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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今年 2021 年 2 月 1 日，緬甸發生了一場轟動國際的軍政府政變，執政者翁山蘇姬與總
統溫敏與多位高層被逮捕拘留，民眾與軍警對峙，甚至截至 2 月 24 日，共有 4 位緬甸
人在這場政變抗議中犧牲死亡，這一起政變觸發許多國家的關注，聯合國、歐盟等分分
發言譴責，甚至採取經濟制裁。本人於 2021 年年初在移民研究課的最後一堂課，跟著
老師實地參觀新北中和的緬甸街，初步了解這個國家種族的多元性，宗教、建築、飲食
的獨特性，認識緬甸歸僑協會、緬甸街相關的資源平台，透過課堂的解說與實地走訪，
了解緬甸邊境間移民的遷徙關係，如滇緬與台灣的關係。然而，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緬甸便發起這場引起世界矚目的緬甸軍政府政變，並以違法憲法為由，逮捕執政者翁山
蘇姬，發生一連串的軍警民眾間的衝突。因此，有鑑於本事件的發生經歷，以及課堂初
步的認識接觸，不禁令我好奇這個國家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國度?他們的民主運動究竟為
何脈絡背景?若從移民研究的角度來看，緬甸人的移民型態為何？海外有多少緬甸人移
居？本研究探討緬甸的國情以及緬甸人的海外移民分布，更進一步發掘果敢族與亞洲華
人的關係，羅興亞難民在緬甸及海外的議題，緬甸人在澳門、馬來西亞、泰國的分布與
移地等關係。
關鍵詞：海外緬甸人、移民、推力、拉力、族群、宗教、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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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緬甸，雖為一個國家，卻有非常多樣的種族，例如：緬族、克倫族、撣族、克欽
族、欽族、克耶族、孟族、若開族，共 135 個民族。緬甸的主要宗教為上座部佛教，
在歷史沿革上經歷了史前時期、五個王朝（蒲甘、勃固、阿瓦、東吁、貢榜）、殖民
時期，獨立時期、軍政府時期、緬甸聯邦共和國，基於民族的複雜度與歷史的變遷，
緬甸種族之間的遷徙關係便是個有趣的現象，此研究為了探究海外的緬甸人分布概況，
首先，需瞭解緬甸民族間居住地的遷移關係，考量變因，如歷史因素、宗教因素、政
治因素、社會認同、經濟因素等，因此研究共分兩大部分，第一大部分為對緬甸國家
概念的認識。第二大部分為聚焦在亞洲地區的海外緬甸人個案，目前海外緬甸人多分
布在泰國、馬來西亞、孟加拉，排除東南亞國家，也分布在東亞的台灣、中國，東北
亞的日本、南韓等地，本研究最後則探究移居分布於國外的原因和背景，並分析其移
民型態之異同。

貳、研究問題
本研究主要探討三項研究問題：
（一）緬甸有哪些民族文化型態？
（二）緬甸的歷史背景為何？
（三）海外有多少緬甸人移居？

參、研究方法

擬定題
目

蒐集文
獻資料

統整撰
寫

分析比
較

統整歸
納

結論

本研究採取的研究方法，首先，擬訂出「海外緬甸人分布」之題目，接著再根據題
目蒐集緬甸移民之相關資料，進行文獻的統整歸納分類，訂定出內文的研究大綱，接者，
進行緬甸族群遷移關係的分析比較，最後統整歸納出海外緬甸人的分布概況，並下結
論。
從研究的類別來看，可分為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蒐集與分析資料的技術分類。依
研究目的而論，本研究採基礎研究，主旨是推進移民研究的知識。究研究方法而言，此
研究屬敘述研究中的內容分析研究，屬內容分析研究是根據緬甸移民進行緬甸族群移地
關係之分析。從蒐集與分析資料的技術分類來看，此研究採質性研究中的描述性資料
3

(descriptive data)，蒐集緬甸移民的文字或圖像，在分析這些資料時，以審慎創新的視角
來呈顯其內涵。

肆、研究目的
從研究類別而論，本研究在研究目的屬性上，採相對於應用研究的「基礎研究」，
主旨是推進移民研究的知識；從研究內涵而論，在移民研究的角度下，本研究主要觀看
緬甸人移出與移入的關係，進一步梳理緬甸移民變遷當中，緬甸移出海外的分布關係。

伍、正文

第一章、緒論
若需了解一國家的海外移出關係，首先，需先認識這個國家的概況，從對其國家歷
史與族群的認識，發掘其移出的因素，移出的因素，可能包含民族、政治、宗教、歷史
等。因此，本研究第二章，先從對緬甸此國家的認識出發，了解緬甸的國家行政區、民
族文化，包含民族、宗教、飲食、節慶，並從歷史的視角下，探究其歷史的縱向變化，
從歷史的脈絡與民族的特色中發掘移民之議題，從而得知緬甸人的移出變遷關係。
談及移出的變遷關係，有關人口遷移論點的解釋，絕大多數的學者主要採用推拉理
論(pushpull theory)來解釋。此理論強調：原居地社會存有推力，而接受國則存有吸引外
來人口移入之力量。當這兩股力量在互動之下，即產生人口遷移現象(Bogue, 1959)1。
國際移民的產生，主要是因為開發中國家的人民為了逃避國內的經濟壓力，自願或被迫
前往已開發國家 工作或生活之情況(Massey et. al., 19932: 434-440; Massey, 19983)。
因此，本研究以人口遷移的推拉理論，論述緬甸的移民變遷影響因子與現象，第三
章，首先是呈現目前已統計的緬甸海外移民國家分布數據，並進一步從數據本身，探討
緬甸移民移出之原因和背景，分析出緬甸的推力為何，而吸引緬甸人遷至移入國的拉力
何在？進一步比對緬甸移出個案間的差異，如緬甸人移居泰國、馬來西亞與台灣的差異。

1

Bogue, D. C. (1959). Entrance effects and prediction of turbulence in non-Newtonian flow.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Chemistry, 51(7), 874-878.

2

Massey, D., & Denton, N. A. (1993). American apartheid: Segreg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dercl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

Massey, D. S. (1999).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daw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role of the
stat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5(2), 30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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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統整上述的內容，進行亞洲地區海外緬甸人研究之意義與內涵的說明，並提出進一
步研究建議。

第二章、緬甸國家概述

一、緬甸目前的行政區位
根據維基百科對緬甸地理區域的說明，緬甸可分為上緬甸與下緬甸4，上緬甸（亦
稱真緬甸）是緬甸的一個地理區域，與下緬甸相對，傳統上，包括曼德勒及其周邊地區
（今曼德勒省、實皆省和馬圭省），更廣泛地說，還包括克欽邦和撣邦。在緬甸語中，
上緬甸的人通常被稱作 a-nya tha，而下緬甸的人則被稱為 auk tha。這個詞語是由英國
人首先開始使用，指現今緬甸的中部及北部地區。1852 年的第二次英緬戰爭後，下緬
甸被大英帝國吞併，上緬甸則在貢榜王朝的統治下保持獨立，直到 1885 年的第三次英
緬戰爭。
上緬甸亦被視作緬甸本部及阿瓦王國。從歷史上來說，上緬甸的人口以緬人為主（下
緬甸則主要講孟文，直到 19 世紀早期）
，而殖民地政府指定的英屬緬甸則包括了少數民
族地域，如撣國和克欽邦。
上下緬甸之間的差異，在語言的差異方面，上緬甸語各方言之間的差別微不足道，
特別是在選詞用字上；而在上下緬甸語之間則不然，比如在親屬稱謂方面，下緬甸語不
像上緬甸語那樣，會區分出父系親屬和母系親屬。而在伊洛瓦底江流域，雖然包括了下
緬甸的部分地區，這裡的緬甸語卻相當一致，以下分析兩地域差異於下表。

