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裔美国人与2020年
美国大选的移民投票

引言

在即将于11月3日举行的美国大选中，移民将占据有资格登记投票
的选民的十分之一。而来自亚洲的移民所占的比例将与来自拉丁
美洲的移民大致相同。虽然大多数拉丁裔选民在美国出生，大多
数亚裔选民却是在美国以外出生的。因此，大多数亚裔选民是移
民或归化入籍的公民。本期简报着重关注亚裔, 美国目前增长最
快的种族群体，是如何在2020年影响社会的。

方法论

本篇着重分析在2020年7月15日至9月10日通过电话和在线方式进
行的亚裔选民调查结果。2020年亚裔选民调查由亚裔美国人和太
平洋岛民（APIA）投票组织、AAPI Data 数据和亚裔美国人推进正
义协会（AAJC）三方联合举办。全国样本包括1569名亚裔的登记
选民 ，抽样误差的整体幅度为+/- 2％。 抽查对象是六个最大的
亚裔族群，这些群体合计占亚裔美国成年公民总人数的75％以上。
问卷调查以英语、广东话、普通话、韩语和越南语进行，包括座
机、手机和网络调查。

按族裔划分的样本量如下，以及与每个样本量相关的误差范围的
估计值（括号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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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H支持对涉及广泛学科和观点

的移民问题进行严格、无党派

和非意识形态的研究和传播，

并将该研究应用于地方、区域

和国家的政策议题。

关键事实

▪ 在即将举行的美国大选中, 移民将占据有
资格登记投票的选民的十分之一。

▪ 来自亚洲的移民在该群体中所占的比例与

来自拉丁美洲的移民所占比例大致相同。

▪ 大多数亚裔美国（以下简称亚裔）选民是

移民和归化入籍的公民。

▪ 调查数据显示主要政党还没有非常积极努

力地向亚裔社区进行拓展工作。 2020年亚
裔选民调查显示，只有约一半的受访者表

示任一主要政党曾与之联系。

▪ 大多数亚裔受访者（54％）计划投票民主

党拜登，而表示会支持共和党现任特朗普
的只有30％。越南裔美国人是唯一倾向共

和党的亚裔群体（38％）, 倾向共和党超
过民主党（28％）10个百分点。

▪ 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医疗保健服务仍然
是亚裔关切的核心问题。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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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1569（+/- 2％）

本篇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加权，以说明样本和人口
参数之间的统计差异，以分析全国亚裔美国人以及
该群体内的不同族裔。调查结果除了亚裔汇总之外，
还从族群、居住州内人口、受教育程度、性别、年
龄、出生地、等等这些角度分列结果。

主要调查结果

选民投票热情打破记录

2020年7月15日至9月10日对1569名亚裔登记选民进
行的全国性调查得出的新数据表明亚裔对即将举行
的总统大选充满热情。大多数（54％）的亚裔登记
选民表示与以前的选举相比，他们对这次投票的热
情比往年更高。该问卷调查 [2] 包括了华裔、印度裔、
韩国裔、越南裔、日本裔和菲律宾裔选民，并提供
了英语、中文、韩文和越南文版本。

这些结果与2018年大选的结果相结合，显示出几乎
所有亚裔族群的投票率都创历史新高，这表明亚裔
选票将在2020年总统大选打破纪录。[3]

政治倾向

亚裔登记选民的热情很可能使民主党候选人约瑟
夫·拜登受益。大多数接受调查的亚裔（54％）计
划投票支持拜登，而表示会支持共和党现任特朗普
的只有30％。

拜登在所有接受调查的族裔群体中均受到强烈青睐，
越裔是唯一例外。在越裔登记的选民中，特朗普的
支持率（48％）高于拜登（36％）。在所有亚裔中，
印裔最倾向于拜登（66％）。同时，14％的亚裔仍
处于犹豫不决，而在各个族裔中华裔（22％）“不
确定”的选民比例最高。

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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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上倾向相符，在接受调查的亚裔中，拜登的好感度
几乎是特朗普的两倍。

大多数亚裔登记选民还表示，他们将在众议院和参议院
竞选中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同样，唯有越裔选民总体上
更倾向支持竞选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共和党候选人。

党派性

党派性是决定选民投票选择的强大因素，因此很可能
导致亚裔之间出现的族裔差异。在接受调查的亚裔登
记选民中, 越裔是唯一倾向共和党（38％）超过民主
党（28％）的族群, 其中大部分表示自为无党派独立
选民（34％）。尽管缺乏党派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亚
裔选民的一个特征，但与无党派独立选民（32％）相
比，民主党现在由更大的亚裔登记选民群体（44％）
组成。

COVID-19的影响

尽管对投票充满热情，亚裔登记选民也对即将举行的
选举表示担忧。几乎一半（48％）的受访者表示，他
们时常担心11月大选受到干扰的可能性。此外，受到
新冠疫情 (COVID-19) 的影响 ，几乎有一半的受访

者担心到投票站参加投票的安全性。或许基于此担忧, 
大多数亚裔登记选民（54％）表示，宁愿选择通过邮
寄投票或缺席投票，而不是在选举日当天亲自投票
（26％）。这是所有受访群体的首选, 尽管越裔比其
他亚裔群体表示更愿意在选举日亲自投票。

向亚裔社区进行的拓展工作

亚裔是选民中增长最快的种族群体，在包括亚利桑那
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在內的总统选举战
场州中构成了关键选民。[4]但尽管如此，目前各政
党仍未利用亚裔选民的投票权, 调查数据显示主要政
党在选举宣传活动中甚少接触亚裔。 2020年亚裔选
民调查显示，只有约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任一主要政党
曾与之联系。

调查结果显示，亚裔选

票将在2020年的大选打

破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

纪录。

“

“
族裔

样本量与(误差

幅度)

