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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移徙越来越被看作一个问题，需要全球性的方法和协调性的应对措施。各国不仅在双边层

面上，而且在地区层面上，近来还在全球舞台上讨论移民问题。此种协调和国际合作如欲获得成

功，一个能被普遍理解的语言不可或缺。面对移徙领域纷繁众多的术语和概念，此词汇试图充当

一个指南，为深化移徙领域的国际合作提供一个有用的工具。

整理本词汇耗费时日。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国际移民组织准备了非正式的底稿，并在其内

部工作人员之间使用。国际移民组织位于维也纳的技术合作中心八十年末期进行了修订，其成果

于2001年出版，包含在由P.J. Van Krieken主编的《移徙手册》中。国际移民组织近来希望加强和

巩固在国际移徙法领域的作用，因此决定整理移徙词汇，将移徙领域使用的术语整合成一个带有

定义的文本，以期对实践者、政府移徙官员、学生和其他人员提供一个可资信赖的参考。目前的

成果不能称作尽善尽美，欢迎对最终的更加完整的第二版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编写本词汇的过程中，很快就会发现，移徙领域的定义通常模棱两可、富于争议，或者

相互矛盾，仍缺乏一个能被广泛接受的定义。这是由于移徙传统上仅是在国家层面上处理的问

题，其结果便是各国对移徙术语的使用不尽相同。此外，即使在一国内部，术语的含义和引申义

也有所不同。定义—不仅是对移徙领域的定义，对所有领域的定义都是如此—可能会根据不同的

视角和方法有所不同。移民是许多团体关注的对象，包括移民输出和接纳国政府、警察和边境当

局、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移民本人等。在没有普遍接受的定义的情况下，就存在这种可能，各方

可从自己的角度，正式或非正式地自行确定定义。举例来讲，“贩运”这个词就有众多的定义，

直到最近才通过国际层面上的一项正式条约对其定义进行了整合。许多其它术语还未能在国际上

得到认同。在本词汇中，注意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国际定义。其它情况下，仅提供通用定义，同

时提到了可能的替代定义。

编写本词汇还面临另外一个挑战，就是不同的术语被用来描述同样的或类似的现象。例

如，在“非法移民”、“秘密移民”、“无证件移民”和“非正规移民”这些术语之间有着细微

的区别。然而，在较大程度上，它们的使用比较宽泛，通常可以互换使用。为此，一些术语的相

互参照就不可避免，引导读者了解替代或可互换的术语。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我想向我在法律部门的同事，ShylaVohra、Jillyanne Redpath和

Katarina Tomolova表示感谢和赞赏。她们对本词汇的编写和成稿做出了贡献。她们的能力、积极

奉献和不辞辛苦对本词汇的最终付梓出版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茅海红女士承担了本书中文版的翻译，我还想借此机会对她的珍

贵帮助和辛勤劳动表示诚挚谢意。

                                                 

                        

                                      
Richard Perruchoud (Ed.)

国际移民组织致力于这一原则，人道和有序的移徙对移民和社会都有利。作为一个政府

间的国际机构，国际移民组织与其国际社会的伙伴一道开展如下工作：协助应对移徙领域操

作层面的挑战、促进对移民问题的理解、通过移徙鼓励社会和经济发展、维护人的尊严和移

民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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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bduction
诱拐

通过暴力或虚假劝说将某人带走的行为。

同时参见 kidnapping (绑架)、trafficking (贩运)

accord
协议

参见 treaty (条约)

acculturation
文化适应

某一特定文化下的人、群体或阶层，逐渐吸纳异族文

化 (思想、词汇、价值、规范、行为、机制)。不同文化

间通过移徙和贸易关系，将导致部分或完全的变化。

adjudication
决定

在移徙背景下，对申请者是否可获得签证、难民身

份，或其寻求的其他移民身份的决定。

adjudicator
决定人

一个通用词汇，用来描述受法律许可，而做出决定的

政府官员。

adjustment of status
身份调整

参见 change of status (身份变换)

admission
准入

准许进入一个国家。如果某个外国人通过检查站 (航
空、陆地或海洋) 并被边境官员准许进入，他/她就被 
“准入”了。秘密进入的外国人不被视作被“准入”。

同时参见 border officials (边境官员)、checkpoint (检查

站)、entry (进入)、non-admission (不准进入)

adoption
收养

结束小孩生身父母的法律权利和义务、赋予领养父母

类似权利和义务的法定程序 (家庭法)。

在国际法中，此术语被用来指代各方就条约的文本内

容达成一致意见。

affidavit of support
保证书

法律证明文件，通常由担保人签署，保证承担移民被

允许进入某国的所有费用，通常适用于年长、患有疾

病和无法照料自己的移民。

agreement
协定

两方或多方间的相互谅解 (书面或非书面)，有法律约束

力的特性。

同时参见 treaty (条约)

alien
外国人

非某个指定国家国民的人。

同时参见 foreigner (外国人)、non-national (非国民)、 
undocumented alien (无证件外国人)

amnesty
大赦

普遍的赦免，与“合法化”同时使用，涉及那些能在

实行赦免的国家居住的人，尽管居住是非法的。

同时参见 legalization (合法化)、regularization (正规化)

ancestry based settlers
世系定居者

由于与某国存在历史、种族或其它方面的关联，而被

允许进入该国的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借助这些纽带，

被该国赋予长期的居留权，或这些人拥有该国国籍，

在被允许入境后不久即成为该国国民。

同时参见 alien (外国人)、foreigner (外国人)、national 
 (国民)、nationality (国籍)

appeal
申诉

一个程序，用来将决定提交至较高级别当局进行复

核；通常是指将较低级法院或机构的决定提交至较高

级法院进行复核，并可能做出改变。

applicant
申请人

一个人，正式要求采取某些政府或法律行动，例如给

予难民身份、发放签证和工作许可证。

同时参见 refugee (难民)、visa (签证)、working permit 
 (工作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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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申请

某人或机构向政府提交的请求 (通常是书面形式)，要求

采取某些行动。

同时参见 claim (要求)

arbitrary
任意的、武断的

以非理性方式，与不公正、不可预测性、非理性和反

复无常等概念有关。

armed conflict
武装冲突

两国或多国之间可能发生的宣战或其它任何武装冲突

的行为，即使它们中的一方并不承认战争状态 (参见

1949年日内瓦公约I-IV，第２条-国际武装冲突)。当国

家间诉诸武力，或政府当局和有组织武装团体之间、

一国内部的类似团体之间陷于长期武装暴力，武装冲

突就发生了 (IT-94-1AR 72案例，第35页，前南国际刑事

法庭，上诉分庭--非国际武装冲突)。

arrival/departure card
到达/离境卡

由个人在到达目的地国家时或之前填写的卡片，并 (随
护照，如必要以及签证) 递交给边检官员。

同时参见 checkpoint (检查站)，passport (护照)， 
visa (签证)

assets forfeiture
没收财产

由于财产或财产所有者参与了犯罪活动而导致财产被

政府没收，例如因向某国偷运或贩运外国人而被扣留

交通工具。

同时参见 smuggling (偷运)、trafficking (贩运)

assimilation
同化

一个种族或社会群体—通常是少数群体—适应另外一

个种族或社会群体。同化意味着语言、传统、价值观

和行为，或者甚至基本核心利益的被融合和改变归属

感。同化的意义比文化交流更为深刻。

同时参见 acculturation (文化交流)、integration (融合)

assisted migration
协助移徙

在一国政府、多国政府或一个国际组织的协助下实现

的移徙流动，有别于自发的、无人帮助的移徙。

同时参见 assisted voluntary return (协助自愿返回)、 
spontaneous migration (自发移徙)

assisted voluntary return
协助自愿返回

对被拒绝的寻求庇护者、被贩运的移民、陷于困境的学

生、合格的国民和其他自愿返回他们的原籍国、不能或

不愿意呆在接受国的人提供后勤和财政上的帮助。

同时参见 repatriation (遣返)、return (返回)

asylum (diplomatic)
庇护 (外交)

国家可在其疆域外、享受司法豁免的地方，对那些寻

求保护、免受当局迫害或陷害的个人给予庇护。外交

庇护可在外交机构和机构、战舰和航空器的负责人的

私人宅邸处赋予，但不可在国际组织和领事馆赋予。

个人无权获得外交庇护，国家亦无义务给予其庇护。

同时参见 asylum (territorial) (庇护 (领土) )、 
non-refoulement (不推回)、right of asylum (庇护权)

asylum (territorial)
庇护 (领土)

一个国家在其国土上对一个外国人给予的保护，避免

原籍国对其采取司法程序。保护是基于不推回原则，

此原则表明可享受一些国际承认的权利。

同时参见 asylum (diplomatic) (庇护 (外交) )、 
non-refoulement (不推回)、right of asylum (庇护权)

asylum seekers
庇护申请者

寻求被作为难民允许进入一个国家的人，这些人等待

着根据相关国际和国家文书对他们的难民地位申请做

出决定。如果决定是否定的话，他们必须离开这个国

家并可能被驱逐。除非基于人道或其它相关原因被允

许停留，否则将会变成处于非正规状态的外国人。

同时参见 alien (外国人)、application (申请)、 
refugee (难民)、right of asylum (庇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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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est practices
最佳实践

指在国际和国家层面上，进一步应用现有的规范和原

则。最佳实践可演变成操作性指令、行为准则或软法的

其它表现形式，但不应当削弱或侵蚀实在法。最佳实践

有如下特征：有革新性，开发创造性的解决方法；对实

施移民权利的程度产生积极影响；有持续性效果，特别

是通过将移民本人容纳在内；有可能被复制。

bilateral
双边的

涉及两方或两国。

同时参见 multilateral (多边的)、treaty (条约)

biometrics
生物测定

对可测量的生物特征进行的研究。“生物标识”(BIs)
指对代表一个人的独特的生物构成 (如指纹、视网膜扫

描或声音扫描) 进行编码的信息。一些国家在发放护

照、签证或居留许可证时，将生物测定作为一项安全

措施引进了。

birth certificate
出生证明

一份原始文件，通常由政府或宗教当局发放，载明特

别是一个人何时在什么地方出生。

bona fide (latin)
真诚的、真正的 (拉丁语)