上緬甸

下緬甸

稱呼

殖民期統治關係

a-nya tha

在貢榜王朝的統
治下保持獨立

auk tha

被大英帝國吞併

人口

語言

以緬人為主，包括了少 會區分出父系
數民族地域，如撣國和 親屬和母系親
克欽邦
屬
主要講孟文，直到 19
世紀早期

不太會區分出
父系親屬和母
系親屬

緬甸獨立以後，在國家體制上，無大幅度的調整，國家體制上屬聯邦制，行政劃分
為省、邦、自治區，緬甸由七個省，七個邦和１個聯邦特區組成的。在七個省劃分行政
區，主要是緬族、猛族活動範圍，也是軍方實際控制區域。在七個邦行政區內，卻有劃
分成各個不同的自治區，自治區內由少數民族武裝控制，在緬甸境內少數民族武裝多達
19 支。因此省行政區主要人口為緬、猛族，邦行政區人口為當地的少數民族構成。
4

上緬甸，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7%BC%85%E7%94%B8
下緬甸，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B%E7%BC%85%E7%94%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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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台灣緬甸歸僑協會）

省

邦

伊洛瓦
底省
克欽邦

勃固省

欽邦

馬圭省

克耶邦

（擷自南亞觀察）

曼德勒
省
克倫邦

實皆省

若開邦

德林達
依省
撣邦

仰光省

孟邦

（奈
比多
聯邦）

自治區

德努自
治區

歐自治
區

布朗自
治區

果敢自
治區

佤邦自
治區

那加自
治區

(此表為緬甸行政區域之省、邦、自治區的分析表)
從上述可知，緬甸一共下轄 7 個省、7 個邦和兩個中央直轄市。省是緬族主要聚居
地，7 邦多為少數民族聚居地。關於緬甸的河川，最著名的是伊洛瓦底江(Irrawaddy River)，
緬甸大部分人口生活在伊洛瓦底江流域，為緬甸最重要的河流。關於緬甸的首都，緬甸
6

的首都曾經歷一段遷都過程，目前的首都是靠中部內陸位置的奈比多(Naypyitaw)，而原
首都為緬甸鄰海的仰光(Yangon)，根據(陳怡君 2012)5對緬甸遷都的描述，2005 年 11 月 4
日，緬甸軍政府宣布將國防、外交、內政、能源、農業、衛生、第一第二工業、國家計
畫及經濟發展以及商務等十個政府部門從仰光(Yangon)遷往中部的彬馬那(Pyinmana)。
並於 2006 年 4 月完成全部搬遷的工作，於 2008 年 5 樂當新憲法公投確立定都後，正式
命名為奈比都(Naypyitaw)，為緬甸之第三大城。遷都的原因最普遍的看法是為了避免海
上攻擊，假想敵為曾經稱緬甸為「暴政前哨」的美國，另有一派人士認為遷都具拋棄歷
史包袱的意義，甚至部分人士批評遷都一事只是緬甸軍政府無意義的偏執。

（圖取自 MP 頭條 https://min.news/world/92cdcd606bf5078315516f2a90435826.html）

二、緬甸的民族與文化

（一）民族
緬甸總共有 135 個民族，包含緬族、克倫族、撣族、克欽族、欽族、克耶族、孟族
和若開族等，共有 135 個民族。緬甸民族在國家地圖的分佈關係，顯示如下圖：

5

陳怡君(2012)。緬甸軍政府轉型與民主化發展：2012 年國會補選前後的觀察與分析。全球政治評論，
第四十六期(2014)，No.46，頁 115-138。
7

（參照緬甸維基百科資料）
從上圖可知，緬甸人口中，在民族方面，主要為緬族。其次為掸族、第三為孟族，
克倫族、若開族、欽族、孟族、克欽族、克耶族及其他少數原住民民族。此外，在其他
民族中，還包含印度人和華人。以下以蔡麗華老師編寫的《輕鬆學緬甸語》教材圖示6呈
現緬甸各個族群服飾上的差異：

6

蔡麗華，輕鬆學緬甸語，自編教材，頁 2-26。
8

9

（上兩圖來自蔡麗華老師編寫的《輕鬆學緬甸語》教材7）
由於緬甸民族之多樣，因此研究海外緬甸人之分布，必然需從多元文化之層面切入
移民議題，而海外移民當中，若以典型的緬甸人移出型態來看，需區別移出者為佔大宗
的民族緬族、掸族或猛族，還是其他屬於緬甸國家邊界的移民。

（二）宗教與思想
緬甸此國家的宗教組成，共九成信奉小乘佛教，其他則是信仰大乘佛教、伊斯蘭教、
基督新教、天主教和印度教等。

7

蔡麗華，輕鬆學緬甸語，自編教材，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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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佛教：
從佛教來談，緬甸的文化，是一種深受佛教影響的文化。佛教作為緬甸、柬埔寨和
寮國等東南亞國家的文化核心，千百年來它一直影響和參與了上述幾國社會、政治的發
展進程，引導它們的發展方向。
佛教在緬甸影響相當大，不只是寺廟佛塔多，宗教深入每個緬甸人心中，並影響著
思想、生活及文化。在生活方式的影響方面，緬甸人篤信佛教，一生都離不開佛法僧三
寶。他們相信佛的頓悟，相信現實世界變化無常，人生皆苦，而「苦」正是佛教對人世
所做的價值判斷。佛教的因果業報觀念在緬甸人思想上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他們承認現
世之苦是過去之因所致，因而能容忍現狀，逆來順受，消極遁世；另一方面，他們為了
求得來是不再受苦，他們又積極地尋求脫苦之道。
因此，緬甸人在佛教思想薰陶下，將自己的希望寄託在精神解脫上，而非對現實世
界一切物質追求以實現解脫，達到涅槃。在佛教世界觀的影響下，緬人產生思辨的人生
哲學，形成了雙重文化人格，他們一方面安於現狀、消極保守，另一方面為了改變命運
脫離苦海，又克己求善、樂於助人。緬甸人民族性格中的遁世思想固然消極，然而他們
為求得自我解脫而寬容大度、樂善好施的品德卻有利於社會的整合和道德規範的形成。
客觀上促進了整個緬人社會的健康發展。
依據蔡麗華老師所編寫的《輕鬆學緬甸語》教材8描述，緬甸男人一生必須出家一
次，出家次數不限，出家時間有長有短，看個人決定，一兩星期到幾個月都有，有的終
身當和尚。男孩到了 5~10 歲左右，家長就要準備出家儀式，對每個家庭都非常重要。
送孩子出家在緬甸事非常隆重又神聖的事，從決定出家日期開始看緬曆選好日子，
事關信仰，儀式非常隆重。小男孩出家當和尚，同時家裡有小女孩也要進廟行「扎耳朵」
禮。親人或同村莊的人們或學校、政府單位會聯合起來一同辦出家儀式。
出家須舉行剃度儀式，剃度儀式前一天會舉行盛大遊行儀式，正式剃度當天上午，
需在鼓樂伴奏下乘車至大金塔繞一圈，再進寺廟剃髮，穿袈裟，聽戒規，然後布施齋飯。
剃度後，一班在寺廟裡當一週~幾個月小沙彌後可還俗，有的皈依佛門成佛家弟子。

2.基督教
根據 Department of Population Ministry of Labour, Immigration and Population
MYANMAR9和 The World Factbook10的數據與資料顯示，基督徒佔緬甸 6.2％的人口，
信徒主要是克欽族、克倫族及歐亞人。緬甸全國基督徒約五分之四是新教信徒，其
8

蔡麗華，輕鬆學緬甸語，自編教材，頁 2-26。
Department of Population Ministry of Labour, Immigration and Population MYANMAR. The 2014 Myanmar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Census Report Volume 2-C. Department of Population Ministry of Labour,
Immigration and Population MYANMAR. July 2016: 12–15.
10
The World Factbook. Cia.gov.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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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是天主教會的信徒。基督徒是緬甸過去三十年來增長最快的宗教群體，雖然增長
差距已經接近一般人口，但他們仍然是增長最快的宗教群體。

