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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難民問題是一個國際性問題，難民是指居住在自己國籍國家以外，無法或不

願返國的個人，由於種族、宗教、國籍、特定社會成員身分，或政治立場遭迫害

而有所恐懼。由於難民對移入國造成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教育、安全等方

面的衝擊，政府必須規劃難民政策並制定相關法規來因應難民問題。加拿大每年

收容難民約 25,000 人，約收容世界上難民的 10%，加拿大在 2002 年制定「移民及

難民保護法」等法規，建立了完整的難民政策，並與聯合國難民署及國際移民組

織等單位進行合作，共同協力來解決難民的安置問題。加拿大落實人權治國理念，

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實質進行難民庇護措施，政府與民間共同合作提供難民保護

及協助，並因時制宜的對其難民政策進行調整，以利其國家未來發展。本文以加

拿大的難民歷史沿革之架構出發，就加拿大難民政策發展歷程、接納難民現況及

難民政策實踐及改革措施作一整理，文末筆者以其研究發現提出建議及結論。 

 

關鍵字：難民、加拿大難民政策、加拿大移民及難民保護法、聯合國難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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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fugee problem was recognized as an international issue. The term of 

“refugee” has been perceived as people who face systematic discrimination on the 

bases of ethnicity, religion, nationality, and membership in a specific social group with 

“fear of persecution”. The problem of refugee has fostered an intense debate 

regarding what changes of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secure 

environments are necessary in refugee-receiving countries to provide effective 

solutions. 

In Canada, there are about 25,000 people entered to seek asylum every year – 

with approximately 10% of all refugees worldwide. In order to deal with refugees’ 

settlement issues,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Protection Act came into effect in 2002. In 

addition, the Canadian government's effort in cooperating with UNHCR and IOM 

enables refugees to stay in safety. The dissertation presents historical overview of 

issues of refugees and provides critical review and discussion on refugee policies in 

Canada. In the end, the author proposed her personal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 

through the research. 

 

Keywords：Refugee, Canada refugee policy,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Protection Act 

Canada, UNH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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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在全球化的時代，隨著交通運輸與資料傳播技術日新月異，大量人員、貨物

和資訊得以跨國移動。雖然人們可以依自己的意願跨國移動，然而並非所有的人

員流動都是自願性的。1914 年至 1918 年以及 1941 年至 1945 年的兩次世界大戰，

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社會大小規模的武裝衝突或戰爭，許多平民往往

面臨生存的挑戰，為躲避衝突或戰爭所帶來的生命威脅，通常被迫離開家園，逃

難至他國尋求安全與溫飽。因此，在衝突或戰爭中，許多平民百姓因畏懼由於種

族、宗教信仰、國籍、特定社會團體的成員身分或政治意見的原因，受到迫害或

得不到政府保護，因而滯留在他國，不能或不願返回其本國，被迫離開自己的國

家，成為難民。1難民是當代國際社會中的特殊現象，難民問題所帶來的衝擊與影

響成為各國無法逃避的責任，國際社會必須正視此一現象，積極與國際組織及民

間團體合作，共同協力解決難民問題。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難民問題由來已久，難民產生的原因主要包含政治原因和種族迫害，如俄國

十月革命後，大批俄羅斯人逃亡國外、希特勒及納粹黨迫害猶太人、南非實施種

族隔離制度；自然災害，如非洲長年旱災、全球暖化引發極端氣候變遷，產生氣

候難民；戰爭，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巴衝突、韓戰、越戰、越南侵略

柬埔寨、阿富汗戰爭、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等戰爭，使這些地區產生大量難民。戰

爭及軍事衝突未曾間歇，難民數量持續增加，越來越多人被迫逃離家園前往他國

尋求庇護。難民不僅為移入國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進而衍生社會及安全問題，

並影響移入國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為國際社會的穩定埋下了潛在的動亂因素。 

1 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195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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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和平是各國共同的希望，各國也試圖透過國際談判方式解決武裝衝突或

內戰，然而難民人數仍逐年成長，難民問題的嚴重性已引起國際社會的重視，由

於難民移入造成了經濟、文化、社會、教育、安全等方面的衝擊，主要難民移入

國包括美國、加拿大、德國、法國、澳洲等國有眾多專家學者就當前國際難民與

社會發展的相關問題進行熱烈討論，他們普遍認為難民問題是一個相當艱鉅的挑

戰，國際社會為解決此一難題，應盡力尋求妥善的應對措施，包括協助難民安置

或自願遣返，而多數難民盼望能在安置國就地融合。 

1960 年代難民問題受到重視，各國與聯合國難民署合作安置難民，給予他們

人道關懷及協助。國際社會定義難民的目的，是為了使難民得以享有權利及國際

社會給予的救助，2依據 1951 年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難民是指居住在自己國

籍國家以外，無法或不願返國的個人，「因為種族、宗教、國籍、特定社會成員身

分，或政治立場遭迫害而有所恐懼」。3被認定為難民的人有返國後受到保護及享有

在庇護國的家庭團聚和社會權利。4本文所討論的難民是指離開其本國，逃難至他

國尋求保護，而非在國內流離失所的人們。各國並依據 1948 年聯合國「世界人權

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5、1951 年聯合國「難民地位公

約」（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6及 1967 年聯合國「難民地位議

定書」（Protocol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s）7之原則及精神紛紛對難民提供保

護及協助。加拿大根據相關之國際法公約制定其難民政策與移民及難民保護法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Protection Act）。 

2 Gil Loescher, Beyond Charit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Global Refugee Cri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p. 5. 
3 賴佳楓譯，Stephen Castles and Mark J. Miller 著，《移民─流離的年代》（臺北：五南書局，2008），
頁 132。 
4 黃晨熹等譯，Rosemary Sales 著，《解析國際遷移和難民政策》，（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

頁 67。 
5 United Nations,〈http://www.un.org/en/documents/udhr/index.shtml〉（檢閱日期：2013 年 1 月 10 日） 
6 UNHCR,〈http://www.unhcr.org/pages/49da0e466.html〉（檢閱日期：2013 年 1 月 10 日） 
7 UNHCR,〈http://www.unhcr.org/3b66c2aa10.html〉（檢閱日期：2013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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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在政策上接受難民之已開發國家中，以加拿大制定之難民政策較周延並

具保障，通過難民審查機制取得難民身分者可享有加拿大的社會福利，包括工作、

教育等與一般公民相同之權利。作為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的簽字國之一，加

拿大採取彈性與控制之移民與難民政策，8每年接受難民申請的人數高達 2 萬 5,000

人，加拿大政府並制定完整的難民政策，是國際社會的模範生。然而在大量接受

難民移入的同時，許多問題也接踵而至。 

加拿大雖然是國際社會的模範生，有完整的難民政策，但並非一開始就對接

納難民持開放態度，回溯加拿大難民歷史，其實 1930 年代的加拿大政府對移民限

制甚嚴，甚至拒絕接受猶太移民，採取相當保守封閉的態度。但到了 1940 年代情

勢則改觀，加拿大人民人權意識抬頭，逐漸接受外來移民，並成為 1951 年聯合國

「難民地位公約」及 1967 年聯合國「難民地位議定書」的簽字國。9加拿大是傳統

的移民國家，實施移民法已有相當長的歷史背景 10，1976 年加拿大首度實施移民

法（Immigration Act），將移民政策法制化，同時新設立了四種允許移民加拿大的

類別，分別是 難民，家庭團聚，家庭成員以外之親屬移民和獨立移民。11而該移

民法在其年度移民計畫中另設立難民入境的百分比。 

加拿大因重視人權保障及保護難民之政策在國際間享有盛譽。世界各地難民

因渴望獲得自由與安定，於是對加拿大心生嚮往，陸續來到加拿大展開他們的二

次人生與新生活，各省諸多少數族裔社區即是由難民社區發展起來。加拿大政府

為處理日益增加的移民及難民業務，於 1994 年成立公民及移民部（Citizenship and 

8 Manuel Garcia y Griego, "Canada: Flexibility and Control in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Policy, 
Controlling Immigration-A global Perspective（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19. 
9 姜家雄，〈加拿大移民政策研究〉，《加拿大研究》，第 2 期（1998 年），頁 193。 
10 柯雨瑞，〈「2002 年加拿大移民及難民保護法」對我國移民法制之啟發〉，《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

察學報》，第 3 期（2004 年），頁 127。 
11 Canada in the Making,〈http://www.canadiana.ca/citm/specifique/immigration_e.html〉（檢閱日期：

2012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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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igration Canada），負責掌理加拿大移民政策、難民與安置、移民輔導及入國管

理等業務。12在公民及移民部尚未正式成立之前，移民與難民相關業務均由加拿大

聯邦政府管理。 

1994 年加拿大在國會參議院及眾議院之同意下，正式批准「公民及移民部組

織條例」（Department of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Act）。根據該條例第 2 條第 1

項之規定，加拿大正式成立公民及移民部；於同條之規範中，明定設置公民及移

民部長之職位，以統籌管理公民及移民部。為公正處理移民與難民申訴案及歸化

事務糾紛，另設立獨立行使職權的移民及難民委員會 （The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 of Canada）與公民權委員會（The Citizenship Commission）。13由此

可知，加拿大由公民及移民部負責行政事務，規劃並制定難民政策相關法律規範；

由移民及難民委員會負責司法事務，執行難民認定及難民審查業務，分工合作以

推動加拿大難民政策。 

移民及難民委員會是加拿大最大的獨立行政法庭，秉持效率，公平和依法行

政的原則，負責對移民和難民相關事務作出合理的決定。14同時也負責難民申請案

的審查，有權利准駁難民資格。公民權委員會則是公民及移民部轄下的一個行政

機構，該委員會的成員是在加拿大各地工作的公民法官，其任務則是審查入籍加

拿大公民之申請案，確認這些申請入籍加拿大公民的人們符合該國相關法律之要

求，其取得加拿大公民的身分及過程合法。15因此，在加拿大的完善的難民政策下，

12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http://www.cic.gc.ca/english/department/mission.asp〉（檢閱日

期：2012 年 12 月 1 日） 
13 葉宗鑫，〈政府人流管理機制之考察與我國制度之省思〉，兩岸經貿研究中心「族群與文化發展」
學術研討會（2004 年 8 月），頁 5。 
14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 of Canada,
〈http://www.irb-cisr.gc.ca/Eng/brdcom/abau/Pages/Index.aspx〉（檢閱日期：2012 年 12 月 4 日） 
15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
〈http://www.cic.gc.ca/english/department/commission/mandate.asp〉（檢閱日期：2012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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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申請難民庇護期間，難民的的各項權利受到尊重，只要被確認為難民之後，即

可為難民本人及其親屬提出永久居民申請，而其福利與移民相同，他們可以在加

拿大工作、生活，享有包括醫療、失業保險及退休金等社會福利。 

加拿大的難民政策提供那些因恐懼受到迫害而不願返回其本國的人難民保

護 16，來到加拿大的難民可以經由政府協助，也可以透過私人資助的方式獲得幫

助，而加拿大的難民政策主要依據移民及難民保護法及相關法律，建構難民審查

機制、制定社會福利方案及措施，由移民及難民委員會受理難民申請案的審查，

藉由適當的難民政策，為真正需要保護的人員提供確實的幫助，而且對於那些真

正需要得到加拿大庇護的人員能盡速獲得安定的生活。由於加拿大是大量移民和

難民的移入國，具有多元又豐富的文化色彩。加拿大政府在制定難民政策時也有

諸多考量因素，在必要的時刻對難民政策做出適度的調整。 

難民事務不是單一國家可以處理的問題，由於難民與移民身份的交疊，使得

其權益與保障也隨之而異，而移民與難民該如何區別，處理得當與否亦是對各國

政府的考驗，雖然各國對處理難民問題有個別的法令及政策，如何因應輿情與民

間團體的利益訴求，以及和國際組織合作，解決難民問題方式亦各有不同。但可

以確定的是，由於難民屬於爭議性議題，為明確申請人之資格，以及難民之權益

及保障，是以確認難民身分、提供後續協助及安置輔導，都必須建立法律規範，

俾利後續落實執行難民政策奠定基礎。 

由於難民問題涉及人權及政治，難民移入國為履行國際義務，應提供難民適

當之保護。加拿大難民政策對提供難民保護與協助向來不遺餘力，秉持堅定的「人

權立國」宣示決心，制定符合國際人權公約要求標準的法律規範。惟考量到人權

16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 〈http://www.cic.gc.ca/english/refugees/inside/apply-who.asp〉
（檢閱日期：2012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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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與國家及社會安全之衡平，加拿大政府要避免難民制度被濫用，成為假難民

的慈善收容所，衍生一些政治、社會、經濟上問題，難民政策亦須與時俱進，配

合做出適當的調整與改革。難民政策涉及諸多政策層面與諸多行政機關的職權，

作為國家施政方針，必須制定完整之配套措施及行動計畫，以規劃各相關單位的

施政項目與資源分配。 

加拿大自 2002 年制定移民及難民保護法以來，相隔十年再度對移民及難民保

護法做出大幅度的修正，也正因為難民政策方向的轉變，涉及國家利益考量及政

治性決定，隨著相關的管理措施及執行方案的執行，將對加拿大未來國家發展方

向產生深遠影響。研究加拿大難民政策有助於各國政府對難民採取相關管理措施

之評估，以提升整體國際社會對於難民的認知與瞭解。本文的目的在探討下列兩

個問題： 

一、加拿大難民政策的演變及實踐之成效。 

二、加拿大難民政策的改革方向及其影響。 

第二節   文獻探討 

難民議題近年來在國際關係研究中相當受到矚目，許多研究皆針對難民議題

提出討論，正因為難民政策係具有高度爭議的政治及社會議題，且難民政策的執

行涉及國家安全、經濟、社會整體資源分配，對國家發展有深遠影響，因此國內

外學者均有對此議題進行相關研究。綜觀國內有關難民政策之研究，多以美國、

英國、澳洲、日本、德國及歐洲各國為主，雖然加拿大為傳統難民移入國之一，

但研究加拿大的文章多為外交政策、移民政策、英法語言政策或多元文化政策方

面，且相較於其他國家而言，研究資料也很少。再者，美國與加拿大為北美洲鄰

國，兩國均有難民政策，有人研究美國，卻無人研究加拿大，因此引發筆者欲探

究加拿大難民政策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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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加拿大人民約 97%皆為外來移民後裔，原住民後裔則不到 3%。17加拿

大歷史本身就是一部移民與難民的成長史，從印第安人土著民族（First Nations），

到隨後而來的梅蒂人（Metis）、因紐特人（Inuit）等原住民，到數百年前至加拿大

的英國人、法國人、歐洲人，以及之後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他們構成加拿大歷

史的重要內容，在加拿大過去的歷史和今日的生活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當加拿

大人談到他們祖先的源頭時，幾乎都是移民。這也說明了一件事：沒有移民，就

沒有加拿大。18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地區多數受到戰火摧殘，大量的歐洲難民

前往加拿大，由於他們具有農業相關技術，因而受到待遇良好的庇護，也成為建

設加拿大的貢獻者。加拿大身為世界上主要的移民與難民移入國，透過政府大部

分自由、適度的移民管制政策，19使得該國在國家發展上獲致卓越的成果。 

本文在研究加拿大難民政策上，以加拿大接納難民的歷史大事記作為主軸進

行分析，再以公民及移民部、移民及難民委員會之業務職掌、移民及難民保護法

歷次修訂過程、難民審查機制流程及官方網站資料及出版品 20為主。1980 年代加

拿大政府面臨日益增多的難民來到加拿大申請難民，對社會福利資源分配造成負

擔，而其他的自由民主國家在處理難民的經驗也顯露出許多困難，加拿大政府在

難民審查機制方面變得相當嚴格，難民申請案須經過 4 次聽證會，繁瑣的行政程

序，以及多位移民法官的認同才有機會取得難民身分。然而過度緊縮的難民政策

也招致爭議，難民申請案不斷積壓，冗長的審查流程影響政府行政效率，未獲得

難民身分認可的人亦滯留加拿大國內等待遣返，而該等人員往往無法負擔遣返出

境費用，須依賴加拿大政府墊付相關經費，對國家財政也形成沉重負擔。 

17 梁崇民，〈加拿大對於少數人權之保障：原住民土地權個案分析〉，《當代加拿大民主政治》（臺

北：財團法人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2004 年），頁 51。  
18 黃鴻釗、吳必康著，《加拿大簡史》（臺北：書林出版社，1996），頁 26。 
19 Manuel Garcia y Griego, op .cit., p. 119. 
20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 Annual Reports（檢閱日期：2012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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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y Irvine 提到在 2002 年實施移民及難民保護法，取代了 1978 年的移民法，

成為加拿大執行移民及難民業務的主要法律依據，對加拿大的難民政策是重要的

轉變，21這是加拿大首次在國家法律名詞上出現「難民」一詞。而加拿大的難民審

查制度變得較嚴格，主要受到美國 911 恐怖攻擊事件的影響，嚴格的審查目的是

為了國家的安全管理與控制措施。Catherine Dauvergne 和 Asha Kaushal 整理自 1998

年至 2008 年在加拿大「難民地位公約」排除條款的使用情形。在相關的分析中，

公平的司法推理和加拿大移民及難民保護法對恐怖主義的意義在這段時間內不斷

擴大。主要內容是 2001 年後的安全政治對相關案例排除率的影響，並考量「道德」

和「主權」如何在加拿大移民及難民保護法被重新定義。22 

Nicole Laviolette 論及探討獨立人權的文件，以及給予少數族群的保護，對加

拿大難民審查機制來說是一個持續性的挑戰。23加拿大原本就是一個多民族的社

會，政府如何在少數族群與難民保護間權益做出衡平，促進族群融合及社會穩定，

不致造成城鄉差異或種族歧視，以免引發社會動盪。Randy K. Lippert 和 Miikka 

Pyykkönen 則認為加拿大難民議會（Canadian Council for Refugees）是幫助難民的

重要非政府組織，難民議會的主要優先任務係幫助加拿大的難民家庭團聚，因為

難民可以和自己的家人團聚，不僅是為了其個人利益，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

能性，可以鼓勵他們積極工作，幫助難民經濟獨立，使其對所居住的社區有正面

的好處，並積極對加拿大的經濟發展作出貢獻。24 

21 Sandy Irvine, "Canada Refugee Policy: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Bureaucratic 
Networks in Domestic Paradigm Change", Policy Paradigms, Transnation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1）, p. 171. 
22 Catherine Dauvergne and Asha Kaushal, "The Growing Culture of Exclusion: Trends in Canadian 
Refugee Exclus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fugee Law, 23（2011）, pp. 54-92. 
23 Nicole LaViolette, "Independent Human Rights Documentation and Sexual Minorities: An Ongoing 
Challenge for the Canadian Refugee Determination Proces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13（2009）, p. 438. 
24 Randy K. Lippert and Miikka Pyykkönen, "Contesting Family in Finnish and Canadian Im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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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e Lacroix 以在加拿大蒙特婁完成的一份研究報告，探究加拿大難民政策

對難民申請者的影響、難民審查機制對難民主體性的改變，分析難民對加拿大難

民政策的看法及感受，以及他們對加拿大社會環境的瞭解，構成了加拿大難民政

策的主要部分。25另有相關社論或評論涉及加拿大難民政策在其國內產生之問題及

影響，並提出批評和意見。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為幫助受戰爭影響的大量歐洲流離失所難民，

於 1950 年 12 月 14 日，聯合國大會成立了專門處理世界難民問題的國際組織—聯

合國難民高級專員公署（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簡稱 UNHCR，本文簡稱聯合國難民署）。261951 年的 7 月 28 日，通過

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該公約為聯合國難民署基本工作之指南，並為之後開

展難民保護行動奠定法律基礎。聯合國難民署目前負責處理全球難民相關事務，

因此亦是研究難民問題時的重點之一。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採用歷史分析法及文獻分析法為研究方法，茲分述如下： 

(一) 歷史分析法 

    本法是藉由大量歷史文獻資料蒐集，以客觀的態度檢視歷史事件的脈絡，透

過歷史的進程對研究主題的影響力與關聯性探索，結合過去與當前的事件，對現

今或未來的發展進行研析。本文蒐集加拿大難民歷史的發展過程及政府收容難民

之相關統計數據進行分析。 

and Refugee Policy", Nordic Journal of Migration Research 2（2012）, p. 51. 
25 Marie Lacroix, "Canadian Refugee Policy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Refugee Claimant 
Subjectivity: Understanding Refugeeness", 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 17（2004）, p. 150. 
26 UNHCR,〈http://www.unhcr.org/cgi-bin/texis/vtx/home〉（檢閱日期：2013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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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獻分析法 

    本法是根據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課題，通過調查文獻來獲得資料，在加以分析

整理後，全面且正確地瞭解掌握所要研究問題的一種方法。資料部分分為第一手

資料與第二手資料，第一手資料係指法規資料、官方文件、出版品等；第二手資

料則為書報、雜誌、期刊論文等。在第一手資料上，本研究將以加拿大接納難民

之歷史沿革及移民及難民保護法之內容、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移民及難民委員

會、聯合國難民署等官方網站公布之文獻、數據、報告為主；第二手資料則以學

者專書、探討加拿大難民政策問題之學術性文章及知名期刊如 Foreign Affairs、

Foreign Policy、Canadian Public Polic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 等進行研究。 

    加拿大政府重視人權並落實在該國移民及難民政策中，希望打造一個多元文

化兼容並蓄的民主理想社會，所有公民享有平等人權。27加拿大的多元文化環境，

讓那些從世界各地來的移民和難民，不會感到被歧視和排斥，因為加拿大不僅有

民主制度的保障，還有多元文化政策，及人權法庭的申訴管道。其難民政策由來

已久，亦為社會主要關注議題之一，多位學者撰文提出其意見與看法，報章媒體

亦刊載有關加拿大難民政策之社論及觀察。本文主要研究加拿大政府在 2012 年進

行一系列改革，受到國際情勢變化，以及美國、英國、澳洲、日本、歐洲各國等

國家緊縮難民政策的影響，加拿大也進行政策調整，從寬鬆的難民政策逐漸收緊，

以避免加拿大的政府資源及社會福利制度遭到假難民的濫用及浪費。另外還分析

加拿大難民政策的沿革及其相關措施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相關方面所產

生的問題與影響，對尚未制定難民法及相關難民政策的國家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可作為日後研擬難民政策的參考與規劃方向。 

27 僑務委員會編印，《加拿大臺灣僑民現況之研究》，（臺北：僑務委員會，2004），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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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加拿大過去僅有移民法，2002 年才開始實施移民及難民保護法，爰本研究主

要探討 2002 年以後加拿大政府難民政策之實施與改革情形，針對難民政策內容，

以 2012 年移民及難民保護法修訂之內容及相關規定作為主軸，對加拿大難民政策

的歷史沿革、實施過程、預定目標、產生影響進行陳述。另提出加拿大難民政策

法制之綜覽，並進行研析，再以加拿大的施政經驗審視該國難民政策的現況、對

難民政策所進行的改革方向及影響，最後以提出個人研究發現，提供加拿大或其

他世界各國在制定難民相關政策時參考。 

 本研究之限制侷限在國內並無研究加拿大難民政策之中文文獻，國外文獻多

半為英文或法文，而加拿大難民政策涉及公民及移民部、移民及難民委員會等不

同的政府機關業管，主要以官方網站的英文出版品以及統計資料為主，加拿大難

民政策的專書、出版品或期刊文章之英文資料有限，另加拿大難民政策相關之法

律規章及措施均分散在不同之法令規定內，難民審查程序及機制也屢有變動，學

者專家對加拿大接納難民之配套政策研究資料亦少。 

由於難民的問題與人的遷移和跨境流動有關，會隨著國際情勢而變動，又易

受政治因素或國際事件、鄰近國家對難民政策的態度轉變，影響難民政策的改革

趨勢，許多研究內容難以隨著情勢的變化而更新。加拿大隨著世界局勢的變遷，

同時為了節省國家支出，因而對難民政策做出適度的調整與改革，加上避免難民

制度被濫用，大幅緊縮了相關審查制度與接納之配額。而難民政策的調整，伴隨

著執行相關的管理措施，對加拿大境內的難民未來勢必產生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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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論文共有五章，第一章緒論敘述本論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為何選擇加拿

大作為研究主題、文獻探討、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限制及研究架構等。 

第二章從全球難民的問題及歷史背景進行討論，從聯合國 1951 年「難民地位

公約」暨 1967 年「難民地位議定書」探討難民定義，其次討論難民產生的背景，

全球難民遷徙之現況，主要分布之國家及地區，再聯結到國際上主要處理難民問

題的專業機構—聯合國難民署的保護或支援，以及國際移民組織的現況與主要發

展情形，最後則闡釋全球難民問題的嚴重性對世界所產生的影響，以及國際社會

之因應作為。本章主要目的在於闡明本研究所探討之問題背景，以利後續章節的

分析。 

 第三章說明加拿大的難民政策法制探討。首先以加拿大接納難民的歷史為背

景，以大事記的方式整理出加拿大難民政策的重要事件，進行分析討論，再探討

難民政策的沿革。從大事記中可以了解加拿大起初不僅反對接納難民，認為難民

移入將影響國家安全，即使參與難民地位公約的起草，卻未在一開始即簽署難民

地位公約。而後加拿大政府態度因國際形勢與國內輿情轉變，開放接納難民，又

因未對難民資格採取嚴格的政策限制，因而導致大量的難民湧入加拿大申請難

民，加拿大政府必須採取一系列的措施來建立難民審查的管理制度，進而發展難

民政策及法律規範，加拿大也從寬鬆的難民政策逐步調整到緊縮的難民政策。加

拿大政府為妥善處理難民議題，除訂定《移民及難民保護法》及相關規定，亦設

立獨立行使職權的移民及難民委員會，受理難民申請案的審查。在研究加拿大許

多有關難民的法律、規範、機制下，為下一章研究加拿大接納難民之現況及實施

難民政策為所帶來的問題及影響進行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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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探討加拿大接納難民之現況及影響。首先從加拿大接納難民的現況談