“真诚的”；没有虚假或欺骗的；诚挚的，真正的。

同时参见 mala fide (虚假的，不真诚的)

bona fide applicant
真正的申请者

一个出于合法目的，而真正企图进入某个国家的人。

bond
保证金 

国家征收的货币数目，用来保证一个外国人将采取一

些必须的行动，通常是离开这个国家。离境保证金可

在发放签证或入境时收取。用作保证金的资金通常可

在证明离境后退还，例如在该人到访设在其原籍国的

该国领事馆时。

bondage
质役

处于受他人控制的状态。

同时参见 bonded labour (质役劳动)、debt bondage 
 (债务质役)

bonded labour
质役劳动

一个工人出于经济原因，特别是由于货款或预付款的

原因处于质役状态而提供的服务。在债务是质役根本

原因的情况下，其含义是指工人 (或其家属、后代) 在指

定或非指定的期间内受制于某个特定的债主，直到货

款被偿还为止。

同时参见 bondage (质役)、debt bondage (债务质役)、 
migrant worker (移徙工人)

border
边境

将一国的陆地疆界或海上区域与它国隔开的线。

border control
边境控制

为实施主权，国家管理人员进入其国土的规定。

同时参见 border management (边境管理)

border management
边境管理

协助商务人士、游客、移民和难民进行经过授权的迁

移，检查和防止外国人非法进入某个特定国家。管理

边境的措施包括：国家对签证的强制要求、对携带外

国人非法入境的运输公司进行制裁、海上封锁。国际

标准要求在协助合法旅行者的入境与防止旅行者出于

不正当的原因或拥有无效证件入境之间寻求平衡。

同时参见 border control (边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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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der officials
边境官员

一个通用词汇，用来描述那些主要任务是保卫边境和

执行国家移徙 (以及可能是海关)法律的官员。同时还

可称作“border guards”(边境守卫)、“border police” 
(边境警察)，或“aliens police” (或管理外国人的警察)。

同时参见 checkpoint (检查站)

boundary
边界

参见 border (边境)

brain drain
人才流失、智力枯竭

出于诸如冲突或缺乏机会等原因，来源国受过教育和

有天赋的人员向第三国移徙。

同时参见 brain gain (智力人才流入)、emigration (移徙 
 (向国外) )、reverse brain drain (逆向人才流失)

brain gain
智力人才流入

第三国受过教育和有天赋的人员向接受国移徙。同时

也称作reverse brain drain (逆向人才流失)。

同时参见 brain drain (人才流失、智力枯竭)

burden of proof
举证责任

一方有义务证明一个受到争议的主张或指控。在移徙

背景下，一个企图进入另外国家的外国人通常承担举

证责任；也就是，这个外国人必须证明其根据这个国

家的法律，有权利进入、不是不允许进入的。

C
capacity building
能力建设

通过加强政府和民间社会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建设

它们的能力。能力建设可以与伙伴政府实质性的直接

项目设计和实施的形式存在，或在其它情况下，可以

协助相关当局的政策对话的双边或多边议程的形式存

在。在所有情况下，能力建设的目标是建设普遍接收

的管理实践基准。

carbon dioxide sensors
二氧化碳感应器

用来确定封闭的容器内，如火车车厢或货车尾部是否

存在二氧化碳的设备 (固定的或移动的) 此类感应器被

用来确定人员是否被秘密越境移动。

同时参见 sensors (感应器)

carrier
承运人

与运输有关的“承运人”是指运输工具所有者或包租

人。承运人通常指航空公司、汽车、铁路公司，或巡

航路线。根据某些国家的法律，这个术语包括运输方

式的所有者，他们将人员运送到该国境内。

同时参见 conveyance (运输工具)

carrier liability law
承运人责任法

一项法律，对那些将没有有效入境证件的人员运送到

一国境内的承运人施以罚款。

certificate of identity
身份证明

一国政府向个人发放的证件 (不是护照)，以帮助其离开

这个国家或进入其它国家。

同时参见 travel documents (旅行证件)

change of status
身份变换

当一个外国人合法在它国境内停留时，可能会寻求不

同的移民身份的程序。例如，法律可以做出规定，非

该国国民的人持有学生签证，在学业结束后，可申请

变换身份，以便其学生签证能转变成工作签证。

同时参见 alien (外国人)、 
immigration status (移民身份)、visa (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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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point
检查站

一个地点 (在陆地边境、机场或海港)，有关人员在进入

该国前将接受边境官员的审查并获得许可。

同时参见 border (边境)、border control (边境控制)、 
border officials (边境官员)

child
儿童

十八岁以下的人。根据对其适用之法律规定，十八岁

之前就成为成年的人不在此限 (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

利公约》，第1条)。

同时参见 minor (未成年人)

child adoption
(international)
领养儿童 (国际)

从外国领养儿童。

同时参见 adoption (领养)

child exploitation
剥削儿童

根据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和1999年《禁止和立即

行动消除最有害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剥削儿童包

括：经济剥削 (任何可能危害或影响儿童教育的工作，

或对儿童的健康或生理、心理、精神、道德或社会发展

有害的工作)、性剥削 (性虐待、卖淫、儿童色情)、诱

拐、出售和贩运儿童、或其它任何形式的儿童剥削。

同时参见 abduction (诱拐)、child labour (童工劳动)、 
exploitation (剥削)、kidnapping (绑架)、 
trafficking  (贩运)

child labour
童工劳动

儿童从事的任何工作，这些工作对其健康、教育、生

理、心理、精神、道德或社会发展有害。

同时参见 child exploitation (剥削儿童)、slavery (奴役)、 
worst forms of child labour (最有害形式童工)

circular migration
循环移徙

循环移徙指人员在国家间的动态迁移，包括临时或永

久的迁移。当自愿发生并与原籍国或目的地国的劳务

需求相联系时，此种迁移对所有涉及方都有益处。

citizen
公民

参见 national (国民)

citizenship
公民身份、国籍

参见 nationality (国籍)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公民和政治权利

通常用来指代包含在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里的各项权利(例如，自决权；自由处置

自然财产和资源的权利；非歧视；男女同等权利；生

命权；免受酷刑、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惩

罚的自由；免受奴隶和奴役的自由；免受任意逮捕、

拘禁的自由；一国境内迁徙的自由；自由和人身安全

的权利；法庭面前平等的权利；不管何种刑事指控，

享受不偏不倚法庭公正、公开审讯的权利；禁止追溯

刑事责任的权利；家庭、住所和通信隐私的权利；思

想、良心和宗教信仰的自由；言论自由；和平集会的

权利；结社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自由)。

claim
要求

向政府机构或法院提出的主张，寻求就一项权利或利

益，例如难民身份，或赔偿权利，或民事诉讼的匡正

采取行动或做出决定。

同时参见 application (申请)

clandestine migration
秘密移徙

违反移民规定，私下或暗地的移徙。当非一国国民违

反了该国的入境法律，或已经非法进入国境，违反移

民规定逾期停留时，秘密移徙就发生了。

同时参见 irregular migrants (非正规移民)、 
irregular migration (非正规移徙)、regular migration (正
规移徙)、undocumented alien (无身份证明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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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rcion
胁迫

通过身体暴力或威胁使用身体暴力而采取的强制。

constitution
宪法

一个国家最根本的组织法，确定了政府的概念、性质

和组成，规定了主权的范围和实施方式。条约则设立

国际机构，对其授权和职能做出定义。

consular functions
领事职能

包括保护派遣国的利益和其国民在接受国的利益；进一

步增进派遣国和接受国之间的商业、经济、文化和科学

关系。 (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5条)。

consular officers
领事官员

在国外代表国家管理签证和居留事务的政府官

员。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1条(d)规定，

领事官员是“派任此职承办领事职务之任何人员，包

括领馆馆长在内”。

同时参见 consular functions (领事职能)

consular protection
领事保护

领事职能，目的是帮助在国外的国民，帮助在当地法

庭上保护他们的权利和利益。尤其是，向被逮捕、宣

判入狱、羁押待审、或以其它任何方式遭到拘禁的移

民提供的保护。此类移民必须被毫不耽搁地告知，他

们有与领事当局联络的权利。

(pre)consular 
support services
 (预先)领事帮助服务　

在提交签证申请前，帮助政府和移民做好申请工作的

服务。包括：帮助完成和填写签证申请表格；帮助整

理签证申请辅助材料；核实法律、教育和就业相关文

件；翻译证件。

convention
公约

参见 treaty (条约)

conveyance

运输工具　

任何形式的飞行器、轮船、火车、汽车或其它任何能

用来将人员运输进、出国家的工具和船只。

同时参见 carrier (承运人)

country of destination
目的地国

作为移徙流动 (合法或非法的)目的地的国家。

country of habitual/
usual residence
惯常/通常居住国

某人生活的国家，也就是说，某人有居所以供其日常

生息的国家。为消遣、度假、走访亲友、商务、就医

治疗或宗教朝圣的目的而进行的短期出境旅行，不会

改变一个人的通常居住国。

同时参见 residence (住所)

country of origin
来源国、原籍国

作为移徙流动 (合法或非法的)来源地的国家。

同时参见 state of origin (原籍国)

country of transit
过境国

移徙流动 (合法或非法的) 经过的国家。

同时参见 state of transit (过境国)

covenant
公约

参见 treaty (条约)

credibility assessment
可信度评估

对签证或其它移徙身份的申请做出决定时采取的措

施，以确定申请者提供的信息是否一贯和可信。

crime, international

犯罪，国际

根据国际法，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类罪、海盗、

种族屠杀、种族隔离和恐怖主义被视为国际犯罪。每

个国家有义务起诉和引渡犯有这些罪行的人员，对犯

有此种罪行的人员也可在国际层面上进行惩处 (前南斯

拉夫、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国际刑事法院)。

同时参见 genocide (种族屠杀)、terrorism (恐怖主义)

cultural orientation
文化取向

对希望增加对接受国知识的移民提供的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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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dy
监护

负责对某人进行照料和管理。法院可将未成年人交

亲属或其他监护人进行监护。被当局拘禁的人被称

作“处于羁押中”。

customary law, 
international
习惯法，国际

国际法的来源之一。一种规范被认定为“习惯法”的

两个标准是，国家实践和法律确认 (实践应法律要求并

应与法律保持一致的概念。)

D
de facto (latin)
事实上的 (拉丁语)

作为一个事实而存在的。

同时参见 de jure (法律上的)

de facto partner
事实上的伴侣

为赋予永久居留或其它移民身份，越来越多的国家不

仅承认配偶，而且认可未婚成年人之间的某种关系。

de facto protection
事实上的保护

作为实施一个组织宗旨的影响或后果而给予的保护。

同时参见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国际保护)

de facto refugees
事实上的难民

根据1951年《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和1967年《关于

难民地位的议定书》的定义，不被认定为难民的人。

这些人出于被认为有效的原因，不能或不愿返回他们

的国籍国，或如果他们没有国籍，不愿回到他们的习

惯居住国。

同时参见 ex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国外流离失

所者、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国内流离失所者)、 
refugee (难民)

de facto statelessness
事实上的无国籍

一种状况，拥有一国国籍，但却离开了这个国家，无

法享受这个国家提供的保护，原因是这些人拒绝要求

此种保护，或者是这个国家拒绝保护他们。事实上的

无国籍是一个常与难民相关联的术语。

同时参见 nationality (国籍)、statelessness (无国籍)

de jure (latin)
法律上的 (拉丁语)

因权利或作为法律而存在的。

同时参见 de facto (事实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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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t bondage
债务质役

