向美國中小

企業提供個人總投資額達到50萬美金，

在三年左右的時間內將依法獲得美國綠

卡，此舉被認為是唯一比與美國公民結

婚還快的移民新方式。最重要的，這項

投資移民的名額無上限規定，對投資人

也無語言、學歷、年齡、戶主等要求。

該一新移民方案成為中國移民至美國的

捷徑。

第八，熟悉移民及偷渡路線、各種

各樣規避國內外移民法的門道。中國有

不少人蛇集團或蛇頭，熟悉各國的移民

法令以及各國免簽證的規定，甚至與偽

造護照集團合作，安排出國手續。任何

中國公民都可以在泰國獲得落地簽證，

可停留30天。在帶著合法的中國護照離

開泰國之後，他們往往利用偽造的新加

坡或日本護照過境東京，再前往歐美，

因為這兩個國家公民享有美國免簽證待

遇，也可以自由進出歐盟。

現況
1.根據不完全的估計，目前海外華

僑華人的總數約為3,300萬人，（這個

數字略多於香港、澳門和台灣人口的總

和）分佈在五大洲的151個國家。其中亞

洲34個國家，華僑華人人數為2,664萬，

佔全球華僑華人總數的80%；美洲39個
國家，502萬，佔總數的15.1%；歐洲25
個國家，94萬，佔2.8%；大洋洲17個國

家，56萬3,000人，佔1.7%；非洲36個國

家，12萬5,650人，佔0.4%。若就國家而

言，印尼711萬5,000人；泰國649萬7,000

人；馬來西亞551萬5,400人；新加坡243
萬5,600人；緬甸100萬人；越南100萬
人；寮國16萬人；汶萊5萬3,000人，上

述東南亞九國佔了全球華僑華人總數的

74.5%；美國280萬人，加上加拿大的96
萬人，僅佔了總數的11.6%。

從1978年開始，中國合法及非法移

民將近200萬人，每年移居到美國的人數

約為3到4萬人，移居到其它國家的人數

總和也大約是這個數字。

2 .中國社會科學院2007年發佈的

《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中國已

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輸出國。2010年6
月16日，國務院僑辦宣佈，中國海外僑

胞的數量已超過4,500萬，絕對數量穩居

世界第一。

3.移民主體不再是勞工，而有不少

知識分子或技術工人，甚至是富人。

對內部政治、經濟與社會影響
1.海外移民不僅可以幫助中國緩解

巨大的就業壓力，華人移民每年寄回家

鄉的大量匯款對地方經濟和農村發展都

會產生積極作用。據世界銀行估算統

計，2004年，全球國際移民匯款達到

2,258億美元，其中中國收到的移民匯款

達到了213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這些

匯款對改善移民家鄉的面貌，特別是為

家庭提供必要的資源、維持生活保障、

改進衛生保健和教育，全面提高農村地

區移民家庭的生活質量，都有重要的貢

獻。

2.大批精英移民可能會使人產生一

種錯覺：中國社會容納不了自己的精

英。那些沒能力移民的人，看到這樣的

現象可能會產生不平衡心理，覺得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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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不公平。很多人移民海外是因為他們