起，再闡述難民政策實施後，政府所採行的相關措施及方案，接納來自世界各地

難民的相關情形，以及難民安置作為對加拿大的社會、經濟發展的具體成果，再

研析加拿大政府為因應國際形勢，與時俱進的對難民政策所做出的調整，最後再

提到 2012 年加拿大對難民審查制度的強力改革，包括移民及難民保護法的修正，

以及一系列相關審查措施所帶來的影響。 

第五章結論總結本論文的研究內容，並提出研究發現與未來研究方向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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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全球難民問題發展 

20 世紀以來，難民問題已成為國際社會中令人關注及具爭議性的話題，第一

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社會面臨大量難民的出現，28從俄國和土耳其逃亡的難民

人數約 200 萬人，湧入東歐各國，對當時的國際社會帶來相當大的政治問題。29

第二次世界大戰導致超過五百萬的人民，為躲避衝突或戰爭所帶來的生命威脅，

被迫離開家園成為流離失所的難民，逃難至他國尋求安全與溫飽。由於國家、地

區間的武裝衝突、宗教矛盾、恐怖活動等相繼而生，使得全球難民人口數量大幅

增長，2012 年已高達 4,250 萬人，難民危機日益嚴重且複雜化。難民離開其本國

進入其他國家，不僅是人口移動的國際遷徙，還涉及國際關係、地緣政治、生態

環境、內政外交、民族宗教等問題，因此國際社會必須正視該議題，政府除授權

專責機關制定相關的法律規範外，亦與專門處理難民事務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難

民署等機構及各國政府進行國際合作，協助相關難民救援及安置行動。 

第一節 全球難民問題 

全球難民問題由來已久，自古以來，人類就受到天災、戰禍或其他人為的迫

害等因素而被迫遷移。1566 年至 1609 年，西班牙統治者為加強對尼德蘭 30的專制

統治，設立宗教裁判所迫害新教徒，面對西班牙的專制統治和宗教迫害，以宗教

28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奧匈帝國、德意志帝國和沙皇俄國相繼垮臺，歐洲出現了許多新的民

族國家，各民族間獨立建國的強烈欲望使得民族衝突的新威脅也變得更加容易，再加上領土劃分的

改變、社會主義革命及激進的種族主義思潮蔓延，導致歐洲產生大量難民向其他國家逃亡，也造成

1920 年代的難民潮。William H. McNeill 著，黃煜文譯，《世界史》（臺北：商周出版社，2013），
頁 579。 
29 王繼舜，〈中國參與國際聯盟救濟白俄難民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頁 10。 
30 尼德蘭意為「低地」，指中世紀歐洲西北部位於萊茵河、默茲河、些耳德河下游以及北海沿岸的

地區，包括今日的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三國和法國北部的一小部分。尼德蘭古代曾由羅馬統治，

中世紀初期成為法蘭克王國和查理曼帝國的組成部分。11-14 世紀，尼德蘭分裂成許多封建領地，

大多隸屬於神聖羅馬帝國和法國。14 世紀至 16 世紀中期，透過中世紀的皇家婚姻關係和王位繼承，

尼德蘭成為西班牙的一部分。「荷蘭獨立 Total War」,〈http://wtfm.exblog.jp/i91〉（檢閱日期：201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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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爭為先導的尼德蘭民眾反封建鬥爭逐步高漲。加爾文教在尼德蘭的教徒迅速增

多，不時發生教徒與當局和教會的武裝衝突，31並逃往鄰近的法國，是近代早期大

規模難民潮，1573 年法國將這些逃到法國的加爾文教徒稱為「難民」（réfugiés）。3217

世紀後半期，源自法文的英文詞「refugee」開始使用，難民隨著國際社會的發展

與變動，產生不同的意涵與問題。33 

難民產生的主因在於人類的生存環境發生劇烈變化，包括社會環境和自然環

境。前者為國家領土變更、政權更迭、種族衝突、宗教迫害及大規模之戰爭等；

後者則是天然災害或自然生態破壞導致人們流離失所的情況。34現代難民的來源主

要是由於政治迫害或戰爭、種族歧視、宗教衝突、意識形態和環境災難等，自歐

洲開始的難民潮一路蔓延到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範圍與地區不斷的擴大。 

隨著歐洲黑暗時代的結束，宗教改革、工業革命、地理大發現的到來，伴隨

著的是失業、饑荒、人口過多等社會問題與宗教迫害，而人類向外開拓的野心、

探尋未開發的處女地，冒險精神的崛起等等，亦促使歐洲人民在 17、18 世紀前後

紛紛渡海遠赴新大陸。35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人員得以跨境流動，世界

成為地球村。然而，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不僅帶來物質及生活上的享受，卻也

造成了令人無法預期的慘痛災難。武器精進的結果，反而助長野心家為求個人一

己之私，不顧大多數人的幸福，引發嚴重的戰禍。36這也導致難民問題成為國際社

31 鄧蜀生、張秀平、楊慧玫主編，《影響世界的 100 個戰爭》（臺北：好讀出版有限公司，2005），

頁 138-142。 
32 黃瑤，《國際法關鍵詞》（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頁 170。 
33 梁崇民，〈歐盟對於少數人權之保障---少數民族、少數語言個案分析〉，《歐美研究》，第 34 卷第

1 期（2004 年），頁 51-93。 
34 廖福特，〈區域人權體系研究之必要及缺乏〉，《新世紀智庫論壇》，第 34 期（2006 年 6 月），

頁 36-40。 
35 蒲國慶，〈國際難民問題〉，《中國論壇》，第 8 卷第 9 期（1979 年 8 月），頁 42。 
36 邱承爗，〈澳洲難民制度初探〉，《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報》，第 4 期（2005 年 12 月），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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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之一，不僅困擾著難民來源國，國內政局因戰亂而動盪不

安，人民連基本生存溫飽均難以維持，難民被迫遷徙至鄰近國家或地區，對接收

大量難民移入國的社會、經濟、政治都有極大的影響。 

1980 年代中期後，世界各地的難民與尋求庇護者數量急遽增加，這些遷移人

口是逃離迫害或衝突的「強制移民」（forced migrants），而不是為了經濟或其他利

益的「自願移民」（voluntary migrants）。難民是跨國人口遷移的一種特殊形式，受

到天然災害、戰爭禍害、國界變更、階級壓迫、宗教迫害及種族歧視等非自願性

因素影響，導致大量人口被迫離開家園，逃難至他鄉，形成強制移民。第二次世

界大戰後，難民問題日益嚴重，為解決兩次世界大戰後產生的大量難民無家可歸

的現況，因而產生了國際難民制度，聯合國難民署的主要職責便是負責協調各國

處理難民事務，然而難民安置的現實涉及到政治、社會、經濟、文化、衛生等各

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也使國際社會意識到，處理難民保護問題不僅只是接納收

容而已，還必須面臨高度複雜和艱辛困難的挑戰，且時間不斷延長，空間也持續

擴大。 

難民制度主要受到兩大國際衝突事件所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第二

次世界大戰時超過百萬人被迫離開歐洲，他們前往美國、澳洲、加拿大及其他國

家安頓下來，對接納難民的國家而言，難民對戰後的經濟成長有重大貢獻。冷戰

時，對那些反共產主義「以離開表示意見」（voted with their feet）者，提供難民政

治庇護是宣傳西方國家的一項有力行為。因此大量難民前往西方國家尋求避難，

1956 年匈牙利革命及 1968 年捷克布拉格之春事件均使難民人數增長。37第二次世

界大戰後難民從歐洲地區逐漸擴散，南斯拉夫國家的匈牙利難民，再到非洲國家

部落衝突、拉丁美洲國家動亂、亞洲國家政治與族群鬥爭，亞洲、非洲與拉丁美

37 賴佳楓譯，Stephen Castles and Mark J. Miller 著，《移民─流離的年代》，頁 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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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的殖民化，導致國家衰弱而不民主、經濟低度發展與貧窮；美國與蘇聯集團的

對峙助長了革命運動。許多地方的衝突成為東西爭戰的代理人戰爭，由超級強權

提供現代武器，雙邊的盟國相互對立衝突，引起普遍化的暴力情勢，造成大量人

口向外逃離。自 1960 年代之後，非洲地區對抗白人殖民者或移民政權的情勢逐漸

上升，1970 年代與 1980 年代拉丁美洲反對美國所支持的軍事政權，以及中東和亞

洲長期政治與族群的鬥爭都導致了大量的難民潮。38由此可知，戰爭迫使難民離開

賴以為生的土地，生計頓失，必須長期依賴救援度日。 

難民問題是歷史性問題，也是牽涉到人權保護及國家主權的重要國際問題。

難民的定義隨著時間的變遷，經歷了產生、擴大、發展的過程。歷來的宗教組織、

國際聯盟及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對難民政策的發展起了不同程度的作用，而國際社

會也督促並關注難民權利的保障及國際難民公約的制定和完善。39聯合國向來致力

於保護難民，聯合國憲章第一條即提到：「聯合國之宗旨為一、維持國際和平及安

全；並為此目的：採取有效集體辦法，以防止且消除對於和平之威脅，制止侵略

行為或其他和平之破壞；並以和平方法且依正義及國際法之原則，調整或解決足

以破壞和平之國際爭端或情勢。二、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

為根據之友好關係，並採取其他適當辦法，以增強普遍和平。三、促進國際合作，

以解決國際間屬於經濟、社會、文化、及人類福利性質之國際問題，且不分種族、

性別、語言、或宗教，增進並激勵對於全體人類之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四、構

成一協調各國行動之中心，以達成上述共同目的。」40難民因戰禍逃離家園，需要

獲得協助，顯見這是一個國際性的人道主義問題。 

38 邱承爗，〈澳洲難民制度初探〉，頁 135。 
39 阮惠風、甘開鵬，〈論國際難民保護政策的發展演變〉，《楚雄師範學院學報》，第 26 卷第 2 期

（2011 年 2 月），頁 97。 
40 United Nations,〈http://www.un.org/zh/documents/charter/chapter1.shtml〉（檢閱日期：2013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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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有人一樣，難民有享有適當的生活水準，足夠的糧食、住所以及身心健

康的權利。廣義上來說，流離失所的人和難民是不同的，其兩者之間最主要的區

別在於流離失所的人渴望返回其本國，卻無法返回；41難民則是逃離本國、失去或

不願接受本國保護的人。421947 年，國際難民組織的章程將難民界定為「因種族、

宗教、國際或政治意見而害怕遭到迫害，不願返回其來源國的人」。431948 年「世

界人權宣言」第 14 條宣示：「任何人有逃避迫害，至他國尋求庇護之權利」。1951

年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中定義，難民適用於下列人員「由於 1951 年 1 月 1 日

以前發生的並因有正當理由畏懼由於種族、宗教、國籍、屬於特定社會群體或具

有某種政治見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國之外，並且由於此畏懼而不能或不願受該國保

護的人；或者不具有國籍並由於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經常居住國家以外而現在不

能或由於上述畏懼而不願返回該國的人。」對難民而言，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需

求是安全，由於其本國無法滿足他們在安全上的需求，因此提供國際難民保護及

援助之難民地位公約締約國的首要義務是不將難民遣返至可能會遭受迫害的國

家，為他們提供最基本的安全需求。 

然而隨著冷戰對峙開始，殖民地獨立浪潮紛起，難民人數也不斷增加，這些

難民多數不符合「難民地位公約」的文字解釋，「難民地位公約」對難民定義的適

用範圍在時間上僅適用於 1951 年 1 月 1 日以前發生的事件所造成的難民，在地理

範圍上也僅把難民限定在歐洲地區。國際社會瞭解到必須要有新的規範，才能使

其他非歐洲地區的難民也獲得同樣的保護。為了使「難民地位公約」更加完備，

1967 年各國又簽署了「難民地位議定書」。此份文件主要功能使「難民」一詞不僅

只受限於「難民地位公約」規範的時間與空間限制，而是由各締約國自行執行，

41 Jayne Persian," Displaced Person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Categorisations."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58(2012), p. 482. 
42 Gil Loescher, Beyond Charit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Global Refugee Crisis（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p. 6. 
43 Anna C. Bramwell, Refugees In The Age of Total War（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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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受地理上的限制。44前述的形勢演變說明，難民潮絕不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及

戰後初期的一種歐洲現象，它可能發生在世界上任何不穩定的地區。45 

第二節 全球難民現況 

世界各地幾乎每個國家都面臨難民問題。難民問題具有高度政治性，難民移

入國必須面臨國家安全及資源分配的抉擇，此外，難民保護及協助遣返回原籍國

都需要長期的解決方案，許多政策的制定都涉及政治性決定。46正是由於難民不像

移民，是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或追求理想而自願離開家園，難民通常是緊急的，

無家可歸的，被迫遷徙的。無論戰爭因何而起，平民都是最大的受害者，多數人

被迫成為難民，沒有機會選擇他所要前往的目的地，也不知何時將離開其本國，

逃難時也是匆促倉忙，無法準備所需攜帶的家當。只有少數難民有機會返回其本

國與家人和親友團聚，其他難民則必須面對與家人分離的痛苦，且幾乎是非常困

難也不可能與家人再有聯繫。47待在他國難民營的日子很克難，物資缺乏，離鄉背

井，面對文化衝擊，無法適應移入國的社會文化，可能面臨種族歧視和排外、霸

凌等困境，再加上醫療條件不足，有公共衛生如感染傳染病等風險。 

受到國內戰亂及宗教衝突影響，非洲或中東地區的難民數量是最多的，非洲

及中東地區產生的難民數量約占全世界難民總數的 60%（參閱圖 1-1）。故各國學

者專家在討論世界難民時主要多針對非洲、中東、亞洲等地區難民問題，48當然歐

洲及美洲地區也有難民問題，不過相較於非洲及中東難民問題的嚴重性與複雜

度，歐美的難民問題較少被討論。 

44 陳道恩，〈剛果民主共和國難民與國際人道救援〉（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7 年），頁 14。 
45 孫倩，〈難民定義探討〉，《法制與社會》，第 14 期（2009 年 5 月），頁 346。 
46 Alexander Betts, Protection and Persuasi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Refugee Regim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3 
47 Leo Driedger and Shiva S. Halli, Race and Racism-Canada’s Challenge（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98-99. 
48 陳道恩，〈剛果民主共和國難民與國際人道救援〉，頁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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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世界主要難民來源國家（2011） 

 

資料來源：聯合國難民署 UNHCR, Global Trend Report 2011, 

http://www.unhcr.org/4fd6f87f9.pdf 

二十世紀是戰爭的世紀，也是難民的世紀。這是一個異常遷徙與動盪不安的

年代。49全世界約有 7,500 萬人因戰亂、天災等原因被迫離開家園。歷年來的幾場

重大戰爭，如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韓戰、越戰、波斯灣戰爭、阿富汗戰爭、

伊拉克戰爭，以及自 2011 年以來的敘利亞內戰等，形成大型難民潮，對現今國際

社會的難民問題造成全球性影響。影響非洲和中東地區許多國家的政治穩定，以

及其是否能建立民主政治機制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國內的族群衝突及因衝突而

引發的內戰。50 

49 Tony Kushner and Katharine Knox, Refugees in An Age of Genocide（New York: Frank Cass 
Publishing, 2001）, p.1 
50 嚴震生，〈族群衝突與內戰：非洲政治秩序的瓦解〉，《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

報告》（2003 年 5 月），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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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聯合國統計，難民人數逐年創新高，1984 年突破 1,000 萬人，1994 年高

達 2,300 萬人，而 1996 年難民人數即超過 3,000 萬人，迄 2012 年難民人數已高達

4,520 萬人。51難民數量最多的地區依序為非洲、中東、亞洲、歐洲以及其他地區。

阿富汗仍然是難民最多的國家，約 200 萬阿富汗難民分布在 72 個難民收容國；而

在蘇丹、查德、 剛果民主共和國等地，數百萬流離失所者為了生存而在他國避難；

拉丁美洲部分地區也因為戰亂出現難民潮。 

世界各地區中以非洲的難民最多，因此非洲的難民問題比世界上任何一一個

地區都要突出，通常也是難民研究的重點地區。非洲地區從 1960 年代開始，在反

殖民運動與民族主義之加速激盪下，新興國家逐漸崛起。而非洲國家先後在政治

上獲得獨立之時，卻因為經濟落後、政局動亂、種族衝突以及疆界紛爭，使此一

「黑色大陸」始終無法擺脫紛擾不安之陰影，52而非洲地區產生難民的主要原因亦

正是由於頻繁的武裝衝突，如民族解放戰爭、執政當局採取鎮壓手段、獨立後發

生的軍事衝突、種族主義行為、不同宗教派別的鬥爭等，另外經濟危機和天然災

害也不斷地困擾著非洲大陸。1954 年，阿爾及利亞爆發了獨立戰爭，53大約有 20

萬阿爾及利亞人逃往突尼西亞和摩洛哥。 

從 1960 年到 1975 年，由於剛果危機、反對殖民地宗主國的解放戰爭，非洲

大陸的難民多達 100 萬人。從 1970 年代起，非洲形成了兩個難民中心－－非洲的

南部和東部。南部非洲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問題：納米比亞問題；南非本身的種族

隔離制度，及其對鄰國的顛覆活動，其中以安哥拉和莫三比克受害最深。1984 至

51 UNHCR,〈http://www.unhcr.org/5000139a9.pdf〉（檢閱日期：2013 年 7 月 27 日） 
52 林永樂，《安哥拉爭端與美蘇衝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頁 1。 
53 1954年 11月 1日，阿爾及利亞爆發了反抗法國殖民統治，尋求國家獨立的戰爭。民族解放軍在

民族解放陣線領導下，逐步發展壯大，與 80 多萬法國殖民軍對抗，解放了大片國土。1962 年 3 月

18 日，法國政府被迫停止殖民戰爭，並承認阿爾及利亞獨立。 鄧蜀生、張秀平、楊慧玫，「影響世

界的 100 次戰爭-91 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戰爭」，

〈http://www.shuku.net:8080/novels/wars/yxsjd100czz/100zz.html〉，（檢閱日期：2013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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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天然災害乾旱造成了 1,000 萬人被迫流離失所。到了 1990 年代，由於絕

大多數非洲國家都面臨生態和社會經濟環境惡化現象，難民問題更為嚴重，如索

馬利亞地區。54 

在中東地區，歷史最長、人數最多的難民集中於巴勒斯坦地區。1948 至 1949

年，以色列獨立建國並打贏勝仗，第一次中東戰爭後，出現 100 萬巴勒斯坦難民

和 90 萬猶太移民；1956 年第二次中東戰爭後，以色列為了把巴勒斯坦變成純猶太

人的土地，拒絕在戰亂中逃到國外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園，製造了大批無家可歸

的難民；1967 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又使近百萬阿拉伯國家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淪為難

民。他們無法返回自己的家園，不得不長年生活在巴勒斯坦邊境附近的難民營裡，55

此一複雜的難民問題，歷年來經過各國數次的調停，仍無法找到解決的平衡點。 

因應難民潮地區的改變，聯合國難民署援助難民活動的範圍也隨時代演進不

斷改變，從 1950 年代援助的重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難民；1960、1970 年代

轉移到了內戰頻繁的非洲；而到了 1970 年代末期，嚴重的難民問題已遍及亞洲、

非洲及拉丁美洲三大洲。直到 1991 年的 40 年間，聯合國難民署已幫助過全世界

2,000 萬難民。隨著冷戰的結束，國際和國內衝突、部落和種族衝突、貧窮、災害

等自然和人為因素紛沓而來，使得難民問題不但未得到緩解，反而有愈演愈烈的

趨勢。 

21 世紀初，聯合國難民署在非洲協助各國重大難民危機，如剛果民主共和國

及索馬利亞；以及亞洲歷時 30 年之久的阿富汗難民問題。同時，聯合國難民署亦

54 黃安年，「世界移民潮、難民潮及世界性影響」，學術交流網

〈http://www.annian.net/show.aspx?id=19792&cid=23〉（檢閱日期：2013 年 6 月 15 日） 
55 鄧瑋仁，〈恐怖主義對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和平進程之影響〉（銘傳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0 年），頁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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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幫助因衝突而出現的國內流離失所人士。除了難民和流離失所人民以外，聯

合國難民署亦將其難民救援工作拓展至無國籍人士方面。這些人士往往受到忽略

與遺忘，由於沒有任何國籍，他們的基本權利常常被剝奪，在進行協調安置方面

的複雜度也更高。56 

由於敘利亞、埃及、利比亞、象牙海岸等國家相繼發生武裝衝突，而阿富汗、

剛果和中非共和國等國家的既有問題亦未獲得解決，57使得難民問題日益嚴重。整

體而言，全球 55%的難民主要來自 5 個國家，包括阿富汗、索馬利亞、伊拉克、

敘利亞和蘇丹，合計約 519 萬 6,600 人。58根據聯合國難民署 2013 年統計數據顯

示，平均每 4.1 秒，世界上就有人成為難民。換句話說，僅一眨眼的時間，就有人

被迫逃離家園。59而難民數字不斷增加，也凸顯出國際社會在預防衝突和解決難民

問題方面所遭遇的困境。戰爭是造成難民及流離失所的人數攀升的主因，阿富汗

由於長年的戰亂，經濟、道路及基礎建設遭到破壞，是全球難民最多的國家，難

民人數高達 258 萬 5,600 人。目前 95%的阿富汗難民，約 245 萬人居住在鄰國巴基

斯坦或伊朗的難民營中，其次是索馬利亞 113 萬 6,100 人，以及伊拉克 74 萬 6,400

人、敘利亞 72 萬 8,500 人。至 2012 年底，巴基斯坦仍是收容最多難民的國家，該

國收容 163 萬難民大多來自阿富汗，其次是伊朗和德國，分別收容 86 萬 8,200 人

和 58 萬 9,700 人 60（參閱圖 2-1）。 

56 UNHCR,〈http://www.unhcr.org.hk/unhcr/tc/about_us/history_of_unhcr.html〉（檢閱日期：2013 年 4
月 1 日） 
57 UNHCR, A Year of Crises：Global Trends 2011〈http://www.unhcr.org/gr11/index.xml〉（檢閱日期：

2013 年 2 月 22 日） 
58 「聯合國：去年全世界難民逾 760 萬」，BBC 中文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3/06/130619_un_refugees_2012.shtml〉（檢閱日期：

2013 年 6 月 19 日） 
59 「地球又擠又危險 全球難民 4520 萬人 20 年來新高」，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jun/20/today-int5.htm〉（檢閱日期：2012 年 12 月 23 日） 
60 UNHCR,〈http://www.unhcr.org/51c071816.html〉（檢閱日期：2013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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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已開發國家如美國、加拿大、德國、英國、澳洲、日本等國有相關難民

政策及接納難民之配套措施，每年也透過聯合國難民署安置上萬名難民，提供國

際人道援助以及難民保護，然而已開發國家收容的難民畢竟有限，與發展中國家

收容難民的數字仍有相當大的差距，從 2012 年收容難民前十名國家（參閱圖 3-1）

當中可以看出，有別於一般人的想像，多數難民都不是逃往已開發國家，約 80%

的難民在發展中國家尋求避難。加拿大稱每年接納世界 10%的難民，卻連前十名

都排不上。德國是接納最多難民的已開發國家，收容難民 58 萬 9,700 人，但人數

僅只有巴基斯坦的 1/3，其餘收容難民的國家均為發展中國家或低度開發國家，而

多數國家本身就是難民來源國，如巴基斯坦、肯亞、敘利亞、衣索比亞。 

這些國家收容全球百分之八十的難民，部分國家除了有鄰國難民大批湧入的

困擾外，其國內多半也有難民問題，例如巴基斯坦邊境的難民營就收容了近 200

萬阿富汗難民，在非洲地區，索馬利亞與衣索匹亞的難民則多半居住在肯亞的難

民營；賴比瑞亞邊境的難民營則收容了 18 萬從象牙海岸來的難民。61這些貧窮國

家不得不接納難民，也必須面對大量難民移入其國內，對社會秩序、經濟民生各

方面造成強烈衝擊所帶來的後續效應。即使聯合國難民署積極展開保護行動，協

助難民安置，難民也無法享有該國的公民權利，只能獲得緊急人道援助。收容難

民的非洲和中東國家政治情勢動盪不安，聯合國認為黎巴嫩等周邊國家收容難民

人數已接近極限，未來從義大利和希臘開始，歐洲各國也將成為難民主要出走的

目的地。若敘利亞內戰變得更為激烈，可以預期難民數量將持續增長，未來要如

何收容難民，是歐洲各國將要面臨的一大課題。62 

61 「天災人禍不斷  全球難民逾 4 千萬」，臺灣立報，2011 年 7 月 28 日，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09380〉。 
62 「敘利亞難民增加，引發收容問題」,世界民報全球資訊網,
〈http://www.worldpeoplenews.com/news/2/2013-09/42229〉（檢閱日期：2013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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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產生難民的前十名國家（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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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聯合國難民署 http://www.unhcr.org.hk/files/news/2013/989b.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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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收容難民的前十名國家（2012） 

267,100

3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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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

肯亞

德國

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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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聯合國難民署 http://www.unhcr.org.hk/files/news/2013/989c.jpg 

第三節 處理難民問題之國際組織 

在全球化時代下，國際社會擴展了日益增強且相互依賴的網絡，以及增強跨

國流動性的趨勢，難民問題已不再是單一國家的問題，而是國際社會必須共同面

臨的全球性問題。難民暫時逃往鄰國或其他接納難民的國家，直到其本國的天災、

戰爭或其他重大事故平息後，才能返國。如果無法返回其本國，或其他難民移入

國無法接納他們，則必須尋求第三國收容安置，這涉及複雜且漫長的國際談判過

程。對難民而言，難民營雖然是臨時庇護所，但他們有可能在此住上數年、數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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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久，甚至要面臨永遠不能返國的現實。因此，為處理大量的難民問題，提供

有效的保護，與各國協調安置難民等國際合作事宜，專門處理難民問題的國際組

織－聯合國難民署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聯合國難民署標幟參閱圖 4-1）。 

聯合國難民署是歷史上首個處理難民問題的國際機構，成立於第一次世界大

戰後，由國際聯盟所建立，1921 年國際聯盟理事會決定成立難民高級專員公署（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並指定南森博士（Dr. Fridtojof  Nansen）為首任