因债务人典质，将其本人或受其控制之第三人之劳务

充作债务之担保，所服劳务之合理估定价值并不作为

清偿债务计算，或此种劳务之期间及性质未经分别限

制及订明，所引起的地位或状况。 (1956年，《联合国

废止奴隶制补充公约》)。

同时参见 exploitation (剥削)、slavery (奴隶制)、 
worst forms of child labour (最有害形式童工)

deception
欺骗

在移徙背景下，此术语不仅指虚假或错误的信息，而

且指故意滥用从移民信息匮乏中获利。

defendant
被告

在民事诉讼中被起诉或在刑事诉讼中被指控的人。

demography
人口学

对人口进行研究，特别是指规模和密度、分布和核心

数据。

denationalization
非国籍化

同时参见 loss of nationality (失去国籍)

dependants
受抚养者

一般意义上，指依赖他人帮助而生活的人。在移徙背

景下，配偶和未成年儿童通常被视作“受抚养者”，

即使配偶在经济上并不依赖。

同时参见 child (儿童)、de facto partner (事实上的伴侣)、 
derivative applicant (次要申请者)、members 
of the family (家庭成员)、minor (未成年人)

deportation
驱逐

在拒绝某外国人入境或不再允许其停留后，国家行使

主权，将其从国土上迁移至它处的行为。

同时参见 expulsion (驱逐)、refoulement (推回)

derivative applicant
次要申请者

一个人，通常是配偶或未成年儿童，他们可能在他人

申请的基础上获得移徙身份。

同时参见 child (儿童)、minor (未成年人)、de facto 
partner (事实上的伴侣)、members of the family 
 (家庭成员)、principal applicant (主要申请者)

derogation
免除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限制或暂停权利的行使。 (例
如，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允许

国家“在危及国家存亡的紧急状况下”免除对该《公

约》的义务。)

通过后期颁布法案，限制法律的使用范围、影响其应

用和效力，从而部分取消或废除法律。

detention
拘禁

政府当局限制个人迁移自由，通常是通过强制执行的

监禁。有两种形式的拘禁。刑事拘禁，目的是惩罚所

犯罪行；行政拘禁，保证另外的行政措施 (例如驱逐或

遣返) 能得到执行。在多数国家，对非法移民的处置是

行政拘禁，因为他们违反了移徙法律和规定，这并不

被视作一种犯罪。在许多国家，在就难民身份、允许

入境或被驱逐做出决定前，外国人也会受到拘禁。

determination
决定

参见 adjudication (决定)

diaspora
散居在外的人

指任何一个离开他们传统族群居住地的民族或种族人

口，他们散居至世界的其它地区。

diplomatic asylum
外交庇护

参见 asylum  (diplomatic) (庇护 (外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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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plomatic protection
外交保护

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本国国民受到他国有悖国

际法的伤害，并无法通过正常渠道从这个国家获得满

意补救时，该国就有权对本国国民提供保护。通过接

过本国国民的案子和代表此国民采取外交行动或国际

司法程序，该国实际上在宣称自己的权利，即在本国

国民前，确保尊重国际法规则的权利 (1924年，国际

常设法院，Mavrommatis Palestine Concession Case 
(司法) )。

discrimination
歧视

在喜欢与不喜欢的人之间未发现合理区别时，无法平

等对待所有人。基于“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 
(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1 (3) 条)，或“任何种类

的区别，例如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

或其它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

分等”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2条)的歧视是

受禁止的。

同时参见 non-discrimination (非歧视)

displacement
迁移

通常由于武装冲突或自然灾害的原因，将人从他/她的

家乡或国家强迫迁移。

同时参见 displaced person (流离失所的人)

displaced person
流离失所的人

出于非致人于难民的恐惧和危险的原因，而逃离其国

家或团体的人。流离失所的人常因内部冲突、自然或

人为的灾难而不得不逃离。

同时参见 de facto refugee (事实上的难民)、 
ex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国外流离失所者)、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国内流离失所者)、 
refugee (难民)

documented migrant
有证件的移民

合法进入一个国家并根据其入境标准而居留的移民。

documented migrant 
workers
有证件的移徙工人

根据就业国的法律和该国作为缔约国参加的国际协

定，移徙工人或其家庭成员可被授权进入该国，或在

该国停留并从事有报酬的活动 (1990年，《保护所有移

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同时参见 documented migrant (有证件的移民)、 
migrant worker (移徙工人)、undocumented alien 
 (无证件的外国人)、undocumented migrant worker 
 (无证件的移徙工人)

domicile
住所

某人身体居住并视为家的地方；该人真正的、固定

的、主要的和永久的家，尽管目前也许住在别处，但

仍是将要返回和居住的地方。

同时参见 residence (居住、寓所)

Dublin Convention
《都柏林公约》

欧盟国家之间的协定 (1990年通过，1997年生效)，确

定在一个缔约国提出的难民申请应由哪个欧盟成员国

来负责处理。此《公约》防止好几个欧盟成员国同时

审查同一个申请者提出的申请，同时保证仅仅是因为

无人负责处理庇护申请者申请的情况下，申请者不会

由一国辗转到另一国。

同时参见 refugees in orbit (辗转难民)

due process
合法程序

根据普遍接受的、对私人权利，包括获得信息和在法

院或有权对案件做出决定的行政机构前获得公正审讯

的权利，提供保护和执行的规则和原则而进行的司法

程序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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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conomic migrant
经济难民

某人离开其习惯居住地，在原籍国以外的地方居住下

来，目的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此术语可被用来与逃

离迫害的难民进行区分，也被用来指代那些没有获得

法律许可和/或没有真正原因，却使用庇护程序而企图

进入一个国家的人。也适用于那些在农业季节期间，

在其原籍国以外的地方居住下来的人，比较合适地将

他们称为季节性工人。

同时参见 frontier worker (边界工人)，migrant worker 
 (移徙工人)，poverty migrant (贫困移民)， 
seasonal worker (季节性工人)

emigration
移徙 (向国外的)

为在另外一个国家定居，离开或从某国出境的行为。

国际人权规范规定，所有人可以自由离开任何国家，

包括他们自己的国家。仅在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国家

方可限制个人离开其国土的权利。

entry
入境

一个外国人进入他国，不管这是出于自愿还是非自

愿，合法还是非法。

同时参见 admission (准入)、 
non-admission (不允许进入)

entry into force
生效

一个条约的所有条款对缔约方在法律上具有约束力的

时候。根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条约生效

之方式及日期，依条约之规定或依谈判国之协议；或

倘无此种规定或协议，条约一俟确定所有谈判国同意

承受条约之约束，即行生效。除非条约另有规定，一

国加入缔约方之时，也就是条约对该国生效之日。

entry stamp
入境印章

边境官员在入境人员护照上做的标记，表明该人进入

这个国家的时间和地点。

environmental migrant
环境移民

此术语用来指代那些因环境的突然或渐进变化而负面

影响其生活或生存环境的强制原因，必须或不得不离

开其惯常居住地的人或一群人，或临时或永久选择采

取此种行动的人或一群人。这些人在国内或国外进行

迁移。

exclusion
拒绝入境

正式拒绝外国人进入某国。在部分国家，边境官员或

其他当局有权拒绝外国人入境；在其它国家，只有在

举行审讯后，由移民法官发布拒绝入境令。

exit visa
离境签证

对于那些签证过期、需要在离境前将签证延期的人颁

发的签证。

exodus
离去

从原籍国进行的群体性迁徙 (单独的和零星的)。大规模

外迁是指在某个特定时间，数量巨大的或某个群体的

一部分进行的迁徙活动。

exploitation
剥削

利用某事或某人的行为，特别是为了自己获利而不正

当地利用他人 (例如，性剥削、强迫劳动或服务、奴隶

或类似于奴隶的实践、奴役或器官去除)。

同时参见 child exploitation (剥削儿童)、forced labour 
 (强迫劳动)、slavery (奴隶)、trafficking in persons 
 (贩运人口)

expulsion
驱逐

国家当局为达下列目的并产生下列影响而采取的行

动：违背某人或某群人 (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士) 的意

愿，将其从国土上迁移出去。

expulsion order
驱逐令

国家通知禁止非国民在其国土上停留的命令。如果某

人非法进入该国国境，或不再被授权停留在其境内，

此时就会发布驱逐令。驱逐令通常和公告结合在一

起，如必要，将会执行驱逐。

同时参见 deportation (驱逐)、expulsion (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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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ulsion en masse
群体驱逐

大规模、集体驱逐。好多国际法律文书禁止集体驱逐

外国人 (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第4议定书，第4
条；1981年，《非洲人和人民权利宪章》，第12－5
条；1969年，《美洲人权公约》，第22－9条)。根据欧

洲人权法庭规定，集体驱逐是指强迫作为群体的外国

人离开某国采取的任何措施，除非此措施是在合理、

客观地审查了这个群体中每一个外国人的特殊情况的

基础上采取的 (1999年2月23日，瑞典安德里克，第

45917/99号)。

同时参见 expulsion (驱逐)

ex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国外流离失所者

因迫害、全面的暴力、武装冲突或其它人为灾难而逃

离他们自己国家的人。这些人通常是群体性外逃，也

被称作“事实上的难民”。

同时参见 de facto refugees (事实上的难民)、displaced 
person (流离失所者)、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国内流离失所者)

extradition
引渡

为了审判和惩罚的目的，通常是基于条约或其它互惠

安排，一国将在其国境外被指控或宣判有犯罪行为、

在他国司法管辖范围的人正式移交他国。

同时参见 refoulement (推回)

F
facilitated migration
协助移徙

通过使旅行变得更容易和更方便的方式，促进和鼓励

合法移徙。协助可包括很多措施，例如提高签证申请

程序效率、有效和人员充足的旅客检查程序。

family members
家庭成员

参见 members of the family (家庭成员)

family reunification/
reunion
家庭统一/团聚

由于强迫或自愿的移徙而分离的家庭成员，在非其原

籍国的国家重新团聚在一起的过程。它意味着国家在

准入问题上有某种程度的决断权。

同时参见 dependants (受抚养者)、 
family unity (家庭统一)

family unity, right to
家庭统一，权利

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的权利。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获

得尊重、保护、帮助和支持的权利。此项权利不局限

于生活在本国的国民，而且受国际法保护(例如，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第16条；1950年，《欧洲保护

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第8条；1961年，《欧洲社会

宪章》，第16条；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第17、23条；1966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第1条；1969年，《美洲人权公约》，

第17条)。

feminization of migration
移徙女性化

妇女越来越多地参与移徙活动。妇女现在更加独立

地、不再因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或受制于男人的权威

而进行迁移 (所有移民中大约48%为妇女)。

first asylum principle
第一庇护原则

庇护申请者应在其无风险的第一个国家要求避难的原则。

forced/compulsory labour
强迫/强制劳动

以惩罚相威胁，强迫任何人从事其本人不曾表示自愿

从事的所有工作和服务 (1930年，《国际组织第29号公

约：强迫劳动公约》，第2 (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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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ed migration
强迫移徙

