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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離家：成為一名難民

在《越境文化論》的課程中，每年都會讓學生以“製作一個跨越國境的議
論”為主題，舉辦展覽或議論會。有許多議題一開始或許會覺得「跟我們又
沒關係」，但當我們稍加思考就會發現它們其實也與我們有關，是我們應
該發表意見並積極參與的事情。

今年，在眾多議題之中，我們選擇了「成為一名難民」這個主題，假如
你因為氣候變遷引起的大規模災難、衝突和戰爭而成為難民的話，你會如
何逃亡以及逃去哪裡呢？你認為在你逃去的地方，你能過上怎麼樣的生
活？你認為這永遠不會發生嗎？

烏克蘭戰爭發生後，全球「流離失所者」的人數首次超過了一億人。這
些人是否全部都被稱為「難民」是個政治問題，但從長遠來看，實際上流
離失所者的人數只會增加。所以我們為何不先將手邊的事放下，一起思考
這個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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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１）誰是難民？

1951年聯合國的「難民地位公約」、1967年「關於難民地位的議定書」的規定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UNHCR）的解釋。

（２）國家在保護難民方面的義務是什麼？
難民擁有不被遣返的權利（不遣返原則）。

（３）可以不承認難民身分嗎？
澳洲的例子（馬努斯島、諾魯島的難民「收容中心」）、日本的態度。

（４) 日本的難民接收情況
1%以下、G7裡難民認定率最低、違反了一直提倡的不遣返原則。

（５）台灣的難民接收情況
被擱置的難民法案、是否能拯救香港的政治難民。



(1) 誰是難民？

在1951年通過的『難民地位條約』中、「難民」的
定義為：

因種族、宗教、國籍、政治觀點或特定社會群體成員
身份等理由，在本國面臨被迫害的風險，而逃往另一
個國家尋求國際保護的人。

根據這一個定義，試圖逃離戰爭的人，像是目前的烏
克蘭難民，便不是難民。雖然日本政府採取了這個立
場，但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UNHCR）
表示：

『難民地位條約的定義沒有區分一國的和平時期和戰
爭時期，逃離國際或國內武裝衝突或戰爭到另一個國
家的人，如果符合上述定義，也是「難民」』

但是，那些因為氣候變化導致無法繼續生活而逃往
其他國家的人算不算難民？因為核災不能繼續在福島
生活進而逃到其他國家的人不是難民嗎？

如果你被承認為難民，上述《難民公約》和
1967年制定的《關於難民地位的議定書》的簽署國，
便有義務給予你公約規定的保護。但如果像日本那樣
不承認難民身分的話，就沒有義務要保護難民。

「這不是難民」...



(2) 國家在保護難民方面的義務是什麼？

1. 不被遣返的權利（無論是否被認定為難民，皆有這個權利）遵守『不遣返原
則』。

2. 保障難民在庇護國的人身安全。特別是防止種族歧視和排外心理
的保護。

3. 保障難民在庇護國擁有無受限的訴諸司法的權利。

4. 支援難民基本的身體和物質需求，包括食物、衣服、居住的地方
和醫療保健。還有允許進入勞動力市場和自營職業。

5. 遷徙自由。

6. 獲得適當教育的權利，至少保障初等教育。

7. 保障在庇護國與近親團聚的權利。

8. 保證採取特別措施，特別是針對弱勢群體。例如對婦女和女孩的
特別保護措施。

9. 只要難民沒有旅行證件，庇護國就有義務向每個難民發放身份證。

10.庇護國政府必須對其境內的難民適用公約裡的規定，不得因種
族、宗教或出身國而加以歧視。

當被承認為難民
時，政府必須保
障許多事情。

但是，即使沒有
承認難民的身分，
也不能把他們拒
之門外！這就是
國際間的承諾。



由於不遣返原則的關係，澳洲政府並沒有「拒絕」難民，

而是在馬努斯島和諾魯島建立「收容中心」，多年來一直將
許多申請難民身分者關在那裡。（來自印尼的難民船在進入
澳洲領海之前就被拒之門外，而那些已經進入的難民則被安
置在收容中心。）

截至2016年8月31日，諾魯島的410人和馬努斯島的
823人被拘留在中心，並被嚴格限制外出。(馬努斯島拘留中
心於2017年關閉）

日本政府表示，為了在難民們申請難民身份和受審期間
可以將其拒之門外而想修改法律，這便是出於同樣的原因。

諾魯島的收容中心 澳洲和日本政府都主張大多數難民申請者是「假難民」。

他們將其理解成只是想在另一個經濟狀況比他們自己國家好
的國家生活和賺錢的人。

確實，在人數眾多的情況下，要準確篩選每一個人是很
困難的。但如果這讓我們去假設「所有這些人都是...」，那
麽難民公約是為了什麽？氣候難民是否也是「假難民」？

(3) 可以不承認難民身分嗎？ ......難民被安置於地區審查機構的過程......

難民逃出的國家

難民經過或到達的國家

難民到達的國家

阿富汗
巴基斯坦
伊拉克

緬甸

斯里蘭卡

泰國

馬來西亞

印尼......

澳洲......