專員。63這代表國際社會在難民保護方面走出關鍵的一步，因為他們促使國際社會

為受迫害者承擔集體責任，並賦予他們特定的權利。難民高級專員公署的工作主

要研究難民之法律地位，安排難民遣返或協助至第三國安置及就業安排，並協調

慈善機構，推動難民救濟工作，提供國際援助，並解決各類難民問題。邇後服務

內容更擴大至核發難民身分及地位證明文件、驗證難民文件上之簽名、副本、翻

譯公證等，以及推薦申請簽證、居留許可、入學等事項。法國及比利時等國家為

使難民高級專員公署之推薦更具合法性及效力，另特別授權難民高級專員公署製

發相關文件。64 

對於難民高級專員公署管理下之難民予以支持及保護，是當時國際社會的共

識，雖有少數國家持保留態度，強調難民裁量涉及國家主權問題，需要視個案情

形予以審查等意見提出異議，然多數國家基於人權保障的立場，對難民高級專員

公署就大規模尋找庇護者所給予的支援與保護仍予以支持。難民高級專員公署被

授權保護因恐懼受迫害而離開其本國之難民，以及無法得到原籍國保護而大規模

63 佛里喬夫．南森（Fridtjof Nansen，1861 年 10 月 10 日－1930 年 5 月 13 日），挪威探險家、科

學家和外交家。他由於擔任國際聯盟難民高級專員公署首任專員，對難民保護的工作作出偉大貢

獻，因而於 1922 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97%E9%87%8C%E4%B9%94%E5%A4%AB%C2%B7%E5
%8D%97%E6%A3%AE〉（檢閱日期：2013 年 9 月 26 日） 
64 王福邁譯，Goodwin Gill 著，《國際法與難民》（臺北：正中書局，1990），頁 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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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國境者。難民高級專員公署與各國對難民之基本義務主要為提供短暫避難、

物質支援及自願遣返，並給予逃避迫害者較為廣泛之保護。65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數眾多的難民在歐洲大陸國家尋求庇護，為難民提供

臨時性救濟的各種組織和機構也如雨後春筍般的成立。然而，隨著政治局勢的變

化，難民高級專員公署也面臨轉型的挑戰，西方國家傾向建立一個永久性處理難

民問題的專責機構，66隨著難民問題不斷增加，且有延續性，聯合國難民署的工作

範圍逐年擴大，也從原本的臨時性組織成為常設性機構。聯合國難民署成立的宗

旨是為了保護難民並協助各國政府解決難民問題，以其在國際難民建制中扮演重

要的政治角色，67領導並協調各國保護民及解決難民問題的國際行動。聯合國為保

護難民，高聲呼籲國際社會應給予難民基本人權之尊重，於 1951 年及 1967 年分

別通過「難民地位公約」及「難民地位議定書」。此兩份文件是確定難民的地位、

權利、責任以及難民待遇的國際標準範本，亦為聯合國難民署基本工作指引方針，

奠下法律基礎。聯合國難民署的章程敘明其工作是人道主義的、社會的和非政治

的。它在政府組織和個人的協助下，實施各項援助難民的方案，對難民提供國際

保護，協助他們自願遣返，或在安置國歸化成該國人民。68 

1954 年，聯合國難民署這個新成立的組織，由於幫助歐洲難民的工作卓越，

獲頒諾貝爾和平獎。27 年後，聯合國難民署以人道救援的立場，持續進行協助全

球難民的工作，再度獲得 1981 年諾貝爾和平獎。69這是諾貝爾和平獎史上少數多

65 同前註，頁 8-9。 
66 阮惠風、甘開鵬，〈論國際難民保護政策的發展演變〉，頁 99。 
67 Tom Clark, The Global Refugee Regime: Charity, Management and Human Rights（Canada: Trafford 
Publishing, 2008）, p. 220-224 
6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content_709560.htm〉（檢閱日期：2013
年 5 月 30 日） 
69 The Nobel Peace Prize（諾貝爾和平獎）,〈http://nobelpeaceprize.org/en_GB/laureates/〉（檢閱日期：

2013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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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獲獎的國際組織之一，70代表國際社會對聯合國難民署的貢獻予以肯定。聯合國

難民署成立迄今 62 年來，在面對各種政治障礙的情況下，以其人道，非政治的軟

性訴求尋求國際社會的支持與合作，成為難民的全球支援及倚靠。聯合國難民署

成立初期只有 34 名員工，截至 2012 年為止，聯合國難民署總部有 972 名員工，

全球共有 7,685 名員工，辦事機構如區域辦事處及分署遍及 126 個國家，135 個主

要城市，以及偏遠地區的 279 個分支及前線辦事處。71聯合國難民署主要經費來源

為國際社會的捐助，每年預算的 2%由聯合國支應，另外 98%則仰賴各國捐款。如

遇特殊緊急情況，例如非洲國家的乾旱和內戰、科索沃戰爭造成大量難民，以及

阿富汗、敘利亞的難民潮，聯合國難民署會向國際社會發出緊急援助呼籲，要求

各國捐款。財政預算由成立時的 30 萬美元，逐年增加至 2012 年逾 35 億美元，預

算數字的不斷增加說明難民問題日益嚴重，需要國際社會與國際組織共同合作，

以尋求難民問題的解決方案。 

圖 4-1   聯合國難民署標幟

 

資料來源：聯合國難民署 http://www.unhcr.org/cgi-bin/texis/vtx/home 

由於非洲一直是歷來產生難民最多的地區，1974 年 6 月 20 日，非洲通過一項

關於非洲難民問題的公約，並決定將每年的這一天定為「非洲難民日」。最初僅是

非洲地區的紀念日，由於 2001 年正值 1951 年「難民地位公約」生效 50 週年，為

70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Red Cross）曾三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http://nobelpeaceprize.org/en_GB/laureates/〉（檢閱日期：2013 年 9 月 23 日） 
71 UNHCR,〈http://www.unhcr.org.hk/unhcr/tc/about_us/history_of_unhcr.html〉（檢閱日期：2013 年 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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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和感謝非洲對 難民 一貫慷慨的態度，促進非洲團結，引起國際社會對難民問

題的重視，在聯合國難民署倡導下，聯合國大會在 2000 年 12 月 4 日一致通過 55/76

號決議，決定自 2001 年起將國際難民日與「非洲難民日」一同舉辦，並將每年的

6 月 20 日定為「世界難民日」。 

此後聯合國難民署每年都針對當前亟需解決的難民問題設定一個活動主題，

期盼能引起國際社會對難民問題的重視與關注。例如 2001 年國際難民日的主題為

尊重（Respect），目的為希望以此喚起全世界人們對難民的尊重，消除對他們的歧

視；2002 年主題為難民婦女（Refugee Women），是由於難民絕大部分係女性，期

待女性難民能得到更多的協助與照顧；2003 年主題為難民青年：開創未來（Refugee 

Youth：Building  the Future），則是認為即使是難民也要不斷發展與進步，為解決

眼前的困境，年青的難民應開創他們美好的未來；2004 年主題為我想有個家（A 

Place to Call Home），是對 2003 年美國攻打伊拉克的反省，戰爭造成了大量的難

民，但他們所渴望的只是有個溫暖的家，能有尊嚴的重新開始新生活。 

自 2005 年起國際難民日主題變得更積極、勵志，該年度的主題為勇氣

（Courage），希望藉此導引難民鼓起勇氣正向面對挑戰，並積極改變命運；2006

年主題為希望（Hope），期盼難民們永不放棄追求夢想和憧憬；2007 年主題為新家

園，新生活（A New Home, A New Life），期盼難民能適應新環境，在第三國安頓

並展開他們的新生活。2008 年主題為保護（Protection），凸顯出難民保護刻不容緩，

需要跨政府間的協力，更需要與非政府組織合作；2009 年主題為真實的人，真實

的需要（Real People, Real Needs），強調難民失去自己的祖國及家園，希望國際社

會能幫助他們；2010 年主題為家園（Home），人性中對家的渴望超越了困難與障

礙，難民渴望回到自己的家園；2011 年主題為一個流浪家庭已經太多，一個被剝

奪希望的難民已經太多（1 Refugee Forced to Flee is Too Many, 1 Refugee Wit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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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e is Too Many），國際難民人數不斷攀升，難民的處境也日趨困難，難民數字

的不斷增長令人憂心；2012 年主題為難民別無選擇，你有（ Refugees Have No 

Choice... You Do），是為了提醒世人，沒有選擇成為難民，被迫在異國他鄉生活，

請伸出援手協助他們；2013 年主題為花 1 分鐘幫助被迫流離失所的家庭（Take 1 

Minute to Support A Family Forced to Flee），聚焦於戰爭與衝突對家庭造成的衝擊與

影響，難民安置的需求、家庭團聚以及兒童保護等議題；希望藉由個別難民的生

命故事來提升國際社會對難民議題的認識，以及對難民處境的同理心（參閱表

1-1）。 

表 1-1   世界難民日歷年主題（2001-2013） 

年度 主題 

2001 
Respect 
尊重 

2002 
Refugee Women 

難民婦女 

2003 
Refugee Youth：Building the Future 

難民青年：開創未來 

2004 
A Place to Call Home 

我想有個家 

2005 
Courage 
勇氣 

2006 
Hope 
希望 

2007 
A New Home, A New Life 

新家園，新生活 

2008 
Protection 

保護 

2009 
Real People, Real Needs 
真實的人，真實的需要 

2010 
Home 
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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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1 Refugee Forced to Flee is Too Many, 1 Refugee Without Hope is Too Many. 

一個流浪家庭已經太多，一個被剝奪希望的難民已經太多 

2012 
 Refugees Have No Choice... You Do. 

難民別無選擇，你有 

2013 
Take 1 Minute to Support A Family Forced to Flee 

花 1 分鐘幫助被迫流離失所的家庭 

資料來源：聯合國難民署網站 http://www.unhcr.org/、筆者自行整理 

國際移民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是在聯合國下的一個

政府間國際組織。其成立之歷史背景為歐洲國家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因應

人口跨境移動的問題，在 美國 和 比利時 的倡議下，1951 年 12 月 5 日 在比利時

布魯塞爾 召開國際移民會議，先成立臨時歐洲遷徙政府間委員會（Provisional 

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for the Movement of Migrants from Europe），該委員會

主要職責為協調歐洲各國政府安置因戰爭而被迫 移民 的百萬人口。1952 年改名

為歐洲移民問題政府間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for European 

Migration），其組織章程於 1953 年 制定，1954 年生效；1995 年 提交 聯合國秘書

處 登記並編入聯合國條約集；1980 年 再改名為移民問題政府間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for Migration），1987 年 5 月更改章程，新章程

於 1989 年 11 月 14 日生效，根據新章程，組織正式改名為國際移民組織，從原

本的物流業務轉為專司移民事務，72由於移民與難民均屬人流議題，故難民問題

亦為其關注重點議題之一。 

國際移民組織致力於協助各國政府有秩序及人性化管理移民，促進有關移民

議題的國際合作，尋求實際可行的方案解決移民問題，提供移民、難民及流離失

72 國際移民組織,〈https://zh.wikipedia.org/A7%BB%E6%B0%91%E7%B5%84%E7%B9%94〉（檢閱

日期：2013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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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之人民人道援助。73國際移民組織總部位於瑞士日內瓦，截至 2013 年 8 月，共

有 151 個會員國及 12 個觀察員國，2011 年該組織預算達 1.3 億美金，資助各國舉

辦超過 2,700 個移民及難民相關主題會議，超過 7,800 名員工在全球 161 國 450 個

辦事處服務 74（國際移民組織標幟參閱圖 5-1）。 

圖 5-1   國際移民組織標幟 

 

資料來源：國際移民組織 http://www.iom.int/cms/en/sites/iom/home.html 

國際社會對難民的保護機制，確實使難民狀況有相當程度的改善，惟因難民

問題的解決涉及糧食、資金、交通、衛生、教育、勞動就業等各方面的資源分配

問題，讓多數國家對難民政策由開放、寬鬆逐漸趨向保守、嚴格 75，即便是過去

向來以開放、包容著稱的加拿大亦是如此。政府必須有詳盡的難民收容政策，避

免難民的大量湧入，造成國內經濟、社會的負擔。加拿大的難民政策是為了人道

主義精神而訂，也必須配合利益團體的政治性需要進行調整與適應，在固有文化

法律傳統及政治利益的折衝下進行調合。受到國家利益的轉變及西方民主政治局

勢的影響，人道考量的精神與內涵更加豐富及多元化，難民保護的措施與政策也

73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http://www.iom.int/cms/about-iom〉（檢閱日期：2013 年

5 月 3 日） 
74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http://www.iom.int/files/live/sites/iom/files/About-IOM〉（檢

閱日期：2013 年 5 月 12 日） 
75 彭定民，《難民相關問題與法制建立之研究》（臺北：立法院法制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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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時制宜的不斷作出調整。當然難民問題的處理，不僅只是單一國家的力量，還

需要聯合國各相關組織以及其他國家的參與、協助及合作。 

小結 

難民問題是國際社會必須共同面對的，在難民保護的實踐中，國家扮演極其

重要的角色，難民保護的最初責任和最終責任都在於國家，這也是國家制定難民

政策的重要原因，有了法律規範，政府機關才能據以判定難民身分，提供難民保

護的空間以及所需要的資金和人力資源。由於經濟和政治因素，國家需要優先考

量自身的利益，難以保持難民保護的即時性、政治性、中立性。為了徹底解決難

民問題，國家不但要承擔主要責任，而且需要與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合作。 

處理難民問題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難民署、國際移民組織在保護難民方面進

行不斷的努力，其作用性也是不可缺少。與國家相比，國際組織對難民保護的優

秀在於非政治性、比國家更有持續性，與國家或其他國際組織存在廣泛合作、擁

有具體的保護機制保和相關技能等等。為進行有效的難民保護，國際組織與國家

雙方都需要對方的支持，但國際組織在難民保護方面也有利有未逮之處，因為國

際組織的主要資金來源是各個國家提供的捐款，在沒有獲得國家支持的條件下，

國際組織難以進行有效的難民保護，而國家的捐助都帶有功利主義色彩，勢必影

響國際組織在實行難民保護時的非政治性，使他們難以達到純粹公正和充分體現

人道主義原則。 

聯合國難民署設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護難民、援助難民、為解決難民問題

找出可行之道。全球化下的今日難民不再只是遙遠非洲飢貧婦女、孩童的刻板印

象，弱勢族群、人權捍衛者、甚至科技白領都可能變成「難民」。面對現代多樣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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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的挑戰，難民保護需要跨政府間的協力，更需要與非政府組織合作。作為全球

性專責處理難民問題的國際組織，聯合國難民署在國際難民保護方面占了絕對的

優勢，並為此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為防止難民的權利受到損害，以及向國際宣導

保護難民，聯合國難民署展開了包括發布報告、提出相關理論、解釋難民法、將

有關難民概念擴大化、進行當地調查等一系列活動。近年來，聯合國難民署保護

的對象和救援項目不斷增加，經費也逐年擴增，活動地區範圍不斷擴大。同時，

聯合國難民署積極開展了與國家和其他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的合作關係，亦建

立了廣泛的合作事宜。聯合國難民署的保護活動涉及難民的遣返、安置遣返後的

生活，協助國家重建及發展等各個方面，與各國政府及非政府組織、民間團體進

行密切的合作。 

自冷戰結束後，難民多出現於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及歐洲，如何妥善安置

難民涉及外交、政治、經濟、社會等不同層面的綜合性議題。國際社會如不能妥

善處理難民所引發的問題，將會迅速掀起動亂與不安，進而導致武裝衝突或暴力

的發生，須制定法律規範已妥為因應。鑑於難民問題已成為全球性的重大議題，

難民問題之嚴重性亦是國際社會所必須重視和關注的焦點。如何建構一套穩健的

難民保護制度及政策，以達到兼顧難民本身之人權及地緣政治的和平穩定，是身

為國際社會成員須關注之課題。76 

76 侯世傑、梁鎧麟，〈國際難民保護制度分析與對我國建制之建議〉，《國家文官學院 T&D 飛訊》，

第 165 期（2013 年 4 月），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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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加拿大難民政策法制探討 

加拿大為傳統移民國家，素有人權國家之美名，其對外政策的核心價值包括

秉持民主的理念，堅持人民應享有生存權、人權、法律等基本權利的平等、促進

於對多元文化及公民社會的尊重、推動公平的勞動及企業行為、支持公眾教育及

永續發展等。77加拿大在國際社會是一個中等強權，政府在處理外交及國際事務的

立場較中立，少涉及意識形態立場，且致力於緩和國際緊張情勢，亦因其完整之

移民及難民政策獲得其他國家肯定。為妥善處理移民及難民事務，加拿大設有公

民及移民部與移民及難民委員會，在移民及難民保護法的基礎之上，分別主管難

民事務的政策制定、難民實質審查業務，落實難民政策之執行。 

自 1950 年迄今，加拿大為 100 多萬難民提供庇護。加拿大的傳統就是友善開

放、保障人權、尊重多元，為完善管理其難民制度，制定了「移民及難民保護法」

及相關法案，並提供難民社會資源及醫療福利，政府及人民一直以來為加拿大對

難民保護的此項傳統感到自豪與驕傲。加拿大也因此被譽為「人權國家」，享有保

障人權之美名。1986 年，加拿大因為在協助解決難民問題上貢獻良多，因而獲得

聯合國難民署所頒贈的南森難民獎章（Nansen Refugee Award）78予以肯定。南森

難民獎章每年頒發一次，對象是致力於難民事務並作出傑出貢獻的個人或組織，

而加拿大的獲獎，是該獎章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頒發給國家，受獎對象是加拿

大全國人民。加拿大的妥善的難民政策使被接納的難民帶著他們的經驗、希望、

技能及夢想，為加拿大貢獻所能，協助加拿大建立更為強盛且繁榮的社會。 

77 林宗憲，〈中等國家之國際參與：加拿大外交政策及其對臺灣的啟示〉，《全球政治評論》，第 4
期（2003 年 10 月），頁 120-122。 
78 南森難民獎章（Nansen Refugee Award）前身為南森獎章（Nansen Medal），是為紀念挪威極地

探險家佛里德托夫‧南森（Fridtjof Nansen）而設立。1921 年，在聯合國成立之前，他出任世界上

首位國際聯盟難民事務高級專員，也是 1922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森難民獎章每年頒發一次，

授予在難民事務方面有傑出貢獻的個人或組織，獲獎者可得到一枚紀念獎章及 10 萬美元獎金。

〈http://www.unhcr.org.hk/unhcr/en/about_us/Nansen%20Award.html〉（檢閱日期：2013 年 3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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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加拿大接納難民歷史 

難民與移民的關係相當密切，79同樣是從外國移入，移民在加拿大的歷史發展

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80加拿大社會中有 70 多個移民民族，20 多個原住民族。來

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如同一塊塊的彩色拼板，構成了色彩繽紛多元的加拿大社會特

徵，因而有了「馬賽克（Mosaic）」一說，外來移民構成了加拿大社會的主體，沒

有移民，就沒有加拿大。而加拿大政府透過政府贊助，鼓勵和保存加拿大多樣化

的文化遺產，81推行多元文化價值成為移民政策的主要核心。在這塊色彩繽紛的馬

賽克中，英裔和法裔加拿大人為最主要的兩部分。82加拿大是舉世聞名的英、法雙

語國家。它的由來有其特殊的英、法殖民的歷史背景，除了複雜的地理因素外，

這與其為移民組成的社會，人民無民族一致性有關。但也因此促成了加拿大人民

對於多元文化的尊重與包容，使加拿大比起其他國家更能接受難民。 

自 1947 年以來，加拿大收容的難民已經超過了 100 萬人，加拿大對於難民的

申請、審查與權利及保護等機制建立了一套明文的規範，是國際社會間少數有完

整規劃難民保護體系的國家之一。加拿大的歷史本身就是一部移民及難民史。難

民與移民問題兩者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也由於難民問題實際上亦屬於移民

政策中的一環，在加拿大的移民政策中，長久以來也並未將兩者特別區分，因此，

要了解加拿大接納難民的歷史，也必須對於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加以討論。 

總體來說，加拿大移民政策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分水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以前移民政策主要以「向內導向（Inward Directed）」為主，意即加拿大對移民移

79 〈http://www.thecanadianencyclopedia.com/articles/immigration-policy〉（檢閱日期：2013 年 7 月

16 日） 
80 Leo Driedger and Shiva S. Halli, Race and Racism-Canada’s Challenge（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98. 
81 高鑒國，《加拿大文化與現代化》（瀋陽：遼海出版社，1999），頁 273。 
82 黃鴻釗、吳必康著，《加拿大簡史》，頁 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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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考量主要是以能否對加拿大的經濟發展與社會建設有所貢獻，而較少過問國

際事務，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移入加拿大的移民，事實上有些是屬於難民，

不過加拿大多半視為一般的移民，而稱之為經濟性移民（Economic Immigrants）。8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加拿大幸運的並未如同英、法等戰勝國受到戰爭重創，

德、日等戰敗國經濟崩潰，中國正處於內戰的混亂中，除美國之外，加拿大在世

界上並無其他強大的競爭對手，各國亟需加拿大的糧食、原料及工業品，以求度

過難關恢復經濟，加拿大因此處於難得的優越地位，占有廣大的海外市場。國內

市場也是一片欣欣向榮，戰時節儉的人消費量遽增，大量外國資本湧入，促進加

拿大經濟的蓬勃發展。84自此，加拿大的移民政策改以「向外導向（Outwardly 

Directed）」為主，意即加拿大逐步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使其移民政策更加開放，

也收容了大量因戰亂而逃離其原屬國的難民。 

為處理難民移入的相關問題，以及國際輿論的要求下，加拿大政府深感難民

問題之嚴重，乃有之後參與起草並簽署 1951 年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及加入國

際性組織的決定。1960 年代加拿大修改移民法，廢除移民政策中種族歧視的規定，

從強調經濟優先轉向人道主義和社會目標，如家庭團聚、接納難民和移民融合。85

並在 1976 年新的移民法（Immigration Act）中新設立了四種允許移民加拿大的類

別，分別是 難民，家庭團聚，家庭成員以外之親屬移民和獨立移民，這是加拿大

首次在正式法律文件中對於難民之身分、收容與界定等規定有明確規範。86 

83 Tanya Basok and Alan Simmons, "A Review of the Politics of Canadian Refugee Selection", The 
International Refugee Crisis: British and Canadian Responses（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1993）, 
p.134. 
84 黃鴻釗、吳必康著，《加拿大簡史》，頁 73。 
85 Fernando G. Mata, "The Multiculturalism Act and Refugee Integration in Canada", Refuge,13（1994）, 
p.17. 
86 John Atchison, "Immigration in Two Federations", Federalism in Canada and Australia: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1920-1988（Calgary: Broadview Press,1989）, pp.21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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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難民政策的變化是從封閉拒絕難民（1945 年以前）逐步過渡到有條件

開放（1945 年至 1969 年），從有條件開放（1969 年至 1976 年）轉變到寬鬆大量

接納難民（1976 年至 2012 年）轉為管制緊縮（2012 年之後）。各時期的重大事件

包括 1920 年至 1945 年，政府對難民採取嚴格、封閉的態度，拒絕讓難民入境，

認為無國籍難民入境後將無法遣返回國，對難民有嚴重的歧視，不接受亞洲及猶

太難民。而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雖然移民控管仍相當嚴格，但為了回

應對歐洲難民的人道訴求，以及受到鬆綁移民政策的壓力，加拿大逐步鬆綁移民

政策，1946 年至 1962 年間有條件限制的接受難民。1960 年加拿大簽署人權宣言，

保障難民權益的觀念開始產生，1969 年也簽署難民地位公約，並在 1976 年制定移

民法，首次將難民身分類別納入國家法規，隨後便制訂難民政策，而後 2002 年實

施移民及難民保護法，「難民」一詞首度出現在國家法律中，對加拿大難民政策而

言是一個新的里程碑，難民保護也成為社會的共識，可以享有優渥的社會福利及

醫療資源，許多難民紛至加拿大申請難民保護。2012 年加拿大再度修正移民及難

民保護法，因時制宜的調整其難民政策，使國家能夠更好的發展。筆者整理加拿

大接納難民的歷史大事記供讀者參考（參閱表 2-1）。 

表 2-1   加拿大接納難民歷史大事記 

加拿大聯邦成立前 
北美十三州殖民地的英國保王黨及基督教溫和派信徒（包括門諾

會信徒及貴格會信徒）在美國獨立革命期間逃往加拿大。黑奴也

從美國逃離以尋求更好的庇護。 

1869  加拿大通過第一個移民法，其中未包括任何與難民相關之規定。 

1920 年代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數十萬人流離失所。加拿大拒絕讓難民

入境，認為無國籍難民入境後將無法遣返回國。 

1922 
國際聯盟舉辦跨國會議，在挪威探險家及外交家南森的領導下，

決議向難民發放旅行文件，即「南森護照」。加拿大以無法遣返

為由，拒絕持南森護照者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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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 
加拿大政府通過行政命令，禁止「任何亞洲人」移民加拿大，包

括遭受土耳其迫害的亞美尼亞難民。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僅有

1,300 名亞美尼亞人來到加拿大。 

1930 年代早期 

在經濟大蕭條與恐懼共產主義的背景下，許多失業者、勞工運動

者及疑似共產黨員遭驅逐出境。 
雖然加拿大勞工聯盟提出遣返回法西斯主義的原國籍來源國會對

這些人造成危險，但加拿大政府並不將此列入考量。 

1930 年代 
希特勒在德國掌權後，猶太人團體及一些非猶太人團體敦促政府

接受難民，但沒有成果。當時反猶太主義在加拿大移民機關及民

間相當風行。 

1938 
美國總統羅斯福在法國愛維養（Evian）召開會議討論解決難民危

機之道。加拿大不情願地參與會議，並決心不開放難民庇護。 

1933-1945 

納粹黨統治德國的 12 年間，加拿大僅接受了不到 5 千名的猶太難

民，是民主國家中擁有最糟紀錄的。 
1945 年時，加拿大政府被問到預定在戰後接受多少猶太難民，一

名外交官員回答：「不接受也算太多了。」 

1945-1947 
二戰結束後，移民控管仍相當嚴格，但政府接受到鬆綁移民政策

的壓力，及對歐洲流離失所難民，以人道方式回應其訴求。 

1946 
加拿大國家難民委員會建請國會應修法豁免難民免受一般移民限

制，並僅受「國會認為有必要且合法考量庇護難民為特殊限制移

民」的規範。 

1948 

第一批 10 艘載有 1,593 位來自波羅的海地區的難民（大部份為愛

沙尼亞人）船隻抵達加拿大東岸。他們從瑞典出發，因為停留在

瑞典有可能被遣送回蘇聯。他們試圖移居至加拿大，但卻被冗長

且障礙重重的移民程序阻擋。當他們到達加拿大時立即被收容，

並召開審查會審核身分。經過審查後，除 12 人被遣返外，其餘所

有人皆順利入境加拿大。 

1946-1962 

加拿大接受了大約 25 萬名難民。他們是以依親、契約勞工或經政

府、教會擔保來加。 
政府選擇移民的標準為經濟利益、種族及政治偏見。根據加拿大

外交官員 John Holmes 的說法，加拿大選擇難民就像「選擇肉牛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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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聯合國召開委員會以訂定難民公約，加拿大代表 Leslie Chance 擔