通用术语，用来描述存在胁迫成份的移徙活动，包括

威胁生命和生存，不管是由于自然或人为的原因 (例
如，将难民、国内流离失所者和因自然或环境灾难、

化学或核灾难、饥馑或发展项目的原因而离开的人进

行迁移)。

同时参见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国内流离失所 
者)、refugee (难民)

forced repatriation
强迫遣返

参见 involuntary repatriation (非自愿遣返)

forced resettlement/
relocation
强迫重新安置/搬迁

作为一项政府政策，在一国司法管辖范围内，将个人

或群体从其常住地非自愿地迁走。

forced return
强迫返回

根据行政或司法法案，将某人强制性返还至其原籍

国、过境国或第三国。

同时参见 deportation (驱逐)、expulsion (驱逐)、 
involuntary repatriation (非自愿遣返)、 
refoulement (推回)、repatriation (遣返)、return (返回)、 
voluntary repatriation (自愿遣返)、 
voluntary return (自愿返回)

foreigner
外国人

属于或效忠于另一个国家的人。

同时参见 alien (外国人)

fraud
欺骗

为获得某种利益，歪曲真实状况或隐瞒事实。

fraudulent document
欺诈性身份证件

由经合法授权代表某国制作或签发旅行或身份证件的

个人或机构以外的任何人伪造或作实质性变造的旅行

或身份证件；通过虚伪陈述贿赂或胁迫或任何其它非

法手段不正当地得以签发或取得的旅行或身份证件；

由合法持有者以外的人使用的旅行或身份证件 (2000
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

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第3 (c)条)。

同时参见 identity document (身份证件)， 
travel documents (旅行证件)

freedom of movement
迁徙自由

此权利由下列三个基本元素组成：在国家境内自由迁

移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13 (1)条：“人人

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离开任何国家

的权利和返回其自己国家的权利 (1948年，《世界人权

宣言》，第13 (2)条：“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

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

同时参见 right to leave (离开的权利)、right to return 
 (返回的权利)

frontier
边界

参见 border (边境)

frontier worker
边界工人

在一邻国保持惯常住所并通常每日返回或至少每星期

返回一次该国的移徙工人 (1990年，《保护所有移徙工

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第2 (2) (a)条)。

同时参见 migrant worker (移徙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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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基本人权

在人权的大范围内，有些人权据称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对此观点的支持源自部分权利不可克减性。因此，1966
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 (1) 条“

在社会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的生存时”允许克减，但

禁止对第6条 (生命权)、第7条(酷刑)、第8 (1)、(2)条 
(奴隶和奴役)、第11条 (因未履行契约义务而受监禁)、第

15条 (追溯刑事责任)、第16条 (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和
第18条 (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 的克减。趋势是将所有

人权都视为普遍的、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的和相互关

联的，在相同的基础上和同等重视的情况下，以公正和

平等的方式对待所有权利。

同时参见 human rights (人权)、prohibition of torture  
 (禁止酷刑)、slavery (奴隶制)、torture (酷刑)

G
gender based violence
基于性别的暴力

参见 violence against women (针对妇女的暴力)

genocide
种族屠杀

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

体的下列任意行为，例如：杀害该团体的成员；致使

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故意

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

的生命；强制施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

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 (1948年，《防止及

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II条)。

genuine and stable 
marriage
真实和稳定的婚姻

领事和移民官员确定是真实的婚姻，因为进入此婚姻

是有意在长期和专有的基础上予以维持，并因可能持

久而变得稳定。在许多国家，如果官员无法确定婚姻

是否是有意在长期和专有的基础上予以维持，就可认

定婚姻是真实的，除非有相反意见的证据。

good faith
真诚的

一种心态，表示信念和目标的诚实，没有欺诈或不寻

求无良知的利益。

同时参见 bona fide (真诚的、真正的)

green border
绿色边境

用来描述一国检查站之间的陆地边境的术语。水上边

境 (河流或海岸线) 也可被称作“蓝色边境”。

同时参见 border (边境)、checkpoints (检查站)

green card
绿卡

美国政府向在美国获得永久居留身份的非国民颁发的

身份卡片，也被称作永久居留卡。该卡证明一个非国

民已成为美国合法的永久居民，有权在美国永久生活

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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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s of inadmissibility
不可准入的原因

移民法或规定就非国民不被允许进入某国的原因给出

的定义。甚至即使某人可合法获得签证或其他移徙身

份，如果其存在不可准入的原因，其签证或其他身份

将被取消。不可准入的原因通常是用来拒绝不希望的

非国民入境，例如没有有效入境证件的人、被刑事定

罪的人、被认为对公共卫生和安全有危害的人、先前

被驱逐的人。

同时参见 waiver (弃权)

guardian
卫士

有法律权威或职责照顾他人或财产的人，通常是因为

他人无能力、残疾或未成年人的身份。

H
habeas corpus (latin)
人身保护令  (拉丁语)

在法院上考证拘禁和监禁合法性的行动。

habitual/usual residence
惯常/通常居住地

一国内部，某人生活和日常生息之地。

同时参见 country of habitual/usual residence  
(惯常通常居住国)、domicile (住所)

health
健康

完全的身体、精神和社会健康状态，不仅是没有疾病

或不虚弱。

health assessment
健康评估

在移徙背景下，减少和更好管理人口流动对接受国的

公众卫生产生影响的职能，以及通过检查和有效管理

卫生状况、医疗文件而协助移民融合的职能。行前健

康评估给受帮助的移民提供了促进其健康的机会，对

有些状况采取预防或治疗措施。这些状况如不处理，

可能会对移民的健康和/或接受团体的公众健康产生负

面影响。

hearing
听证

在法庭上表达意见并陈述自己对案件看法的机会。

holding centre
收容中心

当庇护申请者和非法移民抵达接受国后容纳他们的地

方，在送达难民营或返回他们原籍国前，将对他们的

身份进行确定。

host country
收容国家

参见 receiving country (接受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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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rights
人权

根据被接受的当代价值，所有人应当能够拥有的在社

会上生存的权利的那些自由和利益。这些权利包含在

由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组成的国际人权宪章中，并在此核心基础上，

通过其它条约 (1979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1965年《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进行了发展。

同时参见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基本人权)

human trafficker
人口贩运者

参见 trafficker (贩运者)

humanitarian law
人道主义法

国际法的规则，特别用来保护战时或武装冲突中的

个人。

humanitarian principles
人道主义原则

以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为基础，寻求保护人道主义

行动的完整性，适用于所有人道主义行为者的道德标

准。人道主义原则的第一个明确声明见诸于1965年通

过的《红十字和红新月基本原则》。

I
identity document
身份证件

用来证明携带者身份的一份文件。

同时参见 passport (护照)、 
travel documents (旅行证件)

illegal alien
非法外国人

参见 undocumented alien (无证件的外国人)、migrant 
in an irregular situation (处于非正规状态下的移民)

illegal entry
非法入境

以不符合合法进入接收国的必要规定的方式越境的行

为 (2000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

击陆、 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第3 (b) 条)。

同时参见 irregular migration (非正规移徙)、 
undocumented alien (无证件外国人)

illegal migrant
非法移民

参见 irregular migrant (非正规移民)

illegal migration
非法移徙

参见 irregular migration (非正规移徙)

immigration
移徙 (来自国外的)

非国民为定居而迁移至某国的过程。

同时参见 emigration (移徙 (向国外的) )

immigration status
移徙身份

根据收容国家的移徙法而赋予移民的身份。

immigration zone
移徙区域

公海和国家陆地领土的区域，该国移徙法适用于该区

域 (也被称作“migration zone” (移徙区域)。)

inalienable
不可分割的

不可转让和分派，常用于人权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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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 migration
个体移徙

以个体或家庭方式进行的移徙。此类迁移一般是由自

己负担费用或者有个人、组织或政府的资助，以此区

别于大规模有计划的项目。

同时参见 mass migration (大规模移徙)

influx
涌入

非国民大规模地、持续抵达某个国家。

同时参见 mass/collective migration (大规模/集体移徙)

inhumane treatment
不人道待遇

严重的生理或精神虐待，对生命或健康构成危险。

injunction
强制令

要求或阻止某行动的法庭命令。欲获得强制令，原告必

须表明法律上没有明确的、充足的和完全的补救方法，

除非给予司法求助，否则将会产生无法弥补的伤害。

instrument
文书

书面的正式或法律文件，例如合同或条约。在批准条

约的情况下，接受、核准或加入条约，就是确认国家

同意受该条约约束的文件。

integration
融合

移民，作为个体或群体，被社会接纳的过程。接受国

接纳移民的特殊要求不尽相同，融合的责任不仅在于

某个特定的群体，而在于许多方面：移民本人、收容

政府、机构和社区。

同时参见 acculturation (文化适应)、assimilation (同化)

interception
截获

国家在其领土外采取的任何措施，防止、阻断或停止

无所需证件的人，通过海陆空方式穿越边境，去往期

待的目的地国。

同时参见 country of destination (目的地国)

inter-country adoption
国家间领养

参见 child adoption (international) (领养儿童 (国际) )

internal migration
国内移徙

为达到建立新住所的目的或产生这种影响，将国家内

部某地区的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此种移徙或许是短

期的或永久的。国内移民虽进行迁移，但仍呆在原籍

国境内 (例如，从农村到城市的移徙)。

同时参见 de facto refugees (事实上的难民)、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国内流离失所者)、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国际移徙)、 
rural-rural migration (从农村到农村的移徙)、 
rural-urban migration (从农村到城市的移徙)、 
urban-rural migration (从城市到农村的移徙)、 
urban-urban migration (从城市到城市的移徙)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IDPs
国内流离失所者

人或一群人被强迫或不得不逃离或离开他们的家园或

惯常居住地，特别是因为或为了避免武装冲突、普遍

暴力状况、违反人权、自然或人为的灾难。这些人没

有跨越国际认可的国家边境 (《国内流离失所指导原

则》，UN Doc E/CN.4/1998/53/Add.2)。

同时参见 displaced person (流离失所者)、 
ex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国外流离失所者)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国际援助

国际社会提供的支持，例如实物援助、财政资助和受

训人员服务。

international law
国际法

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原则。更现代的解释是，国

际关系的法律，不仅包括国家，而且包括诸如国际组

织，甚至个人 (例如那些援引人权或犯有战争罪行的人)
的参与者。也被称作万国法、国际公法、万民法。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国际移徙

离开原籍国或惯常居住国的人的迁移，目的是在他国永

久或临时居住下来。因此，迁移时需要穿越国际边界。

同时参见 internal migration (国内移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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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migration law
国际移徙法