馬努斯島

諾魯共和國



1975年5月 第一批船民（難民）在日本登陸。

1981年 日本批准了難民公約和議定書。
1982年 難民公約和議定書正式生效。法務部移民署負責難民
身份的審查工作。
2005年 設立難民審查參與員制度，從具有法律或國際形勢相
關知識經驗的人員中選任。

與其他國家相比，日本的難民認定率極低（見右圖），成千上
萬的人正在申請中，迫使他們在日本過著不穩定的生活。在申請
過程中，他們不能工作，也不能獲得健康保險。

(4) 日本的難民接收情況

在接收烏克蘭「難民」之後，日
本政府目前正試圖「修訂」入管法，
其內容如左圖所示。
這受到了嚴厲的批評，因為它包

括了即使在難民申請未決的情況下
被遣返的可能性（忽視了不遣返原
則，同時也無視了難民的受審權）。

一旦出現問題，日本是否是台灣



(5) 台灣的難民接收情況

台灣不是難民公約或人權公約的簽署國，但實際上有來自中國、土耳其、
西藏、敘利亞和烏干達的難民（人數和取得長期居留簽證的部分因沒有政
府統計所以不清楚）。
台灣政府沒有適用的法律，也沒有負責的政府部門，所以實際的「接

收」工作一直由民間組織和個人負責。因此，出現了這樣一種情況：如果
援助組織和難民個人有人脈、有資產、金錢，過程就能很順利，但如果他
們沒有，過程就很艱難。
由於20世紀90年代發生的一系列劫持事件（中國公民劫持中國國內航

班在台灣降落並試圖尋求庇護的事件，僅在1993年就發生了8起），台灣
停止接收來自中國的庇護尋求。此外，台灣從來沒有將劫持者作為難民接
收過。

2005年，第一屆民進黨政府提出制定「難民」法案；2016年7月，針
對是否將LGBT群體納入難民行列討論過一次，此後一直被擱置。
在國安法適用於香港之後，現在有人要求將「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18條（對於因政治因素而致安全及自由受有緊急危害之香港或澳門居民，
得提供必要之援助。）適用於那些在香港參加抗議活動的人，以接收那些
人到台灣，並要求通過關於難民的法律和政府對難民做出相應的對策。



第一章 想像和現實是如此地不同
這裡寫了一些我們針對世界上的難民調查之後感到驚訝的事情。

（1）利用計程車或租車移動的阿富汗難民！

（2）探親簽證佔了42%！

（3）難民使得巴基斯坦的人口每年增加八萬！

（4）為了難民制定法律的哥倫比亞政府！

（5）逃往的地方仍然混亂 喀麥隆難民！

（6）伊拉克難民的歐洲夢

（7）席捲中非的動盪局勢



(1) 利用計程車或租車移動的阿富汗難民！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間有幾個過境點，最常用的是託卡
姆（Torkham）和查曼（Chaman）。

阿富汗各地前往托爾卡姆主要利用汽車，但都要走路過
境。進入巴基斯坦後，租車或出租車移動。在某些情況下，
難民有時候會付錢給走私者或販毒者如果。 （價格和百分比
不明）

在托爾卡姆邊境，自 2016 年 6 月起，強制要求獲得有
效簽證（護照或拉達里：邊界兩邊的限制，適用於當地部
族），之前是超過20,000人的阿富汗人和巴基斯坦人每天
過境，但在實施行動限制後，人數減少到2000-2500人左
右。

查曼邊境通常允許阿富汗人從某些邊境地區免簽證通行，
但自 2021 年以來已間歇性關閉了幾個月。還有，防警衛對
試圖突圍的阿富汗人使用催淚瓦斯子彈的新聞。



查曼邊境 托爾卡姆邊境



(2) 探親簽證佔了42%！

自2017年簽證制度更新以來，
無護照無簽證過境開始受到限制。

根據2017年4月在托爾卡姆邊境
對352人的採訪調查，

42%持有探親簽證，
27%持有治療簽證，
21%持有探親/觀光簽證，
7%有商務簽證，
3%有其他簽證。



(3) 難民使得巴基斯坦的人口每年增加八萬！

在巴基斯坦居住超
過40年的難民（阿富
汗難民和孟加拉難民）
或在巴基斯坦出生的難
民將獲得國民身份證和
護照（公民身份），但
必須放棄其在阿富汗的
公民身份。

大約60%的巴基
斯坦阿富汗難民出生在
巴基斯坦，據說這使得
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難
民 人 數 每 年 增 加
80,000人。



(4) 為了難民制定法律的哥倫比亞政府！

自 2015 年以來，哥倫比亞政府一直致力於為
委內瑞拉難民和移民的社會和經濟融合提供開放
政策，諸如：簽發工作、過境和停留許可證等，
又或者是擴大獲得健康、教育、社會計劃和住房
補貼的機會，使接收國和難民及移民社區都受益。

2021年2月哥倫比亞政府頒布了《委內瑞拉移
民臨時保護法》，所有在 2021 年 1 月之前進入
該國並尋求「抑制違規行為」的委內瑞拉難民・
移民都可以接受該法規，以及在規則有效期頭兩
年內定期進入該國的人也可以享受此福利，也就
是於護照上蓋章，滯留期限拉長到10年，10年內
都可以不用重新申請居留許可。

哥倫比亞總統 伊萬・杜克



(5)逃往的地方仍然混亂

喀麥隆難民！

由於喀麥隆軍隊與分離主義武裝團體

之間的衝突加劇，喀麥隆有70萬境內

流離失所者和6.5萬人流離失所到奈

及利亞。

奈及利亞本身也處境艱難。即使接受

了許多難民，但日常飲食、醫療和教

育等服務都非常的不夠。



喀麥隆： 之後

“我來這裡已經九個月了，但是學
校人滿為患，孩子們不能上學，
我很茫然，因為我沒有任何收
入。”喀麥隆的難民這樣說。

難民署正在擴大一些學校規模，
但仍然缺乏容納所有人的設施。

“我和每個人都在受苦，”難民們
哀嘆道。 “我離開家鄉尋求安全，
但在我撤離的國家仍然受苦。”