任委員會主席。 

1951 

加拿大內閣決定不簽署 1951 年 7 月 28 日簽署的難民地位公約。

閣員認為公約會妨礙加拿大驅逐影響國家安全者（尤其是共產黨

員）。他們也認為公約會「給予應驅逐出境者在聽證會上聘請代

理人發言的權利」。因政治因素考量，加拿大並非一開始即為難

民地位公約的會員國。 

1954 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正式生效，加拿大依舊未簽署。 

1956-1957 

匈牙利反共起義失敗，造成 20 萬匈牙利人逃到奧地利。 
在民眾壓力下，加拿大政府實施特別計畫，提供匈牙利難民免費

交通（而非貸款）。數千名匈牙利人在 1957 年上半年由 200 多班

包機飛抵加拿大。一年內約有 3 萬 7,000 名匈牙利人抵達加拿大。 

1959 
世界難民年。加拿大允許 325 名患有肺結核之難民及家屬入境（這

是加拿大首次讓健康狀況不佳的難民入境）。加拿大外交部呼籲

政府簽署難民地位公約，但公民及移民部反對。 

1960 加拿大首相 John Diefenbaker 簽署人權宣言。 

1969 年 6 月 4 日 
加拿大簽署 1951 年難民地位公約及 1967 年的議定書。但加拿大

新聞媒體沒有報導，民眾也不清楚。 

1970 
加拿大接受一群西藏（圖博）難民，過去加拿大只接受歐洲難民，

這是加拿大第一批安置的非歐洲難民。 

1970 政府發布「判定難民身分準則」，移民官員須據此審查海外難民。 

1973 
「移民上訴法」修正，廢除遭遣送出境者皆有上訴權的規定。但

保留經判定為真實難民的上訴權。 

1976 

新移民法立法通過，這是加拿大首次將難民獨立為一特別移民類

別。 
新法之立法目標其中之一為「盡加拿大在難民上的國際法義務，

保持國家的人道傳統，保護流離失所及遭受政治迫害之人」。該

法採用難民地位公約中的難民定義，創立難民判定系統（由難民

地位諮詢委員會 RSAC 負責判定），難民可由人道考量或私人資

助管道入境。該法於 1978 年 4 月生效。 

1977 加拿大通過人權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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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加拿大難民議會成立。 

1979-1981 

1979 年中期，約 150 萬名東南亞難民逃離家園。 
1979 年 6 月，加拿大政府宣佈將於 1980 年 12 月前安置 5 萬名東

南亞難民。數千位加拿大民眾站出來歡迎難民，為新的「私人資

助難民計畫」寫下戲劇性的開始。民眾的壓力促使政府上修預定

安置的難民數，在 1978 至 1981 年間，難民占加拿大移入人口總

數的 25%。 

1985 年 4 月 4 日 
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有關 Singh 案，最高法院認定難民身分申請

人適用加拿大權利與自由憲章中的基本正義原則，這個原則通常

需要在難民身分認定過程中召開口頭聽證會確認。 

1986 
加拿大全體國民獲得由聯合國難民署頒發的「南森獎」，以表彰

其重大且持續為難民貢獻之事蹟。 

1987 
一群錫克教徒搭船抵達新斯科細亞省並申請難民庇護。首相 Brian 
Mulroney 緊急召開國會會議研商 C-84 法案，即「難民制止及收容

法」。即使是所謂的緊急，此嚴格的法案直到一年後才通過立法。 

1987 加拿大正式批准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 

1989 
移民法修正法條正式施行，創立了新的難民判定系統。 
加拿大移民及難民委員會成立。 

1993 
移民及難民委員會主席發布「女性遭受性別迫害申請難民準則」。 
加拿大是全世界第一個發布相關準則的國家。非政府組織包括加

拿大難民議會在倡議性別與難民相關議題方面相當活躍。 

2002 
移民及難民保護法正式生效─加拿大史上首次在國家法律名中使

用「難民」一詞。但該法中有關給予難民上訴權之法條並未施行。 

2012 
加拿大修改移民及難民保護法的規定，並制定新的法律，對現行

的難民審查系統機制進行大幅度改革，另提供難民上訴權管道之

法條正式施行。 

2012-2013 
加拿大為防止難民制度遭到濫用，收緊難民審查制度，並設立了

「安全國家名單」，來自安全國家名單的難民可以縮短冗長的難

民審查程序，並運用高科技系統管理國境，加速遣返假難民。 

資料來源：加拿大難民議會 http://ccrweb.ca/canadarefugeeshistor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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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加拿大難民政策沿革 

加拿大為難民提供保護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789 年美國南北戰爭之前，當時約

有 3 萬名的自由人和奴隸沿著鐵路北上，到達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南部和魁北克

省避難，不過當美國內戰結束之後，只有非常少數的難民選擇定居在加拿大。1870

年代，由於受到沙皇的壓迫，來自俄國境內的門諾教派（Mennonites）、哈特教派

（Hutterites）和道克赫博教派（Doukhobors）難民欲離開俄國前往加拿大，加拿大

也接納了他們的移入，然而加拿大主要考量的因素，還是在於他們擁有農業背景

及高度勞動力，且又是屬於歐洲國家的移民，文化上較為接近。從 1896 年開始，

加拿大是以歐洲國家的移民為其優先考量，希望接納具有農耕技術背景，同時也

是年青體力良好的移民，以利開墾其境內廣大的農地。其後，1956 年蘇聯入侵匈

牙利，加拿大接納 3 萬 7,000 名逃離蘇聯暴政的匈牙利難民。1968 年，1 萬 1,000

名逃離蘇聯和華沙共產條約的捷克人 也來到加拿大。1970 年代，加拿大同樣提供

遭受文革的中國難民和流亡的西藏人士避難及保護；在越戰過後，也保護那些逃

離共產黨統治的越南難民。 

在 1930 年代經濟大蕭條之前，加拿大存有相當嚴重的種族歧視觀念，對於東

方人或非白種人以及猶太人常遭到拒絕入境與接納，大量的難民進入加拿大，卻

未有相關的管理措施。87這種情形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都未有太大的改變。即使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不少國家都收容了從納粹德國逃難出來的猶太人，但

是加拿大自 1933 至 1945 年間只收容不到 5,000 名猶太人 88，在西方民主國家中是

最低的。甚至在戰後，加拿大對於猶太裔的難民仍然是採取拒於門外的態度。89 

87 http://www.thecanadianencyclopedia.com/articles/refugees（檢閱日期：2013 年 3 月 10 日） 
88 Canadian Council for Refugees ,〈http://ccrweb.ca/canadarefugeeshistory2.htm〉（檢閱日期：2013
年 3 月 11 日） 
89 Irving Abella, "Canadian Refugee Policy to 1980: Historical Overview", The International Refugee 
Crisis: British and Canadian Responses（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1993）, p.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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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也由於戰後有上百萬人民因戰亂而無法返回到其國家，紛紛湧入加拿

大，加拿大的經濟因而在戰後快速的蓬勃發展，促使加拿大投入重建與復興的工

作；也因來自聯合國會員國的壓力，以及國內輿情，包括少數種族團體要求收容

難民的聲音，國際社會希望加拿大能分擔協助解決大批難民的問題，1948 年加拿

大開始參與協助解決有關難民收容等多項問題，到了 1950 年底，加拿大已經收容

了許多來自波羅的海、東歐、德國及猶太人的難民。 

1950 年代，由於「戰後嬰兒潮」及移民政策的放寬使移民人數大量增加，人

口成長率也隨之上升。加拿大難民政策配合聯合國的要求與人權標準，在 1946 年

至 1952 年間接納歐洲因冷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流離失所的人數超過 16 萬人，

較美國接納的更多。90由於難民問題引起國際社會重視，加拿大在 1951 年也參與

起草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而有關加拿大移民政策中歧視性的規定，在持續了

將近一個世紀後，才在 1967 年經由立法通過予以刪除，同年加拿大簽署聯合國「難

民地位議定書」，1969 年亦正式簽署了「難民地位公約」，並確立「難民不遣返原

則」（Non- Refoulement）。91 

由於加拿大對於難民的收容已日漸增多，但是對移入的外國人而言，加拿大

有時視其為移民，有時卻又視其為難民，以致沒有一套明確的政策出現。再加上

加拿大國內各種利益團體不斷要求政府立法，以制定一套處理有關難民與移民問

題的政策，終於促使加拿大在 1976 年制定了移民法。這部法案首次明白的闡述了

加拿大移民政策中的基本目標：強調家庭團聚的重要、沒有歧視性的移民、對難

民的關注，以及提升加拿大的經濟、社會、文化與人口。在這部移民法中，正式

90 王曾才著，《加拿大通史》，頁 39。 
91 不遣返原則，謂難民如遣送回其本國，有受剝奪生命或自由迫害之危險者，應不予遣返。然而

不遣返原則並非絕對，各國仍可以以「國家安全」及「公共秩序」等理由拒絕適用，惟此例外規定

應有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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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難民與一般移民做出區分，並將難民明白的列為移民類別中的一類，難民的身

分、地位與權利等法律基礎也因此得以確定。92 

到了 1978 年 4 月移民法正式的公布生效後，加拿大政府計畫在每年預定接受

的 10 萬名移民當中，包括約有 6,000 名的難民在內。而且加拿大政府不僅提供難

民官方協助，同時也准許個人或民間團體，如果在經濟可負擔的情形下，可以依

照政府的計畫收容一些難民，這是今日加拿大私人資助難民計畫的雛形。但由於

在加拿大移民法中對確認難民身分的制度不夠周延，以致到了 1980 年代，實際上

卻有經濟移民（Economic Immigrants）以難民的身分移入加拿大，享受加拿大給予

難民的福利與權益，增加加拿大在經濟與社會上的負擔。為防杜此類情形一再發

生，加拿大政府在 1988 年分別制訂了 C-55 與 C-84 法案，使確定難民身分的制度

作大幅度的修正，也使加拿大對難民身分的確認更加嚴謹，這 2 項法案在 1989 年

實施，用以遏阻「假難民」不斷的移入。93 

加拿大移民法從制定以來，因應時勢變遷及國家發展趨勢，經過多次的修正

與調整，促使加拿大移民及難民法有豐富且彈性化的解釋，而這也是加拿大移民

及難民法的特色之一。94在加拿大對多元文化的包容與尊重的背景原則下，加拿大

提出對於外來人士，包括移民與難民均應採取平等、開放、多元化的立法思想。

依據加拿大移民及難民保護法規定，其立法目的包括： 

一、反映加拿大社會價值觀：透過該法向世界展現加拿大社會的價值理念，

包括反對種族歧視、實現家庭團聚、履行對難民的國際義務，以及促進

加拿大在社會、經濟、人口、文化各方面的發展及多元化。 

92 劉文章，〈加拿大對難民問題處理之研究〉，《難民問題論文集》，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論

文研討會（1995 年），頁 5-6。 
93 同前註，頁 6。 
94 Mark R. von Sternberg, "Introduction: The Emerging Criteria for Refugee Status", The Ground of 
Refugee Prot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Law-Canadian and 
United States Case Law Compared（Leide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02）, p.16. 

4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二、規範進出加拿大的外國人相關權利義務：包括以經濟類、家庭類及國際

難民公約中涉及的人員及相似情形的人員以及永久居民等。 

三、規範加拿大移民管理機關的標準作業程序：包括難民裁定程序、出入境

人員權利救濟程序、對拒絕入境、、驅逐出境人員風險評估、調查、處

置程序等。另外也制定包括有關罪犯、構成安全威脅、違反人權及由於

欺騙、詐欺、經濟或健康因素拒絕入境的標準，以及制定拘留授權的拘

留標準等。 

四、維護加拿大的國家安全：該法規範違反加拿大移民法律的法律責任，包

括人口販運及走私的最高刑罰，透過欺騙或詐欺方式而獲得移民援助的

刑罰等。 

回顧加拿大移民法律的立法思想，其轉變也反映出了加拿大移民政策的改

變，也歷經數次幅度較大的調整。加拿大移民政策先後經歷了自由移民政策、選

擇性移民政策、鼓勵性移民政策、限制性移民政策、彈性移民政策及平等、開放、

多元化的移民政策等階段。移民政策方向之轉變，固然有其多方面影響因素，但

其始終是以其本國經濟利益為考量而進行調整。 

在加拿大立國初期，由於國土遼闊，缺乏勞動力，因此採取較寬鬆自由的移

民政策。進入 19 世紀後，伴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加拿大開始選擇其需要的移民，

身強體壯的農民是加拿大移民的主力。到了 20 世紀 30 年代，世界出現經濟大蕭

條，加拿大的國內經濟也受到嚴重影響，開始逐步收緊移民政策，寬鬆的法規也

設下許多限制，1923 年的排華法案即為明顯例子。95而 60 年代，隨著經濟再度復

95 加拿大政府在 1923 年 7 月 1 日通過《1923 年華人移民法案》。該法案規定：除了商人，外交官

員，留學生，和特殊個案以外，禁止華人進入加拿大境內。該法案生效後，幾乎所有華人無法移

民加拿大，包括已經在加拿大居住的華人勞工的親屬。該法案實施的 24 年時間內，總共只有 20
多名華人移民加拿大。鑑於在加華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對加拿大的貢獻以及國際社會的輿論壓

力，加拿大於 1947 年 5 月 14 日廢除了《排華法案》。「1923 年華人移民法」，維基百科

〈http://goo.gl/Pd5U9f〉（檢閱日期：2013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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甦起飛，吸引技術性人才，加拿大再度調整移民政策，取消歧視性及限制性的條

款，強調對移民受教育程度、語言能力以及專業技能等方面的要求。1970 年代後

推行更加開放、包容和多元的政策。加拿大認為其移民政策的目的是為了促進本

國的人口、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對各國移民平等對待，履行難民保護的國

際義務。96  

96 王強，〈加拿大移民法律及其對我國的啟示〉，《武警學院學報》，第 25 卷第 1 期（2009 年 1 月），

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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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加拿大難民政策法制綜覽 

近年來，由於美國 911 恐怖攻擊事件的發生，使得反對恐怖主義和伊斯蘭教

極端勢力的浪潮開始形成，亦影響到世界各國對於國家安全、社會治安、移民及

難民事務之因應對策及作為，加拿大也不例外。作為一個擁有悠久移民歷史的國

家，從 1970 年代早期開始難民就是組成移民計畫的一部分，自從 1976 年的移民

法提出正式的難民政策及相關管理措施後，加拿大政府對難民事務的處理始有其

法制化的規範與依據。97而難民政策訂定後，主要是由公民及移民部和移民及難民

委員會兩大政府機關處理移民與難民事務，公民及移民部負責制定難民政策及相

關管理措施，移民及難民委員會負責實際審查難民申請案，准駁及執行難民申請。 

加拿大為執行彈性與控制的移民及難民政策，特别成立公民及移民部推動移

民管理及難民保護事務。1994 年，加拿大在國會參議院及眾議院的同意下，正式

批准公民及移民部組織條例，根據該條例第 2 條第 1 款規定，加拿大正式成立公

民及移民部。98公民及移民部職掌加拿大全國之公民申請、移民及難民事務，在加

拿大各地及許多大使館、高級專員公署和領事館設立公民及移民中心大型網絡， 其

主要工作內容如下： 

一、境外之難民保護 

加拿大是重視人權的國家，故加拿大在難民保護工作之推展及執行上，相當

重視難民保護的議題。若提出難民保護申請之當事人是在加拿大以外之國家或地

區，可以向加拿大駐外之大使館、領事機構提出難民保護之申請，該申請案會轉

送公民及移民部行使准駁的權力。 

97 A.E. Challinor, " Canada's Immigration Policy: A Focus on Human Capital ", Migration Information 
Source〈http://migrationinformation.org/Profiles/display.cfm?ID=853〉（檢閱日期：2013 年 4 月 23 日） 
98 解永照、潘志偉，〈論加拿大出入境政策與執法標準〉，《遼寧警專學報》，第 1 期（2006 年 1 月），

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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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境內之難民保護 

倘若提出難民保護申請之當事人是在加拿大國內，可以直接向公民及移民部

提出難民保護之申請，公民及移民部之執法人員會初步審查申請人之資格，若申

請人符合資格，執法人員將會迅速做出裁決，若案情較為複雜，需要經過聽證會

程序及面談等審查程序，該案件將轉介給移民及難民委員會審查，申請人必須準

備相關證明文件佐證其符合難民申請之資格，移民及難民委員會之法官會依個案

情形作出適當之法律裁定。 

三、執行移民業務、核發觀光簽證、公民權 

公民及移民部為幫助加拿大社會和經濟發展，負有挑選適當移民者之責任，

為移民和難民提供保護和避風港，幫助新移民適應加拿大社會及文化，主要任務

係有關移民及難民政策的制訂、並審查申請人是否符合成為加拿大公民的資格，

並致力於融合多元文化及尊重人權，使加拿大成為一個文化豐富、繁榮和進步的

國家。99 

加拿大移民及難民委員會成立於 1988 年，較公民及移民部早 6 年，是加拿大

最大的獨立行政法庭，具有準司法機關的屬性及功能。行政法官的角色是超然且

獨立的 100，主要負責對移民和難民事務作出合理的裁定，以效率、公平和依據加

拿大憲法所定的自由平等原則，以及法院所作出的裁決 101來執行加拿大境內每年

約 25,000 件的難民保護申請案。102移民及難民委員會設置主席一名，由總督會同

行政局委任主席指派，以及執行董事一名。總督會同行政局委任主席有權指派難

99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 , 
〈http://www.cic.gc.ca/english/department/what.asp〉（檢閱日期：2013 年 3 月 19 日） 
100 解永照、潘志偉，〈論加拿大出入境政策與執法標準〉，頁 52。 
101 Jaya Ramji Nogales, Andrew I. Schoenholtz, and Philip G. Schrag, Refugee Roulette-Disparities in 
Asylum Adjudication and Proposals for Reform（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35. 
102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 of Canada , 
http://www.irb-cisr.gc.ca/Eng/brdcom/abau/Pages/Index.aspx（檢閱日期：2013 年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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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保護組和移民上訴組成員，每屆任期最長七年。移民組的成員均為公務人員。

移民及難民委員會業管事務由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部長向加拿大國會報告。103 

加拿大移民及難民委員會的組織架構在 2002 年之前設有 3 個組，分別是公約

難民決定組（The Convention Refugee Determination Division）、移民上訴組( The 

Immigration Appeal Division 及裁決組（The Adjudication Division）。裁決組有 38 位

裁決官，他們對難民申請案作出的決定可交由聯邦法院進行司法審查。在 2002 年

之後，移民及難民委員會進行組織改造，但仍維持其獨立運作且不受行政機關干

涉的準司法特性，行政法官的角色為超然獨立的。行政法庭的功能在於授與行政

法官以公平正義的方式來處理訴訟案件，以更加簡便及快速的模式審理難民保護

案。104移民及難民委員會與公民及移民部兩個機關間，保持著密切的互動關係，

移民及難民委員會協助公民及移民部推動移民及難民管理業務，但獨立於公民及

移民部之外，以維持其準司法的地位。105依據 2002 年加拿大移民及難民保護法有

關移民及難民委員會的定義，對該機關的組織進行了重新改造，由原來的公約難

民決定組、移民上訴組及裁決組 3 個組改為難民保護組（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難民上訴組（Refugee Appeal Division）、移民組（Immigration Division）、

移民上訴組（Immigration Appeal Division）等 4 個組，106主要職掌工作內容如下： 

難民保護組  

向加拿大政府申請保護之難民，必須主張其符合接受保護之標準，難民申請

人無法直接向加拿大移民及難民委員會提出申請，必須向公民及移民部之執法人

員提出申請，申請地點在加拿大之機場或港口，或加拿大境內之移民中心。執法

103 Social Affairs Division, Parliament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Service〈Refugee Protection on 
Canada〉（Parliament of Canada, 2011）, p.2 
104 柯雨瑞，〈「2002 年加拿大移民及難民保護法」對我國移民法制之啟發〉，頁 128-129。 
105 同前註，頁 129。 
106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 of Canada ,
〈http://www.irb-cisr.gc.ca/eng/port/refasi/cladem/pages/index.aspx〉（檢閱日期：2013 年 3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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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會進行初步篩選，檢視申請人是否符合難民保護之聽證資格。若符合者，該

申請案會被轉介至難民保護組，難民保護組將針對該難民之申請，審查其資格，

並依據其所具備之條件決定應採用何種之難民保護聽證程序。107 

難民上訴組 

難民上訴組是新設立的單位，於 2002 年移民及難民委員會組織改造時成立，

但始終未正式運作，因 2012 年移民及難民保護法再度修正，自 2012 年 12 月 15

日起始正式運作，難民上訴組可對難民保護組所做出的決定提出抗告，亦可准駁

難民保護之申請。108其主要職責為對難民申請案進行複審，確保難民申請人之權

益。過去在尚未有難民上訴組前，難民申請案如果遭到拒絕或駁回，只能做「風

險評估」，或繼續上訴至聯邦法院要求複審。難民上訴組的設立使難民申請人多了

一個申復審查結果的管道。 

移民組 

移民組的職掌主要是依據移民及難民保護法進行入國聽證程序審查，109如果

申請人欲入境加拿大或已在加拿大境內，公民及移民部或邊境服務署（Canada 

Border Service Agency）的官員會先審查該移民申請案，決定該申請人可獲准永久

居留或臨時停留，申請人若不符資格，亦可能被遣送出國。在部分較複雜的申請

案件中，公民及移民部可能將案件轉由移民組官員進行審查，移民組官員依法進

行入國聽證程序審查，做出有利或不利於申請人的裁決，若申請人對不利裁決不

服，有權向移民上訴組上訴，或向聯邦法院申請司法審查。110 

107 柯雨瑞、曾琦，〈加拿大對於外國人入出國管理救濟機制之研究---兼論台灣可行借鏡之處〉，《中

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報》，第 5 期（2006 年 6 月），頁 12-13。 
108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 of Canada ,
〈http://www.irb-cisr.gc.ca/Eng/tribunal/radsar/Pages/index.aspx〉（檢閱日期：2013 年 3 月 7 日） 
109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 of Canada, 
〈http://www.irb-cisr.gc.ca/Eng/detention/Pages/IdSi.aspx〉（檢閱日期：2013 年 3 月 30 日） 
110 柯雨瑞、曾琦，〈加拿大對於外國人入出國管理救濟機制之研究---兼論台灣可行借鏡之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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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上訴組 

申請人向公民及移民部或移民及難民委員會申請移民案，若獲得必須被遣送

出國的命令，申請人必須在遣送出國命令發布後的 30 日內向移民上訴組提起上

訴；而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可以擔任保證人，向公民及移民部或邊境服務署提

出擔保或資助一位家屬入國，若保證人為家屬提供永久居留簽證之擔保遭到拒絕

或駁回，保證人亦可於 30 日內向移民上訴組提起移民上訴程序。對於移民上訴組

裁定的法律救濟方式，上訴人可以申請再審理，或向聯邦法院申請司法審查。111 

申請難民資格第一步是評估合格與否。若需提出難民申請，申請人首先必須

通知移民官員。這可以在加拿大的任何機場或港口，向加拿大邊境服務署或加拿

大公民及移民部的官員提出。任何非加拿大公民者均可申請難民保護。移民官員

將對難民申請人進行面試，申請人須提供個人基本資料，並簡要說明申請難民保

護之原因。申請人必須提出證明，以利移民官員決定該案件是否有資格轉至移民

及難民委員會的難民保護組續作處理。若移民官員 3 天之未能決定是否轉介處理，

申請案將自動轉至移民及難民委員會。「移民及難民保護法」第 101 條列舉了 6 項

不符難民申請資格的主要原因：112 

一、該申請人已依據「移民及難民保護法」取得難民資格； 

二、同樣的申請案已遭「移民及難民委員會」拒絕； 

三、申請案已有不符資格轉介至難民保護組的前例，或遭撤回或廢除； 

四、該申請人已被另一國確認為難民，且可返回該國； 

五、該申請人經由其他指定之國家直接或間接入境加拿大； 

14-16。 
111 同前註，頁 27-28。 
112 http://laws-lois.justice.gc.ca/eng/acts/I-2.5/page-39.html#docCont〉（檢閱日期：2013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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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該申請人因危害加拿大國家安全、違反人權或國際權利、參與重大犯罪或組

織犯罪，禁止入境加拿大者。 

當難民申請人符合轉介移民及難民委員會的資格時，申請人會被通知參與聽

證會的程序，且必須填寫難民個人資料申請表（Personal Information Form，簡稱

PIF 表格），以及了解整個聽證會程序的過程。113難民申請人完成 PIF 表格並提交

審查，「移民及難民委員會」將選擇快速聽證會（A Fast-Track Hearing，參閱圖 6-1）

或完整聽證會（A Full Hearing，參閱圖 7-1）以決定是否通過該申請案。114此外，

為加速審查來自民主國家的難民申請案，加拿大政府自 2012 年 12 月起制定新政

策，若難民申請人之原國籍為特定國家（安全國家名單），移民及難民委員會的副

主席和難民保護官員可以選擇特定的程序來處理此類特殊難民申請案。 

圖 6-1   加拿大移民及難民委員會快速聽證會程序 

 

 

 

 

 