3.印度教
按據 Donald M. Seekins (2006)11等的資料內容，印度教徒佔緬甸 0.5％的人口，
大多數緬甸印度教徒是印裔緬甸人。印度教和佛教在古代就傳至緬甸地區，若開山
（若開邦）是緬甸和印度之間重要的自然屏障，印度教和佛教向緬甸的傳播通過了
印度的曼尼普爾邦和海上貿易商進入緬甸。在蒲甘的城市建築中，印度教極大地影
響了英國殖民時代以前緬甸的王朝文化。在 19 世紀和 20 世紀，英國殖民政府引進
了 100 多萬信奉印度教的印度裔工人在種植和礦區中服務。英國殖民者還認為，
與印度移民相鄰的歐洲人居住區域為盜竊犯罪和襲擊提供了緩衝和一定程度的安全。
根據 1931 年的人口普查，仰光人口中的 55％是印度裔，大部分是印度教徒。[8]緬
甸獨立後，奈溫統治下的緬甸在 1963 年到 1967 年之間，採取了排外政策，驅逐了
30 萬名印度人（印度教徒和佛教徒）以及 10 萬名華人。現今印度教文化仍然在緬
甸有深遠影響，例如天帝（Thagyamin）的崇拜為起源於印度教的帝釋天，印度教也
豐富了緬甸的文學，其中包括從羅摩衍那改編的緬甸文學 Yama Zatdaw。許多印度
教神名同樣被許多緬甸人所崇拜，比如在考試前經常被崇拜的知識女神辯才天女。
在現代緬甸，大多數印度教徒都聚居在仰光和曼德勒。古代印度教寺廟則存在於緬
甸的其他地方，例如蒲甘有 11 世紀時建成的毘濕奴廟。

4.伊斯蘭教
根據 Department of Population Ministry of Labour, Immigration and Population
MYANMAR12的資料顯示，緬甸穆斯林主要是遜尼派，穆斯林佔緬甸 4.3％的人口。
在緬甸穆斯林社群中，印巴穆斯林（Indian Muslims），為英國殖民時代，來自北印
度和孟加拉一帶的南亞穆斯林移民後裔，主要居住在仰光。羅興亞人（Rohingya）
是在緬甸西部若開邦阿拉干地區的穆斯林，以羅興亞語為母語，大多集中在若開邦
的北部鄉鎮：貌奪，布帝洞，拉岱當，阿恰布，Sandway，通戈，Shokepro，Rashong
島和 Kyauktaw 等等。羅興亞人到目前為止，仍然不被緬甸政府承認，因此羅興亞
人不僅沒有緬甸公民的身份，更沒有官方認可的少數民族地位。另外還有潘泰人
（Panthay），是居住在緬甸境內的中國回族穆斯林及其後裔。馬來穆斯林
（Kawthaung）
，是來自馬來半島的穆斯林移民後裔。緬族（混血）穆斯林（Zerbadi），
為緬族混血穆斯林是南亞和中東穆斯林男性和緬甸女性之間的通婚形成的後代。卡
曼人(Kămeiñ 人/ Kămañ 人)，是緬甸若開邦一個穆斯林民族，他們的名稱來自波斯
11

Donald M. Seekins (2006),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Burma, ISBN 978-0810854765, pp. 216-220
Department of Population Ministry of Labour, Immigration and Population MYANMAR. The 2014 Myanmar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Census Report Volume 2-C. Department of Population Ministry of Labour,
Immigration and Population MYANMAR. July 2016: 12–15.
12
12

語，即弓。在宗教方面，卡曼人比羅興亞人還保守。大多數卡曼婦女不戴頭巾，因
為其中許多人從事農業工作。
人口（%）

宗教

1973

[1]

人口（%）
% 1983

[1]

人口（%）
% 2014[1]

佛教

88.8%

89.4%

87.9%

基督宗教

4.6%

4.9%

6.2%

伊斯蘭教

3.9%

3.9%

4.3%

印度教

0.4%

0.5%

0.5%

泛靈論（部落原始信仰） 2.2%

1.2%

0.8%

其他宗教

0.1%

0.1%

0.2%

無宗教

n/a

n/a

0.1%

（圖為緬甸宗教人口比例年度趨勢圖，擷自緬甸宗教維基百科）

（三）民族與宗教之關係
從上述緬甸人的宗教來看，除了佛教佔大宗之外，亦包含世界宗教中的另外兩個宗
教基督教與伊斯蘭教，還有印度教。在緬甸內的各個宗教中，存在著主要信奉該信仰的
緬甸族群，宗教深深影響著該族群的觀念與風俗習慣，甚至形成在緬甸國內的獨特文化
風貌，如緬甸地區的伊斯蘭教信徒，便有許多不同的族群背景脈絡，以下將緬甸各宗教
對應的緬甸地區族群整理於下表。
宗教

族群

備註

上座部佛教

緬族、撣族、若開人、孟族、克倫 僧人在緬甸具有崇高的社會
族和華裔、佐族。
（其中緬族和掸族 地位。
將佛教與泛靈論信仰相結合）

基督教

克欽族、克倫族及歐亞人

大多信奉基督新教，天主教佔
少數，基督教是增長最快的宗
教群體

印度教

印裔緬甸人

目前大多數印裔緬甸人是英
屬印度時代來到緬甸，直到一
九三七年緬甸印度分開管理
為止。

伊斯蘭教

印巴穆斯林（Indian Muslims）：

主要是遜尼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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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英國殖民時代，來自北印度和孟 羅興亞人到目前為止，仍然不
加拉一帶的南亞穆斯林移民後裔， 被緬甸政府承認，因此羅興亞
主要居住在仰光。
人不僅沒有緬甸公民的身
份，更沒有官方認可的少數民
羅興亞人（Rohingya）：
有自己的語言，羅興亞語，集中若 族地位。
開邦北部鄉鎮。
潘泰人（Panthay）：
中國回族穆斯林及後裔。
馬來穆斯林（Kawthaung）：
來自馬來半島的穆斯林移民後裔。
緬族（混血）穆斯林（Zerbadi）：
為緬族混血穆斯林是南亞和中東穆
斯林男性和緬甸女性之間的通婚形
成的後代。
卡曼人（Kămeiñ 人/ Kămañ 人)：
是緬甸若開邦一個穆斯林民族，他
們的名稱來自波斯語，即是弓。

（四）飲食
根據緬甸飲食維基百科13的數據，緬甸盛產稻米，人民以大米為主食。早餐常吃魚
湯麵、椰子麵、椰子粥、涼拌麵、涼拌米粉及用糯米、椰子、白糖做的各種各樣的糕點
小吃。緬甸人有「喝早茶」的習慣。人們在茶館裡喝奶茶，吃肉包子、油條及油餅，還
喜歡喝魚片湯、鴨肉粥等。緬甸人在飲食方面較為節儉。常以魚蝦醬、辣椒、煮豆、酸
菜葉湯佐飯。緬甸菜餚講究油、辣、香、鮮、酸、鹹。烹調方法多以炸、烤、炒、涼拌
為主。炸烤食物易於保存，涼拌不需加熱，又能祛暑。緬甸瀕海多河，魚蝦豐富，易捕
撈。在緬甸以魚蝦為原料製作的食品尤多。緬甸人喜歡將竹筍醃成酸筍，和其他蔬菜、
肉類混炒，味道鮮美。從飲食的面向可以初步了解些緬甸可運用的自然資源。

13

緬甸飲食。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7%AC%E7%94%B8%E9%A3%B2%E9%A3%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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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緬甸的歷史與政體

（一）歷史：
依照古小松(2015)14在東南亞文化一書對緬甸歷史的描述，古小松將東南亞的歷史
切成三個部分，分別是 1.古代、2.近代：從殖民地到各國獨立、3.當代，談及緬甸歷史
的部分，只涵蓋古代及近代前兩部分，古代可追朔至西元 200 年前的驃國至貢榜(雍籍
牙)王朝，近代則是描述英國殖民的過程到 1948 年國家獨立的發展。若從時序的縱軸來
區分，共可區分為史前、五王朝、英國殖民到國家獨立，若考量當代的歷史，在獨立後
又經歷了軍政府時期及緬甸聯邦共和國，然而今年 2 月 1 日緬甸軍政府聲稱議會選舉舞
弊，逮捕了翁山蘇姬與總統溫敏後，此政變使緬甸再度受到軍政府的統治。以下以圖呈
現緬甸歷史的脈絡發展。