(6) 伊拉克難民的歐洲夢

伊拉克人 阿拉姆·馬吉德·薩比爾以為入境白俄羅斯的那一刻
是他歐洲夢的起點，沒想到一切努力都是徒勞。

現年34歲，曾是石油公司員工的他，因新冠疫情影響，油
價低迷，被石油公司裁員。丟了工作的他賣掉房子，帶著妻
子和五歲的兒子踏上逃難之路，希望能前往德國。

薩比爾告訴記者，當時還有很多伊拉克人滯留在白俄羅斯，
大家認為只要跨過邊境線，未來的生活就有了希望。然而，
面對苦寒以及嚴防死守的邊境線，不少人陸續選擇了放棄。



(6) 伊拉克難民的歐洲夢

伊拉克外交部於11月18日向白俄羅斯派出首趟包機撤離滯留
民眾。截止本月5日，伊拉克已從白俄羅斯接回約3000名自願
撤離的本國公民。

回到家鄉後，薩比爾已一無所有，只能開出租車勉強維持生計。
除去油費，以及每個月必須支付的300美元出租車欠款，他的
凈收入所剩無多。

在伊拉克不穩定的大環境下，薩比爾認為“看不到未來，我還
是堅持移民，但下次我自己先走，等我攢夠錢就再上路”。



(7) 席捲中非的動盪局勢

2013年12月，由於武裝組織間的衝突，中非共和國
正在經歷破壞、流血，以及一波新的移動浪潮。
從2020年12月27日舉行的大選前後開始，暴力和政
情動盪進一步加劇，超過73.8萬人作為難民、尋求庇
護者越過邊境逃往鄰國喀麥隆、查德、剛果民主共和
國等地，超過63.22萬人被迫在國內避難。
大約有一半的人口因為戰爭、政局動盪以及食物不足
而需要人道主義援助的情況，許多難民難以返回家園，
人們仍然被迫生活在不穩定的治安下。
（*2022年3月現在）



房子被燒毀、乘獨木舟跨越邊境的人

哭著說：「武裝份子把所有的房子都燒毀了」的羅
斯（30歲）穿著衣服逃離了戰火，乘著獨木舟過河
逃到了鄰國的剛果民主共和國。
「即使和平回來了，也無處可回了。」

此時，像羅斯這樣渡河避難的難民超過了6萬多人。
而羅斯等人冒著生命危險逃到的鄰國剛果民主共和
國，也因暴力行為而許多人被迫撤離。 離河只有1
公里的他們家鄉的村莊，至今仍可以聽得到槍聲。



第二章 要逃去哪裡才好？

（1）博科聖地而產生的難民逃到哪裡去了？

（2）阿富汗難民逃到哪裡去了？

（3）利比亞內戰難民逃到哪裡去了？

（4）剛果民主共和國武力紛爭的難民逃到哪裡去了？

（5）馬里北部衝突的難民逃到哪裡去了？

（6）羅興亞難民逃到哪裡去了？

（7）喀麥隆難民逃到哪裡去了？

（8）敘利亞內戰的難民逃到哪裡去了？

（9）伊拉克難民逃到哪裡去了？

(10) 葉門內戰的難民逃到哪裡去了？



(1) 博科聖地而產生的難民逃到哪裡去了？

自從1903年被英國殖民起，
在奈及利亞的東北部就有許多
抵制西方教育的人存在。在這
樣的背景之下，穆罕默德·優
素福於2002年在奈及利亞的
東北部，博爾諾州，邁杜古里
這個地方成立了「博科聖地」
這個伊斯蘭過激派組織。
此組織於2009年襲擊了警

察局和政府機關，並於2014
年進攻博爾諾州，綁架了276
位女學生，宣稱將這些女學生
視作性奴隸分發給組織成員們
等等。
許多奈及利亞難民由於以上

的攻擊行為而產生，並逃往了
各地。



博科聖地【奈及利亞】

根據數據顯示大多數的難民都會選擇
逃往尼日。因為奈及利亞與尼日的邊
界多為陸地，便於通往。若是逃往查
德的話，就不得不渡湖才能進入查德，
死亡率會上升。

因博科聖地而產生的難民，基本上
皆逃往鄰近的三個國家。分別為查
德、尼日、喀麥隆。 チャ

ド

ニジェール

カメルーン

2015年難民数

查德 17000

尼日 100000

喀麥隆 37000



(2) 阿富汗難民逃到哪裡去了？

塔利班控制著阿富汗邊境的主要檢
查站。到目前為止，他已經表達了
不讓人民離開這個國家的意圖。據
媒體報導，只有商人和持有有效旅
行許可證的人才能通行。
然而，還是有一些難民設法離開了
這個國家。

鄰國巴基斯坦和伊朗去年從阿富汗

尋求庇護的難民人數最多。

據聯合國難民署稱，去年約有

145萬人前往巴基斯坦，78 萬人

前往伊朗。德國排名第三，超過

14萬人。

僅從被列為尋求庇護者的人數來看，

土耳其（約 125,000 人）、德國

（約 33,000 人）和希臘（約

20,000 人）排名靠前。

伊朗沒有尋求庇護者，但持有公共

難民卡的人可以使用伊朗的醫療和

教育系統。



巴基斯坦 伊朗 德國

1420000 950000 130000

阿富汗前往鄰國巴基斯坦和伊朗尋求庇護

的難民人數最多。

最多的是巴基斯坦，第二多的是伊朗，第

三多的則是德國，有超過三十萬人前往德

國尋求庇護。

2020
年



(3) 利比亞內戰難民逃到哪裡去了？

利比亞內戰爆發後，約200萬利比亞人達到突尼西
亞。窮人滯留在突尼西亞邊境難民營。有錢人則往首都
突尼斯定居下來。本地人受到影響，包括租金、房價被
推高，社會服務嚴重不足等等

↑突國年輕人絕食抗議長期失業狀況，
剝奪了他們的人權。

←突尼西亞南部工人革命後生活依然困頓。



突尼西亞

利比亞阿爾及利
亞

埃及

尼日爾

蘇丹
查德

馬利

摩洛哥

土耳其

伊拉克

沙烏地阿拉伯

敘利亞



剛果民主共和國武力紛爭是各省武裝團體攻
擊事件以及軍事打擊行動所造成的衝突。

(4) 剛果民主共和國武力紛爭的難民
逃到哪裡去了？

剛果 .

