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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的韩国华侨华人

　 戴二彪　 彭 雪❋

摘　 要: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 韩国曾被称为 “主要国家中没有华人街的国家之

一”。 但是, 1992 年中韩建交以后, 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紧密化、 韩国人口

结构上 “少子老龄化” 的加速及其移民政策的变化, 中国赴韩移民 (特别

是朝鲜族) 迅速增加, 韩国已经成为接受中国移民最多的 5 个发达国家之

一。 与 1992 年前相比, 今日的在韩华人无论在人口数量上, 还是在居住身

份的多样性和个人特征上, 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这些变化扩大了华人在韩

国的整体影响, 也促进了中韩两国的相互理解以及两国在各领域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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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中国与朝鲜半岛海陆相连, 自古以来, 中韩之间有着密切的文化经济交流

与人员往来。 但是受两国国内与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 中韩间交流关系时断时

续, 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近代中国至韩国的人口迁移也经历了增长、 停滞、

减少、 恢复、 激增等变化。 与此相应, 韩国华人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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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 韩国曾被称为 “主要国家中没有华人街的国家之

一” (山下清海, 2001)。 但是 1992 年中韩建交以后, 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

经贸关系的紧密化、 韩国人口结构上 “少子老龄化” 的加速与移民政策的改

革, 韩国已经逐步成为中国新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据韩国法务部统计,

2013 年 3 月, 在韩中国 (含台湾、 香港) 籍人口已经从 1992 年前的 2 万人左

右激增到 76． 5 万人。 此外, 同年韩国总人口中, 有近 10 万人是归化为韩国国

籍的原中国国籍移民 (韩国统计信息服务网, 2013), 还有 10 万人左右是作

为韩国国民子女自动取得韩国国籍的华裔。 三部分相加, 在韩华人规模接近

100 万人, 韩国已经成为接受中国移民最多的五大发达国家 (美国、 加拿大、

日本、 澳大利亚、 韩国) 之一。

在韩华人规模的急速扩大与变化引人注目, 但是由于其变化太快, 既有的

研究文献对在韩华人社会的实际现状及其变化过程的介绍存在许多不足或不正

确之处。 本文利用最新的韩国统计资料和当地访问调查, 力图对韩国华人的现

状、 特征及其变化背景作一详细的考察。 全文由六部分构成。 本部分之后的第

二部分介绍韩国人口的基本状况, 第三部分概观中韩间人口迁移的变化过程,

第四部分详细考察韩国的华侨华人以及全体中国籍人口的现状、 特征, 第五部

分介绍韩国华侨华人与中国、 韩国的关系, 第六部分是对本文的小结。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详细考察韩国华人群体的各组成部分时, “华人” 指

的是已经取得韩国国籍的原中国国籍者及其后代。 “华侨” 指的是定居在韩国

但保留中国国籍者。 但是, 为叙述方便, 本文的标题以及一部分不针对特定对

象的叙述中所用的 “韩国华人” 或 “在韩华人” 泛指在韩国的华侨华人, 以

及持非定居身份的中国籍人员构成的群体。

二　 韩国人口的基本状况

（一）规模变化和性别结构

　 　 1910 年朝鲜被并入日本之后, 一直到 1940 年代早期, 朝鲜半岛南部 (现

在大韩民国所辖地域) 的人口保持了持续增长。 在 1940 年代中期, 因跟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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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参与战争, 人口减少。 1948 年大韩民国在朝鲜半岛南部建国之后, 人口一

直保持增长。 不过, 增速在逐渐放缓 (见图 1)。

朝鲜战争 (1950 ~ 1953) 以后, 韩国出现了人口快速增长期。 1955 ~

1960 年, 平均每年增长 32‰。 高速人口增长导致被抚养人口的比例迅速增大,

当时被认为是阻碍经济增长和所得水准上升的不利因素。 因此, 韩国政府于

1962 年制定了历史上第一个家庭生育计划方案, 开始在韩国限制生育, 宣传

小规模家庭的优越性和合理性。 随着家庭生育计划方案的实施, 1970 年代韩

国妇女总和生育率 (TFR) 逐步降低, 从 1960 年的 6． 12 人降为 1978 年的

2． 65 人。 1970 年代末, 由于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婴儿生育高峰期出生的那一代

人进入生育年龄, 妇女生育率出现回升现象, 在1979 年上升到2． 90 人。 这个短

暂的回升导致韩国政府进一步强化了家庭生育计划, 此后韩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

迅速降低, 在仅仅 4 年之后的 1983 年便降为 2． 08 人, 开始低于维持既有人口规

模所必需的生育率基准线 (2． 1 人)。 而生育率降低的趋势并没有停止, 到 1996

年已经降低至 1． 58 人。 为此, 1996 年韩国取消了人口出生限制政策, 随后推出

了鼓励生育的政策。 但是, 韩国国民已经接受了少生育的观念以及小规模家庭的

生活方式, 生育率并没有在鼓励生育的政策下引起回升, 反而继续下降。 总和生

育率在 2005 年降到最低值 1． 08 人后略有反弹, 2010 年达到 1． 23 人, 不过仍然

远远低于正常水平, 导致近年韩国人口增长率仅为 4‰左右 (见图 2)。

图 1　 韩国历年总人口规模 (1911 ~ 2011)

数据来源: 韩国统计厅 (历年): 《韩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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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韩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变化趋势 (1960 ~ 2011)

注: 总和生育率为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 (假定为 15 ~ 49 岁) 生育的孩子数。
数据来源: 1960 ~ 2010 年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 World Databank, http: / /

databank． worldbank． org / data / )。 2011 年数据来自 Korea Statistics Information Service (韩国

统计信息服务网, http: / / kosis． kr / eng / ), 2013。

20 世纪早期, 韩国与其他亚洲国家一样, 受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 男女

比例曾高达 110。 但是, 20 世纪年代早中期以及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 在两次

图 3　 韩国的总人口性别比历年变化趋势 (1911 ~ 2011)

注: 韩国历届人口普查数据。
数据来源: 韩国统计厅 (历年): 《韩国统计年鉴》。

战争中大批韩国男性在战场上失去了生命, 男女比例一度降至 100 以下。 1948

年大韩民国建国以后, 直至 1970 年代早期, 随着休养生息、 人口增加, 男女

比例又逐渐上升, 1973 年达到 102． 2。 但是在欧美妇女运动第二浪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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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1970 年代之后, 随着妇女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经济自立度的提高, 传统的

以男性为主导的家庭模式逐渐转变, 人口中的男女比例也逐渐趋于平衡。

（二）年龄结构

在过去的 100 年中, 韩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经历了从发展中国家普遍呈现的

金字塔形状向发达国家的陀螺状的转变 (见图 4)。 在朝鲜战争结束 (1953)

到 1960 年代 (1962 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效果出现之前), 反映年轻人口比例的

金字塔下部基础非常坚实。 但是因战争中损失了大量青壮年男性, 1955 年的

人口年龄结构图中 20 ~ 34 岁年龄段的男性比例出现异常减小。 进入 1970 年代

以后, 韩国在所得水准逐渐上升的同时, 人口增长率开始放缓, 人口年龄结构

也逐渐向发达国家靠拢。 1970 年代以后 15 岁以下人口比例呈现出持续下降趋

势。 与之相对, 65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迅速上升, 2000 年该比例达到 7． 2% ,

首次超过了联合国定义的老龄化社会的最低基准线 (7% )。 2010 年, 韩国 65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已高达 11% , 14 岁以下人口比例仅为 16% , 发达国家中普

遍出现的各种老龄化问题在韩国也变得日益严重。

（三）学历结构

韩国 15 岁以上人口的学历结构以高中学历为主, 但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比例

在逐年上升。 2012 年的数据显示, 高中学历占人口的 38． 12%, 其次为大学及以

上学历, 占 24%, 接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国家平均水平 (见图 5)。

（四）地区分布

韩国人口的地区分布呈现出向以首尔市为中心的首都圈高度集中的特征。 自

1948 年大韩民国建国以来, 首尔市的人口比例从 7． 1%持续上升, 进入 1960 年代

后, 人口向首尔市集中的动向更趋加速, 1990 年峰值时首尔市人口曾接近全国总

人口的四分之一 (24． 4%)。 1990 年代之后, 首尔的人口比例略有下降, 2010 年该

比例降至 20． 1%。 但是与此同时, 包括首尔市、 京畿道、 仁川市的首都圈占全国

总人口的比例在逐步上升 (见图 6)。 1949 年首都圈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

一 (20． 7%), 朝鲜半岛战争后的 1955 年略降至 18． 3%, 随后则一直保持上升的趋

势, 到 2010 年时该地区已经聚集了全国人口的将近一半 (48． 9%) (见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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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韩国各年龄组占总人口比例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 韩国历年人口普查数据, 来自 Korea Statistics Information Service (韩国统计信