适用于移徙的国际法律文书。

international minimum 
standard
国际最低标准

关于对待在其国土上的外国人 (或此类人的财产)，国家

必须遵守国际法规定的最低标准 (例如，拒绝司法、未

经授权的延迟、阻挠接触法院违反了国际法要求的国

际最低标准)。

同时参见 national treatment (国民待遇)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国际保护

源自某组织条约授权的法律保护，是为了保证国家尊

重如下列文书确定的权利：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

公约》、1949年《日内瓦公约》及1977年议定书、国

际红十字会倡议、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和人权文书。

同时参见 de facto protection (事实上的保护)、 
protection (保护)

interview
面谈

向某人问询或与其交谈的过程，为了获得信息或确定

其个人品质。在就难民或其他移徙身份做出决定的过

程中，面谈是一个普通手段。

同时参见 adjudicator (决定人)，application (申请)， 
secondary inspection  (二次检查)

involuntary repatriation
非自愿遣返

在没有其它替代办法的情况下，接受国将难民遣返回

其原籍国。由于遣返是一项个人权利 (不像驱逐是国家

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不管当事人为难民或战俘，原籍

国、临时居住国或拘禁当局都不得违背其意愿实施遣

返。根据当代国际法，战俘或难民如果拒绝遣返，特

别是出于对自己国家政治迫害恐惧的原因，他们就应

该免于推回而受到保护，在可能的情况下，应给予临

时或永久的庇护。

同时参见deportation (驱逐)、expulsion (驱逐)、 
forced return (强迫返回)、refoulement (推回)、 
repatriation (遣返)、return (返回)、voluntary 
repatriation (自愿遣返)、voluntary return (自愿返回)

irregular migrant
非正规移民

由于非法入境或签证失效，在过境国或收容国缺乏法

律身份的人。此术语适用于违反入境规则的移民和其

他未经授权而在收容国居留的任何人(也称作秘密/非法/
无证件移民或处于非正规状态的移民)。

同时参见 clandestine migration (秘密移徙)、 
documented migrant (有证件的移民)、illegal entry  
 (非法入境)、irregular migration (非正规移徙)、 
undocumented alien (无证件的外国人)

irregular migration
非正规移徙

在输出、过境和接受国管理规范以外的迁移。非正规

移徙没有一个明确和普遍接受的定义。从目的地国

家角度来讲，它是非法入境、停留或工作，意味着移

民没有特定国家移徙规定要求的必需的授权或证件入

境、居住或工作。从输出国角度来讲，举个例子来

说，非正规性体现在如下情况下：某人跨越国际边

境，没有有效的护照或旅行证件，或没有满足离开某

国的行政要求。然而，有趋势“非法移徙”仅限用于

移民偷运或人口贩运的情况下。

同时参见 clandestine migration (秘密移徙)、irregular 
migrant (非正规移民)、regular migration (正规移徙)、 
undocumented alien (无证件的外国人)

itinerant worker
行旅工人

惯常住所在一国，但由于职业性质须在另一国或另外一

些国家从事短期逗留的移徙工人 (2000年，《保护所有

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第2 (2)条)。

同时参见 migrant worker (移徙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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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udgement
判决

法庭对案件中各方权利和义务做出的最后决定。

judicial review
司法审查

法院的权力，确认立法和行政行动不符合宪法或与法

律相抵触；对较低级法院或行政机构的事实或法律结

果进行审查。

judiciary
司法机构、司法体
系、法官 (总称)

负责解释法律和管理司法的政府机构；法院体系；法

官机构。

jurisdiction
司法权

进行听证或确定行动的法律权力或权威。也可指代在

限制性的领土内实施任何特定的权力。

jus cogens (latin)
强制法  (拉丁语)

强制性的法律规则，也就是不管个体各方的意愿而具

有约束力。一般国际法强制规范 (强制法)，指国家之国

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

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范始得更改之规范 (1969年，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例如，禁止酷刑。

jus sanguinis (latin)
血统主义 (拉丁语)

无论出生地，儿童的国籍是由其父母之国籍决定的规则。

同时参见 jus soli (出生地主义)

jus soli (latin)
出生地主义 (拉丁语)

儿童的国籍是由其出生地决定的规则 (尽管其国籍也可

由其父母传递)。

同时参见 jus sanguinis (血统主义)

K
kidnapping
绑架

非法的强制性诱拐或拘禁个人或一群人，通常是为了

从被绑架受害者或第三方获取经济或政治利益。绑架

通常属于单个国家的刑事法律范畴，某些绑架属于国

际法管辖范围 (例如，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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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abour migration
劳务移徙

为就业的目的，人员从其祖国向另外的国家进行的迁

移。多数国家是通过移徙法来管理劳务移徙的。此

外，部分国家对管理向境外劳务移徙采取积极态度，

并为其国民在国外寻找机会。

laissez-passer
联合国通行证

联合国向其职员为公务旅行颁发的旅行证件 (各国承认

并接受其为有效的旅行证件) (1946年，《联合国特权

与豁免公约》)。

lawful
合法的

不与法律相违背；受法律所允许。

lawful admission
合法准入

外国人合法进入某国，包括持有有效移徙签证。

law of nations
万国法

参见 international law (国际法)

legalization
合法化

使成为合法的行为；通过法律认可进行授权或使正当化。

legitimate
合法的

真实的、有效的和合法的事情。例如，合法移民入境时

有遵守移徙法律的正当企图，并展示合法的旅行证件。

同时参见 bona fide (真诚的；真正的)

lineage
世系

祖先和后裔；祖系或后代

local remedies, 
exhaustion of 
当地补救，穷尽

在国际手段介入前，必须穷尽当地的补救措施，这是国

际习惯法早就确定的规则。当某国国民的权利据称因他

国违反国际法而未受到尊重，该国接过其案件时，通常

就必须遵守这个规则。在诉诸国际法院前，发生侵权的

国家应有机会在其国内法律体系框架内，通过其自己方

式进行矫正，这被视为是必要的 (1959年，国际刑事法

院，Interhandel案件 (初步反对程序) )。

long-term migrant
长期移民

某人迁移至并非其惯常住所的国家至少一年，以便此

目的地国能有效地变成其新的惯常居住国。从离开国

家的角度讲，此人将成为长期的移居外国的移民；从

抵达国家的角度来讲，此人将成为长期的来自外国的

移民。

同时参见 permanent settlers (永久定居者)、 
short-term migrant (短期移民)

lookout system
关注系统

国家的官方名单，通常 (但并非是必须的)对那些应阻

止入境或应在抵境时予以逮捕的人自动生成的名单。

关注系统 (也称作“观察名单”系统) 通常是机构间合

作项目，所有执法、情报和移徙机构都向此系统提供

信息。这些名单是存储在电脑里或印刷成册，领事和

边境官员在就发放签证或允许某人入境做出决定时都

要做例行核查。

同时参见 biometrics (生物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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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s of nationality
失去国籍

失去国籍可能是由于个人行为 (移民国外、个人故意放

弃国籍，或在获得他国国籍后自动失去本国国籍) 或国

家行为 (免除国籍)。免除国籍是国家的单边行动，它

剥夺了个人的国籍，可通过行政当局的决定或法律的

运行予以实施。尽管在免除国籍方面无统一的规定，

但一些国家为此制定了许多法定要求，包括：参加他

国民事或军事服役、接受外国特征、被判犯有某种

罪行。虽然国籍的获得或失去被视为主要是国内司法

管辖范围内的事务，但国家在处理国籍问题时，必须

遵守国际法准则，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15条第2
款：“任何人的国籍不得任意剥夺，亦不得否认其改

变国籍的权利。”

同时参见 nationality (国籍)、statelessness (无国籍)

M
mala fide (latin)
不诚实地 (拉丁语)

非真诚地；有意欺骗或欺诈

同时参见 bona fide (真诚的、真正的)

mandate refugee
授权难民

参见 refugee (mandate) (难民 (授权) )

mass/collective
migration
大规模/集体移徙

巨大数量人员的突然迁移。

同时参见 individual migration (个体移徙)、 
influx (涌入)

mediation
斡旋

解决争议的且不具约束力的方法，由一个中立的第三

方来帮助有争议的方面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

member of minority
少数群体成员

一个在他国有渊源，但在收容国已通过出生或归化成

为其国民的人。

同时参见 minority (少数人)

members of the family
家庭成员

移徙工人的已婚配偶或依照适用法律与其保持具有婚

姻同等效力关系的人，以及他们的受抚养子女和经适

用法律或有关国家间适用的双边或多边协定所确认为

家庭成员的其他受养人 (1990年，《保护所有移徙工人

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第4条)。

同时参见 child (儿童)、dependant (受抚养者)、 
derivative applicant (次要申请者)

migrant
移民

在国际层面上，尚不存在普遍接受的移民定义。移民

这个术语通常被理解为包括如下所有情况，相关个人

出于“个人便利”的原因，而非出于外部强迫因素的

干预，自由做出移徙的决定。此术语因此适用于为提

高物质或社会条件、改善本人或其家庭的发展前景，

而迁移至其它国家或地区的人员和家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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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nt in an 
irregular situation
处于非正规状态下的移民

参见 irregular migrant (非正规移民)、undocumented 
migrant worker (无证件的移徙工人)

migrant flow
移徙流动

被统计为迁移或被授权迁移进出一个国家的移民的数

量，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就业或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定

居下来。

migrant stock
存量移民

特定时间内在某国居住的移民数量。

migrant worker
移徙工人

在其非国民的国家将要、正在或已经从事有报酬的活

动的人 (1990年，《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

利国际公约》，第2 (1) 条)。

同时参见 documented migrant worker (有证件的移徙

工人)、frontier worker (边界工人)、itinerant worker 
(行旅工人)、project-tied worker (项目工人)、 
seafarer (海员)、seasonal worker (季节性工人)、 
self-employed worker (自营职业工人)、 
specified employment worker (特定聘用工人)、 
worker on an offshore installation (近海装置上的工人)

migrant worker in an 
irregular situation
处于非正规状态下的

移徙工人

参见 undocumented migrant worker (无证件移徙工人)

migrants for settlement
定居移民

被允许长期或无限停留、在享受经济、社会和政治权

利方面几乎没有限制的外国人 (例如，就业移民、家庭

移民、血统关系移民、享有自由定居权利的移民，或

外国退休者)。

migration
移徙

跨越国际边境或在一国内部进行迁移的过程。移徙是

人口的流动，包括各种人员的迁移，不管时间长短、

组成和原因；也包含难民、流离失所人员、背井离乡

人员和经济移民的移徙。

同时参见 total migration (全部移徙) /net migration (净
移徙)

migration management
移徙管理

一个术语，用来指代各种各样的政府职能和有序、人

道管理越境移徙的国家体系，特别是管理入境和境内

停留的外国人，保护难民和其他需要保护的人员。

minimum standard
最低标准

参见 international minimum standard (国际最低标准)

minor
未成年人

根据相关国家法律，未达成年人年龄的人，例如，无

权享受特定民事和政治权利的人。

同时参见 child (儿童)

minority
少数人

在国际法中，尽管没有普遍接受的少数人的定义，但

少数人可被看作，一国内部数量上少于其余人口并不

处于支配地位的群体。少数人成员拥有的种族、宗教

或语言特点有别于其余人口，他们也许仅是通过含蓄

的方式，在文化、传统、宗教和语言方面表现出某种

程度的一致性。

同时参见 member of minority (少数人成员)

mixed flows
混和流动

包括难民、庇护申请者、经济移民和其他移民在内的

复杂的人口迁移现象。

multilateral
多边的

与条约和磋商有关，多边的 (或多方的) 表示两个以上

的国家参与此进程。

同时参见 bilateral (双边的)、treaty (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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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ational
国民