烏干
達
盧旺

達
坦桑尼
亞
蒲隆

地
南

非 .

伊圖里省

北基伍省

南基伍省

烏干達

剛果最嚴重的武力紛爭來自東部三省:伊圖里
省、北基伍省、南基伍省，大多數的難民皆來
自那裡。其地處接近烏干達，因此烏干達成為
剛果難民主要逃往的國家。



(4) 剛果民主共和國武力紛爭的難民
逃到哪裡去了？

烏干達比其他國家更願意接納難民

烏干達的難民安置方式，是發放土地
給難民，使他們可以居住並自行耕種，
逐漸融入當地。

西北烏干達的鄉村雖貧窮，卻擁有佔
地廣闊的土地，此地的人往往擁有大
片土地，卻苦無足夠的技術、人力去
耕耘，透過分出土地讓更多人共同開
發，加以刺激商業貿易，或許也將是
脫貧的契機。



(5) 馬里北部衝突的難民逃到哪裡去了？

2012 年 4 月 18 日，人道協調廳估計，在馬里北

部危機之後，已有超過 268,000 名流離失所者，

其中包括尼日爾、布基納法索、毛里塔尼亞和阿爾

及利亞的 161,000 多名難民。在聯合國主持下在

阿爾及爾簽署馬里和平和解協議一年後，大約 13 

萬逃離本國衝突的馬里人繼續流亡，主要在布基納

法索、毛里塔尼亞和尼日爾。



馬里北部衝突

古杜博營地發生暴力事件以來，數千名居民已返回馬里

的家園。他們認為布基納法索現在的情況比他們自己的國

家還要糟糕。其他人則逃往遠離營地的安全城鎮。

2月，馬里難民在布基納法索的

Goudoubou營地攜帶“尊嚴包”。

（西爾萬·切爾卡維/難民署）



(6) 羅興亞難民逃到哪裡去了？

2017年的事件產生了大約73萬多名的羅興亞難
民。截至目前為止所有難民總數約在100萬人以
上。

此外，大部分的難民都逃往了鄰近的孟加拉貧
民窟和難民營。 除了孟加拉以外，馬來西亞、
泰國、印尼等周邊國家也收治了不少難民。但
這些國家基本上都拒絕以“難民”的身分收治這些
羅興亞人，而是將他們視為“經濟移民”。



(7) 喀麥隆難民逃到哪裡去了？

根據2018年的新聞，難民共有16萬人，當中有2
萬人逃往奈及利亞、3萬人逃往查德。
維基百科上記載自2016年開始計算，喀麥隆的難
民共有60萬人。



(8) 敘利亞內戰的難民逃到哪裡去了？

敘利亞自2011年內戰爆發以來，已奪走數千萬人的生命，
約660萬人逃往國外避難。 目前約有670萬人成為國內
難民，約1160萬敘利亞難民需要人道主義援助。

逃往鄰國的敘利亞難民大多數是在城市裡靠打小工維持
生計，在UNHCR等機構管理的難民營 里生活的人只有
約8%。

例如，生活在黎巴嫩城市的敘利亞難民中，有70%的人
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他們被迫生活在電力和自來水供應
不足、人口密集和不衛生的環境中。 UNHCR正與政府、
接收社區和合作夥伴組織合作，致力於説明逃往國外的
敘利亞難民（包括鄰國） 從接收國得到保護和充分的援
助。



(8) 敘利亞內戰的難民逃到哪裡去了？

敘利亞內戰開始10年，2021年7月，

562萬人作為難民在鄰國過著艱苦的

生活。

與敘利亞接壤的土耳其有300多萬敘

利亞人，黎巴嫩有150萬敘利亞人，

這對該地區的農村來說也是很大的負

擔。 在已經作為難民生活了9年的孩

子中，有很多孩子連上學的機會都沒

有。

Parcic從2015年到2019年在土耳其，

從2016年開始在黎巴嫩持續進行糧

食分發、越冬援助、兒童教育等活動。



(9) 伊拉克難民逃到哪裡去了？

在2014年開始，伊斯蘭國(ISIS)壯大並將整個內戰
擴大成更大規模，攻佔許多城市，鄰近巴格達的城
市幾乎都被拿下。光是2014年的1月到6月就已經造
成超過100萬伊拉克人流離失所。

在2014年8月開始陸陸續續有許多國家加入伊拉克
政府軍的行列，協助打倒ISIS。例如:法國、英國、
比利時、丹麥、澳洲等。



(9) 伊拉克難民逃到哪裡去了？

國際間也發起了對伊拉克的人道救援，聯合國透過
空運、海運、陸運等方式送了超過100萬份食物以
及72740公升的水至難民區。

而難民流竄於鄰近國家，例如:以色列、約旦、敘利
亞、黎巴嫩、埃及和瑞典等國家。

其中難民最多的為以色列和敘利亞。在難民移往其
他國家前是待在伊拉克的庫德斯坦地區。



(10) 葉門內戰的難民逃到哪裡去了？

自2015年葉門爆發內戰以來，葉門逃難人數

累積超過400萬人。葉門鄰近沙烏地阿拉伯，

位於世界上最惡劣的沙漠地帶。沙烏地阿拉伯

也參加了這場內戰，因此葉門難民唯一的可能

途徑就是橫渡印度洋。許多葉門人逃往非洲的

吉布地和索馬利亞。除了吉布地和索馬利亞，

也有葉門人逃到葉門人免簽證的國家。像是蘇

丹、烏干達等等和葉門一樣情況惡劣的國家。



（1）巴基斯坦政府的難民管理機構

（2）德國連邦移民・難民廳(BAMF)

（3）英國Arup(阿富汗移民安置和援助政策)

（4）哥倫比亞政府的難民管理機構

（5）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UNHCR)

