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台港人的

關卡與挑戰



       2021年3月，正式定居台灣的朱太太失望地說：「在我眼中，現在的香
港已經不適合過正常人的生活了。」2020年6月30日《港區國安法》的通
過，香港已不是她認知中最自由、最民主的地方。於是她下定決心，帶著母
親離開香港。

       但2020年3月和8月，台灣蔡政府的經濟部投審會新增投資移民門檻，
陸委會也針對港澳居民移民增加政治審查，有些香港人明明符合定居申請的
資格，卻被移民署無理延期一年。

       另外，在台灣不同的移民方式由不同部門負責，沒有統一的部門或窗口
回答相關問題，令移民者投訴無門，導致很多香港人遇到問題都選擇詢問移
民顧問公司的意見，而不是求助政府管道上的支援。在生活上，由於港人在
語言上有所差異，在洽談房子、申辦文件上都有障礙。

       移台港人抱持著「為什麼移民署延期港人定居申請卻不說明後續的門檻
標準」、 「台灣政府是否不接納我們」，而台灣蔡政府亦擔心移民來台的港
人會有中國滲透台灣的疑慮。蔡政府、港人雙方面對著互相猜疑的情況，該
如何在這塊土地上互相接納，將會是很大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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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張萱

　　五月的淡水逐漸燠熱了起來，香港李

氏夫妻開的咖啡廳坐落於巷弄間，店裡聚

集了一些老闆的朋友，此起彼落的廣東

話、店內書架上的「時代革命」，恍惚之

間讓人感覺身處香港。

　　與大部分移民到台灣的香港人一樣，

「單純喜歡台灣的環境，想在台灣落地生

根」。來自香港的李氏夫妻2021年透過
投資移民來到台灣，選擇了淡水為日後生

活扎根的地方，但定居申請竟成了在台灣

生活的一大阻礙。

（香港人移民方式分為留學、依親、專業、投資、創業等五大類。製表/張萱）

港人移民台灣
慘遭移民署無限延期



投資移民改制

移民門檻再提升

　　台灣經濟部投審會在2020年3月5
日就投資移民作出改動後，對香港人來

說，將投資年限拉長、需僱用兩名台籍

員工各方面都提高了移民的難度。自投

資政策改動後，亞熙移民顧問有限公司

負責人張家樑表示，截至目前為止，居

留在台灣能順利拿到台灣身分證的香港

人寥寥無幾，即便業界有少數成功案

例，但從申請到真正拿到身分證的時間

最快也需要將近一年的時間。

　　《香港澳門居民進入台灣地區及居

留定居許可辦法》（簡稱《許可辦

法》）是香港移民來台灣的根據法條。

自1997年制定以來，經歷多次修改，然
而，若仔細檢視法規，會發現「單純受

僱在台工作的港澳居民」，仍然無法獲

得定居資格。一般移民審查方面，2020
年8月19日《許可辦法》修改通過後，
增加了政治審查，其中不夠公開透明的

審核過程，對期望移民來台的港人而言

並不友善。

（移民政策自2020年3月至2022年5月期間改動多次（左）2020年3月，經濟部投審會就投
資移民改制前後比較（右）製表/張萱）

 　　「其實我們當時來台灣的投資移民並不算順利。」聊到剛來到台灣時的情況，李先
生嘆了口氣表示，當初從2019年底申請移民手續，直到2020年2月將移民申請遞交給
台灣經濟部投審會，但在沒有任何「緩衝期」的情況下，3月就公布了新的制度，讓許
多透過投資移民的香港人，無論在時間成本、資金等計畫上都被打亂。