通过出生或归化成为一个政治团体的成员、向其效忠

并有权享有其所有民事、政治权利和保护的人；国家

的一员，有权享受所有权利。拥有一个特定国家国籍

的人。

同时参见 nationality (国籍)、naturalization (归化)

national territory
国家领土

属于或处于一国司法管辖下的地理疆域。

national treatment
国民待遇

根据此标准，外国人不要期望享受比收容国赋予其国

民更好的法律保护。然而，国家标准不能用作逃避根

据国际法最低标准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的方式。

nationality
国籍

个人和国家之间的法律契约。国际刑事法院在1955
年的Nottebohm案件中对国籍做出定义，“以依附社

会事实、生存、利益和情感的真实联系及互惠的权利

和义务为基础的法律契约……，拥有此法律契约的个

人，直接通过法律或因国家行为的影响，事实上对赋

予其国籍的国家的人口比其他任何国家有更紧密的关

系。”根据1930年《关于国籍法冲突若干问题的海牙

公约》第1条，“应由国家根据其法律确定何人为其国

民。本法律应被其他国家视为其与国际公约、国际习

俗和与国籍相关的普遍认可的法律原则相符合。”

同时参见 citizenship (公民身份、国籍)、 
loss of nationality (失去国籍)、national (国民)

naturalization
归化

国家通过对相关个人提出的申请采取正式行动，赋予外

国人其国籍。国际法对归化并无详细的规则，但认可各

国有权力归化那些非其国民和申请成为其国民的人。

同时参见 national (国民)，nationality (国籍)

net migration
净移徙

参见 total migration (全部移徙)

neutrality
中立

在武装冲突期间，一国不介入争议，但对冲突各方进

行劝和。

next of kin
有亲戚关系的人

因血缘相连、关系最紧密的人或人们。

nomad
游牧部落的人

一个人，通常是一个群体的成员。此群体在各地移

徙，常常是为了寻找水、食物或牧地。

non-admission
不准入境

拒绝允许进入某国领土。

同时参见 admission (准入)

non-discrimination
非歧视

拒绝仅因属于不同种类的人而给予负面性质的区别。

歧视是受国际法禁止的，例如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6条里就申明，“所有的人在法

律前平等，并有权受法律的平等保护，无所歧视。在

这方面，法律应禁止任何歧视并保证所有的人得到平

等的和有效的保护，以免受基于种族、肤色、性别、

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

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理由的歧视。”

同时参见  discrimination (歧视)、 
humanitarian principles (人道主义原则)

non-documented 
migrant workers
无证件的移徙工人

参见 undocumented migrant workers (无证件移徙工人)

non-national
非国民

参见 alien (外国人)、foreigner (外国人)、 
third country national (第三国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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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refoulement
不推回

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确定的原则。根据该

《公约》，“任何缔约国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难民驱逐

或送回 (“推回”) 至其生命或自由因为他的种族、宗

教、国籍、参加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而

受威胁的领土边界。”“但如有正当理由认为难民足

以危害所在国的安全，或者难民已被确定判决认为犯

过特别严重罪行从而构成对该国社会的危险，则该难

民不得要求”本原则规定的利益。(1951年《关于难民

地位的公约》，第33 (1)、 (2)条)

O
oath
誓言

关于事实的庄严承诺，通常是在与某些被视为神圣的

事物 (例如上帝或众神) 或值得尊敬的事物相关连时做

出并生效。在法律背景下，基于誓言做出口头或书面

的誓言表示承担法律义务陈述事实。在多数国家，基

于誓言而未说真话的人将构成刑事犯罪。

ombudsman
督察员

被任命的、接受、调查并报告公民对政府进行投诉的

官员 (在部分国家法律下，也处理移徙事务)。

orderly migration
有序移徙

遵守原籍国关于出境、收容国关于旅行、过境和入境

方面的法律和规定，某人从其惯常居住地迁移至新的

居住地。

同时参见 migration management (移民管理)

organized crime
有组织犯罪

通过一个中央集团协调、控制的普遍的犯罪活动。

同时参见 smuggling (偷运)、trafficking (贩运)

overstay
滞留

在一国超过入境许可时间的停留。有时也用作名词，

例如，“在无证件的外国人口中，滞留人员和非法入

境人员各占一半”。

同时参见 irregular  migrant (非正规移民)、 
undocumented alien (无证件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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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alermo Protocols
巴勒莫议定书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补充议定书 (2000年)：关于

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关于预防、

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

定书；关于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

药的补充议定书。

passenger
旅客

乘坐并非其操控的交通工具 (轮船、公共汽车、小汽

车、飞机、火车等) 的人。

passport
护照

确认某人为发放国国民的政府证件，同时也是持有者

拥有返回该国权利的证据。根据西方传统，护照被用

于到外国旅行的目的，而不是国内身份证件。尽管护

照的证明价值仅是初步的，但其是国际认可的证件和

国籍的证明。

同时参见 identity  document  ( 身份证件 ) 、 
 travel documents  (旅行证件)

permanent residence
永久居住

收容国向非国民赋予的永久 (无限制)的生活和工作权利。

permanent settlers
永久定居者

法律上准入的移民，在接受国被同意定居，包括为家

庭团聚的目的而被允许入境的人员。

同时参见 long-term migrant (长期移民)

permit
许可证

通常是由政府当局颁发的证件，允许某件事物存在或

某些人的行为或从事某种服务。在移徙背景下，常见

的是居住许可证或工作许可证。

同时参见 residence permit (居住许可证)、visa (签证)、 
working permit (工作许可证)

persecution
迫害

在难民背景下，由于种族、宗教、国籍、政治见解或加

入某个特定的社会团体的原因，生命或自由受到威胁。

persona non grata (latin)
不受欢迎的人 (拉丁语)

“不需要的人”。一个不需要或不希望见到的人。在

外交背景下，被驻在国拒绝的人。

place of habitual residence
惯常居住地

参见 country of habitual/usual residence (惯常/通常居

住地国)

plaintiff
原告

在法庭上提起民事诉讼 (提出控诉)的一方。

同时参见 defendant (被告)

policy
政策

政府在管理公共事务时遵守的一般性原则。

population displacement
人口流离失所

参见 displacement (流离失所)

poverty migrant
贫困移民

因经济上的需要而被迫进行移徙的个人。

prima facie (latin)
初步 (拉丁语)

第一眼；第一次出现，但需要进一步的证据和信息。

在移徙背景下，移民身份的申请需要经过先期审查，

以确定是否有初步显示基本符合要求 (经常作为接受财

政帮助或工作许可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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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inspection
初次检查

在国际实践中，在检查站对入境申请者的审查分

为“初次检查”和“二次检查”。绝大多数入境申请

者入境前在初次检查亭内仅接受短暂的检查。移徙官

员有疑问的申请者将被移交进行二次检查，申请者将

接受面谈或附加的调查。使用两个步骤的方法更有效

率，最大限度减少了对合法旅行者的耽搁。

同时参见 admission (准入)、checkpoints (检查站)、 
interview (面谈)、secondary inspection (二次检查)

principle/primary/
main applicant
主要申请者

申请难民或其他移徙身份的人。国际通用实践是受抚

养者 (通常是配偶和任何未成年儿童) 被看作次要申请

者，将获得与主要申请者同样的身份。

同时参见 derivative applicant (次要申请者)、 
migrant  (移民)、refugee (难民)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国际私法

国内法律的分支，处理有外国成份的案件，例如，与

并非国内体系的其它法律体系的联系。不是国际公法

的分支。

pro bono (latin)
为公众利益 (拉丁语)

“为公众利益”，特别是为公众利益而提供或涉及的

无报酬的法律服务。

prohibition of torture
禁止酷刑

酷刑是受许多国际文书，例如1948年《世界人权宣

言》(第5条)、1948年《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第
26条)、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 (第7条)、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 (第3条)和各种

各样的联合国决议所禁止。酷刑是国际犯罪行为；免

受酷刑的保护是国家义务，并被视作一项基本人权。

禁止酷刑一般被看作是已经到达了强制法的地步，一

个强制性的国际法律规范。

同时参见 jus cogens (强制法)、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基本人权)、torture (酷刑)

project-tied worker
项目工人

就业国所接纳在规定时间内完全从事其雇主在该国所

进行特定项目工作的移徙工人 (1990年，《保护所有移

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第2 (2) f条)

同时参见 migrant worker (移徙工人)

prosecution
起诉

被指控人受审判的刑事过程。

protection
保护

根据相关法律 (即，人权法、国际人道主义法、移徙法

和难民法) 的条款和精神，目的是为了获得尊重个人权

利的所有活动。

push-pull factors
推拉因素

移徙常被依照“推拉模型”来进行分析。关于推的因

素，就是促使人员离开他们自己的国家。关于拉的因

素，吸引人员迁移至新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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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qualified national
合格国民

移民国外的国民，拥有其原籍国或原籍地区所需要的

特殊职业技能。

同时参见 skilled migrant (有技能的移民)

quarantine
隔离

对患有接触传染性或传染性疾病的人员和动物进行短

暂的隔离。

quasi-judicial
准司法的

有关或涉及执行或行政官员的决定性行为。如果未滥

用决断权，准司法行为就是有效的，常确定国民的基

本权利。准司法行为有赖于法院的审查。

quota
限额

数量上的限制。在移徙背景下，许多国家为每年准入

的移民数量设立限额，或最高限度。

R
racial discrimination
种族歧视

对另一种族的歧视性或虐待性的行为。种族歧视是基

于种族、肤色、世系或民族或人种的任何区别、排

斥、限制或优惠，其目的或效果为取消或损害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人权及基

本自由在平等地位上的承认、享受或行使。 (1965年，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1 (1) 条》)。