（6）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的RRP(阿富汗局勢區域

難民應對計劃)

（7）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跟政府間的合作

（8）土耳其歷年「難民」政策極簡史

第三章 政府會照顧難民嗎？



(1) 巴基斯坦政府的難民管理機構

【主要機能】

・與相關阿富汗難民支援的地區政府

以及國際組織等溝通

・管理阿富汗難民：居留資格的更新等

・支援阿富汗難民歸國

・提供難民營與難民營裡的基礎設施

：包含水衛生、醫療、教育、職業培訓等



(2) 德國連邦移民・難民廳(BAMF)  

在德國，聯邦移民和難民辦公室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直接隸屬於聯邦內政部
(Bundesministerium des Innern)。如果您查看聯邦
移民和難民署的主頁，您可以通過外國人易於理解的方
式找到您在德國生活實際需要的各種信息以及諮詢地點
的信息。

例子包括簽證申請、住房和求職、學校教育和德語課程、
健康保險和銀行、德國政治和機構、文化機構和消費者
保護解釋。語言可以從德語、英語、土耳其語和俄語中
選擇。還有一個服務中心，如果您有一般性問題，您可
以輕鬆地致電或發送電子郵件。

http://www.bamf.de/EN/Startseite/startseite-node.html


(3) 英國Arap(阿富汗移民安置和援助政策)

英國內政部宣布，將給予與英軍和英
國政府合作的阿富汗人在英國的永久
居留權。
這些人已經獲得了五年的居留許可，
但在這項被稱為“熱烈歡迎行動”的政
策下，目標受眾將能獲得永久居留權。
已經移居英國並獲得臨時居留許可的
人也將升級為移民身份並取消工作限
制。
除此之外，“熱烈歡迎行動”將支持流
動兒童上學、獲得國民健康服務
（NHS）、通過地方政府提供住房支
持等，金額為2000萬英鎊（約合
30.4億日元）。 ）。
此外，多達 300 名阿富汗大學生和
研究生將獲得英國高等教育機構的獎
學金。也將免費提供英語培訓給成人
給成人。



(4) 哥倫比亞政府的難民管理機構

Migración Colombia 哥倫比亞移民局

哥倫比亞移民局是國家移民局，負責對本國境內的國民和外國人進行監視和移民控制。
它還支持外交部和其他國家機構制定和執行移民政策。對於尋求庇護者，它在外交部授權
下發布SC-2 安全行為，允許尋求庇護者定期留在哥倫比亞境內。當尋求庇護者通過該國
的邊境、港口或機場進入時，必須向移民局提交庇護申請。

而哥倫比亞移民局也是負責預登記、生物識別和臨時保護許可證交付的機構，這是一種
移民正規化和身份證明文件的機制，根據保護制度下的委內瑞拉移民臨時保護法規創建，
該許可證授權委內瑞拉人在特殊的移民規則條件下留在國家領土，並在其有效期內在該國
從事任何活動或合法職業，包括通過聯繫或僱傭合同開展的活動或合法職業。



(5)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

UNHCR(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是聯合國於1950年成立的國際人道救援機構。

致力於保護和支持世界各地的難民。

接受來自世界各地政府和私營部門的支持，以應對日益複雜的難民問題。



(6) RRP(阿富汗局勢區域難民應對計劃)

阿富汗聯合區域難民應對計劃（RRP）初步尋

求5.506億美元援助波蘭、摩爾多瓦、匈牙利、

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和該地區其他國家的難民。

計畫計畫協助東道國提供庇護所、緊急物資、

現金福利、精神護理和社會心理支持，包括那

些有特殊需求的人，例如逃離阿富汗的難民和

無人陪伴的兒童。



(7) UNHCR跟政府間的合作

自2015年布隆迪安全局勢惡化以來，已

有超過40萬布隆迪難民逃往盧旺達、烏

干達、坦桑尼亞和剛果民主共和國等國家。

在大多數撤離至坦桑尼亞的布隆迪難民中，

少數難民逐漸開始自願返回。 8 月下旬，

難民署計劃與布隆迪政府和坦桑尼亞政府

舉行三方會議，以支持 2017 年第四季

度約 12,000 名布隆迪難民返回。



(8) 土耳其歷年「難民」政策極簡史

土耳其在1934年制定專門處理具有土耳其血

統、欲尋求庇護者的《定居法》（Law on

Settlement）；此外，土耳其也是《難民公約》

締約國之一，但土耳其加入該公約時，保留了公

約 中 允 許 的 「 地 域 限 制 」 （ g e o g r a p h i c

limitation），即只會對來自歐洲的尋求庇護者

給予難民身份，排除其他區域。



（1）查德的難民營的醫療狀況

（2）尼日的難民營的緊急協助

（3）南蘇丹的難民醫療照護

（4）哥倫比亞的委內瑞拉的難民醫療政策

（5）敘利亞的Al-Hol難民營

（6）馬利共和國的醫療活動

（7）提格雷的難民醫療

（8）喀麥隆英語圈難民的醫療問題

第四章 生病或受傷的情形，該如何處理？

許多難民都是因為家鄉受到戰火
波及而成為難民並逃往他國，在沒
有足夠經濟、身分證明、穩定住所
的情況下，倘若它們在逃難中受傷、
感冒該怎麼辦才好呢?