息服务网, http: / / kosis． kr / eng / ),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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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0 ~ 2012 年韩国 15 岁以上人口的学历构成比

数据来源: Korea Statistics Information Service (韩国统计信息服务网, http: / / kosis． kr /
eng / ), 2013。

图 6　 韩国人口地区分布比例 (2010)

注: 韩国的省级行政区划中, 全国由一个特别市 (首尔)、 六个广域市 (釜山、 大邱、 仁川、
光州、 大田、 蔚山)、 八个道 (京畿、 江原、 忠清北、 忠清南、 全罗北、 全罗南、 庆尚北、 庆尚

南) 和一个特别自治道 (济州) 组成。
数据来源: 韩国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 来自 Korea Statistics Information Service (韩国统计信息

服务网, http: / / kosis． kr / eng / ),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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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949 ~ 2010 年历届人口普查中首尔市和首都圈人口比例变化趋势

图 8　 2000 ~ 2010 年历届人口普查中各省市人口比例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 韩国历年人口普查数据, 来自 Korea Statistics Information Service (韩国统计

信息服务网, http: / / kosis． kr / eng / ), 2013。

（五）国籍结构

1980 年代后期以前, 韩国是亚洲乃至世界主要国家中民族结构最单一的

国家。 韩国在经历了 1940 年后期的独立、 1950 年代初期的朝鲜战争以及其后

的多年政治动荡以后, 渐渐走上本国主导的经济发展快车道。 但是过度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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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意识导致了韩国在工商业经营 /土地开发利用政策等方面的排外倾向, 大

大压缩了在韩外国人 (主要为华侨) 的生存发展空间。 1950 年代后的 30 多年

间, 在韩外国人不增反减。 据 1990 年人口普查, 全国 4000 多万人口中,

99． 95%为大韩民族 (又称高丽族、 朝鲜族。 在中国, 习惯上称朝鲜族)。 而

在韩外国籍人口 (不包括美国驻军) 仅为 2 万人 (90%以上为中国国籍者)。

但是, 1980 年代后期以后, 随着经济高速增长, 韩国逐步开放国门。

1988 年韩国成功地主办了奥运会, 展现了一个高速成长、 拥抱世界的新兴国

家形象。 1996 年, 韩国被接纳为 OECD 成员, 标志着韩国已经成为发达国家

的一员, 同时也使得韩国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地区性国际移民目的地。 此后,

受 “少子老龄化” 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家间产业 /技术竞争加剧的影响, 韩

国出现部分产业劳动力结构性不足和高新产业专门人才不足的问题。 在这样的

背景下, 韩国不断完善移民政策, 扩大引进外国劳动力 (包括单纯劳力和专

门人才)。 同时, 韩国政府开始放宽在韩外国人的永久居住和归化 (加入韩国

国籍) 条件, 鼓励韩国社会所需要的外国人在韩长期居住, 共创多文化国家。

2010 年, 韩国全国 200 个地方政府中有 70%设置了多文化促进机构 (梁起豪,

2001), 走在了亚洲前列。 这些战略 /政策促使各种赴韩外国人以及选择在韩

国定居 (归化入籍或永久居住) 的外国人急速增长。

表 1 反映的是 1970 ~ 2013 年韩国总人口以及外国国籍人口的变化。 为了

尽量保证可比性, 表中 2010 年前的数据均取自韩国人口普查数据 (5 年一次,

普查对象包括在韩常住外国人), 2013 年为韩国法务部公布的在韩居住三个月

以上的外国人统计数据。 从该表可以看出, 如前所述, 1990 年以前, 在韩外

国籍人口长期处于增长停滞甚至下降状况, 但是 1990 年代以后出现了急剧的

增加。 1990 ~ 2010 年的 20 年中, 在韩外国人从 20525 人激增到 589532 人, 是

原来的 28 倍多。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最近 10 来年赴韩外国人加速增加, 但人

口普查数据只能反映其中常住韩国并且实际接受普查的外国人的状况。 而据韩

国法务部 《统计月报》 的数据, 如果包括未参加人口普查的外国人 (半年以

下的短期居住者、 普查遗漏者、 逾期滞留者等不愿参加普查者等), 2010 年

(6 月) 的各种在韩外国人实际规模已经高达 120 万人 (韩国法务部, 2011),

要比同年人口普查数据 (58． 95 万人) 高 60 多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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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以后, 韩国走出世界金融危机的阴影, 经济贸易恢复良好增长势

头, 导致迁入韩国的外国人人口增长更趋加速。 据韩国法务部 《统计月报》

最新公布数据, 2013 年 3 月末, 在韩外国籍人口已经高达 147． 09 万人 (包括

居住三个月以下者和近 18 万非法滞留外国人)。 其中, 在韩国各地正式登记

且居住三个月以上者也达到 93． 62 万人, 占韩国总人口的比例已达 1． 86%

(韩国法务部, 2013b), 超过了邻国日本的同指标值 (1． 6%左右)。

1980 年代末以前在韩外国籍人口 (2 万 ~ 3 万人) 的 90% 以上为中国国

籍者。 其绝大多数为大陆出生者及其在韩国出生的子孙, 但几乎均持台湾地区

护照 (参阅第四部分)。 1990 年代以后, 虽然在韩外国人国籍逐步多元化, 中

国国籍者仍保持半数以上。 据韩国法务部 (2013a) 统计, 2013 年 3 月,

147． 09 万在韩外国国籍居民中, 亚洲国籍者为 124． 6 万人, 占全体的 84． 7% 。

按人数排列的前 10 位国籍中, 中国国籍人数为 76． 46 万人, 占 52． 0% , 美国

国籍者 13． 49 万人, 占 9． 2% , 越南国籍者 11． 95 万人, 占 8． 1% 。 这 3 个国

籍的外国人占了在韩外国籍人口总数的 69． 3% 。 以下为日本籍 (3． 3% )、 泰

国籍 (3． 0% )、 菲律宾籍 (3． 0% )、 乌兹别克斯坦籍 (2． 4% )、 印度尼西亚

籍 (2． 3% )、 蒙古籍 (1． 8% )、 柬埔寨籍 (1． 7% )。

表 1　 韩国总人口以及外国国籍人口的变化 (1970 ~ 2013)

年份 总人口(人)
外国国籍人口(人)

合计 男 女

外国国籍人口占

总人口比例(% )

1970 30882386 30402 16062 14340 0． 10

1975 34706620 27648 15998 11650 0． 08

1980 37436315 29500 17895 11605 0． 08

1985 40448486 28834 16201 12633 0． 07

1990 43410899 20525 11235 9290 0． 05

1995 44608726 55016 31972 23044 0． 12

2000 46136101 150812 90401 60411 0． 33

2005 47278951 237517 158304 79213 0． 50

2010 48580293 589532 326202 263330 1． 21

2013 50219669 936193 526003 410190 1． 86

　 　 数据来源: 2010 年前的数据为韩国历年人口普查数据, 取自 Korea Statistics Information Service (韩
国统计信息服务网, http: / / kosis． kr / eng / ), 2013; 2013 年的总人口数据来源同上, 外国籍人口数据

来自韩国法务部 《登录外国人的居住地别、 国籍别状况 (3 月)》, 《统计月报》, 20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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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韩间人口迁移简史

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 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人员往来。 但是, 受政治经济

因素影响, 这种交流也曾经长时间中断。 参考相关研究 (綛谷智雄, 1998;

山下清海, 2001), 19 世纪后期以后的中韩间人口迁移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①1880年代 ~ 1910 年 (朝鲜半岛贸易港开埠时期); ②1911 ~ 1945 年 (日本

殖民统治时期); ③1945 ~ 1990 年代初 (战后韩国的民族独立发展时期);

④1992年到现在 (中韩建交后的人口迁移激增时期)。

（一）1880 年代 ~1910 年（朝鲜半岛贸易港开埠时期）

1882 年, 中国与当时的朝鲜签署了 《中国朝鲜商民水陆贸易章程》。 与此

同时, 现在韩国境内的 3 个主要海港 (仁川、 釜山、 元山) 指定为中朝间的

贸易港, 并在这三个商港开设了华人租界, 从事贸易活动的华人在租界内居住

生活。 此外, 在这些商港和汉城 (现在的首尔) 还设立了管理两国贸易的商

务署。 1885 年, 仁川和中国的烟台 (山东省)、 上海之间开设了定期航线, 进

一步促进了华人向朝鲜半岛的迁移。 当时中国方面指定中朝商港为天津、 牛庄

(现在的营口)、 大连、 烟台。 从这些中方商港所在地区 (特别是从人多地少

的山东半岛) 向朝鲜半岛三大商港和汉城的人口迁移者占了中朝 (朝鲜半岛)

人口迁移人数的大多数。

（二）1911 ~1945 年（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1910 年, 日本兼并了朝鲜半岛。 在此后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在韩华人