史前
（驃
國）

歷史時期

蒲甘
王國
（84
9年–
1297
年）

東吁
王朝

後勃
固王
朝

（14
85
年–
1752
年）

（17
40
年–
1757
年）

貢榜
王朝
（17
52
年–
1885
年）

殖民
時期
（18
85年1948
年）

重要事蹟

獨立
時期

軍政
府時
期

緬甸
聯邦
共和
國

（19
48年1962
年）

（19
62年2010
年）

（20
10年現在）

優勢族

2021
年緬
甸政
變
（軍
政府
統治）

宗教

群
史前

１．緬甸的伊洛瓦底江邊的村莊已 驃人
有人類居住。
２．西元前 200 年驃人進入依洛瓦
底江的上游地區，並掌控中國
和印度之間的通商之路。

未知

蒲甘王國

１．是由阿努律陀國王（1044 年至 緬族人

上座部佛教

14

古小松(2015)。東南亞文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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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9 年–1297 年）

1077 年在位）於 1044 年建立， 蒙古人
為緬甸第一個統一的帝國，以
上座部佛教為國教。
２．1287 年蒙古統治者忽必烈率
領元朝軍隊大肆入侵（元緬戰
爭）而使得蒲甘王朝失去了獨
立性，不久後滅亡。

東吁王朝
１．興起時南方有孟族的白古王朝 緬族人
（1485 年–1752 年）
（或譯庇固、勃固）
，北方則有
撣族的阿瓦王朝，西方有阿臘
干王朝。

上座部佛教

２．勃固城於 1599 年被阿卡族佔
領而遷都阿瓦。
３．16 世紀末至 17 世紀初東吁王
朝與中國明朝爆發戰爭（明緬
戰爭）
，占領了原屬明朝雲南的
大片土地。
後勃固王朝
是 18 世紀中葉短暫存在的一個孟 孟族人
（1740 年–1757 年） 族政權，其統治地域位於下緬甸以
及上緬甸的部份地區。

上座部佛教

貢榜王朝
（英語：Konbaung Dynasty）為緬 緬族人
（1752 年–1885 年） 甸最後的王朝，為雍笈牙創立，因
此也稱為雍笈牙王朝。

上座部佛教

殖民時期

佛教、基督教

（1885 年-1948 年）

１．英屬緬甸，是大英帝國在中南 英國人
半島上的一個殖民地，存在於 日本人
1824 年至 1948 年。原先是英 (印度勞
屬印度的一部份，1937 年成為 工移入)
獨立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
戰期間被日本佔領，改為緬甸
國；直至 1948 年才正式獨立。
２．發生三次英緬戰爭，第三次
1886 年英國贏得戰爭，貢榜王
朝滅亡。
３．英國人興建與改善鐵路和道
路。此時，大量的印度移民湧
入導致勞工廉價，印度資本家
也進入緬甸，威脅緬甸經濟。
因此緬甸人開始產生對印度人
16

的仇視，以致在 1930 年爆發反
印度人的暴動。
４．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在
1942 年 5 月佔領緬甸，成立以
巴莫為首，名義上獨立的緬甸
執行政府。在日本支持下，反
對英國殖民政府、渴望獨立的
昂山將軍（又譯翁山）組織緬
甸獨立義勇軍，1942 年他率軍
與日軍一起參加了對英軍的戰
鬥，然後在日軍支持下宣布緬
甸從英國獨立。
５．1945 年日本投降後，宣布緬甸
獨立是有效的。戰後的緬甸仍
受英國控制，昂山則在 1947
年 7 月遇刺身亡。昂山的繼承
人德欽努（Thakin Nu）繼續領
導獨立運動，在英國議會 1948
年 1 月 4 日正式承認緬甸獨立
之後，於 1948 年初正式成立了
緬甸聯邦。
６．翁山被緬甸人民尊為國父，其
女為緬甸民主運動領導人翁山
蘇姬。
獨立時期
（1948 年-1962 年）

１．獨立後的緬甸，由於緬甸共產 未知
黨和其他政治派系的反抗，使
得國內紛爭不斷。在 1950 年就
發生大規模的內戰，連執政的
「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也
在 1958 年發生分裂。1960 年
緬甸舉行大選，由吳努重新取
得執政權。1960 年，中華人民
共和國與緬甸簽訂《中緬邊界
條約》。
２．第二次國共內戰後，中華民國
國軍之一支帶眷屬、情報員等
撤退入泰國北部與緬甸交界。
1950 年起，緬甸就持續攻擊這
17

政府和軍方都大
力支持上座部佛
教

支軍隊，並向國際控訴此軍隊
入侵緬甸國境。中華民國接回
一部分軍隊與眷屬，其他人則
進入泰國，後來稱為泰北孤
軍。
軍政府時期
（1962 年-2010 年）

1.

2.

1962 年，軍事將領奈溫將軍
客家人
（General Ne Win）發動政變並 緬族為
成立以軍事統治的政府，宣布 首
要使緬甸成為社會主義國家。
奈溫執政後，對內實行「緬甸

1962 年 3 月，吳
奈溫通過軍事政
變上台執政，成
立聯邦革命委員
會，取消佛教的

式社會主義」
，一度對主要工商
企業實行國有化。
1988 年，發起 8888 民主運動：
是 1988 年緬甸一場與軍政府
爭取民主的大規模民眾運動，
「8888」的名稱來自於 1988

國教地位。
上座部佛教

年 8 月 8 日的大示威。當時正
在仰光醫院照顧母親的翁山蘇
姬就在這時決定加入這場民主
運動。她在 8 月 26 日在仰光大
金寺向 50 萬民眾演講，表示支
持人民爭取民主和人權的鬥
爭。許多人在這場運動中喪

3.

生。民間多數的估計在三千至
一萬人之間。此外，還有許多
人失蹤和被捕。官方公布的傷
亡數字是 95 人死亡，240 人受
傷。
2007 年，發生緬甸反軍政府示
威，，亦稱第二次緬甸民主運
動、番紅花革命、袈裟革命。
緬甸當局對示威群眾武力鎮
壓，至少有 4 人死亡（當中有
2 個是為僧人）、100 人受傷。
大約 300 人被捕，而半數是僧
人。此革命引起多國關注，國
際中多國為此事件發言回應。
18

緬甸聯邦共和國
（2010 年-現在）

2010 年 10 月 21 日：緬甸國家和平 緬族人
與發展委員會頒布法令，正式啟用 口多
新憲法確定的新國旗和新國徽，並

上座部佛教

把國號由緬甸聯邦改為緬甸聯邦共
和國。長達 48 年的緬甸軍政府統治
時期告一段落，緬甸轉型成為了新
的民主國家。
2021 年緬甸政變
（軍政府統治）

2021 年 2 月 1 日：緬甸軍政府聲稱 緬族人
全國民主聯盟在 2020 年緬甸議會 口多
選舉中有舞弊行為，逮捕了領導人
翁山蘇姬以及總統溫敏和多位高

上座部佛教

層，並宣布為期一年的緊急狀態。
緬甸再度受到軍政府的統治。
(表內文字資料大部分來自維基百科中的緬甸歷史15)
從緬甸歷史的發展看來，從族群的角度來看，緬族人不但是緬甸地區人口分布最多
最廣的族群，也是各個朝代當中多佔優勢的族群，如緬甸的第一個封建王朝蒲甘王朝，
就是緬族人建立的，之後的執政時期長的統治民族也都是緬族人，如東吁王朝、貢榜王
朝都是，再者，軍政府時期大多數的高層都是緬族人。因此，緬甸雖然民族數量多達
135 族，但緬族人無論在殖民時期前，獨立之後的發展都占主要地位，相對的，其他少
數民族容易被忽視，甚至被遭迫害，如信奉伊斯蘭教的羅興亞人便是，羅興亞人之迫害
議題至今尚未解決。