在這情況下，逃難到的國家(政
府、難民營、國際組織)對於這些
需要幫助的難民們有怎麼的救助行
為、對策就顯得十分重要。



(1) 查德難民營的醫療狀況

【博科聖地：奈及利亞→查德】

公眾衛生部提供了醫生及護理師

給達累斯薩拉姆難民營，並向收

容大量難民的社區增配了醫療人

員。

然而，瘧疾和霍亂等地疾病爆發

的可能性依舊存在。且，在這裡

並沒有孕婦的健康保險。

☆關於博科聖地所發生的地點、攻擊，請參考第二章的「難民
該逃往哪裡才好（どこに逃げたらいいの）」。



(2) 尼日難民營的緊急協助

【尼日的難民營】難
民署(UNHCR)對於
緊急協助的重點為保
護和救援活動，包含
登記、保護和邊境監
測、教育、健康、住
所、水、衛生設施等

→進行難民進入尼
日的登錄 ↑無國界醫生確實施行瘧疾的

早期發現及治療，和檢查是否
有營養失調的狀況。



(3) 南蘇丹難民們的醫療照護：

在這座bidi bidi難民營裡除了有學校

之外，也有附帶著醫療服務的診所及

小型醫院和藥局在為當地的難民提供

醫療上的幫助，這些醫療單位也是當

地居民在生病時能夠安心接受診療的

場所。



(4) 哥倫比亞政府的委內瑞拉難民醫療政策

2017年5月政府便宣布所有公立
醫院必須為委內瑞拉患者提供免費
的緊急治療，包括瘧疾和麻疹等等，
也意味著孕婦可以免費分娩，而生
下來的兒童也能免費接種疫苗，8
月5日總統甚至簽署一項決議，向
2015年8月19日後在哥倫比亞出生
的委內瑞拉兒童授予哥倫比亞國籍，
使他們更容易獲得醫療服務。



(5) 敘利亞的Al-Hol難民營情況

難民營設置了保健中心。同時準備了最低限度
生活所需的物品和設備。 糧食、水、住房、衣服、
衛生用品等基本物資。(例如:ALーHOL難民營)

Al-Hol是位於敘利亞東北部的舊ISIS地
區的難民營。 居住者是被逮捕的伊斯
蘭國成員的家人。



(6) 馬里共和國的醫療活動

Ｍédecins du Ｍonde在

馬里北部的加奧州、梅納

卡州，10多年來在30個

醫療設施中診療了35萬人

以上。活動涉及到移動診

所的派遣和對營養不良的

護理等等。在梅納卡州作

為在當地唯一活動的醫療

NGO，展開了醫療支援活

動。

（Ｍédecins du Ｍonde）



(7) 提格雷難民的醫療

自2020年11月初衣索比亞北部的提格雷

（Tigray）州爆發戰事後，已有數十萬人

被迫離開家園。大約5萬人已進入鄰國蘇丹

成為難民，同時還有更多人尚在提州境內

流離失所，或暫居城鎮與偏遠地區，或被

困於局部戰火中。12月中開始，無國界醫

生（MSF）團隊便已在提格雷州為部分最

受影響的人群提供醫療服務。



(8) 喀麥隆英語圈難民的醫療問題

瘧疾的傳染情況加劇，多名兒童出現呼吸急促和咳

嗽，大約 20% 到 30% 的難民身體都有殘疾。

MSF人道救援組織，專門收治一些受到戰爭迫害

（受到拷問、槍擊、燒傷等暴力被害的人們）以及

孕婦、患有瘧疾等疾病的人。時至2020年已經完成

高達15萬件的醫療行為。



（1）一天薪水約700日幣（奈及利亞）

（2）創業維生的難民（奈及利亞）

（3）從事不法工作（羅興亞）

（4）僅有1.5%的難民擁有就業許可證
（土耳其的敘利亞難民）

雖然有些人，如逃往奈及利
亞的難民，獲得了正式工作
或能夠自己創業，但另一方
面也有因為缺乏工作許可或
工作機會而被迫從事非法工
作的人。重要的是，庇護國
和機構是否能夠為難民提供
工作機會。

第五章 工作和收入怎麼樣？



(1) 一天薪水約700日幣

奈及利亞東北部博爾諾州的州都邁杜古里

聯合國開發計畫(UNDP)在廢棄物處理計畫的一環中，將清除堆積在道路旁的垃圾及淤泥。也計畫以難取
得工作的女性為主，增加國內難民營的雇用。一天薪水約700日幣（約160台幣），參與者表示「感到十
分值得。」

→圖為在堆積於道路旁的垃圾山中有以換錢為目的，撿拾收集金屬或塑膠的男孩。



奈及利亞的貢貝

透過Mercy Corps的幫助，44歲的Esther

在因為博科聖地逃往貢貝後，在貢貝開始

經營了小店舖。

Mercy Corps(人道組織)提供給Esther食

品和家庭用品的消費券，提供她初始開店

的商品。待Esther準備妥當後，將受到經

營店鋪的職業技能培訓及獲得種子基金。

(2) 創業維生的難民



(3) 從事不法工作

許多羅興亞人僅能從事著非法的工作。

例如: 撿拾垃圾, 或是到工地、餐廳等地方打工。

一天的薪水約為二.三百台幣。

教育的缺乏導致無法掌握解决課題的能力，即使有
就業機會，

由於生產能力低和技能不足而無法提高職位，

被解雇等陷入貧困的風險也會新增。



雖然土耳其有很多敘利亞難民，但並沒有完善的
支援配置。土耳其的敘利亞危機應對政策是剝奪
了國內難民的資源。因此，敘利亞難民無法接受
土耳其的醫療、工作等資源。要取得身份證也非
常不容易，如果沒有身份證，就不能獲得醫療保
險、住房居住、教育等合法工作和基本生活服務。
在土耳其裡，非法雇傭的敘利亞人很多，薪水也
只有一半。 而且，符合就業年齡的敘利亞難民中，
只有1.5%持有就業許可證。