的经济贸易活动受到限制, 甲午战争 (1895) 后开始低落的华人社会地位更

加下降, 在朝鲜半岛的华人人口曾数度减少。 但是终因中国国内战乱频繁, 来

半岛求生存发展的中国迁移者继续增加, 1942 年高峰时达到 8 万人左右。

（三）1945 ~1990 年代初（战后韩国的民族独立发展时期）

1945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朝鲜半岛结束了日本殖民统治, 走向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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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而中国国内开始三年内战, 促使山东等省份人口继续外流至朝鲜半岛。

1940 年代后期在韩华侨一度控制了韩国对外贸易 (主要是对华贸易) 的 70%

左右, 经济地位非常重要。 但是朝鲜战争 (1950 ~ 1953) 爆发后, 半岛内中

国人开始减少。 1953 年, 朝鲜战争结束, 朝鲜与韩国以北纬 38 度线划界而

治。 据 1954 年的统计, 当时大韩民国境内有华侨人口 22090 人, 其中原籍山

东省的华侨为 20251 人 (杨昭全、 孙玉梅, 1991)。 在随后 40 多年 (1950 年

代至 1990 年代初) 中, 支持朝鲜的中国与支持台湾的韩国之间停止了正常的

外交和经贸往来, 两国间人口迁移几乎停止。 与此同时, 经受过殖民统治之痛

的韩国在国内全力扶助民族企业优先发展。 但是矫枉过正, 对定居国内的外国

人 (绝大多数是华侨) 的经济活动采取了严格限制的措施 (包括限制对外贸

易和矿产开发等经营活动、 剥夺部分行业的经营资格、 限制所用土地和建筑物

的面积上限等等), 而外国人取得韩国国籍 (归化) 的机会又非常之小。 其结

果是导致 1960 年代以后韩国国内华侨逐步向第三国 (特别是 1960 年代后修改

移民法、 扩大亚洲移民配额的美国) 外流。 从 1970 年到 1990 年, 由于外流和

自然死亡原因, 在韩华侨人数不增反减, 从 3 万人左右下降到 2 万人 (梁必

承, 2000; 山下清海, 2001)。

（四）1992 年至今（中韩建交后的人口迁移激增时期）

这一时期, 中韩间人口迁移规模急速扩大。 其原因主要如下。

(1) 1992 年中韩建交, 两国间经济贸易 /文化交流和人员来往开始正常化。

(2) 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在经济发展上领先中国, 1996 年被接纳

为 OECD 成员国, 成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一员。 在其经济发展加快、 收入水准

上升的同时, 劳动力 逐 步 出 现 结 构 性 短 缺, 部 分 3D ( Dirty, Difficult,

Dangerous, 脏、 艰难、 危险) 行业 /岗位的劳动力供不应求。 因此, 韩国很快

成为中国劳务输出的主要目的地国家之一。

(3) 在韩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影视文化领域的 “韩流” 影响日益扩

大, 吸引了众多中国年轻人前往韩国留学、 研修。

(4) 进入 21 世纪以后, 韩国人口结构上日益严重的 “少子老龄化” 趋势

促使韩国政府修改了诸多移民相关法规政策。 韩国已从一个曾经几乎是单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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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闭锁国家转变为欢迎外国移民的多文化开放国家。

在以上因素共同影响下, 除去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的 2009 年等少数年份,

中国向韩国的人口迁移基本保持相当大规模的净迁出 (即来自中国的净迁

入)。 据韩国法务部统计, 自 2000 年至 2011 年, 平均每年从中国净迁入的中

国国籍人数高达近 5 万人 (见表 2)。 下面的第四部分中, 我们将对在韩华侨

华人以及全体在韩中国籍人员的现状作一详细考察。

表 2　 近年从中国内地到韩国的纯迁入中国籍人口 (迁入数—迁出数)
单位: 人

年份 外国籍全体 中国国籍 中国国籍(男) 中国国籍(女)

2000 84304 49178 24927 24251
2001 55010 44993 21836 23157
2002 45569 31952 16266 15686
2003 14526 3462 - 295 3757
2004 27982 25142 7478 17664
2005 - 10879 - 1610 - 11599 9989
2006 128721 87352 45182 42170
2007 148288 117450 60827 56623
2008 92186 62347 26440 35907
2009 - 627 - 3910 - 8602 4692
2010 96994 63901 31862 32039
2011 89547 54494 27701 26793

2000 ~ 2011 年累计 771621 534751 242023 292728

　 　 数据来源: Korea Statistics Information Service (韩国统计信息服务网, http: / / kosis． kr / eng / ),
2013。

四　 韩国华人华侨以及全体中国籍人员的现状

（一）取得韩国国籍的在韩华人的规模与特征

1． 韩国国籍的取得途径

和日本一样, 韩国的国籍法总体上基于民族血统主义, 因此长期以来对非

大韩民族血统的外国人的入籍一直设置了严格的条件。 但是, 受近年国内外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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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化的影响, 韩国逐步修改了其国籍法。 根据 1998 年颁布的国籍法, 与日

本国相似, 取得韩国国籍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条 (奥田安弘、 岡克彦, 1999)。

(1) 作为韩国人的子女获得国籍。 对于 1998 年 6 月 13 日以后出生者, 条

件是其生父生母的任何一方为韩国国民; 对 1998 年 6 月 13 日以前出生者, 条

件是其生父为韩国国民。

(2) 在韩国国内出生且其父母均无国籍者, 或者出生时被遗弃的孤儿

(无父母者) 可获得韩国国籍。

(3) 被韩国人承认为亲生子女且年龄不满 20 岁者可获得韩国国籍。

(4) 归化入籍 (外国国籍者申请加入韩国国籍)。

对于父母为外国国籍者, 归化入籍是取得韩国国籍的最主要方式。 韩国的

归化入籍方式主要有两类: 一般入籍和简易入籍。

一般入籍的对象是出生以来没有取得过韩国国籍的外国人, 要求条件是:

第一, 在大韩民国居住 5 年以上; 第二, 是 20 岁以上成年人; 第三, 品行端

正; 第四, 依靠自己的资产、 能力或者靠家族成员能够维持生计; 第五, 具备

一定程度的韩国语能力和韩国社会文化习惯知识等作为韩国国民的基本素养

(须通过书面考试和面试)。 满足这些条件的外国人可以申请一般入籍。

简易入籍的对象是韩国国民的配偶和亲属 (其亲生子女除外)。 韩国国民

的外国人配偶基本上均能取得韩国国籍, 但不能自动取得, 同样需要申请并得

到韩国法务部长的入籍许可。 当然其入籍条件比一般入籍宽松。 要求的条件

是: 配偶是韩国国民, 本人为成年人; 品行端正, 依靠自己的资产、 能力或者

依靠家族成员能够维持生计; 具备一定程度的韩国语能力和韩国社会文化习惯

知识等作为韩国国民基本素养 (须通过书面考试和面试); 与其配偶结婚后在

韩国连续居住 2 年以上, 或者与其配偶结婚满 3 年且结婚后在韩国连续居住 1

年以上。 在入籍申请期间, 申请人必须持有在韩国居住的合法身份。

对中国国籍者来说, 相比非朝鲜族, 朝鲜族既可通过与韩国国民结婚取得

韩国国籍, 而且还可作为韩国国民的亲属申请入籍。 近年, 父母或直系堂表亲

的户籍仍保留在韩国国内的中国朝鲜族, 以在外同胞身份签证赴韩并在韩国居

住满 3 ~ 5 年后, 就可以申请简易入籍。

上述入籍途径中, 对中国人的入籍影响最大的是 (4) 和 (1)。 其中,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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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4) 中的一般入籍不要求必须有大韩民族血统, 申请手续与审查基准也逐

渐宽松。 这意味着, 韩国政府与时俱进, 正在努力创造一个多人种、 多文化共

存的现代社会。

2． 韩籍华人的人口规模及其构成

由于韩国过去对外国人入籍设置的门槛过高, 加上申请手续繁杂, 老华侨

中加入韩国籍者 (转为韩籍华人者) 只有很小一部分 (少数与韩国人通婚者

及其子孙)。 但是,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特别是 1992 年中韩建交以后), 中韩