113 Immigration Refugee Board of Canada, Process for Making a Claim for Refugee Protection, 
〈http://www.irb-cisr.gc.ca/Eng/brdcom/references/procedures/Pages/ProcessClaOct.aspx〉（檢閱日期：

2013 年 5 月 12 日） 
114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 of Canada , 
〈http://www.irb-cisr.gc.ca/Eng/brdcom/references/procedures/Pages/ProcessClaOct.aspx〉（檢閱日期：

2013 年 2 月 22 日） 

快速聽證程序 

快速聽證程序 
(難民保護官員面試) 

快速聽證會 
(難民保護組審查官員) 

申請案

移轉至

聽證會 

申請案移轉至難民保護組審查

官員以獲核可或移轉至聽證會 
申請通過 

申請遭拒，遣返原籍
或聲請失效 

申請者獲得難民保護地位並得申請永久居民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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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加拿大移民及難民委員會完整聽證會程序 

 

 

 

 

 

 

 

 

 

 

 

 

2012 年加拿大政府宣布將重新安置來自國外超過 1 萬 2,000 名難民，另有 1

萬 2,300 人經由難民審查程序尋求保護。作為難民保護政策 改革 的一部份，加拿

大政府將敞開更寬廣的大門安置難民。公民及移民部也宣示自 2013 年起至 2016

年，每年將增加 20%安置難民人數，意即 2013 年加拿大接納的難民人數相較 2012

年，至少增加 2,500 個難民，其中包括 500 個政府協助的難民和 2,000 個私人資助

難民。不過改革政策實施後，政府接納難民人數大幅減少，招致許多批評聲浪。 

申請人在加拿大邊境服務署(CBSA)或公民及移民部(CIC)提出難民申請 

經加拿大邊境服務署或公民及移民部核定符合難民申請資格 

並移交予移民及難民委員會的難民保護組 

申請者於 28 天內提出難民申請表(PIF) 

在確認難民資格前執行快速審查程序或舉行聽證會 

申請通過 

申請未過，遣返原籍或 

聲請失效 

申請者獲得難民保護地位並得申請永久居民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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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加拿大是傳統的移民國家，外來移民在加拿大的歷史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也因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形成英、法雙語國家。加拿大在 1869 年實施第一部移民

法，但並未提及任何有關難民的規定。加拿大立國之初對難民採取封閉嚴格的管

控制度，政府不願意接納難民，擔心無法遣返出境，即使參與了聯合國難民地位

公約的起草，卻未在第一時間簽署，直到 1969 年才簽署難民地位公約，在 1969

年以前只收容難民但無難民政策可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加拿大才開始有

條件的接納難民，1976 年的移民法首次將難民納入法律規範，此後才有難民政策，

加拿大政府開始有保障難民權益觀念，1977 年通過人權法案，逐漸開放難民移入。

2002 年移民及難民保護法的實施更是難民政策的一大里程碑，這是加拿大歷史上

首次在國家法律規範中出現「難民」一詞，此後加拿大難民政策寬鬆開放，卻也

引來假難民浪費社會福利的批評聲浪，受到國際情勢轉變及國內輿情反彈影響，

2012 年加拿大修訂移民及難民保護法，並執行多項難民改革措施，加拿大難民政

策從寬鬆開放又走向緊縮控制。 

過去加拿大並沒有完整的難民審查機制，眾多來到加拿大申請難民保護的人

幾乎都獲得聯邦政府許可，當然加拿大並不希望看到這樣的情況持續下去，因此

成立負責相關業務的單位，如成立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負責難民政策的研究、規

劃及制定；移民及難民委員會負責難民申請案的審查及裁決，邊境服務署負責執

行被拒難民之遣返工作，政府各部門之間分工合作，在制定政策、實務執行等專

業領域為人民服務，並與民間團體共同合作，提供社會福利、醫療衛生、工作就

業、就學教育等資源，以及諸多難民保護措施，建構一套符合加拿大國情的難民

政策，協助符合資格取得核可的難民儘速融入加拿大社會，成為繁榮加拿大，提

升國家發展的人力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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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於 2012 年推動多項難民制度改革措施，在 2012 年以前因難民審查程

序冗長，容易申請難民保護，取得公民資格，加上因與美國鄰近，許多難民也會

經由加拿大入境美國尋求庇護，造成美國國家安全管控上的負擔，加拿大政府也

因此飽受美國批評。為了國家安全考量以及有效的節省公帑，花費在必要的支出

上，避免難民制度及社會福利資源遭到假難民濫用，自 2012 年 12 月起，申請加

拿大難民保護必須經過嚴格的審查程序，資格條件不再像過去寬鬆，目的是為了

促進國家利益，改革措施包括清理堆積如山的積壓案件、創設安全國家名單，加

速審查程序，讓加拿大的難民審查系統與時俱進，吸引更多優質人才投入加拿大

社會，滿足經濟所需，提升國家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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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加拿大接納難民之政策與影響 

接納大量難民影響難民移入國的不僅是政府公權力的行使，同時也會對國家

利益、經濟發展、社會治安、教育文化、政治制度及國家安全等各方面造成影響

與衝擊。加拿大政府於 1977 年通過加拿大人權法案。其目的是為保障因性別、身

心障礙或宗教等因素而受到歧視的受害者，以維護他們具有同等機會的權利。加

拿大對於國際人權之維護向來不遺餘力，加拿大對於非該國公民在國際人權的保

護上是相當有利的。115 

整體來說，每年經由聯合國難民署協調安置難民的國家收容難民人數約 10 萬

名，而加拿大透過政府協助和私人資助計畫安置的難民約 1 萬至 1 萬 2,000 名，占

全世界總收容難民人數的 10%。加拿大與聯合國難民署合作進行難民安置工作，

每年提高 20%安置難民的人數，2013 年加拿大預計安置 1 萬 4,500 名難民及處於

脆弱困境中的人們。116然而受到全球政治局勢不穩因素影響，加拿大不得不關閉

在敘利亞大馬士革的簽證辦事處，導致無法處理來自中東和北非的難民申請案。

此外，2012 年 12 月加拿大開始實施的新難民改革政策，「安全國家」名單審查制

度縮短難民申請案審理的時間，也加快遣返速度，大幅減少了難民申請案件數量，

統計數據顯示加拿大減少政府協助安置難民的人數，將更多責任轉由私人承擔，

也招致未實現提高安置難民人數承諾之批評。 

第一節 加拿大接納難民之現況 

1969 年加拿大簽署了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及「難民地位議定書」。在加拿

大施行的國際條約首先必須通過聯邦法律制定。加拿大難民政策最主要的法律為

115 Catherine Dauvergn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in Canadian Immigration Law-The Case of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 of Canada",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2012）, p. 305. 
116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 ,「Backgrounder-Overview of Canada’s Refugees Program」,
〈http://www.cic.gc.ca/english/department/media/backgrounders/2012/2012-11-30a.asp〉（檢閱日期：

2013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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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及難民保護法（The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Protection Act）」，117該法案在

2002 年開始實施，列出了一系列關於難民的目標，其中最主要的是「認知難民安

置是在第一時間拯救生命，並提供保護流離失所者和受迫害者。」該法律的其他

主要目標包括履行加拿大的國際法律義務、向需要重新安置的難民提供援助，並

對聲稱因遭迫害來到加拿大的人給予公平的資格審查。118 

除了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及「難民地位議定書」外，加拿大也簽署聯合

國「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 

resolution /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119及其他許多國際人權法案文件。加

拿大承諾實施此國際公約，並反映在依據其訂定、施行國內法，並呼籲國際社會

應重視人權保障，採行多邊國際合作的方式協助國際難民營的保護措施。加拿大

簽署上述公約迄今，難民政策已歷經多次調整，惟均依據加拿大法律，對難民安

置的標準以個案情況進行評估，在人道原則考量下保護因個人危險而「亟需保護

的人」，個人危險的情形例如死亡、酷刑或殘忍與不尋常的待遇或處罰。 

難民由於被迫逃離家園，到另一個國家尋求保護，他們往往花很長的時間，

有時甚至長達數十年在難民營或城市貧民窟中求生存。相較於依照程序合法申請

等待的難民申請人，有些難民申請人企圖以走私或偷渡方式入境，在加拿大非法

居留，對於尋求合法途徑入境加拿大的難民申請者是不公平的。由於近年來難民

不斷湧入加拿大，其中不乏魚目混珠者，國內開始出現要求政府進行改革的聲音。

加拿大政府為了避免立意良好的難民政策遭到假難民及不肖份子濫用，著手研擬

117 加拿大移民及難民保護法（The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Protection Act）2001 年通過立法，自

2002 年起開始施行。 
118 http://laws-lois.justice.gc.ca/eng/acts/I-2.5/page-1.html#h-1（檢閱日期：2013 年 4 月 6 日） 
119 UNHCR, http://www.unhcr.org/refworld/docid/3b00f2224.html（檢閱日期：2013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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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相關法律以補強漏洞。包括 2010 年 6 月修訂「平衡難民改革法」（Balanced 

Refugee Reform Act），2012 年 6 月修訂「捍衛加拿大移民制度法」（Protecting 

Canada's Immigration System Act），該 2 項法案修正通過後，連帶修正「移民及難

民保護法」的內容，為加拿大的難民政策及難民申請程序帶來大幅度的變革。依

據「平衡難民改革法」之修訂內容，加拿大將增加 20％從國外抵加定居的難民數

量，即每年約 2,500 名。 

加拿大政府採行的難民計畫，是由聯合國難民署重新安置難民至加拿大，每

年在預定接納難民額度內增額安置 500 名難民。此外，2,000 個民間機構將加入「私

人資助難民計畫」，每年安置多達 1 萬 4,500 名難民。加拿大已接納超過 6 萬名從

越南、寮國、柬埔寨逃離共產主義的難民。近年來加拿大亦收容 3,900 名來自泰國

的卡倫人，目前正在安置 5,000 名來自尼泊爾的不丹難民。2009 年，為回應聯合

國難民署的要求，加拿大透過駐大馬士革的人員，增加了一倍以上安置的難民人

數，其中大部分是伊拉克難民。僅在 2010 年一年間，加拿大透過政府援助計畫安

置了 1,700 名伊拉克難民和透過私人資助計畫接納 2,341 名難民。加拿大透過私人

資助難民計畫安置來自世界各地 20 多萬名難民，遠超過政府援助難民安置計畫的

數量。加拿大難民政策是公私部門協力合作的良好範例，加拿大政府捍衛難民的

權利，絕不讓人口販運行動侵犯合法難民等待移入加拿大的權利。120 

加拿大自 2002 年制定移民及難民保護法以來，當年度難民申請案高達近 3 萬

9,413 件，而被接受的案件有 1 萬 5,459 件，接受率高達 46%。此後難民申請案一

路下滑至 2005 年的 2 萬件，2004 年的難民申請案拒絕率甚至高於接受率，除該年

之外，難民申請案接受率雖有高低，但一直維持在 40%以上，拒絕率亦逐年遞減，

但 2010 年起拒絕率高於接受率，2011 年拒絕率甚至比接受率高出 10%，這情況顯

120 http://www.publicsafety.gc.ca/media/nr/2011/nr20110616-3-eng.aspx（檢閱日期：2013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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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加拿大政府開始不歡迎難民，且相較於 2009 年的難民申請案有 3 萬 4,063 件，

2010 年僅有 2 萬 2,543 件，驟減 1 萬 1,520 件，降幅達 34%（參閱表 3-1）。 

表 3-1   加拿大難民申請案統計（2002~2011） 

年度 難民申請案 接受件數 接受率 拒絕件數 拒絕率 放棄件數 撤回件數 完成件數 

2002 39,413 15,459 46.28% 11,509 34.45% 3,128 3,308 33,404 

2003 32,179 17,631 41.58% 17,943 42.32% 3,912 2,914 42,400 

2004 25,770 15,948 39.61% 19,056 47.33% 2,823 2,432 40,259 

2005 20,742 12,090 44.38% 11,823 43.40% 1,646 1,682 27241 

2006 22,931 9,296 46.71% 8,132 40.86% 972 1,501 19,901 

2007 27,993 5,936 42.68% 5,429 39.04% 738 1,804 13,907 

2008 34,800 7,554 41.71% 6,784 37.46% 1,041 2,733 18,112 

2009 34,063 11,203 41.68% 9,878 36.75% 1,387 4,410 26,878 

2010 22,543 12,305 37.91% 13,642 42.03% 1,637 4,873 32,457 

2011 24,981 12,983 37.90% 16,122 47.06% 1,756 3,396 34,257 

資料來源：加拿大移民及難民委員會難民保護組統計資料 

http://www.cdp-hrc.uottawa.ca/projects/refugee-forum/projects/documents/REFUGEES

TATSCOMPREHENSIVE1999-2011.pdf 

2012 年起加拿大實施新的難民政策改革方案，為提升難民審查行政效率，加

拿大政府以通案方式進行審查，只要不符難民申請資格者將在一年內被遣返，使

得有特殊情況的個案可能被認定為不符資格而遭到拒絕，可以預期難民申請案件

數將再減少，在新制度的嚴格審查下，接受率勢必偏低，拒絕率也可能再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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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加拿大難民政策具體成果 

加拿大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對於國際援助、人道救援等義務認為是責無旁

貸，加拿大積極協助其他難民來源國解決其難民危機，每年計劃增加收容難民的

人數，並與聯合國難民署、其他難民移入國或國際組織進行合作，並協調國內社

會福利、衛生醫療部門提供社會、醫療保健福利，另外也補助私人資助機構，使

他們共同加入難民安置計畫，政府與民間資源整合運用，對難民保護作為發揮更

大的效益。2013 年加拿大透過聯合國難民署安置的難民人數有 6,404 人，僅次於

美國及澳洲（參閱表 4-1）。加拿大是第一個安置來自孟加拉的羅興亞（Rohingya，

緬甸的穆斯林族群）121難民的國家，現在已安置接近 300 名難民。此外，加拿大

自 2006 年開始對克倫族（Karen，緬甸第 3 大族群，人口數約占緬甸全國總人口

8%）122難民的安置計畫，雖然加拿大在 2009 年承諾到 2013 年為止會接納大約 2

萬名伊拉克難民，但由於加拿大處理伊拉克難民申請案的駐敘利亞大使館因戰亂

被迫關閉，迄今只有 1 萬 2000 人左右抵達加拿大避難。123 

表 4-1   聯合國難民署主要安置國入境難民人數（2013） 

安置國家 入境難民人數 

美國 69,655 

澳洲 6,692 

加拿大 6,404 

121 羅興亞族是緬甸的一個穆斯林族群，是自 7-8 世紀以來阿拉伯商人和伊朗商人與突厥人、孟加

拉人、摩爾人、普什圖人以及緬甸土著不斷融合形成的混血民族。由於宗教原因，一直與周邊的佛

教民族格格不入，歷史上雙方一度爆發相互屠殺。而部分羅興亞人在緬甸軍政府的迫害下前往孟

加拉國與印度居住。2012 年，孟加拉國拒絕接收來自緬甸的羅興亞人，並聲稱會把所有新來的難

民遣返緬甸。「羅興亞人」，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5%85%B4%E4%BA%9A%E4%BA%BA〉（檢閱日

期：2013 年 7 月 2 日） 
122 李學華，《走進金三角》（臺北：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2008），頁 14-15。 
123 「移民部長康尼促巴格達重建外交據點處理難民申請」，加拿大華人網

〈http://www.sinonet.org/immigrant/news/2013-03-11/256491.html〉（檢閱日期：2013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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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 2,206 

挪威 2,010 

英國 939 

紐西蘭 870 

芬蘭 796 

荷蘭 717 

丹麥 698 

其他國家 856 

總計 91,843 

資料來源：聯合國難民署網站, Projected Global Resettlement Needs 2013, 

http://www.unhcr.org/5006aff49.html 

根據統計數據，2011 年向加拿大提出難民申請案件數量的前三名國家為匈牙

利、中國和哥倫比亞。124加拿大國內外辦事處共收到 23,150 件難民申請案。在加

拿大國內的難民申請數量在 2006 年至 2008 年間增加了 60％。大量的難民申請案

延宕了移民及難民委員會的行政效率與審查進度，據移民及難民委員會的統計資

料，截至 2011 年 12 月底止，難民申請案的積壓件數仍高達 4 萬件。125而截至 2012

年底，匈牙利、中國、克羅埃西亞是加拿大難民申請案件數量前三名的國家。126

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收到的難民保護申請案中，有 25%的申請案來自非主要難民

來源國的歐洲國家，其中絕大多數的難民申請人來自匈牙利，主要為羅姆人

124 Refugee Protection in Canada, 加拿大難民保護,
〈http://www.parl.gc.ca/content/lop/researchpublications/2011-90-e.htm〉（檢閱日期：2013 年 7 月 16
日） 
125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 of Canada, 
〈http://www.irb-cisr.gc.ca/Eng/media/newsnouv/2011/Pages/ccat-ccta2011.aspx〉（檢閱日期：2013 年

7 月 16 日） 
126「Refugee Asylum Applicants Decline After New Rule」,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http://ca.ibtimes.com/articles/438175/20130222/refugee-asylum-canada.htm〉（檢閱日期：2013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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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127遠超過非洲和亞洲的難民保護申請人數，為了處理這些申請案，公

民及移民部不僅耗費大量時間，也遭到社會輿論批評浪費納稅人的稅金、醫療和

社會福利體系被來自民主國家的假難民所濫用。令人質疑的是歐洲國家多半有共

同的制度及社會結構，且相較於其他非洲或中東國家更有人權保障的觀念，理應

不該產生如此多的難民，深究其真正的原因是為了使用加拿大優渥的社會福利資

源。隨著難民申請人數的逐年增長，也帶來了住房、就業壓力增加等社會問題。

特別是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種族差異等種種因素使得難民無法在短時間內融入

加拿大當地社會，可能成為潛在的引發政治危機和影響社會穩定的不安因素。 

加拿大政府也察覺到此一警訊，為避免移民及難民委員會在難民審查案上耗

費過多的時間及成本，自 2011 年以來，加拿大政府大刀闊斧的對難民政策進行改

革，影響層面甚廣，為了讓造假的難民申請者在最短的時間內被遣返回國，讓真

正符合條件，需要難民保護的人在最短時間內得到加拿大庇護，加拿大的難民政

策進行大幅度的改革，其目的是為了更有效率的處理難民申請案，使真正的難民

可以得到保護，並遏止假難民濫用加拿大難民保護資源以遂行其非法移民的目

的。加拿大移民及難民保護法進行了相當大的修改，對之後的難民申請案產生重

大影響。128相較過去平均需要 4 年半才能將被拒絕之難民保護申請者遣返回原籍

國，新制度提高了遣返的效率，被拒絕之難民保護申請者將在移民及難民委員會

做出決定的 1 年內被遣返；此外，儘管被拒絕之難民保護申請者可以向加拿大聯

邦政府提出上訴，但是來自安全國家的被拒絕之難民保護申請者將不被允許再在

加拿大境內停留。 

127 羅姆人（Roma）為起源於印度北部，散居全世界的流浪民族。他們自稱是羅馬帝國國民的後

裔，因而名為羅姆人。〈http://baike.soso.com/h569563.htm?sp=l31919829〉（檢閱日期：2013 年 4
月 10 日） 
128「加拿大難民新政及其對難民申請人的影響」，加拿大都市報

〈http://immi.yorkbbs.ca/news/2012-07/1273745.html〉（檢閱日期：2013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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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2012 年新的難民改革制度除加速審查外，也提高了申請門檻，不讓外

國的恐怖分子與罪犯有遞交難民保護申請的資格。129在新的難民審查制度下，加

拿大政府審查時間縮短至 30 天、45 天、60 天不等之外，新設立的「難民上訴組」

（Refugee Appeal Division）使審查結果的決定可以多一個上訴的管道。另一重點

是創設「安全國家」（Designated countries of origin）名單（參閱表 5-1）。由於加拿

大政府認為這些民主法治國家產生政治難民的機率相對較低，列為安全國家的目

的是為了區分難民及假難民。加拿大對於來自 37 個安全國家，如美國、英國、歐

洲國家的難民身分申請者的申請案進行快速審核及簡化程序。「安全國家」普遍符

合以下幾個特點：民主國家、允許自由、保護國民、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種族

自由，保護受迫害群體、有公正審查標準、擁有公正的司法體系等。因此，來自

安全國家名單的難民申請人，適用於快速審查程序，以利加速申請案的審查進度，

提高行政效率及效能。 

難民審查改革措施實施後，企圖鑽制度漏洞的假難民不敢提出申請，使得積

壓已久的難民申請案件可以進行更有效率的處理，讓需要難民保護的申請人儘速

獲得保障，提升行政效率，也使審查程序更便利流暢。加拿大政府表示，相關措

施的執行使該國的社會福利、教育資源及醫療衛生體系保健受惠，預計在 2013 至

2018 年內將為國家節省公帑達 16 億加幣。130在過去的難民審查制度下，來自 37

個安全國家的難民申請人因冗長的審查程序可能在加拿大境內停留長達 5 年之

久，還可享有加拿大醫療保健計畫以及各項福利措施，嚴重影響政府資源的分配。

這也說明了難民審查制度確實存在漏洞，容易被有心人士所利用，需要徹底改革。  

129「難民新證重拳打造假 最短的時間內遣返」，加拿大家園網， 
〈http://www.iask.ca/news/canada/immigration/2012/1201/169430.html〉（檢閱日期：2013 年 3 月 23
日） 
130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 
〈http://www.cic.gc.ca/english/department/media/releases/2012/http://www.cic.gc.ca/english/department/
media/releases/2012/〉（檢閱日期：2013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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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加拿大安全國家名單（Designated countries of origin） 

2012 年 12 月 15 日起生效 

（27 國） 

2013 年 2 月 15 日新增 

（8 國） 

2013 年 5 月 31 日新增 

（2 國） 

奧地利 澳洲 智利 

比利時 冰島 南韓 

克羅埃西亞 以色列  

塞浦路斯 日本  

捷克 墨西哥  

丹麥 紐西蘭  

愛沙尼亞 挪威  

芬蘭 瑞士  

法國   

德國   

希臘   

匈牙利   

愛爾蘭   

義大利   

拉脫維亞   

立陶宛   

盧森堡   

馬爾他   

荷蘭   

波蘭   

葡萄牙   

斯洛伐克   

斯洛維尼亞   

西班牙   

瑞典   

英國   

美國   

資料來源：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http://www.cic.gc.ca/english/refugees/reform-saf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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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加拿大難民政策之調整與影響 

儘管在加拿大的難民政策中沒有種族歧視的官方意涵，然而在難民的選擇上

仍然隱含有意識形態的偏見，偏好接納與其國情接近的難民。131從政治的觀點來

說，接納來自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難民，具有象徵性的重要意義。這些難民因不

堪忍受共產社會主義的獨裁統治，嚮往追求西方國家的多元開放，彰顯了自由民

主的可貴；另一方面，從經濟的觀點來說，加拿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亟需重建

其社會及經濟，對勞動力的需求劇增，然而這些申請難民身分的非法移民又多為

正值青壯年的勞動人口，因此被視為是經濟和社會重建所必需的重要人力資源，

而他們確實也為加拿大的繁榮做出不可抹滅的貢獻。再加上過去由於冷戰時期美

蘇兩大強權的對峙，軍事上處於對立緊張的局勢，邊境管制措施相對嚴格，要逃

離鐵幕申請難民的人數並不多，加拿大作為一個傳統的移民國家，社會具有高度

開放性及包容性，且為彰顯其對於人權保護之重視，尊重多元文化價值，樹立良

好的國際形象，採取較為寬鬆的難民政策，政府和民間組織均對難民提供周全的

保護與照顧，被許多受迫害人士視為「難民的天堂」。132 

優渥的社會福利制度及寬鬆的難民政策，向來是加拿大自豪且引以為傲的亮

點。然而近年來日益嚴重的非法移民及假難民問題也令加拿大政府相當困擾，並

引發社會各界與論的不滿。依據 Canwest News 報導指出，加拿大邊境服務署的內

部報告提及，由於歐洲各國對數百萬且不斷增加中的非法移民進行強烈打擊，以

及世界各國因經濟衰退所導致的社會緊張對立情勢，極有可能引起非法移民大量

湧入加拿大，試圖在加拿大慷慨和充滿同情心的難民政策及機制下，以難民申請

131 Rhoda Howard , "Contemporary Canadian Refugee Policy: A Critical Assessment." Canadian Public 
Policy 6, no.2 (1980), pp. 361-373. 
132 George Elliot Clarke, "Introduction: Let Us Now Consider African-American Narratives 
as(African-)Canadian Literature", The Refugee: Narratives of Fugitive Slaves in Canada（Toronto: 
Dundurn Press, 2008）,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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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取得合法居留身分，享受加拿大的社會福利、醫療制度、工作及就學等資源。

這對加拿大社會來說並非佳訊。133 

加拿大政府每年接受上萬名聲稱因逃避迫害而離開自己家園的難民庇護，惟

911 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國際社會強烈的感受到恐怖主義所帶來的危害，世界各

國迅速形成了反恐統一戰線，打擊恐怖份子及恐怖主義的行動、提高安全保衛防

線、加強情報資訊的蒐集，以及嚴格執行安全管制的防範措施成為各國政府團結

一致的作為。這些維護自身國家安全的作為雖然是針對恐怖主義而來，但已引起

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在許多國家，社會大眾對自身安全和社會安全的關注程度

空前提高，社會問題敏感度上升。134 

也由於 911 恐怖攻擊事件發生之後，美國開始全面檢討其國家安全管理機制，

並將矛頭指向加拿大。2003 年 7 月美國國會圖書館（The Library of Congress）發

表的研究報告指出，加拿大寬鬆的移民和難民政策使外來人士容易取得其公民身

分，進出美國相對容易，且相較於美國嚴格的簽證政策，加拿大邊境管制較為鬆

散，給予超過 60 個國家的人民可以免簽證進入加拿大，僅依賴形式上的書面審查

進行執法，而且憲法提供寬大的自由保障，種種因素綜歸為恐怖份子和國際罪犯

最愛的國家，加拿大成為「恐怖份子的天堂」。依照 2001 年當時的難民制度，任

何人即使無法提出任何文件佐證，只要來到加拿大都可以提出難民申請。而難民

審查程序冗長，進度相當緩慢，往往都要耗時數年之久。135 

133 「加移民政策太寬鬆 非法移民潮愈演愈烈」，加拿大約克論壇， 
〈http://immi.yorkbbs.ca/news/2009-12/355425.html〉（檢閱日期：2012 年 12 月 20 日） 
（20/12/2009）http://immi.yorkbbs.ca/news/2009-12/355425.html 
134 「難民問題的現實影響和發展」，中國網，