台灣新增國安審查

香港移民領取身分遭阻撓

　　新政策如同一把雙面刃，同時也提高

了部分港人移民台灣的門檻，使有意移民

來台築夢的港人感到挫折。淡水香港教會

的牧師王少勇表示，身邊其實有許多已完

成移民標準，卻因為「國安審查」之理由

被拒絕定居申請的案例發生。等待審核批

准的時間延長，漫長的等待使部分香港人

轉往申請像是英國、加拿大、澳洲等其他

移民手續更加便捷的國家。

 　　台灣蔡政府原定於2022年5月1日，
放寬從事專業工作港人可申請定居，然而

公開透露草案約一周，即有立委認為存

「國安疑慮」以致草案被急暫緩。陸委會

副主委兼發言人邱垂正5月5日再次就此事
進行說明，表示除居留五年條件外，政府

在執行上還會有「居留審查」、「五年觀

察期」、「專案認定」、「國安審查」四

道關卡把關。

　　2020年以專案身分來到台灣的王少勇
感嘆：「我已經來台灣兩年，一直在想要

如何得到台灣身分，到現在還是沒有辦

法。」無論是投資移民或其他移民方式，

身邊許多香港朋友在台灣花了許多時間、

精神、資金，但最終仍無法擁有一個台灣

的身分。同為香港教會的洪國謙牧師也語

重心長地說：「我覺得自己雖然人已經在

台灣，但總覺得並不算是成功移民。」

（移民署署長針對現今香港人申請移居來台法令規定之解釋，基於國安考量，仍須受相關機

關共同審查。製表/張萱）

（來自香港的王少勇及洪國謙接受採訪時

都表示，獲取台灣身分仍然困難。攝影/傅
嘉興）



 　　身處艱難的移民困境，部分香港新移
民轉而尋求顧問公司的幫助，亞熙移民顧問

有限公司負責人張家樑表示，他們在香港和

台灣都有合法經營的公司，業務範圍除了幫

助新住民租店鋪等經營生意，也包括滿足新

住民買房、租屋等需求。

記者／劉懷襄 　　張家樑坦言，目前政府確實沒有提供所

有移民所需資訊的整合平台，導致資訊分

散、零碎，且申請移民的手續也沒有明確的

流程，有些案例必須多幾道程序才能完成審

核，顧問公司只能被動等待政府核發結果。

對此，他也建議政府可以詳細列出審批的過

程和預計審批的時間，讓移民政策可以更完

善。

　　然而，因蔡英文政府各部會責任的劃

分及業務歸屬問題，想要制定辦理移民手

續的標準作業流程，可謂是牽一髮而動全

身，前移民署署長謝立功在任期間負責推

動新住民定居的相關政策，他以多年的觀

察解釋說：「所謂沒有完善的SOP，是因
為長久以來，移民的業務、政策它不是只

有移民署可以解決的，它涉及到勞動法就

屬於勞動部；涉及到白領就關係到經濟

部、科技部。」

　　他表示，雖然擬定移民政策是移民署

的業務範圍，但政策也會涉及到其他部

會，像是經濟部、勞動部，這些位階都比

移民署高。通常在行政倫理上，部門之間

會互相尊重，也會遵從比它高層級機關的

判斷，及該機關主管的法令。

　　謝立功說：「過去也有面臨到類似的

困境，那這個時候移民署就必須有能力去

協調。」他舉例，過去執行發放新住民發

展基金，在「院」的層級，它必須有跨越

不同部會的平台才能協調各單位。如果涉

及到大陸、港澳的人士來往的話，那還會

和陸委會相關。

（前移民署署長謝立功認為，制訂完善SOP需探討多層面。製表/張萱）

修改移民政策不易
需政院多方整合

涉跨部會

政院應整合SOP



　　謝立功將修改移民政策分成行政、法

律兩層面探討。他認為，移民署屬於三級

機關，部會是二級機關，院才是一級機

關，所以需要由行政院建立共同平台才能

橫向溝通，否則各部會都是各自處理。

　　另外，他提到，法令層面也是不易修

改政策的原因之一。外國人受移民法規

範，港澳居民則適用香港澳門關係條例；

中國大陸則是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法律的位階不同，主管的單位不

一。兩岸條例、港澳條例是陸委會；移民

法是內政部、移民署。

　　因此，部門的層級、遵循的法律主管

機關都不同，導致移民申請沒有所謂完善

的標準作業流程，謝立功坦然表示，只能

由主政者能不能從問題核心解決，並提出

具體的改善方案，才有望達到雙贏局面。

　　亞熙移民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張家樑

也提到，目前台灣對於香港移民的資訊並

不集中，前來申辦業務的香港移民，許多

都面臨經營生意方面的問題。

　　然而，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建立的網站

「新北勞動雲」中，有特別設置「新住民

專區」專欄，提供就業指引、勞動權益諮

詢方式等多項服務。然而，實際致電淡水

就業服務站，詢問該單位是如何協助淡水

區的香港新住民就業等相關問題，對方卻

回應此並非他們的服務範疇，拒絕回覆。

　　諸多的香港新住民案例顯示，蔡政府

在政策方面還需花費更多心力。除了政策

方面，種種跡象更指出，蔡政府還須強化

香港新住民與社會接軌的橋樑。

（「新北勞動雲」網站設置「新住民專區」，提供就業相關服務諮詢。製表/張萱）

勞工局設就業服務站

新住民卻得不到幫助



來台辦定居 
最愛淡水與林口

記者/黃麗頻
       
       2019年反送中運動爆發，不少港
人紛紛背井離鄉，繼2014年雨傘革命
後，香港再次出現規模比以往更大的

移民潮。根據蔡政府移民署資料顯

示，從2020年至2022年4月30日，
來台定居的香港總數共5332人，而來
台居留總數高達30,219人，對比雨傘
革命時的移民數據，來台定居總數成

長了50%、居留總數則增長75%。目
前香港移民潮仍持續進行中，淡水和

林口兩地已成了港人的最愛。

      2021年10月，朱太太在淡水落
腳，來台定居。曾經來台就讀大學的

她，依據30年前的移民政策，已經擁
有台灣身分證，她便利用依親把媽媽

接來。

（根據移民署網站，2016~2022年4月30日的港澳居民定居人數統計。製表/
傅嘉興、劉懷襄）

       很多人都會疑惑為何台灣是香港
人移民的首選，「如果在天氣好的時

候，你過來淡水，你會很喜歡這

裡。」這是朱太太選擇淡水的原因之

一。

       同樣於2021年10月來台，目前
在淡水開設咖啡廳的李氏夫婦表示，

比起英國，台灣的移民門檻相對低，

離香港距離近，在文化習慣上也不會

有太大的差異。此外，他們也提到，

台灣醫療制度也是吸引他們移民至此

的緣由；再者比起其他地區，淡水的

房價相對低廉，吸引不少香港移民在

此置產定居。



全名為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簡稱BNO護照。

持有BNO港人可享有以下資格：
1.住滿5+1年便可申請為英國公民及永久居英權
2.在2021年7月19日前可提前以「Leave
Outside the Rules」（LOTR)到英國居留、讀
書及工作6個月
3.1997後出世成年子女的配偶及子女(即孫)都可一
同全家申請LOTR，再直接在英國申請BNO簽證英
國（資料來源：Ulifestyle）