自身不能適應中國迅速變化的環境，社

會發展太快必然會出現很多問題，一些

人覺得自己越來越不適應，但作為個體

又不可能改變社會，於是就做出了移民

的選擇。

3 .資金外流，澳洲、紐西蘭、美

國、新加坡、加拿大是中國主要移民輸

出國。據估算，1978年以來大約106萬留

學海外的人員中，僅27.5萬人回國，僅

2009年通過投資移民管道，從中國流向

加拿大資金就至少有23.5億元人民幣。

4 .中國為吸引留學生返國，提出

「千人計畫」。為吸引海外人才回國服

務，中國在2008年提出「千人計畫」

（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畫）。該計畫

有一個宏偉目標，那就是從2008年開

始，用五到十年，引進並支持一批能夠

突破關鍵技術、發展高新產業、帶動新

興學科的戰略科學家和領軍人才返國創

新創業。中國開始注意外移人口的重要

性，並透過政策吸引他們重回中國服

務，此有助於刺激中國社會改變。

對國際之影響
1.高素質的移民彌補了高技術行業

的人手空缺；非技術移民從事無人願意

承擔的粗重工作，使移居國的經濟得以

正常拓展，農業、建築業和製造業等關

鍵產業的勞動力短缺得到緩解，加快了

經濟建設的步伐。在美國，移民（包括

合法移民與非法移民）目前占勞工總數

的13%，在非技術工種方面，移民勞工

占全美的35%。這些移民幹著土生土長

的美國人不願意幹的工作，美國一些行

業如果沒有外來移民，根本無法存活。

中國移民進入美國，帶動市場發展。

2.非法移民造成社會問題，且影響

中國與移民國的雙邊關係。

美國聯邦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

繼2004年首次包機遣返墨西哥非法移民

之後，在2006年初提出採取同樣形式遣

返288名中國非法移民。在遣返非法移民

問題上，對中國施加政治壓力，這給複

雜的中、美政治關係增添一些變數。

2005年5月11日，在俄羅斯伊爾庫

茨克市，200餘名中國勞務人員與俄警方

發生衝突。公眾對中國移民開始產生疑

慮，都會對雙方政治、經貿互利合作關

係產生不利影響。

馬來西亞對於來自中國的女性觀光

客採取脫衣搜身措施，引起兩國關係出

現緊張。之所以發生該類糾紛，乃因為

馬國境內有將近二十幾萬非法中國人居

留，其中有五千多女子從事賣淫，馬國

企圖嚇阻非法居留者。

3.已發展國家紛紛收緊移民政策，

加強打擊非法移民的措施。美國在2005
年年底通過移民法案取消了移民抽簽，

凡逾期不歸者可以聯邦刑事罪追究刑事

責任，加重對雇用非法移民雇主的民事

及刑事處罰。加拿大政府在2005年6月實

行了新的移民審核標準，對移民申請人

的語言能力打分大幅度提高。法國在巴

黎發生以外來移民和移民後裔為主要參

與者的大規模騷亂之後，也訂定新的移

民法草案，掌握法語能力成為獲得移民

資格的檢驗標準。英國賦予移民官員拒

簽各類申請人和拒絕受理申請人上訴的

機會，在2007年提高留學生入境門檻，

實行擔保人制度；發達國家提高移民門

檻幾乎成為一項普遍的行動。

4.中國政府對於龐大的海外華人，

賦予重大的政治角色。中國國務院發

表的「關於開展新移民工作的意見」的

報導說：「自改革開放以來，離開中國

大陸到海外定居的人（簡稱為「新移

民」）越來越多。他們正崛起成為海外

華僑和華人族群的一支重要力量。將來

他們還會成為美國和其它發達西方國

家中，親華力量的骨幹。加強新移民工

作，對於推動我國的現代化建設、促成

祖國統一大業、擴大我國影響力，以及

發展我國與移居國家的關係等，都具有

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廣泛深遠的影響。」

5.中國移民潮發揮了鞏固中國影響

力的作用，尤其對於中國鄰近國家的

影響力。緬甸和寮國都與中國建立了親

密的經濟及軍事關係，而泰國與中國在

貿易、文化和政治方面的交流也越發頻

繁。中國還是柬埔寨最親近的盟友和援

助提供者。大規模的人口外移，與中國

崛起相呼應，形成一股擴張勢力。

6.中國新移民有不少在美國大學、

研究機構或者在高科技公司工作，此有

利於他們竊取高科技或機密資料。

對海外僑社之影響
1.近年中國這一波移民潮的主要移

民形式是家庭團聚、留學、商業與技術

移民，除一般勞動者外，還有相當比例

的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遷出地也從沿

海幾省擴大到全國各主要城市，而移入

地則集中美、加、澳、和西歐各國，遷

入東南亞的為數不多。因此，對美、加

僑社會有較大的影響，對東南亞的僑社

則不會很大。

最主要的影響有幾方面：

第一，新華僑變成華僑的多數，引

進了中國的習慣和作法，多少與老僑有

差距。

第二，新華僑因為人數多，促使各

地華校教授簡體字。使用繁體字的學校

日漸減少。

第三，促使原來親台灣的僑團改變

政治立場，改親向中國。

第四，僑居地高中畢業生前往中

國讀書者有日漸增加之趨勢。在大學到

台灣升學的僑生，亦有不少改到中國讀

博、碩士學位。

第五，美、加老華僑人數不多，較

易受到新華僑的影響。東南亞老僑人數

多，過去與台灣關係較密切，受新華僑

之影響相對會較少。

2.目前匈牙利境內的華人，約在2萬
到4萬人之間，他們多數是從俄羅斯遠東

地區的海參崴市乘坐長途火車去的。不

過，這些新移民不會落籍當地，而是當

成跳板，將會繼續移到美、加地區。

另以南韓為例，新華僑人數激增，

見表一。

新華僑是指1992年韓、中建交以後

從中國大陸進入韓國社會的中國人，和

傳統的老華僑區別，被稱為新華僑。他

們不是定居韓國，而是長期居留（long 
term sojourn）韓國，同時也在中國和韓

國都有自己的生活圈（multiple base）。

一般由大企業工作人員、教授和學生

構成。擁有高學歷的新華僑在三星、

LG、SK等代表韓國的大企業工作。2002
年韓國政府終於提供給華僑永久簽證

（F5）。根據2005年統計，韓華的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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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永久居留權。南韓在2011年允許雙