通婚者人数急剧增加。 而且其中来自中国的朝鲜族移民本身就是韩国政府承认

的 “同胞” (同一血统), 因此最近 20 多年从大陆来韩的移民中, 已经归化为

韩国籍 (即转为韩籍华人) 者逐年上升。 至 2012 年, 通过归化申请取得韩国

国籍的在韩华人已经达到 99538 人, 其中朝鲜族与非朝鲜族分别为 68612 人

(68． 93% ) 和 30926 人 (31． 07% ) (见表 3)。

表 3　 通过归化取得韩国国籍的在韩华人累计人数及其归化途径

单位: 人

归化途径 民族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与韩国人结婚

结婚以外的途径

各种途径合计

非朝鲜族 15241 17922 23085 19764

朝鲜族 18368 26780 31446 37226

非朝鲜族 5166 8835 11563 11162

朝鲜族 24099 28219 25812 31386

非朝鲜族 20407 26757 34648 30926

朝鲜族 42467 54999 57258 68612

合计 62874 81756 91906 99538

　 　 注: 表中 2012 年末归化入籍的中国非朝鲜族累计人数出现了较大下降, 低于 2011 年。 对此异常现

象, 韩国统计局没有提供官方说明。 原因可能有: 一部分已入籍者修改了自己的申报民族, 从非朝鲜

族变为朝鲜族; 一部分已入籍的非朝鲜族移民离开了韩国 (如回到中国)。
资料来源: 韩国统计信息服务网 (韩文版), 2013。

必须指出的是, 通过归化申请取得韩国国籍的华人是韩籍华人中的重要部

分, 但并非全部。 如前所述, 根据韩国国籍法, 出生时父母 (一方或双方)

为韩国国民的孩子可自动取得韩国国籍。 但是, 尽管韩国有关于归化为韩国国

籍的华人人数的统计, 却没有关于自动取得韩国国籍的华人人数的统计。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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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近 5． 7 万与韩国人结婚的归化者有 6 万子女 (保守地假定平均有孩子 1

人左右), 4． 3 万其他途径归化者取得韩国国籍后出生的子女有 2 万人 (假定

平均有孩子 0． 5 人左右), 加上与韩国人结婚但尚未取得韩国国籍的中国籍永

住者 (约 4． 4 万人, 参考后面的表 5) 有子女约 2 万人 (假定近 50% 已有孩

子), 这 3 部分合计共约 10 万人。 这一估算虽有待今后验证, 但应该与实际情

况相差不大。

这 10 万通过出生取得韩国国籍的华人加上表 3 中归化入籍者近 10 万人,

2012 年末在韩国的韩籍华人总规模很可能已经接近或超过 20 万人。

（二）取得韩国定居身份的华侨人口规模及其构成

本文中的 “华侨” 指的是定居在韩国但保留中国国籍者。 目前在韩华侨

人口规模有多大? 对于这个问题, 既有文献中数据大相径庭。 原因之一是对定

居者的统计范围不一致, 原因之二是韩国的外国人统计中存在一项容易带来误

解的 “在韩华侨” 统计数据。 该统计的对象仅仅是在大韩民国建国前 (1948

年前) 旅居韩国的中国籍移民及其子孙, 不包括最近几十年取得韩国定居身

份的中国籍新移民以及其他中国籍人员。 此外, 中国籍新移民中包括朝鲜族和

非朝鲜族, 但韩国的统计部门将两者作为 “Korean-Chinese” 和 “Chinese” 分

别统计, 也容易导致数据引用时的不一致。

为了方便国际比较, 必须明确定义和统计范围。 本文中, 把持有韩国永久

居住身份 (F - 5 身份) 的中国籍者定义为狭义的韩国华侨, 把持有韩国 “居

住” 身份 (包括 F - 5 在内的全体 F 类身份) 的全体中国籍者定义为广义的韩

国华侨。 下面分别详细考察这两种统计口径的在韩华侨的现状。

1． 持有永久居住身份的狭义华侨

(1) “在韩老华侨” 的人口规模。

在韩国政府的外国人统计以及关联法规、 报道中, “在韩华侨” 长期以来已

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一般指的是在大韩民国建国前 (1948 年前) 旅居韩国的

中国籍移民及其子孙 (大多在韩国出生), 他们都持有韩国的永久居住身份。 这

些中国国籍移民当初大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山东省以及河北、 辽宁、 浙江、 江苏等

沿海省份。 新中国成立直至 1992 年, 由于韩国追随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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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地位, 选择与台湾 “建交”, 因此 “在韩华侨” 一般都持有中国台湾颁发

的护照。 在韩国的外国人国籍统计上, “在韩华侨” 几乎全部归属台湾。

据韩国法务省 (2013a) 的统计, 2013 年 3 月, “在韩华侨” 人口总数为

12087 人 (男 6817 人, 女 5270 人)。 其国籍 /地区构成为: 中国台湾 12075

人, 中国大陆 5 人, 美国 3 人, 日本 2 人, 加拿大 1 人, 中国香港 1 人。 在

1992 年之前, 韩国政府统计上的 “在韩华侨” 人数几乎等于实际在韩国的持

有永住身份的中国人全体人数。 但是, 此后, 随着通过其他途径取得韩国永住

身份者的激增, 这项统计上的 “在韩华侨” 人数占在韩中国籍永住身份者的

比例逐步下降。 为了避免误导, 同时考虑到其旅韩历史, 本文把这部分统计上

的 “在韩华侨” 称为 “在韩老华侨”。

(2) 狭义华侨全体 (所有持有韩国永住身份者) 的规模和结构。

如前所述,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赴韩外国人逐年增加。 与此同时, 在

韩国 “少子老龄化” 加速的背景下, 外国人取得韩国永住权的机会与途径

日益增多。 除了在外韩国同胞、 韩国人家属、 永住者的家属以外, 如果在

韩国有较高的稳定收入来源 (超过韩国法务部规定的收入基准) 或者有突

出的专业成就, 且在韩居住时间超过法务部规定的最低年限 (一般为 5 年,

不同对象有不同基准) 者, 都有机会获得韩国永住权 (见表 4)。 据韩国法

务部的统计, 2013 年 3 月, 在韩中国籍 (包括大陆、 台湾、 香港) 永住者

(即狭义的华侨) 全体人数已达 74898 人, 远远超过统计上的 “在韩华侨”

人数 (12081 人)。 其中: 中国 (大陆) 籍永住者人数为 60873 人, 台湾籍

永住者人数为 13962 人 (包括在韩老华侨 12075 人), 香港籍永住者人数为

63 人 (见表 4)。

表 4 反映了 2013 年 3 月在韩中国籍永住者的人数、 地区构成及其永住资

格取得途径的详细信息。 从该表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

①取得永居权的狭义华侨 74898 人中, 老华侨人数为 12081 人, 新华侨人

数为 62817 人, 新华侨已成韩国华侨的主体 (84% )。

②老华侨的 99． 95% (12075 人) 为台湾籍, 新华侨的 97% (60868 人)

为中国大陆籍, 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031



二十一世纪的韩国华侨华人

表 4　 在韩中国籍永住者的人数及其永住资格取得途径 (2013 年 3 月)
单位: 人

永住资格取得途径
中国籍

合计

大陆

朝鲜族 非朝鲜族 小计
台湾 香港

5 年以上长期居住(F - 5 - 1) 1404 37 45 82 　 1321 1

韩国国民之配偶(F - 5 - 2) 7295 1575 5515 7090 168 37

韩国国民之子女(F - 5 - 3) 35 10 21 31 4 0

永住者家属(F - 5 - 4) 1361 579 406 985 353 23

50 万美元以上高额投资(F - 5 - 5) 12 1 10 11 1 0

在外同胞来韩满 2 年(F - 5 - 6) 89 84 5 89 0 0

满足取得国籍条件(F - 5 - 7) 51936 45250 6677 51927 8 1

“在韩华侨”(F - 5 - 8) 12081 0 5 5 12075 1

先端领域博士(F - 5 - 9) 39 3 35 38 1 0

先端领域学士(F - 5 - 10) 15 1 14 15 0 0

特殊技能(F - 5 - 11) 1 0 1 1 0 0

突出贡献(F - 5 - 12) 9 7 2 9 0 0

带退休年金来韩(F - 5 - 13) 0 0 0 0 0 0

访问就业满四年(F - 5 - 14) 136 136 0 136 0 0

国内博士(F - 5 - 15) 56 23 33 56 0 0

韩国出生的永住者子女(F - 5 - 20) 429 198 200 398 31 0

合　 　 计(F5) 74898 47904 12969 60873 13962 63

　 　 数据来源: 韩国法务部: 《长期、 短期在留外国人全体状况 (3 月)》, 《统计月报》, 2013a。

③来自中国大陆的新华侨 60868 人中, 朝鲜族和非朝鲜族分别为 47904 人

和 12964 人, 朝鲜族占全体的比例高达 78． 7% 。

④来自中国大陆的新华侨 (60868 人) 取得永住权的前 5 位途径为: 满足

取得国籍条件 (51936 人), 韩国国民之配偶 (7295 人), 5 年以上长期居住

(1404 人), 永住者家属 (1361), 韩国出生的永住者子女 (429 人)。 值得注

意的是, 新华侨中满足取得国籍条件者、 韩国出生的永住者子女以及韩国国民

之子女 (35 人) 均可取得韩国国籍, 但他 (她) 们选择了永住身份 (保留中

国国籍)。

⑤尽管近年韩国政府欢迎外籍先端 (尖端) 专业技术人才、 文化 /艺术 /

体育领域的特殊技能人才以及高额投资者定居韩国, 但是因为相关签证项目开

始时间还不长, 加上在韩中国籍专门人才 (高层次留学人员和就职者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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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还较小, 所以从高端领域博士学位、 高端领域学士学位、 特殊技能、 突出