15

緬甸歷史。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C%85%E7%94%B8%E5%8E%86%E5%8F%B2#%E6%AE%96%E6%B0%91%E
6%99%82%E6%9C%9F%EF%BC%881885%E5%B9%B4-1948%E5%B9%B4%EF%B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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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緬甸政府軍隊各大軍區示意圖，擷自李子平（2016）16。論緬甸果敢民族歷史、
禮俗與華人性。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僑教與海外華人研究組碩士論文)
由於緬甸自獨立之後，首先被軍政府因發動政變而統治將近 48 年，在緬甸經民主
改革後，於 2010 年結束緬甸軍政府統治時期，轉型為緬甸聯邦共和國後，又在今年 2
月 1 日發起軍政府的政變，由此看來，緬甸軍政府在緬甸的地位與權力，是非常有影響
力的，上圖為取自李子平17之緬甸政府軍隊各大軍區示意圖，可見軍政府的實力不容小
覷。綜合觀之，若仔細考量軍政府在緬甸的地位和實力，如何使緬甸的民主改革更加完
善平穩，是緬甸此國未來須漫長努力之發展方向。

（二）政體：
從古小松18對緬甸的政治體制描述看來，緬甸經獨立、軍事政變、國家恢復與國家
體制改革後，2011 年，實行民主選舉，屬總統共和制國家。然而，日前發起之軍事政
變，又使緬甸的政體未來走向產生不確定性。從緬甸人民對於這次軍政府政變所發起的
公民不合作運動 CDM 等一系列示威活動（或稱 2021 年緬甸反政變示威19）看來，多數
16

李子平（2016）。論緬甸果敢民族歷史、禮俗與華人性。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僑教與海外
華人研究組碩士論文。圖 28。
17
李子平（2016）。論緬甸果敢民族歷史、禮俗與華人性。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僑教與海外
華人研究組碩士論文。
18
古小松(2015)。東南亞文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
2021 年緬甸反政變示威。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21%E5%B9%B4%E7%B7%AC%E7%94%B8%E5%8F%8D%E6%94%BF%E8%AE%8
A%E7%A4%BA%E5%A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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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人民都對緬甸的民主發展抱持著高度的期許，對於敏昂來為首的軍政府態度是表達
強烈不滿情緒的，緬甸境內海外之無論宗教(佛教、穆斯林、基督教)、職業階層(雇主、
員工)、年齡、地區之人民，對於這次的示威行動大都擁有難能可貴的共識。

第三章

亞洲海外的緬甸人分布

從第二章對於緬甸國家的行政區、族群、宗教、飲食、歷史有所掌握之後，本章（第
三章）將從亞洲海外的緬甸人分布切入。關於何謂海外緬甸人？本研究將海外緬甸人定
義為，曾經或現今仍擁有緬甸國籍的緬甸人，基於如工作、逃難、依親或其他因素離開
緬甸境內居住的人。第三章先呈現至今已知的量化分布數據，即亞洲海外緬甸人分布數
據資料，從而觀察緬甸人在亞洲海外的分布區域，藉此剖析緬甸人移出的推拉關係，探
討緬甸的推力何在，移入地之所以吸引移民的拉力何在，移出的緬甸人屬哪些獨特身分，
移出的社會因素為何等問題方面進行探討回應與說明，下文將以泰國、馬來西亞、孟加
拉、巴基斯坦、印度、中國港澳台此幾國之移民現象進行說明論述與分析。

（一）海外緬甸人口分布圖表數據

（本圖為取自 Egreteau, R.20截至 2012 年呈現的亞洲海外緬甸人口分布圖）
2 月 22 日，緬甸爆發至今為止規模最大的抗議活動，網民在網上傳播現場圖片，稱之為「22222 起義」
。
20
Egreteau, R. (2012). Burma in diaspora: a preliminary research note on the politics of Burmese diasporic
communities in Asia.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31(2), 11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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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取自 Egreteau, R.截至 2012 年呈現的亞洲海外緬甸人口分布圖21，由上圖可
知，亞洲海外緬甸人主要分布在泰國及馬來西亞，其次是孟加拉及巴基斯坦，再者是印
度、中國與台灣。為何海外緬甸人口主要分布情況是如此呢?此問題我們會在下面依序
處理。接著來看截至 2015 年的歷年海外緬甸人口及性別比統計量表。

（表為為取自 Ndegwa, D. (2016)截至 2015 年的世界各洲海外緬甸人口的統計數據）
Ndegwa, D.22的研究主要是探究緬甸海外居民面臨的風險，此研究提供了相當豐碩
的研究數據，先從緬甸移民各州分布的數量表觀之，海外的緬甸人，以分布於亞洲為大
宗，其次是北美，第三是大洋洲，第四是歐洲、第五是非洲，最後是拉丁美洲。在亞洲
和北美地區移民人口數從 1990~2015 之間有大幅的提升，唯有非洲地區變化幅度較小。

（此表也是擷自 Ndegwa, D. (2016)截至 2010 年的海外緬甸人各國性別比）
此表也是採自 Ndegwa, D. (2016)的研究，此表是統計截至 2010 年的海外緬甸人各
國性別比，從此表可發現分布最多海外緬甸人口數的泰國與馬來西亞此兩國，在性別比

21

Egreteau, R. (2012). Burma in diaspora: a preliminary research note on the politics of Burmese diasporic
communities in Asia.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31(2), 115-147.
22
Ndegwa, D. (2016). Migrants from Myanmar and Risk Face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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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非常顯著的差異。泰國性別比相對平均，仍以男性居多，而馬來西亞的性別比差異
便相當大，男性人口數遠超過女性。其他國家地區也相對平均，唯有南韓性別比差異大，
甚至是比馬國更加明顯，南韓的緬甸居民男性移民數佔 97%，女性只佔 3%。

（此折線圖是採自 Ndegwa, D. (2016)截至 2015 年的歷年海外緬甸人口變化圖）
此折線圖是採自 Ndegwa, D. (2016)截至 2015 年的歷年海外緬甸人口變化圖，隨著
時代的變遷與對境外移民逐漸開放之趨勢，海外緬甸移民人口數不斷攀升，總體而言，
緬甸海外移民中，男性移民數均略高於女性移民數。
有了以上的豐碩研究數據後，下面將會根據亞洲海外緬甸居民各國分布情形，根據
現有之資料，進行個別的論述、背景說明和移民現象分析。

（二）泰國緬甸人
根據 Egreteau, R.23的研究顯示，鄰國泰國絕大部分佔據了生活在國外的緬甸人口數。
逃離內戰的少數民族難民，持不同政見的流亡政見者，經濟移民或學生，都可以在那裡
找到一個直接的庇護所。而緬甸的另外兩個大鄰國，印度和中國，都是緬甸的鄰國。然
而，中國提供較多不利的地理環境或不太開放的流亡政體，因此泰國的緬甸人相對容易
進入外地，因此受到了國際非政府組織、聯合國機構和學術界的大量關注。在 2012 年
初，仍有大約 146,000 名 「正式」難民(難民專員辦事處 n.y.a)。他們大多是克倫族人

23

Egreteau, R. (2012). Burma in diaspora: a preliminary research note on the politics of Burmese diasporic
communities in Asia.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31(2), 11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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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ens）和克倫尼族人（Karennis）
，以及社群規模較小的緬族（Burman）
、猛族（Mon）、
掸族（Shan）、阿卡族（Akha）和若開邦難民，自 1984 年在泰國境內建立第一個難民
營以來，他們的困境已被詳細記錄在案（South 2008：82）。
但這一數字掩蓋了絕大多數緬甸移民的事實，他們已經逃離了緬甸經濟嚴峻，要到
泰國找工作和更好的資源。據估計，在過去二十年裡，有 150 萬至 200 萬緬甸人進入泰
國。廉價、移動和靈活的經濟，在蓬勃發展的泰國，他們也成功地動員了各種不同的力
量。特別是在清邁、湄索和曼谷，其中一些取得了成功，有些就沒有如此成功。
自 20 世紀 90 年代初，泰緬邊境為緬甸移民提供了些新的機會，如就業網路、政治
支援以及接受教育和賺錢寄回緬甸家鄉的機會，這是最蓬勃發展的緬甸邊境地區，是一
個跨國連通性增強的地方，很好地解決了許多問題。近代學術界對其進行了研究，並對
基督教社區和撣族進行了新的關注。
影響因素
緬甸移地推力