〈http://big5.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3-01/17/content_5263519.htm〉（檢閱日期：2013 年 2
月 17 日） 
135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sian Organized Crime and Terrorist Activity in Canada, 1999-2002",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Washington, D.C.No.20540-4840）,United State 
Government, 2003., 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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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待「移民及難民委員會」作出最後判決的期間，難民申請人都可以在加

拿大境內自由活動，不像在美國會被拘留。此外，加拿大政府還會提供免費律師，

申請相關社會福利救助並協助就業，也能享受免費的醫療制度，學齡孩童亦可進

入學校就讀，與一般的永久居民並無不同。即使難民申請案最後遭到拒絕，申請

人只要宣稱遣返回原籍國會遭受迫害，就可上訴聯邦法院重新展開審理調查，以

遂行其繼續留在加拿大的目的。136雖然政治人物有改革意願，惟因移民、難民問

題相關之敏感議題容易與相關族裔團體產生利益衝突而影響選票，政治人物受到

利益團體的壓力，多選擇避談政策改革，亦不敢輕易採取強硬措施或高調發表談

話，以免葬送政治生命。 

對於加拿大成為「恐怖份子的天堂」此一說法，加拿大安全情報局（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 CSIS）也坦言許多恐怖組織都在加國境內建立社群網

絡，以加拿大為基地向全球發動政治及宗教暴力活動。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對此提

出的解釋是，由於美國是恐怖份子的首要攻擊目標，而加拿大作為一個開放自由

民主的國家，吸引了相當多的商務人士往返美加之間，因有地利之便，因而受到

恐怖組織的青睞。1372001 年美國 911 恐怖攻擊事件發生時，當時的加拿大總理讓．

克雷蒂安（Jean Chretien）堅持加拿大的難民制度並未遭到恐怖份子利用，因而造

成鄰國美國的損害。當時的政治氛圍是只要有反對黨議員質疑難民政策，就會被

扣上「反移民」、「種族歧視」的大帽子。即使加拿大後來在美國的壓力下通過立

法，禁止與恐怖主義有關的募款活動，卻淪為一紙法令，並未認真據以執行。138

但美國施加的壓力對於加拿大的難民政策仍具有相當重要影響力，隨著移民及難

136 「難民政策寬鬆福利完備 加拿大成恐怖份子天堂」，世界真佛報 
〈http://www.wtbn.org/638/p638-a2-08.shtm〉（檢閱日期：2013 年 6 月 18 日） 
137 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 
〈http://www.csis-scrs.gc.ca/prrts/trrrsm/index-eng.asp〉（檢閱日期：2013 年 4 月 12 日） 
138 Martin Collacott, Terrorism, Refugees and Homeland Security,（Kingston: The Kashtan Press, 2002）,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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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保護法修訂內容通過，以及相關難民審查改革措施的施行，加拿大政府已開始

收緊其難民政策，加速處理審查堆積如山的難民申請案，不符難民申請標準的人

將不被允許上訴，而且也不能再停留在加拿大境內，將會在 1 年之內被遣返出國。 

加拿大的這一作法也影響到了美國，被加拿大拒絕的難民申請人為了逃避遣

返，可能逃入美國淪為非法移民，美國成為數千名遭加拿大拒絕難民保護者的新

目標。139在難民保護者想轉往其他國家尋求安置的同時，澳洲也同樣表明收緊難

民政策，阻止大量難民湧入。因為擔心美國、加拿大、澳洲 140等國難民政策逐漸

收緊，歐盟國家因經濟利益、地理位置和文化傳統的不同而難以達成共識，如比

利時 141、義大利、西班牙，承受非法移民潮及難民大量湧入的壓力 142，難民權益

及福利隨之縮減，透過聯合國難民署協助安置的部分難民收拾行李離開安置國，

重新尋找適合他們的安置國家（參閱表 6-1）。 

雖然《難民地位公約》的簽約國不能拒絕接受外來難民，且應為難民提供基

本的生活條件，但大部分收容難民的國家也有本國問題需要處理，照顧難民的能

力有限，又無完整的難民政策及相關措施。而傳統上安頓難民的國家（特別是歐

洲及北美洲）也越來越不願意接受難民，143受到國際安全形勢的轉變，以及內部

社會與情的反彈，各國近年的難民政策多趨於保守。 

139「加拿大縮緊難民申請 美國或受影響」，大紀元電子報, 
〈http://www.epochtimes.com/b5/12/1/17/n3489433.htm〉（檢閱日期：2013 年 1 月 17 日） 
140「澳大利亞新總理上任 實施難民新政策」，BBC 中文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3/09/130918_australia_asylum_pm.shtml〉（檢閱日

期：2013 年 9 月 22 日） 
141「比利時將收緊移民和難民政策」，大紀元電子報, 
〈http://www.epochtimes.com/b5/12/1/16/n3487547.htm〉（檢閱日期：2013 年 10 月 18 日） 
142「歐盟重新制定難民政策」，中國評論新聞,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0/6/6/7/101066762.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106
6762〉（檢閱日期：2013 年 10 月 20 日） 
143 賴佳楓譯，Stephen Castles and Mark J. Miller 著，《移民─流離的年代》，頁 13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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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聯合國難民署主要安置國離境難民人數（2013） 

安置國 離境難民人數 

美國 43,215 

加拿大 6,827 

澳洲 5,597 

瑞典 1,896 

挪威 1,258 

丹麥 606 

芬蘭 573 

荷蘭 479 

紐西蘭 477 

英國 424 

其他國家 297 

總計 61,649 

資料來源：聯合國難民署網站, Projected Global Resettlement Needs 2013, 

http://www.unhcr.org/5006aff49.html 

各國收緊難民政策的趨勢對加拿大的難民政策無可避免的產生了影響，加拿

大政府自 2013 年起在國境管理措施方面嚴格的執行安全查核，打擊人蛇偷渡行

動，包括在各地機場、港口使用生物特徵辨識系統，來自特定簽證國家的學生、

勞工以及涉嫌從事恐怖活動的人士被要求在抵達加拿大前提供指紋和相片，確認

入境人士身分的真偽，以限制有犯罪前科及曾被遣返的人以假身分再進入加拿大

申請難民。144由於生物特徵辨識系統係以科學方式計算相關數據，在人別鑑識上

144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 
〈http://www.cic.gc.ca/english/refugees/reform-biometrics.asp〉（檢閱日期：2013 年 7 月 10 日） 

7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更加準確，有利政府打擊身份詐欺者或防止加拿大公民身分遭到盜用。145企圖以

假身分闖關進入加拿大的此類人員一旦遭查獲，將被視為犯罪行為， 從而失去申

請難民保護的資格。 

加拿大安置的難民來源有二種，一種是政府協助的難民，一種是私人資助的

難民，新措施導致加拿大安置難民的人數急遽減少，尤其是政府協助安置難民人

數逐年下降，私人資助安置難民人數逐年提升，2002 年政府協助安置難民人數占

安置總人數的 71.2%，2012 年滑落到 56.2%；反觀 2002 年私人資助難民人數占安

置總人數的 28.8%，2012 年時上升到 43.8%，可看出政府安置難民人數逐年下降，

私人資助難民人數有越來越多之趨勢（參閱表 7-1）。自 2002 年以來加拿大安置難

民的人數一直維持著 1 萬人以上的水準，但受到難民政策改革措施的影響，2012

年安置難民人數大幅下降至 9,624 人，較 2011 年減少 3,323 人，是加拿大 10 年來

安置難民人數首次少於 1 萬人。相較於過去慷慨的接受難民，2011 年 12 月在瑞士

所舉辦的「慶祝難民地位公約 60 週年」的會議上，加拿大官員還保證每年接納難

民的人數會增加 20%；然而事實上不論是政府協助或私人資助的難民人數均減

少，2012 年安置難民的人數較 2011 年減少了 26%，從 1 萬 2,947 人劇降至 9,624

人，少了 3,323 人，引起加拿大難民議會等非政府組織的不滿，認為政府未信守安

置難民的承諾。146 

145「難民天堂不再 加拿大修訂法案打擊假申請」，大紀元電子報 
〈http://www.epochtimes.com/b5/12/2/18/n3515854.htm〉（檢閱日期：2013 年 6 月 25 日） 
146「Canadian Council for Refugees decries dramatic drop in refugees resettled to Canada」, 
http://ccrweb.ca/en/bulletin/13/03/07（檢閱日期：2013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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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加拿大安置難民人數（2002~2012） 

年度 
政府協助難民

（GARs） 

政府協助

難民安置

比率 

私人資助難民

（PSRs） 

私人資助

難民安置

比率 

安置難民總人數

（RLCs） 

2002 7,505 71.2% 3,036 28.8% 10,541 

2003 7,505 69.8% 3,251 30.2% 10,756 

2004 7,411 70.4% 3,115 29.6% 10,526 

2005 7,424 71.4% 2,976 28.6% 10,400 

2006 7,326 68.7% 3,337 31.3% 10,663 

2007 7,573 67.9% 3,588 32.1% 11,161 

2008 7,295 67.5% 3,512 32.5% 10,807 

2009 7,425 60% 5,036 40% 12,461 

2010 7,264 60% 4,833 40% 12,097 

2011 7,364 56.9% 5,583 43.1% 12,947 

2012 5,412 56.2% 4,212 43.8% 9,624 

資料來源：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統計資料 

http://www.cic.gc.ca/english/resources/statistics/data-release/2012/index.asp 

新的改革制度確實緊縮了難民申請案的數量，由於新法要求對被拒絕或駁回

難民申請案之人士進行快速遣返，許多來自匈牙利的羅姆人自我評估可能無法獲

得加拿大難民保護，還要面臨被迅速遣返的風險，於是他們改轉向其他國家如英

國申請難民保護，因為同樣是歐盟國家，他們可以享有居住和工作的權利。147自

加拿大政府實施「安全國家」名單難民審查制度以來，總體難民申請案件數較過

去 6 年來同期減少了 70%。而來自特定安全國家的難民申請案件數更較過去 6 年

147「Ottawa’s crackdown on Roma refugees has Hungarians seeking asylum elsewhere」,
〈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news/politics/ottawas-crackdown-on-roma-refugees-has-hungarians-
seeking-asylum-elsewhere/article13627652/〉（檢閱日期：2013 年 10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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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減少了 80%。匈牙利自 2010 年至 2012 年一直高居加拿大難民申請人數的第

一名國家，但自 2012 年 12 月 15 日以來，匈牙利的難民申請人數相較於 2009 年

至 2012 年間的平均人數減少了高達 98%，148這正是由於絕大多數來自匈牙利的難

民申請人從加拿大轉向其他歐盟國家申請難民保護的緣故。 

加拿大實施「安全國家」名單措施後，2013 年 1 至 6 月的難民申請案僅 4,558

件，而 2012 年同期多達 10,375 件，難民申請案件降低比例高達 50%。主要因為來

自安全國家名單的難民申請案件將被快速審理，且多半都會被拒絕，於是許多難

民不再將加拿大視為第一志願，轉向其他國家申請難民保護。加拿大移民及難民

委員會的數據顯示，2013 年 1 至 6 月計有 37 個國家，463 件難民申請案，遠低於

2012 年同期的 2,928 件。最大難民申請來源國的匈牙利申請人數驟減至僅有 104

件，相較 2012 年同期的 1,389 件，僅剩下不到 10%。而另一主要難民來源國墨西

哥，其難民申請案件數也從 2012 年同期的 224 件降至 2013 年的 68 件。149現在加

拿大難民申請案件的前 5 個主要國家分別為中國 374 件，哥倫比亞 259 件，巴基

斯坦 250 件，敘利亞 202 件及奈及利亞 178 件。150 

而加拿大政府為避免公共醫療福利遭到濫用，於 2012 年 6 月修訂「臨時聯邦

醫療計畫」（Interim Federal Health Program），被拒絕之難民申請人將不得享有相關

醫療服務，這也是造成難民申請案的大幅減少的主要原因。過去難民申請人即使

被拒絕或駁回難民申請案，他們往往被默許在加拿大境內停留，最終進行強制遣

148「Canada’s new asylum system a success-total savings to taxpayers now estimated at $2 
billion」,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
〈http://www.cic.gc.ca/english/department/media/releases/2013/2013-02-22.asp〉（檢閱日期：2013 年 3
月 23 日） 
149「Asylum claims down by more than half in 2013」,Canada.com,
〈http://www.canada.com/Asylum+claims+down+more+than+half+2013/8780267/story.html〉（檢閱日

期：2013 年 9 月 24 日） 
150 「Canada asylum claims down by half ; Reduction 'shocking」, UNHCR Refugees Daily,
〈http://www.unhcr.org/cgi-bin/texis/vtx/refdaily?pass=463ef21123&id=520b185e5〉（檢閱日期：2013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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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的案例並不多，這也是加拿大難民政策制度常遭人詬病的地方，新的難民改革

制度要求難民申請案被拒絕或駁回之人士加速強制遣返，對難民申請人的影響主

要為以下幾點： 

一、難民申請人或其委託之律師必須在短時間內完成審查會的準備工作。由於新

的難民審查制度較過去更加重視審查程序的效率及公平性，因此亦加速了蒐

集相關文件和證據的過程。難民申請人必須在短時間內將所有的相關文件及

證明資料備妥以供審查會之用。 

二、一旦難民申請案被拒絕或駁回，難民申請人將立即面臨被遣返的處境。過去

由於遣返過程需要歷經漫長的行政程序，即便難民申請案被拒絕或駁回，難

民申請人也能繼續在加拿大境內停留多年，而許多人與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

民結婚，從而以婚姻配偶、家庭團聚的方式申請移民；亦有部分難民申請人

以工作或其他方式對加拿大社會作出貢獻，符合人道移民的條件，因此亦可

解決其身分問題。惟新政策規定難民申請案若是遭拒或駁回，一年內必須遣

返，使得上述的移民方式難以成為庇護措施。 

三、難民上訴組的正式啟用為申請難民保護遭拒或駁回者新增了一條行政救濟的

管道。過去申請難民保護遭拒或駁回者如果對裁決結果不服，只能向聯邦法

院申請司法審查，自 2012 年啟用的難民上訴組對難民保護申請案中的裁決結

果將重新檢視其審查程序是否符合規定且公正，申請人的權益是否受到保

障，以及法規應用是否得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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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由於加拿大向來有人權國家之美名，在 2012 年執行新的難民改革措施，開始

收緊難民政策後，加拿大人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在新法下，濫用移民制

度的難民人數將會減少，移民及難民委員會將更有效率的處理積壓已久的難民申

請案件，真正需要保護的人能盡快獲得保護，憂的是在快速審查程序的過程中，

可能部分需要保護的人因資格不完備而遭到拒絕或駁回，加拿大接納難民人數亦

隨之減少，特別是政府安置的難民人數逐年下降，私人資助安置的難民人數逐年

上升，顯示出加拿大雖然在政策方面增加難民安置名額，實際上卻並未這麼作，

政府以國家安全及節省公帑為由縮減難民的社會福利，需要相關資源協助的難民

權益受到損失，而更多經由非法方式入境的人們不敢提出難民保護申請，他們擔

心被遣返或驅逐出境，只能在加拿大非法居留，變成社會中的「黑戶」未來將引

發更多社會問題。151 

目前的加拿大難民政策與機制中仍存在著很多的缺陷與問題，在國內，一方

面要防止難民制度遭到不法分子的濫用，而強制遣返難民返回來源國之作為又受

到部分國家的阻力。在國際上，各國的難民政策與機制鬆緊不一，難以相互銜接；

難民救援資金募集相當艱困；各國對於救助國際難民的價值觀及看法有嚴重衝突

等，均需要研議進一步的完善政策。加拿大及國際社會和美國、英國、德國等主

要大國倡導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不應干涉他國內政，反對種族主義，以和

平方式解決爭端，從而消除政治難民的源頭，另一方面亦必須配合聯合國難民署

的作法，秉持人道主義原則與國際組織進行合作，提供國際難民救助，盡可能解

決難民問題。 

151 「加拿大移民部新政奏效 難民申請降至 25 年來最低」，Radio Canada International， 
〈http://goo.gl/SaJw25〉（檢閱日期：2013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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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難民制度是多元文化包容與寬厚核心價值的一部分，這表示加拿大

政府努力尋找協助難民安置並融入社會的解決方案，促使他們成為更和諧的社會

整體的參與者。從縱向的角度看，難民融合是一個持續延展的過程，從抵達新國

家、初期定居、取得公民身分和之後的融入歷程。作為一個社會群體，難民嚮往

「跨越」上述階段，取得自給自足的能力，並迅速融入社區生活，遠離暴力衝突

和政治迫害使難民對新社會環境的認知與情感的連結有強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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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難民問題在歷史上一直存在，是一個複雜且不容易解決，涉及政治、人權和

國家主權的重要國際議題，難民為了逃避壓迫、生命或財產的威脅、貧困、內戰

武裝衝突及天然災害，逃離原本的國家或居住地，到其他國家尋求避難和保護，

而難民移入國對難民安置所採行的相關政策及措施所引起的後續效應將影響該國

或鄰近地區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世界人權宣言」第 14 條強調人人有逃避迫

害至他國尋求庇護的權利，但刑事犯或違反聯合國原則者除外。聯合國根據此項

國際社會通用的原則，致力於確保難民的基本權利與自由，關切並提供此種為追

求自由與安全被迫流落異鄉者必要的庇護，因此 1951 年各國締結有關難民地位的

國際協定：難民地位公約，該公約明列國際難民保護的理念，包括賦予難民個人

的權利與自由、要求難民承擔必要的法律義務與對難民福利及權益的規範等。1966

年聯合國再通過「難民地位議定書」，進一步擴大難民地位公約適用的範圍。由此

也可看出難民問題的影響逐漸擴大，已經跨越國境成為全球性的議題，單一國家

無法獨自解決難民問題，必須引進國際社會的力量共同來面對並處理相關事宜。 

加拿大不僅是傳統移民國家，對難民的安置保護也不遺餘力，制定加拿大難

民政策以管理入境的難民。加拿大能有今日完善的難民政策是歷經了漫長的歷史

過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加拿大對於接納難民一事並不積極，甚至認為接

納難民之後將無法遣返他們，影響社會穩定，抱持著抗拒抵制的心態。1945 年之

後因應聯合國難民署的要求，才逐步開放有條件的接受難民，1945 年至 1969 年之

間加拿大為滿足國內勞動市場的需求，選擇接納與加拿大國情相近，語言程度較

好，有勞動力的歐洲難民。加拿大於 1969 年簽署了難民地位公約及難民地位議定

書，但此時期的加拿大只接納難民，並未制訂難民相關法規及政策。加拿大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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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始自 1976 年移民法，由於 1945 年以來不斷湧入的難民群體已對加拿大的政

治、經濟、文化、社會安全及國際關係帶來了一系列影響，加拿大政府在 1976 年

的移民法首次將難民身分明確的納入移民的類別當中，此後才開始制定有關難民

管理的相關政策與措施，1977 年又通過人權法案，加拿大人民對於接納難民持開

放認同的態度，透過政府協助和私人資助的難民 有能力和尊嚴重新展開生活，面

對未來人生，因此 1986 年加拿大全體人民獲頒聯合國難民署最高榮譽南森獎。2002

年，「難民」一詞首度成為國家法律名稱，加拿大移民及難民保護法的實施，宣示

了難民和移民的地位同等重要，也應享有國家所給予的保障及權利。 

加拿大依據移民及難民保護法之規定接納難民，為積極提升人權水準，與世

界人權接軌，落實人權治國理念，依據 1948 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1951 年

「難民地位公約」、1967 年「難民地位議定書」及 1967 年 12 月 14 日聯合國「領

域庇護宣言」規定，人人為避免迫害，享有在他國尋求並享受庇護之權利，各國

應尊重他國給予難民庇護之宣言及原則，對申請難民保護對象、給予保護之條件、

難民之界定、身分之認定、難民之安置及協助、政府協助或私人資助規定之區分

等制定相關法令，建立加拿大難民政策，並提供難民所需保護及協助。 

難民管理不僅涉及國家安全、社會治安，也涉及教育、文化、醫療、社會福

利、軍事等國家總體資源的運用。尤其在 21 世紀，各國面臨全球化的發展趨勢，

少子高齡化的人口結構是未來的趨勢，如何讓真正需要保護的難民得到幫助，且

使他們融入加拿大社會，成為加拿大的一分子，為國家的未來貢獻所長，做好管

控國境、入國前過濾及入國後管理及服務，乃為難民政策成敗的關鍵。而這些工

作必須結合外交、內政、教育、社會福利、衛生等相關部門及民間的力量，有賴

中央與地方政府、民間共同合作，降低移入難民對國家社會經濟及安全衝擊，並

且本於法律規定，尊重個人的尊嚴（包括認同、信仰等），依法保障其平等權、精

神上、經濟上的自由，協助儘速難民站穩腳步，積極輔導難民為加拿大社會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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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促使經濟繁榮、多元文化蓬勃發展。 

加拿大對難民安置及保護計畫分別有政府協助和私人資助的方式，由於各國

難民政策不同，通常開發中國家並不歡迎大量難民移入，以避免其經濟、社會、

環境等遭受強烈衝擊，引發社會秩序動盪之後續效應；已開發國家則必須面對提

供社會褔利、教育資源等困難；導致接納難民的名額有限，因而產生僧多粥少的

困境，每年上百萬的難民中僅有不到 10 萬人能幸運的前往第三國安置，許多難民

終其一生也無法得到前往理想國家的機會。 

由於難民被迫逃離家園，物資相對匱乏與貧瘠，雖然透過聯合國難民署的協

助來到加拿大安置，但也因語言的障礙及文化的隔閡，無法獲得相關協助資源之

訊息，因此加拿大提供難民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和救濟金支持，先使他們安定

下來，再提供相關支援服務，包括了解加拿大的法律規範、相關社福機構的評估

及轉介訊息、工作指導服務、職業技能及教育訓練、英語及法語的培訓課程、協

助輔導就業、醫療衛生保健、交通援助，翻譯人員及法律顧問諮詢，幫助他們解

決和適應在加拿大的生活。一直以來加拿大的難民政策相當寬鬆，有保障人權之

美名，人民也曾以此自豪。然而在寬鬆的難民制度下，部分有心人士利用難民審

查制度的漏洞，享受加拿大優渥的福利制度，導致社會資源的浪費。由於假難民

問題日益嚴重，再加上鄰國美國批評加拿大寬鬆的難民制度使加拿大成為恐怖分

子的避風港的壓力，來自民間和政府部門內部改革的聲浪逐漸湧現。 

加拿大的難民政策在 2012 年進行大幅度的調整，目的是要建立更便捷、更彈

性、更有效率，對加拿大更有益處的難民審查機制。新的改革措施包括制定「安

全國家」名單，加速難民保護案審查進度，被拒絕的難民申請者在 1 年之內遣返。

成效是加拿大難民申請案件數大幅下滑，許多難民申請者擔心嚴格的難民審查制

度使他們無法獲得加拿大難民資格，於是轉往其他國家申請難民保護。加拿大以

難民申請者的原籍國作為審查難民資格的標準，雖然提升了難民申請案的審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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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但需要難民保護的特殊個案則可能因此被拒於門外，加拿大難民議會等民間

團體批評政府這樣的作法罔顧難民權益。 

第二節 研究檢討與建議 

加拿大難民政策自 1976 年實施以來，已收容全世界近百萬名難民，無論是因

人為的戰爭因素，或是自然的環境災害所產生的難民，均可見加拿大政府挺身而

出，在國際援助場合中從不缺席，然而難民政策實施至今已逾 37 個年頭，亦歷經

多次組織調整及或政策檢討，實務經驗的累積以及國際情勢的轉變也讓加拿大政

府聽到了輿情的改革聲浪及政策檢討。誠如前所述，難民並非單一國家可以處理

的問題，難民政策必須結合外在力量，包括與世界各國與國際組織如聯合國難民

署、國際移民組織的合作，以及內在力量包括外交、內政、教育、社會福利、醫

療衛生等相關部門及民間的力量，持正向態度對外尋求支持，對內積極表態，並

仰賴政府、民間共同合作，降低移入之難民對國家社會經濟及安全衝擊。 

加拿大難民政策從最初將難民拒於門外之封閉態度，進而轉為重視人權，制

定專屬難民適用之法律規範，目的在於提供真正需要保護的人必須的保護措施，

並擔負起幫助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安全的在加拿大展開新生活，直到 2001 年，受

到美國 911 恐怖攻擊事件的影響，在美國反恐主義的浪潮下，加拿大也被譴責不

該以寬鬆的難民政策讓加拿大成為犯罪者的天堂，再加上加拿大政府必須回應民

眾的訴求，打擊難民以及節省公帑等國家利益考量下，2012 年提出一系列有關難

民政策的改革措施，打擊假難民，並將尋求濫用保護系統的申請人遣返出國，維

護加拿大社會安定且秩序平穩的責任，還必須確保加拿大人的健康和安全。相較

於過去開放的難民政策而言，加拿大的難民政策轉趨嚴格，從難民申請案的數量

遽減可以看出，政府對於符合難民資格的條件一再限縮，將來自安全國家名單的

申請者排除適用，不若以往依個案情形作特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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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難民問題會隨著國際情勢和時間推進而演變，本論文多偏重著墨於政策演