贡献、 高额投资等途径取得永住资格的新华侨人数还只有 76 人 (不包括少数

已经归化的韩籍华人)。

2． 广义华侨 (所有 “居住” 签证持有者) 的规模和结构

韩国的居住签证 (F 类) 分为探亲团聚者 (F - 1)、 定住者 (F - 2)、 随

同配偶 (F - 3)、 在外韩国同胞 (F - 4)、 永久居住者 (F - 5)、 与韩国国民

结婚者 (F - 6) 等 6 个亚类。 截至 2013 年 3 月, 虽然取得韩国永久居住身份

(F - 5) 中国籍者 (即狭义华侨人数) 还不满 7． 5 万人, 但是, 实际上全体居

住签证持有者的大多数也都有在韩国长期定居的意愿和生活基础, 他们将陆续

获得韩国永久居住权或韩国国籍。 因此, 本文中, 我们把全体在韩中国籍居住

签证持有者定义为广义华侨。

据韩国法务部统计, 2013 年 3 月, 在韩中国籍人口中, 居住签证 (F 类)

持有者 (即广义华侨) 已经多达 31． 45 万人 (见表 5)。 中国籍居住签证 (F

类) 持有者急剧增加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

表 5　 2013 年在韩中国籍居住签证 (F 类) 持有者的构成

单位: 人

F - 1
探亲团聚

F - 2
定住

F - 3
随同配偶

F - 4
在外同胞

F - 5
永住

F - 6
与韩国国民结婚

F 类

合计

外国籍合计 54414 57067 19056 199496 87940 95045 513018

中国籍合计 35553 32810 1517 126055 74898 43696 314529

大陆 35030 27701 1328 125998 60873 43294 294224

朝鲜族 12893 12641 103 125998 47904 20629 220168

非朝鲜族 22137 15060 1225 0 12969 22665 74056

台湾 510 5069 140 44 13962 312 20037

香港 13 40 49 13 63 90 268

　 　 数据来源: 韩国法务部: 《长期、 短期在留外国人全体状况 (3 月)》, 《统计月报》, 2013a。

(1) 韩国 《在外同胞法》 的影响。 1999 年, 韩国国会通过了 《在外同胞

法》。 基于该法, 常住韩国国外的韩裔、 韩侨 (主要分布在中国、 日本、 美国

以及朝鲜等国) 获得了比其他外国人显著优先的赴韩就劳、 居住 (包括永住)

和取得国籍的机会。 中国国内的朝鲜族人口接近两百万人, 被韩国社会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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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同胞”, 他们也是该法的适用对象。 凭借语言上的优势和 《在外同胞法》

的优待保证, 中国朝鲜族比非同胞外国人更容易以就劳 /居住目的进入韩国。

同时, 与收入水准高于韩国的在日 /在美韩国同胞相比, 中国的朝鲜族有更强

的赴韩就劳、 定居动机。 由于朝鲜族年轻人大量迁入韩国, 第 6 次和第 5 次中

国人口普查数据对比显示, 2010 年, 中国国内的常住朝鲜族人口不增反减,

已从 2000 年的 192 万人减少为 183 万人。 朝鲜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这 10 年人

口减少的唯一一个民族。

(2) 中韩国际结婚人数规模的扩大。 1990 年代以后, 随着韩国的经济发

展和韩国影视作品在亚洲的流行, 相邻的中韩间国际结婚人数逐年增加, 中国

已经成为韩国最大的外国配偶 (绝大多数为妻子) 来源国。 韩国国民的配偶

和上述的在外同胞一样, 比其他外国人有显著优先的赴韩就劳、 居住 (包括

永住) 和取得国籍的机会。 从每年与韩国人结婚的中国籍配偶的性别来看,

女性远多于男性。

表 5 反映了在韩中国籍居住签证 (F 类) 持有者 (广义华侨) 的构成。 6

大亚类中, 人数规模最大的 “在外韩国同胞” (12． 6 万人) 全部是朝鲜族,

第二位的永久居住者 (7． 5 万人) 的 70% 也是朝鲜族。 由此足见 《在外同胞

法》 影响之大。 表 6 和表 7 反映的是中国籍居住签证 (F 类) 持有者中韩国人

配偶的人数及其在相关亚类总人数中的比例。 从两表可以看出, 韩国人配偶人

数的变动对 F - 6 (与韩国国民结婚)、 F - 5 (永住)、 F - 2 (定住) 这三类身

份的人数 (特别是女性) 的变化有着很大影响。

表 6　 2013 年中国大陆籍居住签证 (F 类) 持有者中的韩国人配偶人数

单位: 人

F - 1:探亲团聚 F - 2:定住 F - 3:永久居住 F - 6:与韩国国民结婚

朝鲜族(男) 325 1184 320 5956

朝鲜族(女) 797 4180 1255 13352

非朝鲜族(男) 2285 799 387 2791

非朝鲜族(女) 3937 6369 5128 18089

中国大陆籍合计 7344 12532 7090 40188

　 　 数据来源: 韩国法务部: 《长期、 短期在留外国人全体状况 (3 月)》, 《统计月报》, 20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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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13 年韩国人配偶在中国籍居住签证 (F 类) 持有者中的比例

单位: %

F - 1:探亲团聚 F2:定住 F3:永久居住 F6:与韩国国民结婚

朝鲜族(男) 5. 5 26. 0 1. 3 96. 2

朝鲜族(女) 11. 5 51. 7 5. 4 92. 5

非朝鲜族(男) 24. 4 20. 5 8. 8 93. 9

非朝鲜族(女) 30. 8 57. 1 59. 7 91. 9

　 　 数据来源: 韩国法务部: 《长期、 短期在留外国人全体状况 (3 月)》, 《统计月报》, 2013a。

图 9 反映了 2002 ~2012 年在韩中国籍配偶的结婚、 离婚人数及其在外国籍

配偶全体中比例的变化趋势。 2002 年之后, 与韩国人结婚的中国籍妻子的人数

变化趋势总体上为 “倒 U 型”。 在 2002 年为 7041 人, 之后迅速增长, 并在 2005

年达到峰值 18523 人, 之后便持续下降。 但是 2011 年仍然高于 2002 年的水平,

为 7549 人。 中国籍妻子在与韩国人结婚的外国籍妻子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呈相似

的 “倒 U 型” 趋势, 从 2002 年的 63． 5%上升到 2004 年的峰值 72． 4%, 此后总

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 2011 年降至 33． 9%, 但仍然是韩国人外籍妻子的最大来

源。 2002 年之后, 与韩国人结婚的中国籍丈夫人数同样出现迅速上升, 从 272

人上升到 2005 年的最高值 5042 人。 2006 ~2011 年, 中国籍丈夫的人数在1800 ~

2600 人波动。 从在韩外籍丈夫总数中所占比例来看, 2002 年比例最低, 为

5． 6%, 此后迅速上升到 2005 年的 42． 2%, 此后一直在 30%左右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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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02 ~ 2012 年在韩中国籍配偶的结婚、 离婚人数及其所占比例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 韩国统计厅: 《韩国统计年鉴》 (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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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 中国籍配偶 (特别是妻子) 的离婚率要明显高于与其他

外国籍配偶。 与韩国人离婚的中国籍妻子人数在 2002 年之后迅速上升, 从 181

人上升到 2008 年的 5562 人, 在离婚的外国籍妻子总人数中所占比例也从 45． 1%

上升到 67． 8%。 随后的 2009 ~2011 年, 该比例虽然略为下降到 60%前后, 但是

远高于同时期其在外籍妻子结婚人数中所占比例 (33． 9%), 相当异常。

与韩国人离婚的中国籍丈夫人数在 2002 ~ 2004 年变化相对较为稳定, 人

数在 30 ~ 50 人, 随后则迅速增加, 在 2008 年离婚人数高达 1041 人, 在离婚

的外国籍丈夫总人数中所占比例也相应地从 2． 5% 上升到 31． 6% 。 2009 年以

后, 离婚人数维持在 1100 人左右, 比例也稳定在 35%前后, 略高于结婚人数

所占比例 (30% ), 尚属正常。

（三）在韩中国籍人口全体的规模与结构

1． 各类中国籍人口的规模

如前所述, 1990 年代以后, 中韩间人口迁移规模逐年增加, 除了一部分

归化后成为韩籍华人外, 绝大部分 (包括取得韩国永久居住身份者) 仍然保

留中国国籍。 据韩国法务部统计, 2013 年 3 月, 在韩外国籍总人口为 147． 09

万人, 其中中国 (包括台湾、 香港) 籍人口数为 76． 5 万人。 表 8、 表 9 反映

了这 76． 5 万人的所持签证结构情况。 从这两表可以看出在韩中国籍人口有以

下特征。

(1) 与 1990 年代以前相比 (参照表 1), 中国籍人口占外籍总人口比例虽

有较大下降, 但仍然保持作为最大规模外籍人口群体的传统地位。 来自中国

(含香港、 台湾) 的中国籍人口中, 大陆籍占 94． 92% , 台湾籍占 3． 71% , 香

港籍占 1． 36% (见表 8)。

(2) 按所持签证, 在韩中国籍人口可分为 8 大群体。 其中, 居住者 (F

类签证持有者)、 访问就劳者 (H 类签证持有者)、 就劳者 (E 类签证持有

者)、 留学 /研修者 (D 类签证持有者) 这 4 大群体居住时间长, 可以说已经

成为韩国社会的一部分 (见表 8)。

(3) 来自大陆的 72． 6 万中国籍人口中, 朝鲜族达 45． 5 万人, 占全体的

63% , 远高于非朝鲜族 (27． 0 万人, 37% )。 特别是访问就劳者和居住者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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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013 年各类在韩中国籍人口的规模