緬甸經濟嚴峻、政治迫害、生活資源缺乏

泰國移地拉力

找工作
更好的資源
難民庇護
提供就業網路、政治支援以及接受教育和賺錢寄回緬甸家鄉的機會
地域

特殊身分

逃離內戰的少數民族難民持不同政見的流亡政見者
經濟移民或學生

族群

克倫族人（Karens）和克倫尼族人（Karennis），以及社群規模較
小的緬族（Burman）、猛族（Mon）、掸族（Shan）、阿卡族（Akha）
和若開邦難民

地域

清邁、湄索和曼谷

移民型態或特色

泰國相對其他國家對邊境族群做法上較包容和緩。

移民因素

邊境難民因素、政治流亡因素、經濟就業因素、求學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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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馬來西亞緬甸人
按 Egreteau, R.24的描述，馬來西亞是緬甸移民的第二大接收國。但是對此仍缺乏學
術研究。根據傳統估計，今天有一半的緬甸人居住在那裡，其中大多數移民已經從 1990
年代初以來，一直通過泰國。四個當地非政府組織建議他們形成大量廉價勞動力，特別
是在馬來西亞半島。2012 年 6 月，大約有 91,400 名來自緬甸尋求的庇護者，在吉隆玻
的聯合國機構登記，其中包括約 34,000 名欽族人，24,000 羅興亞人和 3,300 克欽族人
（UNHCR ny b）
。最常住在吉隆坡郊外或搬到金馬崙高原，尤其是欽族。作為馬來西亞
當局尚未簽署 1951 年的《難民公約》
，該國主要作為前往澳大利亞或北美的大多數尋求
庇護者的中轉站。自 1990 年代以來，國際社會一直高度關注關於滯留在馬來西亞的緬
甸羅興亞人。
影響因素
緬甸移地推力

緬甸經濟嚴峻、政治壓迫、生活資源缺乏

馬來西亞移地拉力

非政府組織、國際聯合國機構力量
難民庇護
提供廉價勞動工作
更好的資源
作為前往澳大利亞或北美的大多數尋求庇護者的中轉站
地域

特殊身分

逃離內戰的少數民族難民持不同政見的流亡政見者
經濟移民或學生

族群

34,000 名欽族人，24,000 羅興亞人和 3,300 克欽族人

地域

最常住在吉隆坡郊外或搬到金馬崙高原

移民型態或特色

馬來西亞受國際關注，許多國際組織協助與政府立場與作法
明顯地傾向庇護羅亞興族人。

移民因素

邊境難民因素、經濟就業因素、移民跳板因素

（四）孟加拉緬甸人
根據 Egreteau, R.的研究發現，自 1990 年代初以來，學術界、媒體和 NGO 非政府
組織定期對其進行報導，並圈出了 200,000 至 300,000 緬甸羅興亞人一直居住在孟加拉
東南部的難民營、貧民窟或偏僻村莊。在吉大港（Chittagong）
、考克的巴紮爾（Cox’s Bazar）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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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特克納夫（Teknaf）等繁華城鎮周圍都能看到它他們的身影，毗鄰他們的 「家園」，
主要包括：在緬甸北部阿拉干邦（若開邦）區的 Buthidaung 和 Maungdaw 鎮（以及
Rathedaung 和 Sittwe，在某种程度上）
。這些流動人口經常性的跨境非法移民使得對他
們的數量進行任何徹底的評估變得相當困難。大多數人是為了躲避緬甸當局的歧視和與
當地以佛教徒為主的若開邦社會疏遠，或者僅僅是為了躲避緬甸當局的歧視，或純粹尋
找勞動機會。
在 2012 年 1 月，將近３萬名羅興亞人在難民署的保護下正式在孟加拉國註冊為難
民，大多數人住在庫圖帕隆和納亞帕拉難民營。這是 1991-1992 年最後一次逃亡後仍然
存在的最後兩個難民營。他們作為無國籍的穆斯林少數群體所處的困境已得到充分的記
錄。他們仍然是緬甸和孟加拉(1971 年以前的東巴基斯坦)政府之間的一個嚴重爭論點。
事實上，還得加上幾千名若開族佛教難民。在吉大港和達卡，流亡中的若開族精英階層
已經崛起，並積極參與以若開族人口為重點的民主活動、新聞報導和社會工作。這些村
莊既收容了老移民，也收容了若開族和佛教信仰的新移民──如今總共有幾千人。
影響因素
緬甸移地推力

躲避緬甸當局的歧視和與當地以佛教徒為主的若開邦社會疏遠、
生活不安定、尋找勞動機會

孟加拉移地拉力

學術界、媒體和 NGO 非政府組織、難民署力量
難民庇護
提供勞動機會
地域

特殊身分

200,000 至 300,000 緬甸羅興亞人(穆斯林)、佛教難民

族群

穆斯林少數群體緬甸羅興亞人、幾千名若開族佛教難
民、若開族人

地域

孟加拉東南部的難民營、貧民窟或偏僻村莊。
吉大港（Chittagong）
、考克的巴紮爾（Cox’s Bazar）和
特克納夫（Teknaf）、達卡等
庫圖帕隆和納亞帕拉難民營

移民型態或特色

學術界、媒體和 NGO 非政府組織定期對其進行報導，
提供移民難民安定生活，庇護羅亞興族人。

移民因素

邊境難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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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巴基斯坦緬甸人
依照 Egreteau, R.25的研究敘述，據稱，約有 30 萬名原籍為緬甸的移民，他們在緬
甸生活和工作。散佈在巴基斯坦南部，主要是在港口城市卡拉奇(Hasan)。他們當中的
大多數是羅興亞人，或者是孟加拉與緬甸混血兒。東巴基斯坦於 2010 年垮台，進入(前
西)巴基斯坦的移民增加。1971 年，新成立的孟加拉當局推動全球其東南部領土上講烏
爾都語，講緬甸語的人口便因此向(前西)巴基斯坦遷移。羅興亞人被迫遷徙是一個重要
原因。在該社區大規模外逃緬甸後，加速了該社區的發展，約於 1978 年和 1991 年發生。
在 1990 年代中期，據說僅在卡拉奇（Karachi）就有 20 萬羅興亞人和「緬甸孟加拉人」。
今天，他們居住在其南部郊區，特別是在 Korangi 城市地區及其居住區 Barmiz(烏爾都
語「緬甸人」)殖民地和阿坎巴德，或「阿拉干城」(班納吉語「阿拉干」)。然而，沒有
任何權威性的研究報告記錄了這一問題的發展軌跡。除了偶爾的非政府組織或新聞報導
外，這些巴基斯坦境內的緬甸裔移民都是在巴基斯坦的。
影響因素
緬甸、孟加拉移地推力

烏爾都語語言政策、羅興亞人被迫遷徙、

巴基斯坦移地拉力

學術界、媒體和 NGO 非政府組織、難民署力量
難民庇護
提供勞動機會
地域

特殊身分

約有 30 萬名原籍為緬甸的移民，他們在緬甸生活和工作
在卡拉奇（Karachi）就有 20 萬羅興亞人和「緬甸孟加拉人」

族群

羅興亞人，或者是孟加拉與緬甸混血兒

地域

散佈在巴基斯坦南部，主要是在港口城市卡拉奇(Hasan)和
其居住區 Barmiz(烏爾都語「緬甸人」)殖民地和阿坎巴德，
或「阿拉干城」(班納吉語 「阿拉干」)

移民型態或特色

社區規模移動、受媒體和 NGO 非政府組織關注與定期對其
進行報導
受語言政策影響遷移、難民被迫遷徙

移民因素

25

邊境難民因素、語言政策因素、宗教因素

Egreteau, R. (2012). Burma in diaspora: a preliminary research note on the politics of Burmese diasporic
communities in Asia.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31(2), 115-147.
27