進的歷史、2012 年加拿大修訂移民及難民保護法及其難民政策相關措施的調整與

影響，以及法規面的研討，較少提及有關加拿大對於符合難民資格之人提供之社

會福利、醫療保健、教育資源等分配之詳細作為與措施。而且雖然目前實施難民

政策的改革措施使得難民申請案驟降，但加拿大政府的配套措施包括削減難民的

醫療保障開支，很多人原先是因為加拿大的優渥福利而申請難民保護，也招致相

當大爭議，被醫護人員和保護難民權益人士批評政府做法短視，把處於弱勢的難

民置於險境中，有違加拿大人道傳統。 

加拿大在難民的安置作為方面是相當值得研究探討的，從拒絕接納難民到有

條件的接納難民，再從接受大量難民移入到現在對難民審查轉為緊縮控制，各時

期的轉變都是為了國家利益考量。新的改革政策自 2012 年開始實施，迄今約 1 年

左右，看似收到不錯的成效，難民申請案件大幅下降，加速審查效率，遣返被拒

絕的難民申請者，節省公帑達 16 億加幣，但目前尚無法斷定這樣的作法對加拿大

來說是好是壞，而且我國對難民政策方面的研究資料仍相當匱乏，然而不論是加

拿大或其他世界各國，完整的難民政策除了法制面的規定之外，如何進行後續安

置措施與保護作為才能協助難民融入社會，成為國家發展的助力，是更值得發人

省思的，期待未來能對相關議題有進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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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加拿大移民及難民委員會組織架構圖

主席 

政府協調暨秘書處 

執行長 
內部審計執行長 

難民上訴組

副主席 

難民保護組

副主席 

移民組 

副主席 

移民上訴組

副主席 

註冊及區域
服務組 

行政室主任 

助理副主席
(中部) 

助理副主席
(東部) 

 

助理副主席
(西部) 

 

助理副主席
(中部) 

 

助理副主席
(中部) 

 

助理副主席 
(西部) 

助理副主席 
(東部) 

助理副主席
(中部) 

 

助理副主席 
(西部) 

助理副主席 
(東部) 

註冊組 

(西部) 

 

註冊組 

(東部) 

 

註冊組 

(中部) 

助理副主席 
(西部) 

助理副主席 
(東部) 

資深顧問群 組織服務組 
戰略通訊及
夥伴組 

人力資源及
專業培訓組 

政策規劃 
研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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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移民及難民委員會組織架構圖說明： 

Chairperson（主席） 

Director, Governor in Council Secretariat Services（政府協調暨秘書處執行長） 

Director, Internal Audit（內部審計執行長） 

Executive Director（行政室主任） 

IAD - Immigration Appeal Division（移民上訴組） 

ID - Immigration Division（移民組） 

RAD - Refugee Appeal Division（難民上訴組） 

RPD -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難民保護組） 

ADC - Assistant Deputy Chairperson（助理副主席） 

RRSS - Registry & Regional Support Services（註冊及區域服務組） 

Registrar（註冊組） 

Senior General Counsel（資深顧問群） 

SCPB -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and Partnerships Branch（戰略通訊及夥伴組） 

HRPDB - Human Resource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ranch 

（人力資源及專業培訓組） 

PPRB - Policy, Planning & Research Branch（政策規劃研究組） 

 

 

資料來源：加拿大移民及難民委員會網站

http://www.irb-cisr.gc.ca/Eng/brdcom/org/Pages/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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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加拿大難民申請程序 

 

 

 

風險評估被拒 風險評估合格 上訴不成功 上訴成功 

如未提出上訴，或

申請上訴被拒，或

沒有資格複審。 

被准許上訴 

聽證失敗 聽證通過 

不提交 按期提交 

面試失敗 面試通過 

難民申請。申請人委託律師，準備辦理申請資料，到指定的移民分局申請難民保護。

簡單回答移民官問題後，會被安排正式的面試時間(在 7 天到 28 天之間)。 

難民面試。正式面試時，會要求按捺指模，然後詳述申請難民的理由。 

獲得難民資格，有條件的遣返令和”PERSONAL 

INFORMATION FORM”(簡稱 PIF 表格)。 

 

如果難民申請被拒，遣返令立即生

效，申請人將被遣返回原籍國。 

 

申請人在 28 天內
必須向 IRB(移民
及難民委員會)提
交提交 PIF 表格。 

不提交 PIF 表格者會被取消難民資格 

被取消難民資格的申請人還可參加聽證會，申請人必

須在聽證會上說服法官，以恢復難民資格。 
 

如果申請人在該聽證會上能說

服法官，難民資格會被恢復。 
如果申請人在該聽證會上不能說服

法官，申請人將被遣返回原籍國。 

參加聽證會。大約等待 6 至 10 個月的時間(各省市的移民局等待時間不同)，就會收到聽證會通知

書。大約 1 至 2 個月後參加由一名法官和一至二名高級移民官組成的難民委員會的聽證會。難民

本人、其代理律師和政府指定的翻譯人員都需要參加。 

 

如果聽證通過，申請人必須在 180

天內遞交永久居留卡的申請。 
申請上訴或被遣返。 

案件轉入聯邦法庭複審。上訴期

間，遣返令暫不生效。 
可在 15 天內提出風險評估。 

若複審成功，法庭將案送回移民及難

民委員會重新進行聽證。 
如果重新聽證被拒，申請人

將被遣返回原籍國。 
可立即申請

加拿大永久

居民。 
 

申請人將被

遣返回原籍

國。 
 

成為加拿大永久居民 被遣返回原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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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2012 加拿大移民及難民保護法（部分摘錄） 

原文 中譯 

PART 2 REFUGEE PROTECTION 第二章 難民保護 

DIVISION 1  
REFUGEE PROTECTION, 
CONVENTION REFUGEES AND 
PERSONS IN NEED OF PROTECTION 

第一節 
難民保護、公約難民及須保護之人 
 

95. 
(1) Refugee protection is conferred on a 

person when 
(a) the person has been determined to be [a 

Convention refugee or a person in 
similar circumstances under a visa 
application] and becomes [a permanent 
resident under the visa] or [a temporary 
resident under a temporary resident 
permit for protection reasons]; 

(b) the Board determines the person to be a 
Convention refugee or a person in need 
of protection; or 

(c) except in the case of a person described 
in subsection 112(3), the Minister allows 
an application for protection 

(2) A protected person is a person on whom 
refugee protection is conferred under 
subsection (1), and whose claim or 
application has not subsequently been 
deemed to be rejected under subsection 
108(3), 109(3) or 114(4). 

第95條 
(1) 下列情形發生時，須對該人施行難民

保護： 
(a) 該人於申請簽證時身份已確立為公

約難民或身處類似情況中，且成為持

該簽證的永久居民或持因須保護而

核發之停留許可之居留人士。 
(b) 移民及難民委員會(IRB)裁決該人為

公約難民或須保護之人，或 
(c) 適用本法第112條第3項之人士除

外，部長准許申請保護之人 
(2) 受保護人士為依據本條第1項施行難

民保護者，且該人之難民申請並未依

據本法第108條第3項、第109條第3項
及第114條第4項規定視為遭拒絕。 

 

96. 
A Convention refugee is a person who, by 
reason of a well-founded fear of persecution 
for reasons of race, religion, nationality, 
membership in a particular social group or 

第96條 
公約難民定義為因種族、宗教、國籍、

加入特定社會或政治團體而有遭受迫害

之虞，並有足夠證據證明之人，且 
(a) 身處原屬國籍國外，且因無法或因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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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opinion, 
(a) is outside each of their countries of 

nationality and is unable or, by reason of 
that fear, unwilling to avail themself of 
the protection of each of those countries; 
or 

(b) not having a country of nationality, is 
outside the country of their former 
habitual residence and is unable or, by 
reason of that fear, unwilling to return to 
that country. 

懼而不願接受原屬國之保護者，或 
(b) 為無國籍人士，且身處先前居住國

外，並因無法或因恐懼而不願返回原

屬國。 
 

97. 
(1) A person in need of protection is a 

person in Canada whose removal to their 
country or countries of nationality or, if 
they do not have a country of 
nationality, their country of former 
habitual residence, would subject them 
personally 

(a) to a danger, believed on substantial 
grounds to exist, of torture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1 of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or 

(b) to a risk to their life or to a risk of cruel 
and unusual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if 

(i) the person is unable or, because of that 
risk, unwilling to avail themself of the 
protection of that country, 

(ii) the risk would be faced by the person in 
every part of that country and is not 
faced generally by other individuals in 
or from that country, 

(iii) the risk is not inherent or incidental to 
lawful sanctions, unless imposed in 
disregard of accepte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第97條 
(1) 須保護之人定義為身處加拿大國

內，且一旦遣返其原屬國籍，或無國

籍人士遣返先前居住國，該人可能遭

受： 
(a) 具有顯著證據證明存在之危險，或符

合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第1條定義之

酷刑，或 
(b) 在下列狀況下，遭受生命威脅，或殘

酷、非常態之待遇或懲罰： 
(i) 該人無法或因恐懼而不願接受該國之

保護者 
(ii) 該人在該國所有領土內皆有威脅，且

該國國內其他人在一般狀況下皆不

受此威脅影響 
(iii) 威脅並非固有的或伴隨法律處罰，

除非在不顧廣泛接受的國際標準下

強加於此人，及 
(iv) 威脅並非源於該國無力提供適當的

衛生或醫療照護。 
(2) 身處加拿大國內，符合其他法律規定

屬於須保護之人類別者，同樣視為本

法須保護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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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the risk is not caused by the inability of 
that country to provide adequate health 
or medical care. 

(2) A person in Canada who is a member of 
a class of persons prescribed by the 
regulations as being in need of 
protection is also a person in need of 
protection. 

98.  
A person referred to in section E or F of 
Article 1 of the Refugee Convention is not a 
Convention refugee or a person in need of 
protection. 

第98條 
符合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第1條第E項或

第F項規定者，即不屬於公約難民或須保

護之人。 
 

98.1 
(1) A designated foreign national on whom 

refugee protection is conferred under 
paragraph 95(1)(b) or (c) must report to 
an offic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gulations. 

(2) A designated foreign national who is 
required to report to an officer must 
answer truthfully all questions put to 
him or her and must provide any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s that the 
officer requests. 

第98條之1 
(1) 依據本法第95條第1項第b款及第c款

取得難民保護資格之特定國家之外

籍人士，必須依照規範向承辦官員辦

理報到手續。 
(2) 須辦理報到手續的特定國家之外籍

人士須誠實回答承辦官員詢問之所

有問題，且必須提供承辦官員要求之

任何資訊及文件。 

98.2 
The regulations may provide for any matter 
relating to the application of section 98.1 
and may include provisions respecting the 
requirement to report to an officer. 
 
 
 
 

第98條之2 
規範適用本法第98條之1任何事項，且得

包括遵守辦理報到之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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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SION 2  
CONVENTION REFUGEES AND 
PERSONS IN NEED OF PROTECTION 

第二節 公約難民與須保護之人 

99.  
(1) A claim for refugee protection may be 

made in or outside Canada. 
(2) A claim for refugee protection made by 

a person outside Canada must be made 
by making an application for a visa as a 
Convention refugee or a person in 
similar circumstances, and is governed 
by Part 1. 

(3) A claim for refugee protection made by 
a person inside Canada must be made to 
an officer, may not be made by a person 
who is subject to a removal order, and is 
governed by this Part. 

(3.1) A person who makes a claim for 
refugee protection inside Canada other 
than at a port of entry must provide the 
officer, within the time limits provided 
for in the regulations, with the 
documents and information — 
including in respect of the basis for the 
claim — required by the rules of the 
Board, in accordance with those rules. 
(4) An application to become a 
permanent resident made by a 
protected person is governed by Part 1 

第99條 
(1) 難民庇護得在加拿大國外申請。 
(2) 在加拿大國外申請之難民庇護案

件，須申請公約難民簽證，或以類似

境遇人士身份申請，並遵守本法第一

章規定辦理。 
(3) 在加拿大國內申請之難民庇護案

件，必須向承辦官員申請，且不得由

已判決須強制出國者提出，並遵守本

法本章規定辦理。 
(3.1) 在加拿大國內且不在國境線上申請

之難民庇護案件，必須向承辦官員

提供移民及難民委員會規定之文

件及資訊，包括需要難民庇護之證

據，並依規定辦理。 
(4) 須保護之人申請成為永久居民，須遵

守本法第一章規定辦理。 
 

Examination of Eligibility to Refer Claim 難民申請案的資格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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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 An officer shall, within three working 

days after receipt of a claim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99(3), determine whether 
the claim is eligible to be referred to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and, if it is 
eligible, shall refer the clai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of the Board. 

(1.1)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at a claim is 
eligible to be referred to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rests on the 
claimant, who must answer truthfully 
all questions put to them. 

(2) The officer shall suspend consideration 
of the eligibility of the person’s claim if 

(a) a report has been referred for a 
determination, at an admissibility 
hearing, of whether the person is 
inadmissible on grounds of security, 
violating human or international rights, 
serious criminality or organized 
criminality; or 

(b) the officer considers it necessary to wait 
for a decision of a court with respect to a 
claimant who is charged with an offence 
under an Act of Parliament that is 
punishable by a maximum term of 
imprisonment of at least 10 years. 

(3)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may 
not consider a claim until it is referred 
by the officer. If the claim is not referred 
within the three-day period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1), it is deemed to be 
referred, unless there is a suspension or 
it is determined to be ineligible. 

(4) A person who makes a claim for refugee 
protection inside Canada at a port of 

第 100 條 
(1) 承辦官員須在收到依本法第 99 條第

3 項提出之申請案後，於三個工作天

內裁定該申請案是否符合轉介至難

民保護組之條件。若符合轉介條件，

必須依照移民及難民委員會規則轉

介。 
(1.1) 難民申請案足以符合轉介條件之舉

證責任在申請人，且必須誠實回答

所有相關問題。 
(2)下列情況發生時，承辦官員須暫停裁

決申請案： 
(a) 在入國申請聽證會時，已有書面報告

說明申請人是否因國家安全、違反人

道或國際權利、重大犯罪或幫派犯罪

而不予同意申請者，或 
(b) 承辦官員認為有必要等待申請人因

違反法令規定遭求刑最少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之法院裁決結果。 
(3) 難民保護組在承辦官員轉介申請案

前得不處理。若申請案未能在三個工

作天內依本條第 1 項規定轉介，即視

為同意轉介，除非已暫停裁決或裁定

不符轉介規定。 
(4) 在加拿大國境線上提出難民申請

案，且案件已轉介至難民保護組者，

必須在規定時效內提供該組文件及

相關資訊，包括需要難民庇護之證

據，並依規定辦理。 
(4.1) 轉介申請案的承辦官員必須依移民

及難民委員會規定及委員會主席

指示，訂定申請人參加難民保護組

主辦之聽證會之日期。 
(5) 若旅客依據檢疫法收容或隔離，本條

第 1 項及第 3 巷所指之轉介時效之起

算日為收容或隔離結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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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y and whose claim is referred to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must 
provide the Division, within the time 
limits provided for in the regulations, 
with the documents and information — 
including in respect of the basis for the 
claim — required by the rules of the 
Board, in accordance with those rules. 

(4.1) The referring officer mus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gulations, the 
rules of the Board and any directions 
of the Chairperson of the Board, fix 
the date on which the claimant is to 
attend a hearing before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5) If a traveller is detained or isolated under 
the Quarantine Act, the period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s (1) and (3) does not 
begin to run until the day on which the 
detention or isolation 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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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1) A claim is ineligible to be referred to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if 
(a) refugee protection has been conferred on 

the claimant under this Act; 
(b) a claim for refugee protection by the 

claimant has been rejected by the Board; 
(c) a prior claim by the claimant was 

determined to be ineligible to be referred 
to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or to 
have been withdrawn or abandoned; 

(d) the claimant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 
Convention refugee by a country other 
than Canada and can be sent or returned 
to that country; 

(e) the claimant cam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Canada from a country designated by 
the regulations, other than a country of 
their nationality or their former habitual 
residence; or 

(f) the claimant has been determined to be 
inadmissible on grounds of security, 
violating human or international rights, 
serious criminality or organized 
criminality, except for persons who are 
inadmissible solely on the grounds of 
paragraph 35(1)(c). 

(2) A claim is not ineligible by reason of 
serious criminality under paragraph 
(1)(f) unless 

(a) in the case of inadmissibility by reason 
of a conviction in Canada, the 
conviction is for an offence under an Act 
of Parliament punishable by a maximum 
term of imprisonment of at least 10 
years; or 

 

第 101 條 
(1) 申請案若有下列情形者，不予轉介： 
(a) 申請人已依據本法取得難民庇護者； 
(b) 申請人已遭移民及難民委員會拒絕

難民庇護者； 
(c) 申請案先前已判定不符轉介至難民

保護組之資格，或已撤銷或放棄者； 
(d) 申請人已由加拿大以外之其他國家

判定為公約難民，且可進入或遣返該

國者； 
(e) 申請人從特定國家直接或間接入境

加拿大，而非由原屬國或居住國出發

者；或 
(f) 申請人因國家安全、違反人道或國際

權利、重大犯罪或幫派犯罪不予同意

申請者，但僅依據本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c 款不予同意申請者除外。 

(2) 申請人符合本條第 1 項第 f 款重大犯

罪情事者非不得轉介，除非 
(a) 在加拿大國內犯下依加拿大法律可

處至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行

者；或 
(b) 因在加拿大國外犯罪而不予同意申

請者，已犯下若依加拿大法律可處至

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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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n the case of inadmissibility by reason 
of a conviction outside Canada, the 
conviction is for an offence that, if 
committed in Canada, would constitute 
an offence under an Act of Parliament 
punishable by a maximum term of 
imprisonment of at least 10 years. 

102.  
(1) The regulations may govern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application of sections 
100 and 101, may,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ct, define the terms used in those 
sections and, for the purpose of sharing 
responsibility with governments of 
foreign states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refugee claims, may include provisions 

(a) designating countries that comply with 
Article 33 of the Refugee Convention 
and Article 3 of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b) making a list of those countries and 
amending it as necessary; and 

(c) respecting the circumstances and criteria 
for the application of paragraph 
101(1)(e). 

(2) The following factors are to be 
considered in designating a country 
under paragraph (1)(a): 

(a) whether the country is a party to the 
Refugee Convention and to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b) i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with respect to 
claims under the Refugee Convention 
and with respect to obligations under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c) its human rights record; and 
 

第 102 條 
(1) 相關規範得適用於依據本法第100條

及第101條審核之申請案，亦得依本

法立法精神定義該條文使用之專有

名詞，以達到與外國政府在考量難民

申請時分擔責任之目的，亦可包括以

下條款： 
(a) 指定符合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第33

條及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第3條之國

家； 
(b) 列舉上項指涉之國家並在必要時得

修改，及 
(c) 遵守適用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e款之

情形及標準。 
(2) 下列因素須在依據本條第1項第a款

指定國家時納入考量： 
(a) 該國是否簽署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

及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 
(b) 該國之政策及執行是否符合聯合國

難民地位公約及遵守聯合國禁止酷

刑公約規範； 
(c) 該國之人權紀錄，及 
(d) 該國是否已與加拿大政府就共同分

擔難民申請責任事達成協議。 
(3) 總督會同行政局委任主席必須確保

每個特定國家是否持續符合本條第2
項列舉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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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whether it is party to an agreement with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for the 
purpose of sharing responsibility with 
respect to claims for refugee protection. 

(3) The Governor in Council must ensure 
the continuing review of factors set out 
in subsection (2) with respect to each 
designated country. 

Suspension or Termination of Consideration 
of Claim 

難民申請案的暫緩或終止審理 

103. 
(1) Proceedings of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in respect of a claim for 
refugee protection are suspended on 
notice by an officer that 

(a) the matter has been referred to the 
Immigration Division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claimant is inadmissible on 
grounds of security, violating human or 
international rights, serious criminality 
or organized criminality; or 

(b) an officer considers it necessary to wait 
for a decision of a court with respect to a 
claimant who is charged with an offence 
under an Act of Parliament that may be 
punished by a maximum term of 
imprisonment of at least 10 years. 

(2) On notice by an officer that the 
suspended claim was determined to be 
eligible, proceedings of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must continue. 

第 103 條 
(1) 難民保護組審理難民申請之訴訟程

序，在下列狀況發生時，將由承辦官

員通知暫緩審理： 
(a) 案件已轉介至移民組，由該組裁決申

請人是否因國家安全、違反人道或國

際權利、重大犯罪或幫派犯罪而不予

同意申請；或 
(b) 承辦官員認為有必要等待申請人因

違反法令規定遭求刑最少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之法院裁決結果。 
(2) 承辦官員一通知該暫緩審理之申請

案為符合難民申請條件時，難民保護

組審理之訴訟程序必須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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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1) An officer may, with respect to a claim 

that is before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or, in the case of paragraph (d), 
that is before or has been determined by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or the 
Refugee Appeal Division, give notice 
that an officer has determined that 

(a) the claim is ineligible under paragraphs 
101(1)(a) to (e); 

(b) the claim is ineligible under paragraph 
101(1)(f); 

(c) the claim was referred as a result of 
directly or indirectly misrepresenting or 
withholding material facts relating to a 
relevant matter and that the claim was 
not otherwise eligible to be referred to 
that Division; or 

(d) the claim is not the first claim that was 
received by an officer in respect of the 
claimant. 

(2) A notice given under the following 
provisions has the following effects: 

(a) if given under any of paragraphs (1)(a) 
to (c), it terminates pending proceedings 
in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respecting the claim; and  

(b) if given under paragraph (1)(d), it 
terminates proceedings in and nullifies 
any decision of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or the Refugee Appeal Division 
respecting a claim other than the first 
claim. 

第 104 條 
(1) 承辦官員在轉介案件至難民保護組

時，或發生本項第d款情形時已由難

民保護組或難民上訴組裁決時，該承

辦官員須通知該組已作出以下裁決： 
(a) 申請案依據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a至

e款不予受理； 
(b) 申請案依據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f款

不予受理； 
(c) 申請案因直接或間接虛偽陳述或隱

瞞關鍵證據，造成申請案因此不符轉

介條件，或 
(d) 申請案並非該申請人第一次申請難

民庇護。 
(2) 依據以下條款發出之通知有下列效

力： 
(a) 若依據本條第1項第a至c款發出通

知，即立刻終止難民保護組主辦之訴

訟程序，及 
(b) 若依據本條第1項第d款發出通知，難

民保護組與難民上訴組主辦之訴訟

程序將立刻終止且所有裁決皆無

效，並以該申請人第一次申請難民庇

護之裁決為最終裁決。 
 

Extradition Procedure 引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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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1)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and 

Refugee Appeal Division shall not 
commence, or shall suspend, 
consideration of any matter concerning a 
person against whom an authority to 
proceed has been issued under section 
15 of the Extradition Act with respect to 
an offence under Canadian law that is 
punishable under an Act of Parliament 
by a maximum term of imprisonment of 
at least 10 years, until a final decision 
under the Extradition Act with respect to 
the discharge or surrender of the person 
has been made. 

(2) If the person is finally discharged under 
the Extradition Act, the proceedings of 
the applicable Division may be 
commenced or continued as though 
there had not been any proceedings 
under that Act. 

(3) If the person is ordered surrendered by 
the Minister of Justice under the 
Extradition Act and the offence for 
which the person was committed by the 
judge under section 29 of that Act is 
punishable under an Act of Parliament 
by a maximum term of imprisonment of 
at least 10 years, the order of surrender 
is deemed to be a rejection of a claim for 
refugee protection based on paragraph 
(b) of Section F of Article 1 of the 
Refugee Convention. 

(4) The deemed rejection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3) may not be appealed, and 
is not subject to judicial review except to 
the extent that a judicial review of the 

第 105 條 
(1) 難民保護組及難民上訴組不應開

始，或應暫停審理已依據引渡法第15
條規定，犯下違反加拿大法令規定可

求刑最高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申請

人之申請案，直到依據引渡法撤銷或

放棄申請人判決確定為止。 
(2) 若申請人接獲未觸犯引渡法之判

決，則相關單位主辦之訴訟案件得繼

續進行，且先前依據本法之訴訟視為

未曾發生。 
(3) 若申請人須依引渡法移交法務部，且

該人犯下依據引渡法第29條中，違反

加拿大法令規定可求刑最高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之案件，移交命令即依據

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第1條第F項第b
款規定，視同拒絕難民庇護。 

(4) 上項中視同拒絕難民庇護不得上

訴，且不須經由司法機關審理，惟引

渡法管轄下之移交命令除外。 
(5) 若申請人未在本條第3項中之移交命

令發出前申請難民庇護，則該人在移

交前不得申請難民庇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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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of surrender is provided for under 
the Extradition Act. 

(5) If the person has not made a claim for 
refugee protection before the order of 
surrender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3), 
the person may not do so before the 
surrender. 

Claimant Without Identification 申請人無身分證明 

106.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must take 
into account, with respect to the credibility 
of a claimant, whether the claimant 
possesses acceptable documentation 
establishing identity, and if not, whether 
they have provided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for the lack of documentation or have taken 
reasonable steps to obtain the 
documentation. 

第 106 條 
難民保護組必須考量申請人的可信度，

無論申請人是否擁有確切身分證明，若

該人無身分證明，則須考量該人是否有

無身分證明之合理解釋，或已進行取得

身分證明之程序。 
 

Decision on Claim for Refugee Protection 難民保護之裁決 

107. 
(1)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shall 

accept a claim for refugee protection if it 
determines that the claimant is a 
Convention refugee or person in need of 
protection, and shall otherwise reject the 
claim. 

(2) If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is of 
the opinion, in rejecting a claim, that 
there was no credible or trustworthy 
evidence on which it could have made a 
favourable decision, it shall state in its 
reasons for the decision that there is no 
credible basis for the claim 

第107條 
(1) 難民保護組在裁決申請人為公約難

民或須保護之人後，必須受理申請，

否則得拒絕申請。 
(2) 若難民保護組因無實質或可信證

據，裁定拒絕申請人之庇護時，則須

載明無實質或可信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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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  
If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rejects a 
claim for refugee protection, it must state in 
its reasons for the decision that the claim is 
manifestly unfounded if it i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claim is clearly fraudulent. 

第107條之1 
若難民保護組拒絕申請人庇護，且若裁

定申請人為明顯詐欺時，則須載明無實

質或可信證據。 
 

Cessation of Refugee Protection 拒絕難民保護 

108. 
(1) A claim for refugee protection shall be 

rejected, and a person is not a 
Convention refugee or a person in need 
of protection, in any of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a) the person has voluntarily reavailed 
themself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country of nationality; 

(b) the person has voluntarily reacquired 
their nationality; 

(c) the person has acquired a new nationality 
and enjoys the protection of the country 
of that new nationality; 

(d) the person has voluntarily become 
re-established in the country that the 
person left or remained outside of and in 
respect of which the person claimed 
refugee protection in Canada; or 

(e) the reasons for which the person sought 
refugee protection have ceased to exist. 