同时参见 discrimination (歧视)、xenophobia (排外)

racism
种族主义

一种意识形态概念，在生理或文化特性的基础上，指

定某一种族和/或人种群体相对于其他种族和/或人种群

体处于权力地位、经济统治或控制地位。种族主义可

被定义为种族优越的学说或信仰。这包括种族决定智

商、文化特点和道德态度的信仰。种族主义包括种族

偏见和种族歧视。

同时参见 racial discrimination (种族歧视)、xenophobia  
 (排外)

ratification
批准

指代条约的“接受”或“赞同”。在国际背景下，批

准“指一国据以在国际上确定其同意受条约拘束之国

际行为” (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 (1) (b)
条)。确定国家同意之批准书在由缔约国交换、交由保

管机关保管，或如经协议，通知缔约国或保管机关后

就生效了 (第16条)。在国内背景下，它表示国家置其于

表明接受条约义务地位的进程。在政府接受条约约束

前，许多国家存在必需遵循的宪法程序。

同时参见 instrument (文书)、reservationto a treaty 
 (对条约的保留)、treaty (条约)

readmission
重新准入

某国接受在他国被发现非法入境或停留的个人 (本国国

民、第三国国民或无国籍人士) 重新入境的行为。



56

国际移徙法

57

国际移徙法

readmission agreement
重新准入协定

某国将处于非正规状态的外国人返回至其祖国或在到

达试图返回他们的国家的路上而经过的国家的处理程

序的协定。

同时参见 agreement (协定)，bilateral (双边的)， 
return (返回)

receiving country
接受国家

目的地国或第三国。在返回或遣返情况下，也指原籍

国。通过总统、部长或议会决定，同意按年接受一定

数量难民和移民的国家。

同时参见 country of destination (目的地国), 
country of origin (原籍国), third country (第三国)

reception centre
接待中心

参见 holding centre (收容中心)

re-emigration
再次移徙 (向国外)

某人在返回其离开国后，再次向国外移徙。

同时参见 emigration (向国外移徙), return (返回)

refoulement
推回

某国以任何方式将某人返回至另一国家的领土。在此

国家，该人的生命或自由将受到威胁、可能因种族、

宗教、国籍、参加某一特定社会团体或政治见解而受

到迫害；或面临受酷刑的风险。推回包括导致返回某

人至某国效果的任何行动，包括驱逐，引渡，边界 (边
境)拒绝、域外截留和生理返回。

同时参见 deportation  (驱逐), expulsion (驱逐),  
forced return (强迫返回), involuntary repatriation  
(非自愿遣返), non-refoulement (不推回),  
persecution(迫害), return (返回) 

refugee (mandate)
难民 (授权的)

满足联合国难民署法规标准并可享受难民高专提供的

联合国保护的人，无论该人所在国是否是1951年《关

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或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

定书》的缔约国，或该人是否被收容国根据这两个文

书中的任何一个认可为难民。

同时参见 refugee (recognized) (难民 (被认可的) )

refugee (recognized)
难民 (被认可的)

一个人，“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

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

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

国保护”(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1A 
(2)条，1967年议定书进行了修订)。

同时参见 asylum seekers (庇护申请者)、de facto 
refugees (事实上的难民)、ex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国外流离失所者)、refugee (难民)、 
refugees in orbit (辗转难民)、 
refugees in transit (过境难民)

refugee status 
determination
确定难民身份

(由联合国难民署和/或国家进行的) 根据国家或国际法

律，确定某人是否应被认定为难民的过程。

refugees in orbit
辗转难民

尽管未被直接送回可能受到迫害的国家，但被拒绝庇

护或无法发现愿意审查他们申请的国家的难民。这些

难民为寻找庇护从一国辗转迁移到另一国。

同时参见 asylum (庇护)、refugee (难民)

refugees in transit
过境难民

在他们将在别处重新安置的条件下，被允许临时进入

某国领土的难民。

同时参见 refugee (难民)、resettlement (重新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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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ugees sur place
就地难民

离开自己原籍国时并非难民，但后来成为难民 (也就

是，有正当理由畏惧迫害) 的人。就地难民畏惧的迫害

可能源自其祖国发生的政变，或在其离境后实施和加

强了镇压或迫害性的政策。对此类身份的申请也可基

于在居住国或避难国从事的真正的政治活动。

同时参见 persecution (迫害)、refugee (难民)

regional consultative 
process
地区磋商进程

不具约束性的磋商论坛。政府、民间社会 (非政府组

织) 和国际组织代表在地区层面上，以合作方式讨论移

徙问题 (例如，布达佩斯进程，普布拉进程，马尼拉进

程、南部非洲移徙对话)。

regular migration
正规移徙

通过被认可的、合法渠道进行的移徙。

同时参见 clandestine migration (秘密移徙)、 
irregular migration (非正规移徙)

regularization
正规化

某国允许在该国处于非正规状态的外国人获得证件的

过程。典型的作法是给予那些在该国处于非正规状

态、并已经居住了一段时间的外国人大赦，他们因此

将不再被认为不可准入。

同时参见 amnesty (大赦)、legalization (合法化)

reintegration
重新融合

将某人重新包容或重新纳入某个团体或进程，例如，

将移民重新包容或重新纳入其原籍国的社会。

同时参见 assimilation (同化)、integration (融合)

reintegration (cultural)
重新融合 (文化上的)

返回的移民重新接纳原籍国社会的价值观、生活方

式、语言、道德原则、意识形态和风俗传统。

reintegration (economic)
重新融合 (经济上的)

将移民重新融入其原籍国的经济体系中。移民将有能力

养活自己。从发展角度来看，经济重新融合也旨在应用

在外国获得的技术，促进原籍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reintegration (social)
重新融合 (社会的)

将移民重新融入其原籍国的社会结构。这包括，一方

面，建立个人联系网络 (朋友、亲戚、邻居)，另一方

面，发展民间社会结构 (结社、自助团体和其它组织)。

rejected candidate
被拒绝的候选人

由于未满足向有关国家移徙的标准，被遴选机构拒绝

的申请者。

remittances
汇款

非国民挣得或获得的金钱，转送回其原籍国。

removal
移除

参见 deportation (驱逐)

repatriation
遣返

根据各类国际文书 (1949年，《日内瓦公约》及其1977
年议定书、1907年，《海牙第4公约》附件《陆战法规

和惯例章程》、人权文书和国际习惯法) 规定的特定条

件，将难民或战俘返回其原籍国的个人权利。遣返的

选择是赋予个人的，而非拘禁当局。遣返也包含拘禁

当局有责任释放合格人士 (士兵和平民)，原籍国有义务

接受本国国民。遣返也适用于外交代表和国际危机时

的国际官员。

同时参见 assisted voluntary migration (协助自愿移徙)、 
involuntary repatriation (非自愿遣返)、 
return (返回)、right to return (返回权)、 
voluntary return (自愿返回)

rescue at sea
海上救援

救助那些在海上处于困难中的人是条约和国际习惯法

牢固确立的义务。国家在被救助人员抵达后可拒绝他

们下船，并要求船主将被救助人员免受其司法管辖；

或者该国也可为人员下船设定条件，直到在他国或国

际组织就他们的重新安置、照料和抚养做出令人满意

的保证后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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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rvation to a treaty
条约保留

一国于签署，批准、接受、赞同或加入条约时所做之

片面声明，不论措辞或名称如何，其目的在摒除或更

改条约中若干规定对该国适用时之法律效果 (1969年，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 (1) (d)条)。

同时参见 treaty (条约)

resettlement
重新安置

将人员 (难民、国内流离失所者，等等)迁移或融合至另

一个地理区域和环境，通常是第三国。将难民永久安

置在非庇护国以外的国家。此术语一般包括进程的一

部分，该进程起始于遴选重新安置的难民，结束于在

重新安置国将难民安置在社区中。

同时参见 forced resettlement (强迫重新安置)、 
permanent settlers (永久定居者)、refugee (难民)

residence
居住、寓所

居住在一个特定地方一段时间的行为或事实。某人实

际上居住的地方，以区别于住所。寓所通常只是指作

为一个居民在一个特定地方的生理存在，而住所既要

求生理存在，也有将该地视为家庭的目的。因此，一

个人在一段时间内也许有不止一个寓所，但仅有一个

住所。

同时参见 country of habitual / usual residence (惯常/ 
通常居住地国)、domicile (住所)

residence permit
居住许可证

某国向外国人颁发的证件，确认该人在该国有权居住。

同时参见 permit (许可证)、residence (居住、寓所)

respondent
被告

被要求回应民事诉讼中的指控的人。

同时参见 defendant (被告)、plaintiff (原告)

restitution
物归原主、恢复原状

将某特定事情返回或恢复至其合法的主人或状态；为

给他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或补偿；赔偿因冤枉某人

而获得的利益。

return
返回

广义上指回去的行为或进程。在将国内流离失所者和

解除武装的战斗人员送回的情况下，返回发生在一个

国家的地理疆域内；或在难民、庇护申请者和合格国

民的情况下，发生在从收容国家 (过境国家或目的地国

家) 到原籍国。返回还有描述实施返回方式的次分类，

例如，自愿的、强迫的、受到协助的和自发的返回；

描述参与人员的次分类，例如，遣返 (难民)。

同时参见 assisted voluntary return (协助自愿返回)、 
deportation (驱逐)、expulsion (驱逐)、 
refoulement (推回)、repatriation (遣返)

return migration
返回移徙

某人在他国度过了至少一年时间后，返回其原籍国或

惯常居住地的迁移。此种返回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自

愿的。返回移徙包括自愿遣返。

reverse brain drain
逆向人才流失

参见 brain drain (智力枯竭、人才流失)

right of asylum
庇护权

通用术语，用于两种情况：给予庇护的权利 (国家可根

据自己的决断在其国土上给予任何人庇护) 和从提出庇

护申请的国家或寻求庇护的国家获得庇护的权利。

同时参见 asylum (庇护)

right to leave
离开的权利

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 (1948年，

《世界人权宣言》，第13 (2) 条) 此权利也在其它国际

法律文书中得到确定，例如，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 (2) 条载明：“人人有权离开任

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它是自由迁移权利的一个

方面，毫无区别地适用于所有人。然而，不可由此推

断，根据国际法可进入一国领土。

同时参见 freedom of movement (迁移自由)、 
international minimum standard (国际最低标准)、 
repatriation (遣返)、return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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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to return
返回的权利

迁移自由权利的另一方面。根据1948年《世界人权

宣言》第13 (2) 条，“任何人有权利……返回自己的

国家。”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2 (2)条载明，“任何人进入本国的权利，不得任意加

以剥夺。”然而，《公约》第3段规定了一些限制条

件，“上述权利，除法律所规定并为保护国家安全、公

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

需且与本盟约所承认的其他权利不抵触的限制外，应

不受任何其他限制。”

rural-rural migrants
从农村到农村的移民

国内移民，从一个农村地区迁移至另一个农村地区。

同时参见 internal migration (国内移徙)

rural-urban migrants
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

国内移民，从农村地区迁移至城市。

同时参见 internal migration (国内移徙)

