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民生產總值
（以巿場滙率計算）

國民生產總值
（以購買力平價滙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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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世界經濟排名

2.請先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C：各國移民條件舉隅

a. 參考資料，你對中國人移民海外有甚麼看法？解釋你的
答案。

b. 參考資料C，你認為哪一個國家的移民條件比較吸引
你？試指出並加以解釋。

莊達成曾任通識教育科專業發展學會會長。曾任教高補通識教
育科，現任教高中和初中通識教育科。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通識

教育科課程發展與教學文學碩士。編著《如何做好通識教育科獨立專題探究》一書。

隨着中國國力日益增強，中國人移民海外已成為一種新趨勢。

中國人傳統熱門的移民國家，如新西蘭、新加坡等也陸續收緊移

民政策。同時，英國、希臘和澳洲等國家卻開始放寬移民政策，並制定各項新政

策吸引中國移民，為當地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另外，中方正努力聯合多國建立

「去美國化」的新多邊機構，冀望亞洲地區的發展能接受平等、包容的安全觀，

對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採取零容忍態度，各國也能尊重彼此領土完

整、主權獨立、互不干涉內政。

■莊達成 匯知中學通識教育科科主任、通識教育科專業發展學會會員

作者簡介

1.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
中國人移民的四大主因

資料B：有關中國人移民英國報道
從近年趨勢來看，英國正成為中國富人移民最愛

的地方。英國投資移民的申請周期快，從遞交申請
到最後拿到居住簽證只要3個月的時間；持英國護
照幾乎世界通行，可在歐盟成員國自由工作和生
活。2013年中國人投資英國獲簽證人數增加了八
成；目前英國有10萬中國留學生。有相當一部分
中國富人選擇移民英國，就是看中了它的教育：不
僅擁有牛津、劍橋等一流學府，而且英式英語也被
認為是最好聽的「上流社會口音」。有媒體形容，
英國政府為中國富人量身訂做的移民政策特別適合
中國一些富人的思維：永恆的房產、永久居留、良
好的教育、清新的空氣、穩定的制度和乾淨的食品
等。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資料B：
「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簡介

資料C：中國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 a. 「世界各國的合作，將有利於根治國際極端
勢力的蔓延。」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說
法？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
案。

b. 你認為中國現時可以透過什麼方式來維護亞洲地區的穩
定？解釋你的答案。

資料B：中美所推動的自貿協定

a. 「在經濟方面，發展中國家已在
全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你是
否同意這說法？參考資料，解釋
你的答案。

b. 「中國和美國在經濟層面的對壘遠甚於政治層
面。」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說法？參考資料，
解釋你的答案。

■■一家公司工作人員在展會上向前來諮詢的人介一家公司工作人員在展會上向前來諮詢的人介
紹海外購房的詳細情況紹海外購房的詳細情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A28 文匯教育通識博客 ■責任編輯：李 慧 ■版面設計：邱少聰 2015年1月20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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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A：習近平的「亞洲安全觀」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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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資 移 民 （Investor
Migrant）：指概念鏈接：申
請者按要求將資金投資到目標
國家批准之投資項目，促進當
地經濟發展，來取得該地之永
久居留權或國籍。2015年施政
報告提出暫停投資移民計劃，

行政長官梁振英指政策要有取有捨，香港要爭取
人才，而非錢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1. 《叫停投資移民 港年失 300 億》，香港文匯報，
2015-01-15， http://paper.wenweipo.com/2015/01/15/
FI1501150023.htm

2. 《中國富人自曝：我為甚麼選擇移民？》，21世紀網，
2014-02-20， http://jingji.21cbh.com/2014/2-20/
4NMDA2NjFfMTA3MTE4Ng.html

3. 《中韓自貿協定將促中小企交流》，香港文匯報，2014-12-10，http://paper.
wenweipo.com/2014/12/10/CH1412100015.htm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近年，中國加快與周邊國家談判建立自貿區，以抗衡美國的經濟圍堵。有專家認
為，中美博弈的領域已從政治、軍事延伸至經濟領域，諸如：中國與區內多國談判的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希望可在2015年達成協議，以實現亞太地區貿易
投資利益最大化。此外，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接受世貿規則規管後，經濟發展沒有放
慢，有觀察人士指出，面對美國的全面圍堵，中國必須採取「兩手抓」的周邊外交戰
略，加以抗衡，即以戰略安全的協調為主導，以經濟社會融合為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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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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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在世界戰略全局中的地位不斷提升，要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不能停留在
冷戰思維、零和博弈的舊時代。
．安全是平等的，各國都有平等參與地區安全事務的權利，任何國家都不應該謀
求壟斷地區安全事務，侵害其他國家正當權益。
．安全是普遍的，不能一個國家安全而其他國家不安全，不能部分國家安全而另
一部分國家不安全，更不能犧牲別國安全謀求自身所謂的「絕對安全」。
．安全是包容的，應恪守尊重主權獨立、領土完整、互不干涉內政等國際關係基
本準則。強化針對第三方的軍事同盟，不利於維護地區共同安全。
．要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反對動輒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反對以一己
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反對以鄰為壑、損人利己。
．亞洲事情，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亞洲的安全，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維
護。對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這3股勢力，必須採取零容忍的態度。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1992年由哈薩克斯坦總統倡議建立的安
全論壇，宗旨是通過制定多邊信任措施，
促進亞洲和平、安全和穩定。會議目前共
有 24 個成員國，包括中國、俄羅斯、印
度、巴勒斯坦、土耳其、泰國、韓國和越
南等，會議主席由各成員國輪任。此組織
的其中一個特點是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
均不是成員國，美日目前只以觀察員身份
參加會議。有外交界人士認為，這是一個
不依賴美國的亞太安保體制，目的就是要
抗衡美國的霸權。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中國宣布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今後進入
防空識別區飛行的航空器，必須向中國外交
部或民用航空局通報飛行計劃。官方明言會
對不配合識別或者拒不服從指令的航空器，
中國武裝力量將採取防禦性緊急處置措施。
而國際航班在東海防空識別區內的正常飛行
活動，則不會受到任何影響。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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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移民國人移民