(4) 僅有1.5%的難民擁有就業許可證

資料截至2019年3月
在土耳其只有約31,000名敘利亞難民持有官方工
作許可證。 當時適齡敘利亞難民有約220萬名。



（1）80%的學齡期阿富汗難民失學（巴基斯坦）

（2）UNHCR巴基斯坦提供的教育機會

（3）提供給難民的技術技能培訓（巴基斯坦）

（4）若被認定為難民 也能享受平等教育（哥倫比亞）

（5）南森難民獎獲獎者Mustapha

（6）有高達97%的羅興亞孩童沒去上學

（7）喀麥隆英語圈難民的教育問題

大部分阿富汗和羅興亞難民

的孩子無法上學。雖然也有

像哥倫比亞一樣，被承認為

難民後便能享有平等教育的

地方，但總體來說，現狀仍

然是無法上學的情況。

第六章 孩子的學校如何？



(1) 80%的學齡期阿富汗難民失學

在巴基斯坦，大約80%的阿富汗學齡
難民目前失學。
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難民識字率很低，
只有33%，其中婦女和女孩的識字率
約為7.6%。



(2) UNHCR巴基斯坦提供的教育機會

UNHCR巴基斯坦透過難民村的153所學校、48個衛星班、55所家庭女子學校和13個幼兒教育
中心，為阿富汗難民學生提供免費的小學和中學教育。

生活在巴基斯坦54個難民村的大約57,000名難民兒童接受該課程的教育。

UNHCR還為年輕的阿富汗難民提供高等教育水平的獎學金。2018年，目前有400名17至30歲
的學生在巴基斯坦各地的大學學習。



(3) 提供給難民的技術技能培訓

難民署正與NAVTTC（國家職業技
術培訓委員會）合作，為巴基斯坦
和阿富汗難民提供技術技能培訓機
會。

自2018年以來，已有3500多名巴
基斯坦和阿富汗難民在重型機械操
作使用、管道、機械、計算機、電
線、烹飪、裁縫/時裝設計等領域接
受了為期3至6個月的培訓。

16 至 24 歲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
難民被優先考慮，並需要持有登記
證卡或在聯合國難民署進行難民登
記。



(4) 若被認定為難民 也能享受平等教育

有近50萬的委內瑞拉移民兒童就讀公立學校，若向哥倫比亞政府申請承認難民身
分通過，將享有與合法居民外國人相同的權利，包括有償就業、自營職業以及教
育和社會保障等服務，教育過程完全免費。



(5) 南森難民獎獲獎者Mustapha

Mustapha於2017年成立了

名為「Future Prowess 

School」的學校。

其學校供給受到博科聖地影

響的孩子們免費的教育、伙

食、醫療等的幫助。

也因此，Mustapha於2017

年被選為南森難民獎的受獎

人。

→右方為Mustapha

☆南森難民獎是為了
表彰那些超越自己職
責，來幫助難民、流
離失所者、無國籍人
士的個人或組織而創
立的。



(6) 有高達97%的羅興亞孩童沒去上學

難民營雖確立了約三年的教育制度方針，

但卻只有到初等的程度，中高等以上的教

育制度仍尚未擬定。密集的難民營中，因

建設學校的用地不足的關係，4~14歲中就

有2萬5千名兒童無法接受教育。15~18歲

的情況更為嚴重，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稱，

有高達97%的孩童沒去上學。

另外，有些難民則會選擇非法就學，或到

私人經營的“難民學校”接受教育。



(7) 喀麥隆英語圈難民的教育問題

因為買不起書本和校服，逃到奈及利亞的喀麥隆

兒童中有四分之三無法上學。

使用廣播教學的可能性

透過歐盟支援的系統，那些破壞的學校或是有可

能遭受攻擊的地區可以使用廣播教育，使那些災

害地區的兒童也能持續受教。



（1）這不是人種歧視嗎？(他們對待烏克蘭人的方式)

（2）同樣的行為，媒體稱他們不同的名字!?

（3）儘管3000多名緬甸難民在排長隊.....

（4）丹麥政府不適用「寶石法」在烏克蘭難民身上

（5）烏克蘭歧視說俄語的人？

（6）對羅興亞人的迫害

（7）遭受歧視的喀麥隆英文圈

（8）敘利亞移民成為社會的出氣筒

烏克蘭難民出現以後，儘管

公然的人種歧視在大白天大

搖大擺地發生，媒體卻仍然

沒有對此進行報導。這和氣

候不正義是並存的問題，有

一個應該被稱為「難民不正

義」的新問題。

第七章 他們不被歧視嗎？



ある著名なアメリカ人の投稿。

烏克蘭和伊拉克及阿富汗不一
樣，是「是被比較的文明化」

選擇歡迎哪一種難民並非人種的差
別。雖然同情所有的難民，在烏克
蘭的歐洲人中對基督教的人們有親

近感是很自然的事情。

アメリカCBSテレビの記者の発
言

(1) 這不是人種歧視嗎？(他們對待烏克蘭人的方式)



在有些地方是
「邪惡的入侵者」

在有些地方是
「正義解放軍」

在有些地方是
「英雄」

在有些地方是
「無辜平民」

在有些地方是
「恐怖分子」

在有些地方是
「附帶損害」

(2) 同樣的行為，媒體稱他們不同的名字!?

例如烏克蘭

例如以色列



定居認同的簽證發給…對烏克蘭的難民支援是特例
―日本、和他國難民的巨大差別

俄羅斯持續的侵攻，從烏克蘭來到日本的難民超過400人，
政府對關於長期停留的生活、醫療、工作等準備了優厚的對
右方針。雖然被說成是「難民鎖国」的日本來說是異例、每
個都是「特例」的待遇。軍事武裝政變以後，向日本尋求庇
護的緬甸難民，在「難民認定」申請的長列上雖然有3千人
並排再一起、納些人也只是被放置在那，無法工作也不能加
入健康保險，只能一直等待。

(3) 儘管3000多名緬甸難民在排長隊.....