（六）印度緬甸人
依照 Egreteau, R.26的研究敘述，印度與緬甸接壤的邊境線相鄰，長達 1,643 公里。
印度似乎是緬甸持不同政見者的一個合理目的地，因為在印度，緬甸人的生活方式都在
1988 年之後發生了變化。由於緬甸社區間的暴力、政治的不穩定和東北地區的發展失
敗，印度吸引的緬甸流亡者比泰國要少得多，包含阿魯納恰爾邦的未登記克欽族移民和
米左拉姆邦的欽族移民。
截至 2011 年，估计有 70,000 至 80,000 名缅甸人生活在印度的土地上。其中絕大部
分是基督教中國人。也有一些緬甸人、克欽人和若開人，他們聚集在新德里西南郊區、
東北的加爾各答以及瓦拉納西（薩爾納特）和菩提伽耶等特定印度佛教場所周圍。只有
少數幾個邊緣性但卻很活躍的緬甸民主組織在那裡紮下了根，特別是在受歡迎的丁瑞博
士（Dr. Tint Swe）的指導下。
丁瑞博士是一位來自曼德勒的醫生，也是自 1990 年以來流亡印度的緬甸政府代表。
1951 年《難民公約》
，只「容忍」難民在其領土上，鼓勵他們到其他地方重新定居。2011
年，聯合國難民署在其網站上發佈了《2011 年聯合國難民事務報告》
。新德里只承認了
11,500 名緬甸尋求庇護者和難民，並正在協助他們到西部重新定居。
影響因素
緬甸移地推力

政治分歧迫害、暴力、政治不穩定、流亡、東北地區的發展失
敗

印度移地拉力

位於鄰國邊境長、避開政治迫害、提供相對穩定生活環境、受
丁瑞博士影響、提供緬甸民主組織生存環境、容忍難民於印度
領土
地域

特殊身分

政治人物丁瑞博士、基督教華人、一些緬人、克欽人和若開人

族群

阿魯納恰爾邦的未登記克欽族移民和米左拉姆邦的欽族移
民、緬人和若開人

地域

阿魯納恰爾邦、米左拉姆邦、新德里西南郊區、東北的加爾各
答以及瓦拉納西（薩爾納特）和菩提伽耶等特定印度佛教場所
周圍

移民型態或特色

不如泰國、馬來西亞重視難民庇護、政治移民因素明顯

移民因素

政治因素、宗教因素、邊境難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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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國港澳台與緬甸人

1.中國
依照 Egreteau, R.27的研究敘述，中緬邊境地區緬甸移民的情況很複雜。雲南仍然是
中國民族最多樣化的省份之一，那裡居住著眾多的部落和少數民族，他們有著共同的身
份認同，但很少有民族名稱如克欽族和景頗族、中撣族（緬甸語為 shan tayoke）、果敢
族和佤族（Smith 1999: 38-39）。據估計，近年來有 35,000 至 40,000 名緬甸人（主要
是緬甸人、 撣族、帕隆族、克欽族和穆斯林）從緬甸北部遷移到雲南德宏州。大多數
緬甸移民做起了寶石、玉石生意，開起了雜貨店。在瑞麗邊境檢查站周圍，以及介休和
保山鎮。
關於從緬甸北部遷移到雲南的背景，根據劉婓玟（2016）28的敘述，在宋、元之際，
蒙古人為了對抗宋人，繞道取徑西南，帶入大量回民入駐雲南；明清的開闢西南和改土
歸流更引入大量漢移民入滇。這些在雲南的漢人和回民，自十六世紀以來便跨越邊界進
入緬甸，進行貿易和採礦等活動。在中緬邊境崇山峻嶺的地理環境中經商，既需仰賴騾、
馬輸送貨物，也需有自衛能力以防山賊打劫，因之有了商隊組織，商隊又吸引了農民在
農暇時前來充當馬夫、搬工以賺取外快，商團行旅也因之成了雲南經濟的一環，當中有
些人甚且移民緬甸。1949 年中國共產黨取得大陸政權後，再有一部份雲南人逃難 緬甸
山區成為非法移民。緬甸的撣邦、克欽邦一帶，叢林密布，道路崎嶇，交通閉塞， 政
府主權鞭長莫及，提供了「逃難」絕佳的地理條件。這些移民有些是國民黨的殘餘部 隊，
有些是跟隨或接受國民軍隊保護，以避免緬軍攻擊的難民。隨後，國民黨軍隊及隨 行
的平民且轉進泰北。為求營生，這些軍民夾雜的移民或難民，也以商隊行旅的方式進 行
貿易（包括走私違禁品）
。1988 年緬甸政權更迭，帶入市場經濟，雲南移民在泰緬邊 境
的經濟活動也隨之多元。
從上述的中緬邊境少數民族，其中有一獨特之族群在緬甸被稱為果敢族，又稱果敢
華人，是自明朝起世居果敢地區的漢族後裔「不完全統計」，被劃分為緬甸官方認可的
少數民族之一。果敢地區的文化傳統和語言風俗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雲南省鎮康地區基本
一樣，並且果敢地區通用漢語西南官話。果敢族雖然在緬甸有少數民族的身份，但其也
一直受到緬甸政府的壓制，果敢族在緬甸為法定的原住民族，果敢民族的定義不是基於
民族或歷史的學術定義，而是基於政治定義的，他們具有緬甸法定原住民政治的權力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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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取自關鍵評論網）
而在從緬甸北部遷移到雲南德宏州的 35,000 至 40,000 名緬甸人當中，據說約有
3000 至 5000 人是緬甸穆斯林，包括 1000 名羅興亞人。也有少數人居住在更西邊的雲
南東南部的西雙版納。他們以雲南為跨國中心，發展了不斷擴大的跨境商業網絡，尤其
是緬甸寶石和玉石貿易（Egreteau，2012 年30）。

2.港澳台

(1)香港
至於在港澳台的緬甸移民中，從香港來看，香港並沒有一個明顯的緬甸社區。儘管.
香港是緬甸最大的商業夥伴之一，但只有少數緬甸商人和克欽商人（尤其是從事寶石貿
易的商人或緬甸人）和學生才會到香港，最終在那裡永久居住。
影響因素
緬甸移地推力

政治不穩定、生活、工作、教育資源缺乏

香港移地拉力

商業發展蓬勃、工作機會多、生活資源豐碩、教育資源多
地域

特殊身分
30

少數緬甸商人和克欽商人（尤其是從事寶石貿易的商人或緬甸

Egreteau, R. (2012). Burma in diaspora: a preliminary research note on the politics of Burmese diasporic
communities in Asia.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31(2), 115-147.
30

人）和學生
族群

克欽族商人、緬甸華人

地域

沒有一個明顯的緬甸社區

移民型態或特色

經濟移民、教育移民

移民因素

經濟就業因素、求學因素

(2)澳門
從澳門來看，在葡萄牙人的控制下，澳門在 1960 年代末，迎來了幾波逃離緬甸的
華人回流者，其中大部分是在 1967 年中緬危機後回流的，大部分原因是由於緬甸排華
事件的發生，他們在澳門半島北區的羅敦達（Rotunda de Carlos da Maia）開設了餐館和
雜貨店，也被稱為「三盞燈」，形成獨特的緬甸華僑地景，在三盞燈特區在這數十年發
展和政府政策的推展下，緬華逐漸在特區形成「澳門緬華飲食」和澳門緬華撥水節的節
慶文化地景31。據報導，在澳門的緬甸新移民是家庭傭工和澳門蓬勃發展的賭場和酒店
業的雇員，至今尚無相關研究。
影響因素
緬甸移地推力

排華事件層出不窮

澳門移地拉力

華人社會、西化環境(葡萄牙統治)、經濟發展蓬勃、工作機會
多、生活資源多
地域

特殊身分

家庭傭工、餐飲雜貨業者、賭場和酒店業的雇員

族群

緬甸華人

地域

澳門半島北區的羅敦達（Rotunda de Carlos da Maia）開設了餐
館和雜貨店，也被稱為「三盞燈」，形成獨特的緬甸華僑地景

移民型態或特色

經濟移民、教育移民

移民因素

排華因素

(3)台灣
若從台灣來看，根據緬甸華僑史(李子平，2016)32與探索緬甸街官方網站33的資料，
泰緬孤軍最初是指於 1949 年的國共內戰中，由中國雲南退入緬甸北境的國軍。由於泰
31