(2) On application by the Minister,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may 
determine that refugee protection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95(1) has 
ceased for any of the reasons described 
in subsection (1). 

第108條 
(1) 下列任何情形發生時，應拒絕申請人

之難民庇護，且該人並非公約難民或

受保護之人： 
(a) 該人重新願意接受原屬國之保護； 
(b) 該人重新取得原屬國國籍； 
(c) 該人取得第三國國籍，且願意接受該

國保護； 
(d) 該人重回當初離開或不願返回之

國，並在離開該國時向加拿大提出難

民庇護；或 
(e) 該人尋求難民庇護之原因已消滅。 
(2) 難民保護組在部長指示下，得裁定本

法第95條第1項中定義之難民保護條

件是否已在上項規定中消滅。 
(3) 若難民申請已獲准，則該申請案將視

同拒絕。 
(4) 本條第1項第e款不適用於證實先前

在原屬國或原停由國遭受之迫害、酷

刑、處置或懲罰有極充分原因，且為

避免此類迫害、酷刑、處置或懲罰而

申請難民庇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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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f the application is allowed, the claim of 
the person is deemed to be rejected. 

(4) Paragraph (1)(e) does not apply to a 
person who establishes that there are 
compelling reasons arising out of 
previous persecution, torture,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for refusing to avail 
themselves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country which they left, or outside of 
which they remained, due to such 
previous persecution, torture,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pplications to Vacate 撤銷難民申請案 

109. 
(1)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may, 

on application by the Minister, vacate a 
decision to allow a claim for refugee 
protection, if it finds that the decision 
was obtained as a result of directly or 
indirectly misrepresenting or 
withholding material facts relating to a 
relevant matter. 

(2)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may 
reject the application if it is satisfied that 
other sufficient evidence was considered 
at the time of the first determination to 
justify refugee protection. 

(3) If the application is allowed, the claim of 
the person is deemed to be rejected and 
the decision that led to the conferral of 
refugee protection is nullified. 

第109條 
(1) 若難民保護組因申請人直接或間接

虛偽陳述或隱瞞關鍵證據做出裁

決，則該組得在部長指示下，取消允

許難民庇護之裁決。 
(2) 若難民保護組確信其他相關證據在

第一次判決當時證明難民保護為正

當的，該組得拒絕取消允許難民庇護

之裁決。 
(3) 若取消允許難民庇護之裁決，則該人

之難民庇護申請視為拒絕，若該人已

取得難民保護資格，則該資格無效。 
 

Designated Countries of Origin 特定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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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 
(1) The Minister may, by order, designate a 

country, for the purposes of subsection 
110(2) and section 111.1. 

(2) The Minister may only make a 
designation 

(a) in the case where the number of claims 
for refugee protection made in Canada 
by nationals of the country in question in 
respect of which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has made a final determination 
is equal to or greater than the number 
provided for by order of the Minister, 

(i) if the rate, expressed as a percentage, that 
is obtained by [dividing the total number 
of claims made by nationals of the 
country in question that, in a final 
determination by the Division during the 
period provided for in the order, are 
rejected or determined to be withdrawn 
or abandoned by the total number of 
claims made] by [nationals of the 
country in question in respect of which 
the Division ha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made a final determination] is 
equal to or greater than the percentage 
provided for in the order, or 

(ii) if the rate, expressed as a percentage, 
that is obtained by [dividing the total 
number of claims made by nationals of 
the country in question that, in a final 
determination by the Division, during 
the period provided for in the order, are 
determined to be withdrawn or 
abandoned by the total number of claims 
made] by [nationals of the country in 
question in respect of which the 

第109條之1 
(1) 部長有權依據本法第110條第2項及

第111.1條指定特定國家。 
(2) 部長僅在下列情況下得指定特定國

家： 
(a) 若某國國民在加拿大國內提出難民

庇護申請之數量，等於或大於移民保

護組經部長核定提供之難民庇護名

額。 
(i) 比率(以百分比表示)計算法為該組在

規定時限內做出的最後裁決數內，該

特定國人之總申請件數與遭拒絕、撤

銷或放棄件數，除以該特定國人申請

件數與該組在時限內做出裁決總

數。此比率等於或大於提供之比率

者，或 
(ii) 比率(以百分比表示)計算法為該組在

規定時限內做出的最後裁決數內，該

特定國人之總申請件數與遭撤銷或

放棄件數，除以該特定國人申請件數

與該組在時限內做出裁決總數。此比

率等於或大於提供之比率者；或 
(b) 若某國國民在加拿大國內提出難民

庇護申請之數量，小於移民保護組經

部長核定提供之難民庇護名額，且部

長對該國有以下意見： 
(i) 該國存在獨立的司法系統， 
(ii) 該國存在基本的民主權利及自由，且

此種權利及自由在遭受侵害時存在

補償之管道，及 
(iii) 該國存在公民團體及組織 
(3) 部長得核定上項中提及之數量、期間

或百分比。 
(4) 依據本條第1項及第3項發出之行政

命令不適用於行政委任立法法下之

行政委任立法定義，惟該命令必須刊

載於加拿大政府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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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sion ha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made a final determination] is equal to 
or greater than the percentage provided 
for in the order; or 

(b) in the case where the number of claims 
for refugee protection made in Canada 
by nationals of the country in question in 
respect of which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has made a final determination 
is less than the number provided for by 
order of the Minister, if the Minister is 
of the opinion that in the country in 
question 

(i) there is an independent judicial system, 
(ii) basic democratic rights and freedoms are 

recognized and mechanisms for redress 
are available if those rights or freedoms 
are infringed, and 

(iii)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exist 
(3) The Minister may, by order, provide for 

the number, period or percentages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2). 

(4) An order made under subsection (1) or 
(3) is not a statutory instrument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Statutory Instruments 
Act. However, it must be published in 
the Canada Gazette. 

 

Appeal to Refugee Appeal Division 向難民上訴組上訴 

110.  
(1) Subject to subsections (1.1) and (2), a 

person or the Minister may appea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of the Board, 
on a question of law, of fact or of mixed 
law and fact, to the Refugee Appeal 
Division against a decision of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to allow or 

第110條 
(1) 依據本條第1.1項及第2項，申請人或

部長可依據移民及難民委員會規範

上訴，上訴內容包括法律相關問題、

證據相關問題或兩者混合。上訴案件

由難民上訴組受理，上訴對象為移民

保護組接受或拒絕申請人難民庇護

之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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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ject the person’s claim for refugee 
protection.  

(1.1) The Minister may satisfy any 
requirement respecting the manner in 
which an appeal is filed and perfected 
by submitting a notice of appeal and 
any supporting documents. 

(2) No appeal may be made in respect of 
any of the following: 

(a) a decision of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allowing or rejecting the claim 
for refugee protection of a designated 
foreign national; 

(b) a determination that a refugee protection 
claim has been withdrawn or abandoned; 

(c) a decision of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rejecting a claim for refugee 
protection that states that the claim has 
no credible basis or is manifestly 
unfounded; 

(d) subject to the regulations, a decision of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in 
respect of a claim for refugee protection 
if  

(i) the foreign national who makes the claim 
cam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Canada 
from a country that is, on the day on 
which their claim is made, designated by 
regulations made under subsection 
102(1) and that is a party to an 
agreement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02(2)(d), and 

(ii) the claim — by virtue of regulations 
made under paragraph 102(1)(c) — is 
not ineligible under paragraph 101(1)(e) 
to be referred to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1.1) 部長須滿足提出上訴條件，並繳交

書面上訴函及相關文件證據。 
(2)下列情況發生時，不得上訴： 
(a) 難民保護組裁定准許或拒絕特定外

國籍人士提出之難民庇護案件； 
(b) 申請案已撤銷或放棄； 
(c) 難民保護組裁定申請案無實質或可

信證據； 
(d) 相關規範下，難民保護組對於庇護申

請案之裁決有下列情況： 
(i) 外國籍申請人直接或間接從特定國家

抵達加拿大，此特定國家以該人提出

申請當日為準，且為依據本法第102
條第1項定義之特定國家。該國須為

本法第102條第2項第d款中之一方，

且 
(ii) 依據本法第102條第1項第c款提出之

申請案，不得依據本法第101條第1項
第e款轉介至難民保護組。 

(d.1) 難民保護組判定准許或拒絕來自特

定國家申請人之難民庇護案件，此

特定國家以裁決當日為準，且為依

據本法第109.1條第1項定義之特定

國家 
(e) 難民保護組裁定准許或拒絕由部長

提出之停止難民庇護之提議； 
(f) 難民保護組裁定准許或拒絕由部長

提出之取消允許難民庇護之提議。 
(2.1) 上訴須在規定時限內提出並附上有

證據力之文件。 
(3) 依據本條第3.1項、第4項及第6項，難

民上訴組必須在不舉辦聽證會的狀

況下繼續訴訟程序，並以難民保護組

的書面記錄為準，且得接受書面證

據，及由部長與上訴人呈遞訴狀。若

案件由三人組成的審議小組審查，訴

狀得由聯合國難民署之專員或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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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a decision of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allowing or rejecting a claim 
for refugee protection made by a 
foreign national who is a national of a 
country that was, on the day on which 
the decision was made, a country 
designated under subsection 109.1(1); 

(e) a decision of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allowing or rejecting an 
application by the Minister for a 
determination that refugee protection 
has ceased; 

(f) a decision of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allowing or rejecting an 
application by the Minister to vacate a 
decision to allow a claim for refugee 
protection. 

(2.1) The appeal must be filed and perfected 
within the time limits set out in the 
regulations. 

(3) Subject to subsections (3.1), (4) and (6), 
the Refugee Appeal Division must 
proceed without a hearing, on the basis 
of the record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and may 
accept documentary evidence and 
written submissions from the Minister 
and the person who is the subject of the 
appeal and, in the case of a matter that is 
conducted before a panel of three 
members, written submissions from a 
representative or ag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and any other person described 
in the rules of the Board. 

(3.1) Unless a hearing is held under 
subsection (6), the Refugee Appeal 

人及符合移民及難民委員會規範下

的任何人呈遞。 
(3.1) 除非聽證會為依據本條第6項舉

行，難民上訴組必須在規定時限內

做出裁決。 
(4) 上訴時，上訴案當事人僅能呈上難民

庇護遭拒後發生的事證，或當事人在

難民庇護遭拒時，先前無法預見或獲

得之事證。 
(5) 上項不適用於部長提出之證據之反

證。 
(6) 若本條第3項提及之書面證據存在且

經難民上訴組認定，則該組得舉辦聽

證會： 
(a) 上訴當事人因該書面證據存在，該人

可信度遭到大幅影響； 
(b) 該書面證據對難民庇護裁定有極大

證據力； 
(c) 該書面證據證明准許或拒絕上訴人

難民庇護為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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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sion must make a decision within 
the time limits set out in the 
regulations. 

(4) On appeal, the person who is the subject 
of the appeal may present only evidence 
that arose after the rejection of their 
claim or that was not reasonably 
available, or that the person could not 
reasonably have been expected in the 
circumstances to have presented, at the 
time of the rejection.  

(5) Subsection (4) does not apply in respect 
of evidence that is presented in response 
to evidence presented by the Minister. 

(6) The Refugee Appeal Division may hold 
a hearing if, in its opinion, there is 
documentary evidence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3) 

(a) that raises a serious issue with respect to 
the credibility of the person who is the 
subject of the appeal; 

(b) that is central to the decision with 
respect to the refugee protection claim; 
and 

(c) that, if accepted, would justify allowing 
or rejecting the refugee protection claim. 

111. 
(1) After considering the appeal, the 

Refugee Appeal Division shall make one 
of the following decisions: 

(a) confirm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b) set aside the determination and substitute 
a determination that, in its opinion, 
should have been made; or 

(c) refer the matter to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for re-determination, 

第111條 
(1) 在審查上訴案後，難民上訴組得做出

下列裁決之一： 
(a) 確認難民保護組之裁決； 
(b) 擱置原先裁決，並以該組意見為準，

以新裁決代替，或 
(c) 將上訴案轉回難民保護組要求重新

裁決，並向該組提出難民上訴組之意

見。 
(2) 難民上訴組僅能在下列情形下，依據

上項第c款將案件轉回： 

10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giving the directions to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that it considers 
appropriate. 

(2) The Refugee Appeal Division may make 
the referral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c) 
only if it is of the opinion that 

(a) the decision of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is wrong in law, in fact or in 
mixed law and fact; and 

(b) it cannot make a decision under 
paragraph 111(1)(a) or (b) without 
hearing evidence that was presented to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a) 難民保護組之裁決在法律上、事實上

或兩者同時有錯誤；且 
(b) 難民上訴組無法在上項第a或第b款

規範下，不聽取由難民保護組呈上之

證據做成決定。 
 

Regulations 細則 

111.1 
(1) The regulations may provide for any 

matter relating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Division, and may include provisions 
respecting 

(a) time limits for the provision of 
documents and information under 
subsection 99(3.1) or 100(4); 

(b) time limits for the hearing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100(4.1); 

(c) exceptions to the application of 
paragraph 110(2)(d); 

(d) time limits for the filing and perfecting 
of an appeal under subsection 110(2.1); 
and 

(e) time limits for the making of a decision 
by the Refugee Appeal Division, the 
extension of those time limits and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y do not 
apply. 

(2) With respect to claimants who are 
nationals of a country that is, on the day 
on which their claim is made, a country 

第111條之1 
(1) 本規範提供與本節相關之規定，包

括： 
(a) 第99條第3.1項或第100條第4項有關

提供文件及資訊之時限； 
(b) 第100條第4.1項有關聽證會之時限； 
(c) 不適用第110條第2項第d款之情形； 
(d) 第110條第2.1項有關提出上訴及並附

上有證據力之文件之時限；且 
(e) 難民上訴組裁決之時限、延長裁決時

限及不得延長裁決時限之情形。 
(2) 來自依據本法第109條之1第1項定義

之特定國家申請人，此特定國家以提

出難民庇護申請日為準，依據上項第

b款訂定之時限得與其他國籍申請人

之時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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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ted under subsection 109.1(1), 
regulations made under paragraph (1)(b) 
may provide for time limits that are 
different for other claimants. 

DIVISION 3 
PRE-REMOVAL RISK ASSESSMENT 

第三節 驅逐出國前風險評估 

112. 
(1) A person in Canada, other than a person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115(1), ma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gulations, apply 
to the Minister for protection if they are 
subject to a removal order that is in 
force or are named in a certificate 
described in subsection 77(1). 

(2) Despite subsection (1), a person may not 
apply for protection if 

(a) they are the subject of an authority to 
proceed issued under section 15 of the 
Extradition Act; 

(b) they have made a claim to refugee 
protection that has been determined 
under paragraph 101(1)(e) to be 
ineligible; 

(b.1) subject to subsection (2.1), less than 12 
months, or, in the case of a person who 
is a national of a country that is 
designated under subsection 109.1(1), 
less than 36 months, have passed since 
their claim for refugee protection was 
last rejected — unless it was deemed to 
be rejected under subsection 109(3) or 
was rejected on the basis of section E 
or F of Article 1 of the Refugee 
Convention — or determined to be 
withdrawn or abandoned by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or the 

第 112 條 
(1)在加拿大國內者，除非適用本法第115

條第1項定義，若該人已遭裁定驅逐

出國，或依據本法第77條第1項已名

列該項條文中之證明書，得依據規

定，向部長申請保護。 
(2) 上項雖已敘明，惟下列人士不得申請

保護： 
(a) 依據引渡法第15條遭起訴之當事人； 
(b) 已申請難民庇護，但不符本法第101

條第1項第e款規定者； 
(b.1) 依據本條第2.1項，在難民庇護申請

人申請遭拒絕，或由難民保護組或

難民上訴組裁定撤銷或放棄申請

12個月以內者；除非該人遭拒絕之

原因為適用本法第109條第3項或

適用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第1條第

E或第F項； 
(c) 依據本條第2.1項，在難民庇護申請人

申請遭拒絕，或由難民保護組或部長

裁定撤銷或放棄申請12個月以內

者；若申請人原國籍為本法第109條
之1第1項規定之特定國家，則為36個
月以內。 

(2.1) 部長得免除下列人士適用本條第2
項第b.1及第c款： 

(a) 一國之國民，若該人為無國籍，則為

前定居國居民； 
(b) 一國之國民或前定居國居民，在離開

該國前，居住於該國任一部分，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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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ugee Appeal Division; 
(c) subject to subsection (2.1), less than 12 

months, or, in the case of a person who 
is a national of a country that is 
designated under subsection 109.1(1), 
less than 36 months, have passed since 
their last application for protection was 
rejected or determined to be withdrawn 
or abandoned by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or the Minister. 

(2.1) The Minister may exempt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paragraph (2)(b.1) or (c) 

(a) the nationals — or, in the case of 
persons who do not have a country of 
nationality, the former habitual 
residents — of a country; 

(b) the nationals or former habitual residents 
of a country who, before they left the 
country, lived in a given part of that 
country; and 

(c) a class of nationals or former habitual 
residents of a country. 

(2.2) However, an exemption made under 
subsection (2.1) does not apply to 
persons in respect of whom, after the 
day on which the exemption comes 
into force, a decision is made 
respecting their claim for refugee 
protection by the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or, if an appeal is made, by 
the Refugee Appeal Division. 

(2.3) The regulations may govern any matter 
relating to the application of subsection 
(2.1) or (2.2) and may include 
provisions establishing the criteria to 
be considered when an exemption is 
made. 

(c) 一國特定一群國民或前定居國特定

一群居民。 
(2.2) 依上項免除者不適用於在免除命令

生效時，難民保護組已對其庇護做

出裁決，或難民上訴組已對其上訴

做出裁決者。 
(2.3) 規範適用於本條第2.1項或第2.2項

之情形，且得包括發佈免除命令前

須考量之準則。 
(3) 在下列情形下，難民庇護不必然為提

出申請之結果： 
(a) 申請人因國家安全、違反人道或國際

權利、重大犯罪或幫派犯罪； 
(b) 申請人為重大犯罪者，其定義為在在

加拿大國內犯下依加拿大法律可處

最高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加拿大國

外犯下若依加拿大法律可處最高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者； 
(c) 申請人提出難民庇護申請，但依據聯

合國難民地位公約第1條第F項規定

遭拒絕；或 
(d) 依據本法第77條第1項已名列該項條

文中之證明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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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efugee protection may not result from 
an application for protection if the 
person 

(a) is determined to be inadmissible on 
grounds of security, violating human or 
international rights or organized 
criminality; 

(b) is determined to be inadmissible on 
grounds of serious criminality with 
respect to a conviction in Canada of an 
offence under an Act of Parliament 
punishable by a maximum term of 
imprisonment of at least 10 years or with 
respect to a conviction outside Canada 
for an offence that, if committed in 
Canada, would constitute an offence 
under an Act of Parliament punishable 
by a maximum term of imprisonment of 
at least 10 years; 

(c) made a claim to refugee protection that 
was rejected on the basis of section F of 
Article 1 of the Refugee Convention; or 

(d) is named in a certificate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77(1). 

113. 
Consideration of an application for 
protection shall be as follows: 
(a) an applicant whose claim to refugee 

protection has been rejected may present 
only new evidence that arose after the 
rejection or was not reasonably 
available, or that the applicant could not 
reasonably have been expected in the 
circumstances to have presented, at the 
time of the rejection; 

(b) a hearing may be held if the Minister, on 
the basis of prescribed factors, is of the 

第 113 條 
考量申請保護應如下： 
(a) 申請人之難民庇護已遭拒絕者，僅可

呈上難民庇護遭拒後發生的事證，或

當事人在難民庇護遭拒時，先前無法

預見或獲得之事證； 
(b) 若部長在規定的因素下，認為聽證會

有必要舉辦，則得舉辦； 
(c) 申請人不適用本法第112條第3項

時，則適用本法第96至98條； 
(d) 申請人不適用本法第112條第3項,，但

不適用該條該項第e.i款及e.ii款時，則

適用本法第97條，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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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inion that a hearing is required; 
(c) in the case of an applicant not described 

in subsection 112(3), consideration shall 
be on the basis of sections 96 to 98; 

(d) in the case of an applicant described in 
subsection 112(3) — other than one 
described in subparagraph (e)(i) or 
(ii) — consideration shall be on the basis 
of the factors set out in section 97 and 

(i) in the case of an applicant for protection 
who is inadmissible on grounds of 
serious criminality, whether they are a 
danger to the public in Canada, or 

(ii) in the case of any other applicant, 
whether the application should be 
refused because of the nature and 
severity of acts committed by the 
applicant or because of the danger that 
the applicant constitutes to the security 
of Canada; and 

(e) in the case of the following applicants, 
consideration shall be on the basis of 
sections 96 to 98 and subparagraph 
(d)(i) or (ii), as the case may be: 

(i) an applicant who is determined to be 
inadmissible on grounds of serious 
criminality with respect to a conviction 
in Canada punishable by a maximum 
term of imprisonment of at least 10 
years for which a term of imprisonment 
of less than two years — or no term of 
imprisonment — was imposed, and 

(ii) an applicant who is determined to be 
inadmissible on grounds of serious 
criminality with respect to a conviction 
of an offence outside Canada that, if 
committed in Canada, would constitute 

(i) 申請人因重大犯罪不予同意申請，無

論其對加拿大民眾是否有危險，或 
(ii) 若為其他申請人，無論申請案是否因

該人犯下之罪行與嚴重程度或因該

人對加拿大造成國家安全危害； 
(e) 下列申請人應依據本法第96至98條

與本條本款第d.i與d.ii項，因申請案有

可能： 
(i) 申請人因違反加拿大國內法令規定遭

求刑最高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但僅遭

處兩年以下或無須監禁者，及 
(ii) 申請人在加拿大國外犯下若依加拿

大法律可處最高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之罪行，並以重大犯罪為由不予同意

申請者，除非該人適用聯合國難民地

位公約第1條第F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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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ffence under an Act of Parliament 
punishable by a maximum term of 
imprisonment of at least 10 years, unless 
they are found to be a person referred to 
in section F of Article 1 of the Refugee 
Convention. 

114. 
(1) A decision to allow the application for 

protection has 
(a) in the case of an applicant not described 

in subsection 112(3), the effect of 
conferring refugee protection; and 

(b) in the case of an applicant described in 
subsection 112(3), the effect of staying 
the removal order with respect to a 
country or place in respect of which the 
applicant was determined to be in need 
of protection. 

(2) If the Minister i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a stay of the 
enforcement of a removal order have 
changed, the Minister may re-examine,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13(d) and 
the regulations, the grounds on which 
the application was allowed and may 
cancel the stay.  

(3) If the Minister is of the opinion that a 
decision to allow an application for 
protection was obtained as a result of 
directly or indirectly misrepresenting or 
withholding material facts on a relevant 
matter, the Minister may vacate the 
decision. 

(4) If a decision is vacated under subsection 
(3), it is nullified and the application for 
protection is deemed to have been 
rejected. 

第 114 條 
(1) 下列情況下得同意申請人申請保護： 
(a) 申請人不符合本法第112條第3項描

述，准許難民庇護之影響，且 
(b) 申請人符合本法第112條第3項描

述，延緩強制出國命令，因判定申

請人須受保護之影響。 
(2) 若部長認為延緩強制出國命令之情

形有所改變，部長得依據本法第113
條第d項及規範重新檢視，是否准許

申請並得取消延緩。 
(3) 若部長認為准許保護申請的原因為

直接或間接虛偽陳述或隱瞞關鍵證

據，部長得取消准許。 
(4) 若申請保護案依據上項取消准許，則

該准許同時失效，並視為拒絕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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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 of Non-refoulement 難民不遣返原則 

115. 
(1) A protected person or a person who is 

recognized as a Convention refugee by 
another country to which the person may 
be returned shall not be removed from 
Canada to a country where they would 
be at risk of persecution for reasons of 
race, religion, nationality, membership 
in a particular social group or political 
opinion or at risk of torture or cruel and 
unusual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2) Subsection (1) does not apply in the case 
of a person 

(a) who is inadmissible on grounds of 
serious criminality and who constitutes, 
in the opinion of the Minister, a danger 
to the public in Canada; or 

(b) who is inadmissible on grounds of 
security, violating human or 
international rights or organized 
criminality if, in the opinion of the 
Minister, the person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remain in Canada on the 
basis of the nature and severity of acts 
committed or of danger to the security of 
Canada. 

(3) A person, after a determination under 
paragraph 101(1)(e) that the person’s 
claim is ineligible, is to be sent to the 
country from which the person came to 
Canada, but may be sent to another 
country if that country is designated 
under subsection 102(1) or if the country 
from which the person has rejected their 
claim for refugee protection. 

第 115 條 
(1) 受保護之人或由第三國認可為公約

難民者，不可將該人由加拿大遣送

至因種族、宗教、國籍、加入特定

社會或政治團體而致使該人有遭受

迫害之虞之國家，或至該人有遭受

酷刑，或殘酷、非常態之待遇或懲

罰風險之國家。 
(2) 若申請人有下列情形，則不適用上項

規定： 
(a) 因重大犯罪，或經部長認定對加拿大

民眾有危害而不予同意保護者，或 
(b) 因違反人道或國際權利、重大犯罪或

幫派犯罪，或部長考量該人作為之

本質與嚴重性已造成，或對加拿大

國家安全有危害風險者，不應准許

其於加拿大繼續居(停)留。 
(3) 依據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e款裁定申

請人提出之申請無效後，將遣送至

該人之出發國。但若該國為本法第

102條第1項規定之特定國家，或該

國已拒絕其難民庇護申請時，得將

該人遣送至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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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The regulations may provide for any matter 
relating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Division, 
and may include provisions respecting 
procedures to be followed with respect to 
applications for protection and decisions 
made under section 115,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factors to determine 
whether a hearing is required. 

第116條 
上述規範得適用於本節相關規定，且得

包括申請保護與依據上條裁決之條款，

包括訂定聽證會是否舉行之準則。 
 

資料來源：Government of Canada, Justice Laws Website, 

http://laws.justice.gc.ca/eng/acts/i-2.5/、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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