(4) 丹麥政府不適用「寶石法」在烏克蘭難民身上

丹麥政府在2016年，製作了難民

持有１万克朗克朗以上的資産的話，

需要被沒收，充實難民対策費用的

法律（作為資産，因為多為寶石等

地資源，也因此被稱為「寶石

法」）雖然能被適用在敘利亞的難

民上，但並不適用在烏克蘭難民身

上。理由是「因為近處出現了難

民」，但因為以是近是遠的距離問

題，而被差別對待事示很難說的，

因此有批評的出現。



(5) 烏克蘭歧視說俄語的人？

烏克蘭是歐洲與俄羅斯間情況多變的國家，以前

還是蘇聯的時候與俄羅斯為同一個國家，蘇聯瓦

解後，分為親歐洲的西部與親俄羅斯的東部，而

產生持續的政治對立。

2013年親俄羅斯的Yanukovych大統領擱置了

與歐盟的自由貿易協定，於是親歐洲派的人們在

首都基爾夫等等展開大規模的示威遊行，並佔領

政府廳舍。也與政府產生衝突，2014年2月

Yanukovych逃往俄羅斯。
【俄羅斯的哈爾科夫郊外建立的假建住宅

外面的衣服正在晾乾】



從那時開始親俄派在親俄勢力較多的烏克蘭東部，

也就是頓巴斯地區發表獨立宣言，也組成當地的

準軍事組織，而與烏克蘭政府分庭抗禮，對於分

離獨立派俄羅斯給予支援，並主張烏克蘭的政策

是對俄羅斯語圈內的烏克蘭東部住民的虐殺。

之後兩國兩度簽屬合約，但是因為雙方的沒有

遵守而陷入彼此責怪的狀況。



(6) 對羅興亞人的迫害

羅興亞是一個居住在東亞緬甸若開邦西北部的伊

斯蘭民族。他們從先前就一直受到緬甸人的迫害。

其原因大致分為三項：

①外觀的不同②宗教的不同③緬甸政府的非法移

民主張。

2017年羅興亞武裝組織向緬甸的警備機關發動

武力攻擊，緬甸軍對此展開了徹底的反擊，開始

全面性實施鎮壓羅興亞人的掃蕩作戰。此掃蕩作

戰雖於2017年9月5日結束，但緬甸軍對羅興亞

人的暴力行動和殺害事件仍在繼續。



(7) 遭受歧視的喀麥隆英文圈

英語與法語雖皆為官方語言，但英語圈民眾受到當

地大多數人歧視，不論是法律上、教育上，都是法

語使用者得利。2017年，英語圈民眾宣稱要獨立，

政府對此表示已經違法，隨即引發衝突。



(8) 敘利亞移民成為社會的出氣筒

土耳其居高不下的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讓土
耳其人民承受相當大的經濟壓力，政府接收過多的
敘利亞人又相對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支出，在自顧不
暇的情況下，還要分散資源照顧敘利亞移民，是土
耳其人反彈的主要原因。

另外，敘利亞人由於要取得正式工作文件不易，
許多人礙於生存，只能打黑工或做低於法定薪資的
工作，一方面剝削了敘利亞人的勞動權，一方面也
排擠了土耳其當地勞工的工作機會。其次，土耳其
媒體也是加深土耳其人與敘利亞移民間嫌隙的重要
因素。土耳其媒體過度渲染有關敘利亞移民的犯罪
事件（搶劫、偷竊等），造成社會上的族群對立。



（1）由誰開始阿富汗戰爭

（2）為何葉門內戰會擴大呢

在一個地區看似小的沖突，背後卻
有一個大國的力量。 大國為了自
己的利益在小國制造混亂，並產生
難民。似乎存在著這樣的機制（結
構）。

第八章 產生難民的結構是什麼？

黃瀞瑜



(1) 由誰開始阿富汗戰爭

自1978年阿富汗人民民主黨成立以

來，在阿富汗各地發生武裝團體起義，

1979年12月以來受到蘇聯的軍事干預。

阿富汗難民問題歸咎於始於蘇聯軍隊入侵

的衝突。 1989年2月蘇軍全部撤出，但

繼續向人民民主黨政府提供援助。

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以美國為中

心的多國部隊為了攻打伊拉克進駐沙特，

引起當地穆斯林的反感。由於穆斯林反美

情緒高漲，此前與蘇聯軍隊交戰的伊斯蘭

極端組織也變得激進，2001年9月11日，

國際恐怖組織蓋達組織發動九一一襲擊事

件。
九一一襲擊事件



(1) 由誰開始阿富汗戰爭

美國決定反擊蓋達組織，但

自1996年以來在阿富汗掌權的塔

利班（伊斯蘭極端組織之一）拒

絕交出隱藏的罪犯。因此美國決

定使用武力，並於 2001 年 10 

月 7 日對阿富汗發動入侵。 11

月13日，由於首都喀布爾陷落，

塔利班政府垮台，但塔利班在全

國各地進行游擊戰。在這場沼澤

戰爭中，許多阿富汗難民湧現。
阿富汗戰爭中的美軍



(2) 為何葉門內戰會擴大呢
—遜尼派的沙烏和什葉派的伊朗等大國間之代理戰爭—

葉門哈迪總統因內戰逃往鄰國伊斯蘭教遜尼派的

沙烏地阿拉伯，該沙烏地阿拉伯與阿拉伯聯合大

公國(UAE)等其他國家結成了多國部隊。開始了

對於葉門的空襲和派遣地面部隊等軍事干涉。

美國並沒有加入多國部隊，但提供了間接援助，

例如向沙烏地阿拉伯等國提供武器。另一方面，

伊斯蘭什葉派的大國伊朗則是支持胡塞武裝組織。

伊朗雖然沒有作為一個國家去軍事介入，但在無

人機研發技術等軍事方面進行了合作。
以內部衝突開始的政府軍與胡塞武裝組織之間的

內戰，曾幾何時呈現出遜尼派的沙烏地阿拉伯和

什葉派的伊朗之間的代理人戰爭的樣貌，戰爭正

在持續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