吳潔冰（2013）。澳門緬甸華僑文化地景的形成與轉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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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孤軍在國際間之爭議，以及柏楊出版《異域》一書之影響，台灣社會大部分視 1953
年和 1961 年前後兩次撤退來台的滇緬游擊部隊軍民為緬甸華僑集體流亡的寫照，從
1950 年代始，先前撤退到滇緬邊境打游擊戰的國民黨孤軍遷移來台，聚居在台灣北部
的桃園龍岡與中部的南投清境等地。1962 年尼溫的軍政府上任，緬甸境內隊外僑訂定
許多限制政策，包含關閉華文學校、將企業收歸國營，也在緬甸停止緬幣大鈔使用，再
加任 1967 年發生多起排華事件，許多緬甸華人移民台灣，大部分聚居在台灣首都台北
市郊區的新北中和市，位在臺北東南的新北中和的南勢角，至今，約有 3 萬至 5 萬名緬
甸華僑，特別是在華新街這裡居住。臺灣當地人又稱為「緬甸街」，歡迎每年遷徙到臺
北的緬甸新移民來回。通常是在臺灣受訓的短期學生或商人，並試圖發展跨國的商業網
絡（到目前為止是有利的發展）。
影響因素
緬甸移地推力

1962 年尼溫的軍政府上任，緬甸境內隊外僑訂定許多限制政策，
包含關閉華文學校、將企業收歸國營，也在緬甸停止緬幣大鈔使
用，再加任 1967 年發生多起排華事件

台灣移地拉力

華人社群、故鄉、生活安定、民主自由、資源多元豐富、就業機
會
地域

特殊身分

滇緬邊境打游擊戰的國民黨孤軍其家人
臺灣受訓的短期學生或商人

族群

緬甸華僑

地域

桃園龍岡與中部的南投清境
台灣首都台北市郊區的新北中和市，位在臺北東南的新北中和的
南勢角

移民型態或特色

中國政治因素以及後來的緬甸軍政府政治因素產生的遷移現象

移民因素

政治因素、排華因素、經濟因素、教育因素

以上分析比較了泰國、馬來西亞、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度、中國港澳台的海外緬
甸人移地之關係，發現緬甸人移出較獨特的身分類群，是羅興亞難民、位於緬甸邊境的
緬甸華人和緬甸孟加拉人混血兒。收留羅興亞難民的國家包含泰國、馬來西亞、孟加拉、
巴基斯坦和印度（印度是容忍難民），而東亞（中國港澳台）則沒有明顯的難民移入案
例，羅興亞人由於宗教、地理位置、歷史背景等因緣際會下，成為在緬甸境內被迫害的
族群，在移民的形態上，廣受國際組織、媒體、學術界注意，有趣的是，可以看見各國
對於緬甸難民移入的不同態度，泰國和馬來西亞對難民的態度是相較之下最包容與重視
的，其次是孟加拉與巴基斯坦，而印度是緬甸的最大鄰國，雖然也收留了些難民，但是
33

探索緬甸街| Mingalar Par 緬甸街。https://www.mp-taipei.com/explore
32

對於難民的包容度卻遠不如上述幾國。至於緬甸孟加拉混血兒的形成，主要與難民的移
出因素有關，此因素間接使緬孟兩國頻繁接觸。而巴基斯坦之所以存在緬孟混血兒，與
烏爾都語言政策造成的移地現象也有相當大的關連。接著是東亞的緬甸華人移民，從本
研究可發現澳洲的三盞燈特區與台灣的中和華新街、龍崗區、南投清境都有緬甸華人的
蹤影，雖為華人，由於受到緬甸文化與成長認同因素影響，在這些地區都保留了或多或
少的緬甸飲食、宗教、節慶、語言等文化。澳門結合政府政策，使三盞燈緬華特區在觀
光休憩的發展非常活絡，至於台灣也逐步朝向觀光與教育的方向發展。然而，這些滇緬
國軍的背景知識對台灣人而言並不普遍，知曉的人並不多，因此如何使人們對移民文化
的認知素養更加普及，將些注意力放在多元文化與移民議題上，是各國未來努力之方向。
總的來說，各國的移民型態和移民的身分都各不相同，可以說海外緬甸居民的移民型態
是相當多樣的。

六、結論
回到本研究的主要三項研究問題，（一）緬甸有哪些民族文化型態？（二）緬甸的
歷史背景為何？（三）海外有多少緬甸人移居？針對第一個問題，緬甸的民族共有 135
族，族群的文化型態與宗教、族群數量分布有直接關係，緬族是緬甸族群中比例最廣人
口數最多的族群，緬族、掸族、若開族、孟族、克倫族等信奉上座部佛教為主，克欽族、
克倫族與歐亞人信奉基督教，印裔緬甸人信奉印度教，印巴穆斯林、潘泰人、馬來穆斯
林、緬族混血穆斯林、卡曼人和羅興亞人是信奉伊斯蘭教的，雖然緬甸境內信奉的宗教
多樣，但是近乎 9 成都信奉佛教，佛教在緬甸是國教，僧侶在緬甸社會中扮演崇高的社
會地位。
對於研究問題二，關於緬甸的歷史背景，從縱軸來看，緬甸共經歷了 4~5 個王朝時
期、一個英國殖民時期(包含日本統治)、獨立時期、軍政府統治及民主聯邦共和，近期
因發生 2021 年 2 月 1 日發起的軍政府政變及抗議示威行動，使目前的政治局勢陷入不
穩定之發展。從王朝時期開始，王朝時期大部分的統治者為緬族人，因此緬族人在緬甸
無論是歷史、政治、數量、地理分布上，可明顯看出是緬甸全國佔最大優勢的主要族群；
從殖民歷史來看，英國人的統治使基督宗教進入了緬甸社會，也使部分印度勞工移入，
但仍不影響佛教在緬甸人民心中的地位，而殖民時代最大的影響是激起獨立運動的思想
革命，二戰時期翁山國父團結了緬甸各地區的人們，共同朝向緬甸獨立邁進。緬甸獨立
後，軍政府的勢力逐漸龐大，1962 年軍政府統治了整個緬甸，在軍政府的統治下，民
主運動也漸漸醞釀成形，經歷漫長的民主改革運動，2010 年緬甸終於成立「緬甸聯邦
共和國」。然而好景不常，今年軍政府發起令人意想不到的政變行動，使緬甸的局勢又
陷入了黑暗，可見緬甸的生活環境離國家平穩安定，仍有段漫長的時間需努力與等待，
但在普遍緬甸人的觀念與思想上，對民主改革，對翁山蘇姬的敬重(民主的象徵)，都抱
有高度的期待和共識，等待著國家在政治法律體制上完全朝向民主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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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研究問題三，根據 Ndegwa, D.34的統計資料，截至 2015 年，海外的緬甸人共
有 2,881,797 人，從個別的國家移民情形，可以發現從泰國、馬來西亞、孟加拉、巴基
斯坦、印度、中國港澳台各國海外緬甸居民遷移的原因，包含政治因素、經濟因素、教
育因素、難民因素、語言政策因素、歷史因素等，移民的身分和族群，各國對移民的態
度與認知都不盡相同，且各具特色，因此各國的海外緬甸人之移民現象，都是很好的研
究題材，特別是港澳台的緬甸華人研究的數量仍明顯單薄，若日後能從第一手資料著手
研究蒐集，相信會是很好的移民研究議題之開發。
對於今年緬甸政變的政治發展，相信這件事即將形成日後幾批移民移出現象，在移
民數量的統計上，會成為明顯變化的轉折點，此角度有待日後移民研究者在學術方面更
多的發掘、精進，實踐對於緬甸地區的實質人道關懷與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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