单位: 人

国家 / 地区 合计

A 类

签证

B 类

签证

C 类

签证

D 类

签证

E 类

签证

F 类

签证

G 类

签证

H 类

签证

公务

人员

免签

人员

商务、旅游

人员

留学、研修

人员
就劳者

居住者

(定居者)
难民、
就医者

访问

就劳

外国籍合计 1470872 52337 123845 137983 112005 288467 513018 6148 237069
中国籍合计 764556 217 29520 102008 66194 25513 314529 1822 224753
　 　 男 382781 131 13174 53646 31330 19128 140330 1059 123983
　 　 女 381775 86 16346 48362 34864 6385 174199 763 100770
大陆 725735 172 12915 101977 65017 25219 294224 1822 224389
　 　 朝鲜族 455283 0 84 3675 2231 3948 220168 812 224365
　 　 非朝鲜族 270452 172 12831 98302 62786 21271 74056 1010 24
台湾 28401 43 6986 15 873 192 20037 0 255
香港 10420 2 9619 16 304 102 268 0 109

　 　 数据来源: 韩国法务部: 《长期、 短期在留外国人全体状况 (3 月)》, 《统计月报》, 2013a。

个群体, 由于韩国政府在外劳引进和永住权审查制度上 “同胞优先” 政策的

影响, 朝鲜族分别占了几乎全部和大多数。 但是, 在留学 /研修、 短期商务旅

游人员中, 则以非朝鲜族为主 (见表 9)。

表 9　 2013 年各类在韩中国籍人口的百分比

单位: %

国家 / 地区 合计

A 类

签证

B 类

签证

C 类

签证

D 类

签证

E 类

签证

F 类

签证

G 类

签证

H 类

签证

公务

人员

免签

人员

商务、旅游

人员

留学、研修

人员
就劳者

居住者

(定居者)
难民、
就医者

访问

就劳

外国籍合计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中国籍合计 52. 0 0. 4 23. 8 73. 9 59. 1 8. 8 61. 3 29. 6 94. 8
　 男 26. 0 0. 3 10． 6 38. 9 28. 0 6. 6 27. 4 17. 2 52. 3
　 女 26. 0 0. 2 13. 2 35. 0 31. 1 2. 2 34. 0 12. 4 42. 5
大陆 49. 3 0. 3 10. 4 73. 9 58. 0 8. 7 57. 4 29. 6 94. 7
　 朝鲜族 31. 0 0. 0 0. 1 2. 7 2. 0 1. 4 42. 9 13. 2 94. 6
　 非朝鲜族 18. 4 0. 3 10. 4 71. 2 56. 1 7. 4 14. 4 16. 4 0. 0
台湾 1. 9 0. 1 5. 6 0. 0 0. 8 0. 1 3. 9 0. 0 0. 1
香港 0. 7 0. 0 7. 8 0. 0 0. 3 0. 0 0. 1 0. 0 0. 0

　 　 数据来源: 韩国法务部: 《长期、 短期在留外国人全体状况 (3 月)》, 《统计月报》, 20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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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韩中国籍人口的性别结构总体上相当平衡, 大致各占一半。 但是, 居住

者以及留学 /研修者中, 女性为主。 而访问就劳者和就劳者中, 男性占多数 (表9)。

在韩中国籍人口 8 大群体中, 居住者、 访问就劳者、 就劳者、 留学 /研修

者不仅人口规模大, 而且居住时间长, 对韩国社会经济影响大。 下面对居住者

(即广义华侨, 前面已详述) 以外的其他 3 大群体也作一详细考察。

2． 赴韩中国留学生的激增

2013 年, 在韩中国籍人口 (76． 5 万人) 8 大群体中, 大陆留学研修者

(D 类签证) 规模排第 4 位, 达 65017 人。 其中, 留学人员 [包括留学签证

(D -2) 持有者 45306 人和语言学习签证 (D - 4) 持有者 12994 人] 规模为

58300 人, 占留学研修人员全体的近 90% 。

传统上, 韩国是留学生输出大国, 而非接收国。 2000 年在韩外国留学生

人数仅为 6000 人左右。 随着 “少子老龄化” 进程的加速, 数量过剩的韩国高

等教育机构逐渐面临与其他发达国家相似的招生难、 经营难问题, 因此韩国调

整战略, 加强了吸引海外留学生的力度。 2004 年, 韩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发展

部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提出争取在 2010

年能吸收 5 万留学生进入韩国大学学习的国际教育发展目标。 中国作为迅速兴

起的留学市场, 首先受到韩国高校与政府的高度重视。

进入 21 世纪以来, 受韩国影视文化流行的影响, 韩国在中国年轻人中的

影响力逐渐上升, 赴韩留学也逐渐成为热门的选项。 2000 年以后, 每年赴韩

中国留学生人数快速增长, 从 2000 年的 782 人上升到 2007 年的 10000 多人。

与此同时, 赴韩先读语言学校 (毕业后大多进入韩国的大学继续学习) 的人

数以更快的速度迅速上升, 从 2000 年的 428 人猛增到 2007 年的 11576 人。

在赴韩中国留学生人数不断增长、 质量参差不齐的背景之下, 2008 年韩

国缩小了对中国留学生的名额配给, 并加大了对留学生申请资料的审查严格程

度。 近年, 取得留学签证 (D -2) 和语言学习签证 (D - 4) 的中国籍学生人

数及其在韩国留学生总人数中的相应比例都有小幅回落。 尽管如此, 中国作为

韩国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 同时, 韩国已经成为中国学生

的亚洲第二大留学目的地国 (戴二彪, 2012)。 2013 年, 在韩中国籍留学生

(D -2持有者) 的构成为: 本科生 30532 人, 硕士生 9212 人, 博士生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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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交换留学生等其他各类学生 3935 人, 合计 45305 人。 此外, 语言学习签

证(D -4)的中国籍学生也多达 12994 人。 总体上看, 在韩留学生以本科生和

语言研修生为主, 研究生 (特别是博士生) 的规模还较小 (见图 10)。

赴韩留学生学成归国后, 或受雇于韩国在华企业担任中层管理人员、 技术

人员和翻译人员, 或自己创业开办旅游、 贸易、 商业、 服务企业, 也有一部分进

入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以及政府部门工作。 2011 ~2013 年, 入选中国 “青年千人

计划” (中央组织部面向全世界招聘) 的 734 名 40 岁以下高层次理工类青年学者

中, 在韩国获得博士学位的有 2 人。 虽少于从美国、 英国、 德国、 日本、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法国等老牌发达国及新加坡、 中国香港选拔的博士人数, 但多于其他国

家。 反映了一部分优秀留韩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

图 10　 2000 ~ 2011 年中国人赴韩留学和语言学习签证签发数量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 Korea Immigration Service, http: / / immigration． go． kr / , 2013。

3． 在韩中国籍劳务人员规模的扩大

和日本相似, 韩国从 1948 年建国后至 1980 年代中期, 一直没有引进外国

劳动力。 但是此后, 一方面, 韩国的妇女生育率已经下降到相当低的水平

(低于 2． 1 人), 人口增长的放慢及老龄化趋势的加速带来劳动力增长的减速,

同时, 年轻人对 3D 行业的嫌弃导致一部分行业劳动力缺口越来越大。 在这样

的背景下, 1980 年代以后, 韩国仿效日本, 从导入外籍 “产业研修生” 开始,

逐步扩大外籍劳动力的引进规模。 据韩国法务部的统计, 2013 年 3 月, 在韩

931



华侨华人蓝皮书

外籍劳动力已超过 80 万人, 包括访问就`劳签证 (H - 2) 持有者 23． 7 万人、

就业签证 (E - 1 ~ E -9) 持有者 28． 8 万人以及其他有就劳资格者 (永住、 居

住、 在外同胞、 韩国人配偶等) 近 30 万人。 从外籍就劳者的国籍构成看,

1992 年中韩建交后, 中国籍劳务人员一直是韩国外劳的最大来源。

2007 年以前, 包括中国籍在内的外籍劳务人员主要以产业研修生身份

(D -3签证) 赴韩就劳。 名义为研修生, 实际上是各类企业雇用的劳动力。 其

最长雇用时间限制为 3 年, 只有很小一部分在 3 年后能取得 “研修就业” 签

证 (E - 8), 获得正式工作身份。 由于研修生不属于正式的就业人员, 故不受

韩国劳动法保护。 其弊端是人权侵害问题日益增多, 同时, 逾期不归、 不法滞

留乃至走上犯罪道路的外劳数量也急剧增加。 为此, 2007 年, 韩国政府废止

了 “外国人产业研修 /研修就业制度”。 与此同时, 以前以 “产业研修” 名义来

韩国就劳的外国单纯劳动力的引进渠道调整为就业签证 (E 类签证) 中的 “非

专业雇员” 签证 (E - 9)、 “访问就劳” 签证 (H - 2) 以及 “在外韩国同胞”