建立經貿建立經貿

新趨勢新趨勢

新秩序新秩序
國力強盛

中國推動談判的自貿協定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涵蓋中國、日本、韓國、
澳洲、新西蘭、印度，以及東盟的汶萊、印尼、柬埔寨、
老撾、緬甸、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及越南，
共16國35億人口，國民生產總值總和達23萬億美元，佔
全球總量三分一。爭取2015年完成談判。
．亞太自由貿易區：中國總理李克強日前提出考慮啟動亞
太自由貿易區可行性研究，以實現地區貿易投資利益最大
化，但中國未說明具體內涵。
．中國─韓國自由貿易協定：爭取2014年完成談判並簽
署；協議將促進兩國高新科技產品貿易，有助中國產業提
升。
．中國─澳洲自由貿易協定：中國爭取2014年內有突
破。澳洲礦產和農業資源豐富。
美國推動談判的自貿協定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前身是2005年由新西蘭、新加
坡、智利和汶萊組建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
定」，美國2009年加入談判後「反客為主」，邀請日本、
越南、馬來西亞、加拿大、澳洲、秘魯、墨西哥等國共
商，令談判國達12個；其經濟總量佔全球40%，貿易總量
佔三分一，據稱有關談判工作已完成90%。有指跨太平洋
夥伴關係協定在開放巿場等方面門檻相當高，中國進入有
困難；截至目前，中國仍被拒諸談判桌外。
．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協定：美國與歐盟2013年
中正式啟動談判，爭取在一年半至兩年時間內完成並簽
署。協定涵蓋進一步開放巿場、處理非關稅壁壘問題、促
進服務貿易巿場准入等。由於美國和歐盟的國民生產總值
總額，合共佔全球一半，人口超過8億，將成為史上最大
的自由貿易協定。協議只限歐美巿場，不擬邀中國參加。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排名 國家 產值 排名 國家 產值
（10億美元） （10億美元）

1 美國 17,528 1 美國 17,528
2 中國 10,028 2 中國 14,625
3 日本 4,846 3 印度 5,425
4 德國 3,876 4 日本 4,835
5 法國 2,886 5 德國 3,338
6 英國 2,828 6 俄羅斯 2,630
7 巴西 2,216 7 巴西 2,505
8 意大利 2,171 8 英國 2,497
9 俄羅斯 2,092 9 法國 2,337
10 印度 1,996 10 墨西哥 1,927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4年4月

國家 移民條件
美國 項目投資要求50萬美元；高級人

才要求有3年以上成功企業管理
經驗；無移民監。

英國 100萬英鎊中最少75萬英鎊購買
政府國債，保本利息約每年
1.5%，其餘25萬英鎊可購買國
債或買房子；無英語、商業管理
經驗要求；入籍後享歐盟成員國
國民待遇、教育和社會福利；無
移民監。

葡萄牙 最低50萬歐元購買房產，存入2萬歐元生活保障金；無英語、商業管理經驗要求；6
年後可申請公民身份；無移民監。

澳洲 企業主投資要求80萬澳元以上資產；需經商管理經驗，評分達65分；重大投資者無
需打分，投資500萬澳元到規定的投資產品；入籍後享教育和社會福利。

新西蘭 投資150萬紐幣到新西蘭4年；有英語要求；入籍後享有教育和社會福利。
新加坡 投資250萬新幣到新加坡基金5年；享有花園城巿和中英文教育。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子女教育：除享受國外的良好教育環境，
初中到大學的免費教育更可抵
銷移民費用。

福利保障：在發達國家可以享受良好的醫
療、養老等社會福利保障。

生活方式：可以追求良好的居住環境和生
活品質，享受悠閒的生活節
奏。

稅收優待：在全球各國的通行更加便利，
並享受免徵各種稅收的優待。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