重國籍。而且有愈來愈多的國家承認雙

重國籍，例如菲律賓（2003年）、印度

（2005年）、印尼（2006年）、越南

（2009年）。

2004年韓國政府修改的韓國公民投

票法，規定取得永久居留權超過三年的

19歲以上外國人可以參與地方選舉。

2005年第8屆世界華商大會就在韓

國首爾召開了。第8屆大會全世界28國的

2,500多個華商和500個韓商參加，2005
年10月10日至12日在首爾COEX召開。

參加人數，大會規模來說，僅次於中國

南京召開的第六屆大會。韓國通過第八

屆華商會議，吸引8億3千萬美元的華僑

資本，得到5億8千萬美元的出口效果。

南韓的例子，亦可見到日本、澳

洲、美國和加拿大的新華僑。

3.舊移民擔心新移民外向高調的民

族主義表現，可能會再次激起當地人潛

伏的厭華甚至是排華情緒。1999年5月，

300名新華僑聚集在柬埔寨首都金邊的美

國大使館外，強烈抗議美國轟炸中國駐

南斯拉夫大使館。隨後，一些已在柬埔

寨定居數十年的華人舉行反示威遊行。

在 緬 甸 北 部 城 市 曼 德 勒

（Mandalay），新來的中國移民出錢購

買商舖、餐館、酒店、KTV吧，也出

錢購買護照證件。由於華僑比當地人更

加富有，所以緬甸政府不願意嚴格執行

移民法。1990年第一波中國移民開始

遷入曼德勒，當時緬甸著名小說家Nyi 
Pu Lay出版了一本名叫《莽蛇」（The 
Python）》的小說，諷刺中國移民壓榨

緬甸人，結果竟然被當局逮捕並判處了

10年監禁。

4.新移民具有明顯的「中華特性」

（Chineseness）特徵，此可能改變移居

地國家或地區的人口結構。例如，移居

美國的中國人會成為「美籍華人」，而

移居澳洲則會成為「澳籍華人」。但是

移居到俄羅斯遠東地區的中國人，卻不

可能變成「俄籍華人」，因為他們心理

上所認同的國籍，是中國而非俄羅斯。

同樣地，那些移居到太平洋島國的華

人，仍然保持著較強的中華民族意識，

而不會效忠於接納他們的國家。這些具

有「中華特性」特徵的新移民，將可能

成為中國政府拉攏的對象，成為中國與

美國、加拿大和澳洲政府雙邊關係的有

利籌碼；中國亦可透過新移民拉攏當地

舊僑。

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下，海外

華人變成其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力

量，中國對海外華人之拉攏不再以意識

形態為考量，而以能實際有助於中國大

陸經貿發展為主。拉攏之對象亦不限於

老僑，而更著重於文革後前往西方國家

的新僑以及台僑。將海外華人與台灣僑

胞共同列為統戰對象，「以僑引僑」，

表一：韓國華僑人口變化

年度 老華僑 新華僑

1883年 209
1942年 82,661
1954年 22,090
1974年 34,913
1991年 22,000 67
1997年 23,802 23,571
2002年 21,782 36,297
2009年9月 20,400 178,937
資料來源
http://www.hani.co.kr/arti/society/area/386552.
html

「以僑引外」，「以僑引台，以僑促

台，僑台港外聯合開發」的方式吸引台

商到中國大陸投資，透過多層次、多管

道進行聯繫。

5.僑社態度轉向中國。僑委會委員

長吳英毅說，過去八年，向中華民國登

記的社團從原本9,000多個減少到4,000
多個，幾乎流失一半。另外，僑民回台

投資，也從2002年4,500萬美金，減少

到2009年890萬美金。2010年，回升到

1,288萬美元，2011年再升至5,153萬美

元。（作者為本會秘書長）

表二：華僑在台投資件數和金額

  單位：千美元

年代 件數 金額

2002 25 44,958
2003 22 14,917
2004 19 13,739
2005 12 10,318
2006 30 45,264
2007 29 20,949 
2008 17 33,680
2009 15 8,898
2010 22 12,886
2011 19 51,533 

資料來源
http://www.dois.moea.gov.tw/asp/relation3.asp

▲美國舊金山華埠的上空，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與中共五星旗齊飄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