签证 (F -4)。 不过, 引进渠道各国有别。 2007 年至今, 韩国引入中国籍劳务人

员的最大渠道是 “访问就劳” 签证 (H -2) 和 “在外韩国同胞” 签证 (F -4)。

“访问就劳” 签证允许就业的范围限定在制造业、 建筑业、 农业、 水产

业、 服务业 (包括饮食服务、 打扫卫生和家政) 等韩国国内供给不足的 3D 行

业岗位。 获得该签证后, 一般可在韩国持续工作 3 年, 工作期间其基本待遇

(如工作时间、 最低工资等) 受韩国劳动法保护。 2007 ~ 2011 年签发给中国人

的数量分别为 9． 22 万、 10． 28 万、 7． 32 万、 6． 67 万和 4． 63 万, 分别占了各年

H -2 签证签发总数的 98． 86% 、 97． 31% 、 96． 66% 、 94． 03% 、 92． 14% 。 换言

之, 九成以上 H - 2 签证签发给了中国籍劳务人员。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韩国

政府优先考虑在外同胞, 所以能够取得访问就劳签证 (H - 2) 的中国籍劳务

人员实际上几乎均为朝鲜族。 据韩国法务部的统计, 2013 年 3 月, 韩国国内

的中国籍访问就劳人员高达 22． 47 万人 (99． 98% 为朝鲜族), 占在韩全体外

籍访问就劳人员的 94． 8% (见前面的表 8)。

除了访问就劳签证 (H -2), “在外韩国同胞” (F - 4) 签证也是中国籍

朝鲜族劳务人员赴韩的重要途径。 访问就劳签证一般不可续签, 但 “在外韩

国同胞” 签证期满后可以更新, 因此, 如果有稳定工作, 较容易进一步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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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居住身份。 2010 年, 在第一批 H -2 签证到期之前, 韩国对访问就劳者工

作到期 (3 年) 后的延长采取了相对灵活的政策, 允许签证到期后回国的中国

朝鲜族一年后再次申请。 但是面临年龄限制等问题, 也有大批人选择通过参加

韩国产业人力管理公团的考试考取国家资格证, 把 H - 2 签证换成 “在外同

胞” 签证 (F - 4)。 因此, 2010 年后, 韩国向中国籍劳务人员签发的在外同

胞签证 (F - 4) 的数目大幅增加。 如前面表 5 所示, 2013 年在韩中国籍 “在

外韩国同胞” (F - 4 签证者) 规模高达 12． 61 万人, 占在韩同类签证外国人的

63． 19% , 其中大多数为劳务人员。

除了 H -2、 F - 4 之外, 中国籍劳务人员 (特别是非朝鲜族) 主要通过 E

类签证进入韩国劳动市场。 其中, 单纯劳动力可通过非专业雇员签证 (E - 9)

以及船员签证 (E - 10) 赴韩就劳。 2013 年, 持非专业雇员签证和船员签证在

韩就劳人员数分别为 8573 人、 5055 人, 其中非朝鲜族的比例分别为 55． 8%和

99． 8% (见表 10)。 有一定技能的中国劳务人员 (厨师、 车工、 木工、 电焊工

等) 则可通过特定活动签证 (E - 7) 赴韩。 取得该签证后, 一般可在韩国务

工 3 年, 3 年后可续签 2 年。 近年来, 除了 2009 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 韩

国用工需求缩小时略有回落之外, 签证发行数大致保持增长态势, 但是与访问

就劳签证 (H -2)、 “在外韩国同胞” 签证 (F - 4) 相比, 其人数规模还较小。

2013 年, 持该签证的在韩中国籍技能人员为 9612 人, 99． 10%为非朝鲜族。

与此同时,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加剧的背景下, 近年, 韩国政府鼓励高

等教育机构、 研究机构和企业引进外国高级专业人才。 有高度专业技能的中国劳务

人员 (大学教员、 中文教师、 研究员、 技术指导、 企业的专业雇员、 文艺表演人

才等) 可通过申请各类专业人员签证 (E -1 ~ E -6) 在韩就业。 但是, 与单纯劳

务人员或技能劳务人员的规模相比, 在韩中国籍专业人员规模还非常小 (见表10)。

2013年, 持 E -1 ~E -6 签证的在韩中国籍专业人员 (不包括已经转为定住 (F -2)、

永久居住 (F -5) 的专业人员) 总人数还只有1979 人 (包括996 位中文教员), 其中

98%为非朝鲜族。 不过, 取得韩国国籍的在韩华人以及持定住 (F -2)、 永久居住

(F -5) 签证者中, 很可能包含了相当数量的在韩专业精英人士。 由于在韩中国籍专

业人员主要来自在韩中国留学生, 随着赴韩高层次中国留学生人数的增加, 加上韩国

政府的欢迎政策, 估计今后在韩中国籍专业人员规模将会渐渐扩大 (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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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中国籍就劳签证 (E 类签证) 持有者的构成 (2013 年 3 月)
单位: 人

E - 1
大学

教员

E - 2
语言

教师

E - 3
研究

E - 4
技术

指导

E - 5
专业

雇员

E - 6
艺术

表演

E - 7
特定

活动

E - 9
非专业

雇员

E - 10
船员

合计

外籍总人数 2768 21254 2828 189 686 4663 17675 227349 11055 288467
(男) 1983 11146 2432 187 678 1062 13401 204601 11052 246542
(女) 785 10108 396 2 8 3601 4274 22748 3 41925

中国籍(大陆) 293 996 389 0 0 301 9612 8573 5055 25219
　 　 朝鲜族(男) 5 1 9 0 0 5 58 1995 10 2083
　 　 朝鲜族(女) 3 9 4 0 0 3 35 1811 0 1865
　 　 非朝鲜族(男) 136 100 262 0 0 137 7275 3941 5045 16896
　 　 非朝鲜族(女) 149 886 114 0 0 156 2244 826 0 4375

　 　 数据来源: 韩国法务部: 《长期、 短期在留外国人全体状况 (3 月)》, 《统计月报》, 2013a。

图 11　 2000 ~ 2011 年中国籍劳务人员相关签证的数量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 Korea Immigration Service, http: / / immigration． go． kr / ,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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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韩国华侨华人的地位变化以及和中韩两国的关系

（一）华侨华人的职业状况与社会地位的变化

　 　 部分华侨研究者曾对 2000 年以前在韩华人华侨的职业状况做过调查。 这

些调查表明, 1990 年代在韩华人华侨 (主要是老华侨) 的主要职业是中餐馆

经营者、 中药店 /杂货店经营者、 小旅行社 /小贸易公司经营者, 在韩国政府部

门或大公司就职者非常少。 但随着中韩贸易和韩国对中投资的不断扩大, 与中

国有贸易投资业务的韩国大中企业已经开始重视聘用华侨子弟 (山下清海,

2001)。

2000 年以后, 随着在韩华人与华侨人口规模的迅速增加, 其职业结构也

更加丰富多样, 从传统的小规模饮食服务业经营者到大公司白领 (主要为涉

中业务部门和中国国内子公司的管理、 技术专业人员和翻译)、 大学教员与研

究人员以及文艺体育界专业人士, 职业范围越来越广。 与此同时, 因为与韩国

人通婚的在韩华侨华人数量达 10 万人以上 (大多为女性), 他们更加密切地

融入了韩国社会。 虽然目前在韩华侨华人中, 还缺少特别著名的企业家、 学

者、 文艺体育明星以及政界人士, 与过去相比, 上述变化在总体上已经明显提

升了在韩华侨华人的形象与社会地位, 也有效地促进了中韩两国的相互理解和

经济、 政治、 文化等各领域的友好合作。 2013 年 6 月, 韩国新任总统朴槿惠

访华期间在清华大学用中文热情演讲, 象征了两国近年的紧密关系。

但是, 在韩华人社会中也有值得留意的现象。 如前所述, 20 世纪 90 年代

后, 持各种签证来韩的中国籍人员大幅增加, 目前有大规模的持短期签证的中

国籍劳工 (30 万 ~ 40 万人) 在韩国从事服务业、 制造业、 建筑业、 农林水产

业中的 3D 工作。 这些在韩国艰苦奋斗的底层劳动者在韩国的形象与社会地位

类似于中国沿海城市中的民工, 其中的大部分在韩国吃苦耐劳, 为劳动力结构

性短缺的韩国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也得到韩国政府和社会的尊重。 但是, 由

于劳动强度大、 工资待遇相对较低、 工作环境欠佳、 语言文化习惯上的差异等

原因, 由一小部分在韩中国籍人员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 (违反治安条例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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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犯罪) 也时有报道。 另外, 近年在韩不法滞留 (大部分为签证逾期不归