BNO簽證補充說明：

記者/鄭茗方

      每周日的下午兩點，總能在淡水馬偕街巷弄
內隱約聽到用粵語禱告、朗誦詩歌的聲音，與淡

水其他教會不同的是，這是一間專門為香港人設

立的教會－淡水香港教會，目前由任職牧師資歷

超過20年的香港人洪國謙與王少勇一起牧養。

教會扮要角

助港人適應台灣 
       洪國謙表示，因為反送中運動後發生很多事，
才決定在2021年7月移居台灣開始新生活，而王少
勇則比洪國謙早一年來到台灣，也就決定在淡水落

腳定居。他們兩人也表示，會選擇台灣其實沒什麼

複雜的想法，當時看到香港人因為政治因素導致想

找一個新地方定居，而根據2021年2月25日中央
社的報導，香港於2020年爆發移民潮，淨移出
3.98萬人創下新高。據移民署最新統計資料，其
中近三分之一、共1.08萬港人移民到台灣，其次
則是英國。

      王少勇補充說，主要因為英國政府直至2021
年1月31日才接受港人申請BNO移民簽證，且與
其他國籍人士申請居留的門檻相比，港澳人士移台

條件相對寬鬆且多元，因此台灣為大多數香港人的

第一選擇。

（隱身在馬偕街巷弄內的香港淡水教會 圖/傅嘉興攝）



      洪國謙表示，部分香港人移民後可能未完
全適應台灣，畢竟大多數的移民者都是40～60
歲的中年人，已經有著根深柢固的思想，再加

上這2、3年移民的香港人，都曾在反送中運動
受到創傷，而台灣教會對於他們的經歷無法感

同身受，因此當兩位牧師意識到這個情況時，

便決定要建立這間教會幫助他們適應台灣文

化。

      根據王少勇個人的觀察，近年香港來台定
居的港人多落腳在新北林口、淡水，再加上自

己本身也居住在淡水，便選擇在此設立聚會

點，也希望供港人聚會的同時亦可服務淡水，

回饋台灣。

感同身受 教會提供療癒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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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水香港教會也曾與學生義工組織「香港
源木」在2021年12月25、26日舉辦香港聖誕
市集，讓不同在台港人共度聖誕佳節，在平安

夜當晚，組織也探訪獨居長者，在節日之下送

暖給有需要人士，並與獨居長者分享膳食，共

享聖誕節。洪國謙表示，除了幫助香港人以

外，也希望能盡自己所能回報淡水居民。

      「香港源木」也曾在社群平台表示，作為
在台香港人，台灣社會給予他們享用資源並歡

迎其定居，而「香港源木」也想落實「落其實

者思其樹，飲其流者懷其源」，負起社會責

任，並希望藉著建立平台聚集在台港人參與公

益活動，報答台灣社會。

離鄉背井 聖誕市集相互取暖

（淡水香港教會與香港源木合辦的聖誕市集 圖片來源/淡水香港教會臉書）



       李氏夫妻曾說：「即使投資移民的門檻再高，香港人也有信心可以
達到，但如果沒有一個實際的要求給我們完成，讓我們能夠百分百確定
自己是否能真的留下來，我們未來可能就會前往其他國家定居。」

       投資移民來台的港人們為了在台開店，花費許多心力、時間和金
錢。因此，針對定居申請延期的問題，移民署除了回應申請人要耐心等
待以外，應詳細告訴移民目前的審查進度，讓他們的心中對是否能留在
台灣有個答案。

       移台港人需要有政府單位作就業和租屋方面的諮詢，雖然政府網頁
有提供就業指引、勞動權益諮詢方式等多項服務，然而，實際致電淡水
就業服務站後，對方卻回應香港新住民就業並非他們的服務範疇，拒絕
回覆。

       另外，蔡政府雖然有設立「香港人道援助關懷行動專案」，協助受
到政治迫害的港人移台。但對於五大移民方法，卻缺少一個統一窗口來
處理移民的問題。或許政府可以參考新加坡的移民政策，他們的經濟發
展部和人力發展部共同設立了「聯繫新加坡Contact Singapore」的組
織，透過單一窗口專責吸引外來移民和工作人才。

       隨著愈來愈多的香港人移民來台，也期望能在台灣延續香港特有的
文化，但他們在移民或生活時所遇到困難及關卡，面對香港人移台仍有
許多關卡待解，更是蔡英文政府需要積極負責的挑戰。

後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