印度裔 260 (+/ 6%)

华裔 306 (+/6%)

菲律宾裔 263(+/6%)

日裔 226 (+/7%)

韩裔 250 (+/6%)

越裔 264 (+/6%)



亚裔选民是医疗保健选民

随着11月大选的来临，奥巴马总统签署的《平价医
疗法案》仍是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但是事实表明，
亚裔已经利用了这一政策的福利。英联邦基金会的
一份报告显示 [5]，自法案通过以来，亚裔与白人之
间在医疗保健方面的差距已经缩小。因此，不足为
奇的是，2016年《全国亚裔美国人调查》显示，所
有亚裔群体的大多数人都表示支持《平价医疗法
案》，国会和奥巴马总统于2010年签署的医疗保健
法案。[6]

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医疗保健仍是亚裔关注的问
题。超过一半（5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经常”
或“非常频繁地”担心无法负担他们所需的医疗护
理。在50岁以下的人群中，对医疗保健负担能力的
担忧最高。

目前最紧迫的公共卫生危机是全球疫情，疫情蔓延
加剧了种族不平等问题，并对亚裔产生了独特的影
响和打击。马歇尔计划[7]的最新报告表明，由于
COVID-19疫情，亚裔、拉美裔和非洲裔的死亡率远

高于白人。

新美国经济研究基金会（New American 
Economic Research Fund）收集的数据显示, 亚裔占

在医疗保健系统一线工作的基本工人的比例过高，
与此同时, 他们也受到疫情对餐厅和食品业的巨大
打击。[8] 报告还显示，在COVID-19危机期间，亚裔

的失业人口和失业率相对于白人有所上升。[9] 在此
期间，亚裔因为新冠病毒而遭受仇恨犯罪，亚洲偏
见事件激增。[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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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亚裔选民调查提供了有关亚裔登记选民如何应
对COVID-19新冠疫情的新见解：

大多数受访者（54％）担心或经常担心由于COVID-19
而无法获得医疗保健服务。

44％的受访者经常担心因COVID-19而失业或找不到工

作。对工作安全担忧程度最高的为越裔登记选民, 占
其总数的56％。

与新冠病毒 COVID-19 相关的担忧也扩展到仇恨犯罪

和骚扰。超过四分之一的亚裔登记选民表示，他们经
常担心由于COVID-19而引起的仇恨犯罪、骚扰和歧视。

并且，超过一半的亚裔登记选民“经常”或“时而”
担心受到这种经历。

这些趋势对11月的选举意味着什么？当被问及哪个党
派在医疗保健方面做得更好时，接受调查的亚裔整体
中有50％说民主党、20％说共和党、还有30％表示没
有区别，或者他们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不知道哪个党派
的情况更好。

亚裔移民选民

根据对以上调查数据的观察分析，使我们能够更细微
的了解亚裔移民和非移民登记选民之间的显着区别。
比较出生地，美国以外出生和美国本土出生的亚裔对
即将举行的大选同样热情。两组中有54％的人表示，
与之前的选举相比，他们对11月的选举“更加热情”。
尽管两组选民都支持民主党拜登胜过共和党特朗普，
但在美国以外出生的登记选民之中，对政党支持的差
距要小得多（拜登为47％，特朗普为35％，其余在犹
豫不决之中），相比于美国本土出生的登记选民中
（拜登占69％，特朗普占29％，不确定的占11％）。
最后，在政府资助的医疗保险和为无证移民提供机会
最终成为美国公民方面，亚洲移民选民不及美国本土
出生的亚裔选民倾向于进步主义，但在枪支管控和环
境保护和气候变化方面则更倾向于进步主义。

结论

本篇提供的调查数据证明亚裔选票对2020年美国大选
的重要性以及初部介绍社区内部的投票趋势。 COVID-
19显然是影响投票的重要因素，在不断变化的政治气
候中，只有时间可以证明其将在投票方式、投票率和
候选人倾向方面对这个多元化社区产生的真正影响。
而亚裔要在美国这个众多族裔多元文化的民主制度下
生存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照片：在COVID-19之后抗议中国恐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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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ins, S.R. (2020) ‘Gap Closed: The Affordable Care Act’s Impact 

on Asian Americans’ Health Coverage’, The Commonwealth Fund. 

Blog, published July 21, 2020. 可在此处查询：

https://www.commonwealthfund.org/publications/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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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API Data (2020) ‘Asian Americans and COVID-19 De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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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1, 2020. 可在此处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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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well as by leading civil rights groups and other 

advocates, to share our research documenting the 

impacts of education and other policies on 

underrepresented students.

Although a considerable amount has been written 

about the plight of immigrant and refugee families 

under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s aggressive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policies, little was known 

before our study about the specific impacts these 

policies were having on the nation’s schools.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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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H 议题简报系列



S E R I E S  

6 如要了解更多信息，请浏览: immigrationinitiative.harvard.edu 或发电子邮件至: ImmigrationInitiative@harvard.edu

关于IIH 

哈佛移民倡议（IIH）的创建旨在推进和鼓励对移民政

策的跨学科、跨领域的创新学术研究，并为对此问题
感兴趣利益攸关方和移民社区之间提供知识交流与互
动的机会。 基于合作的原则与指导方针, IIH是引领

探索移民议题的学者、学生和政策领导的交织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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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ade, P. and Queenan, J. (2020)《 COVID-19时代的

连通性和创造力：移民服务区应对疫情》，哈佛移
民倡议议题简报系列4，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哈佛大
学。

可在此处查询：
https://immigrationinitiative.harvard.edu/connectivity-

and-creativity-time-covid-19-immigrant-serving-districts-

respond-pandemic

此篇议题简报也有西班牙语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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