者, 小部分为不法进入韩国者) 的中国籍人数居高不下。 据韩国法务部的统

计估算, 2013 年 3 月末, 在韩不法滞留的中国籍人数高达近 7 万人, 在来韩

外国人中居首位。 大规模的不法滞留者, 和上述治安条例 /法规违反者一样,

均对在韩华人整体形象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在韩华侨华人与中韩两国的关系

移居世界各国的华人华侨, 一般视中国为祖国, 有很强的 “根在中国”

的认同意识。 当然这种认同意识或归属感, 受居住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准、

政治体制、 与中国的外交 / 经贸 / 文化交流关系以及迁移者个人属性等很多因

素影响。 如前所述, 在韩华人华侨的个人属性方面的特征, 与其他国家的华

人华侨有相当大的差异。 这些差异对在韩华人华侨和中国的关系也产生了一

定影响。

1． 老华侨和中国大陆、 中国台湾、 韩国的关系

被称为 “在韩华侨” 的老华侨的祖籍大多为中国大陆, 心理上当然视中

国大陆为根。 但是, 由于历史原因, 他们几乎全部持有台湾护照, 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初期, 与台湾的交流要远多于与大陆的交流。 特别是 1992

年以前在韩国出生的老华侨子孙, 大多在韩国的华文学校 (由台湾当局资助

运营) 或者去台湾的各级学校接受过中文以及其他科目的教育, 对台湾当然

更有亲近感。 但是, 1992 年以后, 老华侨子孙接受中文教育的渠道日益多样

化, 更多的人选择了去大陆留学。 因此, 对中国大陆的亲近感在不断加强。 笔

者接触过的在韩老华侨家庭大多希望两岸早日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 外国人在韩国的经营活动受到严格

限制, 也很少有机会取得韩国国籍, 老华侨在韩国的生存发展中经受了许多歧

视和不公正待遇。 因此老华侨中的相当部分移居了北美国家, 留下来的老华侨

对韩国社会的亲近感也不强。 不过, 2012 年韩国政府进一步修改了国籍法,

今后老华侨之韩国出生子孙也可自动取得韩国国籍。 这些向 “在韩老华侨”

示好的政策措施正在改善老华侨和韩国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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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华侨华人和中国、 韩国的关系

新华侨华人几乎都来自中国大陆, 与国籍归属相当特殊的老华侨相比, 对

中国大陆有强得多的亲近感。 不过在对中国与韩国的关系上, 朝鲜族与非朝鲜

族之间有微妙的差异。 朝鲜族华侨华人来韩前就被视为韩国在外同胞, 来韩过

程以及来韩后的工作、 生活、 居住、 永住、 入籍等方面, 一般比非朝鲜族得到

韩国政府与社会更多的照顾。 加上语言相通的优势, 他们更容易融入韩国社

会。 因此, 尽管大部分朝鲜族华侨华人对中韩都有很深的感情, 但在两者之间

一般更偏近韩国。 与此相对, 非朝鲜族华侨华人在中韩之间显得相对偏近中

国。 笔者访韩期间碰到过许多 “一家两国籍” 的家庭: 朝鲜族的丈夫或妻子

取得了韩国国籍, 但是汉族的妻子或丈夫不愿意放弃中国国籍, 选择了取得韩

国永住身份而不是韩国国籍, 其子女的国籍一般跟随父亲。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

展与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上升, 对在韩中国移民来说, 今后, 韩国永住身份可

能比韩国国籍更受欢迎。

当然, 与在韩新华侨华人交流中可以感受到, 无论是取得了韩国国籍还是

选择了永住等其他定居身份, 他们都衷心希望中韩经济贸易关系不断发展, 两

国永远友好相处。

六　 小结

本文利用韩国最新的统计数据, 结合实地调查访问, 对 19 世纪 80 年代至

今的韩国华人社会的变化和现状作了详细考察。 主要结论可概括如下。

(1) 19 世纪 80 年代至今, 受中韩关系以及韩国政治经济状况和人口结构

变化等国内外环境的影响, 中国至韩国的人口迁移经历了增长、 停滞、 减少、

恢复、 激增等变化。 目前, 韩国的华侨华人以及全体中国籍人口的规模日益扩

大, 韩国已经成为接受中国移民最多的五大发达国家 (美国、 加拿大、 日本、

澳大利亚、 韩国) 之一。

(2) 已取得韩国国籍的在韩华人大部分是 1992 年以后来自中国大陆的新

移民及其后代。 2012 年末, 通过归化申请取得韩国国籍的华人已达 99538 人。

其中朝鲜族占 68． 93% , 非朝鲜族占 31． 07% 。 在这近 10 万韩籍华人中,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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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韩国国民结婚取得韩国国籍者占 57% , 通过其他途径的占 43% 。 此外, 据

笔者估算, 还有近 10 万华裔后代 (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曾为中国国籍者) 出生

时作为韩国国民的子女已经自动取得韩国国籍。

(3) 2013 年, 持有韩国永久居住身份但保留中国国籍者 (狭义在韩华

侨) 人数达 74898 人。 狭义在韩华侨可分为 1948 年大韩民国建国前移居韩国

的老华侨 (及其后代) 和主要在 1992 年以后移居韩国的新华侨两大群体。 因

为历史原因, 前者 (12081 人) 的绝大多数 (12075 人) 持台湾护照。 后者

(62817 人) 的 97% (60868 人) 则来自中国大陆, 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其中朝鲜族占 78． 7% , 非朝鲜族占 21． 3% 。 新华侨主要通过 “满足取得国籍

条件” “韩国国民之配偶” “5 年以上长期居住” “永住者家属” 等途径取得韩

国永住身份。 此外, 受韩国移民政策改革的影响, 近年, 取得韩国永住身份的

中国籍高学历专业技术人才、 投资家也在逐步增加。

(4) 2013 年, 持有韩国居住身份 (F 类签证) 的全体中国国籍者 (广义

在韩华侨) 总人数已经高达 31． 45 万人。 在探亲团聚者 ( F - 1)、 定住者

(F - 2)、 随同配偶 (F - 3)、 在外韩国同胞 (F - 4)、 永久居住者 (F - 5)、

与韩国国民结婚者 (F - 6) 等 6 个亚类中, 永久居住者 (74898 人) 已经取

得韩国永住身份, 其余 5 类人员的大部分也有很大可能取得永住身份或者归化

入籍。

(5) 2013 年, 全体在韩中国国籍人口已经高达 76． 5 万人 (不包括取得韩

国国籍的华人)。 其中, 居住者 (F 类签证持有者)、 访问就劳者 (H 类签证

持有者)、 就劳者 (E 类签证持有者)、 留学研修者 (D 类签证持有者) 这 4

大群体的人口规模大、 居住时间长, 可以说已经成为韩国社会的一部分。

(6) 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和职业结构的多样化, 华人社会在韩国的影响

逐步扩大, 在中韩经济文化交流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 在韩华侨华人与

中国 /台湾和韩国的关系上, 存在老华侨和新华侨华人之间的差异。 新华侨华

人之间也存在朝鲜族和非朝鲜族的差异。 老华侨和台湾关系相对密切, 但是大

多数希望两岸和平统一。 新华侨华人中, 朝鲜族对中韩都有很深的感情, 但相

对偏近韩国, 非朝鲜族相对偏近中国。 但是, 无论是朝鲜族还是非朝鲜族都希

望两国永远友好, 他们将是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促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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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nd Chinese Koreans in the 21st Century
Dai Erbiao　 Peng Xue

Abstract: During a long time before the 1990s, no Chinatown could be found
in South Korea (ROK) ． However, after China and ROK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1992,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decreasing birth rate and acceler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in ROK, and

741



华侨华人蓝皮书

reforms in its immigration policy, ROK has become one of the five main receiving
countries for Chinese migrants, particularly for Korean-Chinese． Compared with the
past time before 1992,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ROK has
undergone dramatic changes, both in population size and in the diversity of their
residency status as well as their personal attributes． These changes not only have
increased the overall influenc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ROK, but also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nationals of China and ROK
and the cooperation in various field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Keywords: Korea; China; Migration; Overseas Chinese; Korean-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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