S
safe country of origin
安全原籍国

如果庇护申请者的原籍国没有，或通常没有制造难

民，那么该国就被称为安全原籍国。接受国家可能使

用安全原籍国的概念，作为依据立即拒绝 (未审查事件

的具体情况)特定群体或种类的庇护申请者。

同时参见  country of origin (原籍国)、safe third country 
 (安全第三国)

safe haven
安全避难所

中立化地带，目的是为了保护“伤、病战斗员或非战

斗员”和“不参加战事之平民” (1949年，《关于战时

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第15条) 免受战争影响。

safe third country
安全第三国

接受国家认为安全第三国是非原籍国的任何其它国

家，庇护申请者在该国可能已经发现或可能发现保

护。安全第三国 (别处的保护/第一庇护原则) 的概念常

常被用做难民确定程序中的准入标准。

同时参见 country of origin (原籍国)、receiving country 
 (接受国)

Schengen Agreement
申根协定

为建立欧洲无控制的内陆、水域和空中边界自由迁移

区，于1985年签署的政府间协定。为保持内部安全，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成员国在外部边境签证控

制问题上的协调。尽管《申根协定》是在欧洲联盟框

架外缔结的，它于1997年通过《阿姆斯特丹条约》纳

入了欧洲共同体/欧洲联盟的范围。

screening
检查

检查某种特性或能力的过程。在移徙背景下，初步的 (常
常是粗略的) 审查，确定某人是否“初步”符合其所申

请的身份。

同时参见 prima facie (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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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farer
海员

受雇在其非国民的国家注册船舶上工作的移徙工人 (包
括渔民在内)  (1990年，《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 
员权利国际公约》，第2 (2) (c) 条)。

同时参见 migrant worker (移徙工人)

seasonal worker
季节性工人

工作性质视季节性条件而定并且只在一年内的部分期

间工作的移徙工人 (1990年，《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

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第2 (2) (b) 条)。

同时参见 migrant worker (移徙工人)

secondary inspection
二次检查

在准入程序中，如果初次检查有疑问，申请者将接受

作为二次检查部分内容的面谈或附加的调查。

同时参见 primary inspection (初次检查)

secondary migration
二次移徙

移民在其原先居住的社区外的收容国家内部进行的迁移。

self-employed worker
自营职业工人

从事非属雇用合同的有报酬活动，通常是单独或与其

家庭成员共同通过此种活动谋生的移徙工人，以及经

就业国适用的立法或双边或多边协定承认为从事自营

职业的任何其他移徙工人 (1990年，《保护所有移徙工

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第2 (2) (h)条)。

同时参见 migrant worker (移徙工人)

sending country
输出国家

人们为永久或临时定居国外而离开的国家。

同时参见 country of origin (原籍国)

sensors
感应器

用来检查人员移动和存在的设备。包括移动感应器、

二氧化碳感应器。有些感应器需要人来操作，而其它

的感应器固定在沿边境的遥远的地方，向边境控制设

备传送信息。

同时参见 carbon dioxide sensors (二氧化碳感应器)

servitude
奴役

参见 debt bondage (债务质役)、slavery (奴隶制)

short-term migrant
短期移民

迁移至非其原籍国以外的国家至少三个月，但少于一

年时间的人，除非迁移的目的是为了娱乐、度假、

走访亲友、商务或疾病治疗。为便于国际移徙数据统

计，短期移民的通常居住国被视为他们停留期间的目

的地国。

同时参见 long-term migrant (长期移民)、 
permanent settlers (永久定居者)、temporary migrant 
workers (临时移徙工人)、transients (短暂停留的人)

skilled migrant
有技能的移民

拥有技能的移徙工人在进入收容国家时通常被赋予优

惠待遇 (因而在停留时间、更换工作和家庭团聚方面限

制较少)。

同时参见 qualified national (合格国民)

slavery
奴隶制

对一人行使附属于所有权的任何或一切权力的地位或

状况 (1926年，《禁奴公约》第1条，1953年议定书予

以修订)。奴隶制被认为具有拥有或控制他人生命、胁

迫和限制迁移的内容，以及某人没有离开和更换雇主

的自由这样一个事实 (例如，传统奴隶制、质役劳动、

农奴制、强迫劳动和为庆典或宗教目的的奴隶制)。

同时参见 bonded labour (质役劳动)、child labour (童
工)、worst forms of child labour (最有害形式童工)

smuggler (of people)
偷运者 (人口)

为履行合同，将人员进行迁移的中间人，目的是为了

非法将这些人员运送穿越国际认可的国家边境。

同时参见 smuggling (偷运)、trafficking (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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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uggling
偷运

为直接或间接获取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安排非某一

缔约国国民或永久居民的人非法进入该缔约国 (2000
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

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第3 (a) 条)。偷运与

贩运相反，不包含剥削、胁迫，或侵犯人权的内容。

同时参见 illegal entry (非法入境)、trafficking (贩运)

sovereignty
主权

主权作为国际法概念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外部的、内

部的和领土的。外部主权的含义是指国家有权自由确

定与其它国家或实体的关系，而不受另一国的限制或

控制。主权的这个方面的含义也被称作独立。内部主

权的含义是指其具备专有权利和能力，确定其机构性

质、自己选择制定法律并保证法律得到尊重。领土主

权的含义是指国家对在其领土、领海或领空上发现的

所有人或事实施的专有权力。

specified-employment 
worker
特定聘用工人

一个移徙工人：(1)由其雇主送往就业国并在限制和规定

时间内从事某一特定工作或任务者；或 (2)在限制和规

定时间内从事需要专业、商业、技术或其他高度专门技

能的工作者；或 (3) 应就业国雇主的要求，在限制和规

定时间内从事暂时或短期的工作者；且该人于获准停留

期届满时，或在此以前如不再承担该特定任务或从事该

工作时，必须离开就业国 (1990年，《保护所有移徙工

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第2 (2) (g)条)。

同时参见 migrant worker (移徙工人)

sponsorship
赞助

承诺对企图进入该国的非国民进行经济资助的行为。

有些国家要求有赞助或充足收入的证明作为申请某些

移徙身份的条件。

spontaneous migration
自发移徙

在没有任何外来帮助的情况下，个人或群体启动并实

施移徙计划。自发移徙通常是由推拉因素引起，具有

缺乏本国或任何其它类型的国际或国家帮助的特点。

同时参见 assisted migration (协助移徙)， 
assisted voluntary return (协助自愿返回)， 
push-pull factors (推拉因素)

standard of proof
证明标准

特定案件要求的证据说服力的程度或层次。例如，在

难民背景下，在评估迫害的恐惧时，“有正当理由的”

是证明的标准。

State
国家

一个政治实体，具有法律管辖权和有效控制确定的领

土，有为常住人口做出集体决定的权威，控制合法使

用武力，有国际承认的政府与其他实体在正式关系中

进行交流或有能力进行交流。国际法中国家的标准是

指拥有常住人口、特定领土、政府和与其它国家建立

国际关系的能力 (1933年，《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与义务

公约》，第1条)。

State of employment
就业国

指视情形而定，移徙工人将要、正在或已经从事有报

酬活动的所在国家 (1990年，《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

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第6 (b)条)。

同时参见 migrant worker (移徙工人)

State of origin
原籍国

指当事人为其国民的国家 (1990年，《保护所有移徙工

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第6 (a)条)。

同时参见 country of origin (原籍国)

State of transit
过境国

指当事人前往就业国或从就业国前往原籍国或惯常居住

国的任何旅途中所通过的任何国家 (1990年，《保护所

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第6 (c)条)。

同时参见 country of transit (过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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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less person
无国籍人

指不被任何国家根据它的法律认定为国民的人 (1954
年，《联合国关于无国籍人地位的公约》，第1条)。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国籍人缺乏国籍所赋予的那些权

利：国家的外交保护、在居住国固有的逗留权和在旅

行的情况下没有返回权。

同时参见 de facto statelessness (事实上的无国籍)

suit
诉讼

法庭上一方或多方反对另一方的程序。

summons
传票

一个通知，要求某人充当陪审员或证人出庭或面对某

行政机构。

T
technical cooperation
技术合作

就特定主题共享信息和技能，通常是集中在公共领域

职能方面 (例如，制定立法和程序、帮助设计和实施基

础设施或技术进步)。

同时参见 capacity building (能力建设)

temporary migrant 
workers
临时移徙工人

熟练的、半熟练的或未受培训的工人，根据与个体工

人签订的工作合同或与企业签订的服务合同，在接受

国家停留一段明确的时间。也称作合同移徙工人。

同时参见 short-term migrant (短期移民)

temporary protection
临时保护

在从第三国无法返回其原籍国的人员大规模涌入或即

将大规模涌入的情况下，提供的例外性质的立即和临

时保护的程序，特别是为了相关人员和其他要求保护

人员的利益，存在着庇护体系无法在人员涌入不对其

有效动作产生负面影响下进行处理的风险。

territorial asylum
领土庇护

参见 asylum (territorial) (庇护 (领土) )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领土管辖权

对特定领土内发生的或涉及居住其上人员的案件的管

辖权。也指一个政府、其法院或分支机构之一有管辖

权的领土。

terrorism
恐怖主义

意图致使平民或在武装冲突情势中未积极参与敌对行

动的任何其他人死亡或重伤的任何行为,这些行为因其

性质或相关情况旨在恐吓人口,或迫使一国政府或一个

国际组织采取或不采取任何行动 (1999年，《制止向恐

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第2 (1) (b)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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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 country
第三国

非某人原籍国的国家。

同时参见 country of destination (目的地国)、 
country of origin (原籍国)、receiving country (接受国)、 
State of origin (原籍国)、State of transit (过境国)

third country national
第三国国民

参见 alien (外国人)、foreigner (外国人)、 
national (国民)、non-national (非国民)

torture
酷刑

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

三者所作或被怀疑所作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

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

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

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又是在公职人

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

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纯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

律制裁所固有或随附的疼痛或痛苦则不包括在内 (1984
年，《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

遇或处罚公约》，第1条)。

同时参见 jus cogens (强制法)、prohibition of torture 
 (禁止酷刑)

total migration/
net migration
全部移徙/净移徙

移民入境、抵达、出境或离开的数目就是全部移徙的

容量，称作全部移徙，以区别于净移徙，或移徙平

衡，由抵达和离开人数的不同所导致。当抵达人数超

过离开人数时，称作净移入；当离开人数超过抵达人

数时，称作净移出。

trafficker, human
贩运者，人口

为通过欺诈、胁迫和/或其它形式的剥削而获得经济或

其它利益而迁移人群的中间人。贩运者从一开始其目

的就是为了剥削人员，通过剥削获得利益或便利。

同时参见 exploitation (剥削)、smuggling (偷运)、 
trafficking (贩运)

trafficking in persons
人口贩运

注：也译为人口拐卖

指为剥削目的而通过暴力威胁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

过其他形式的胁迫，通过诱拐、欺诈、欺骗、滥用

权力或滥用脆弱境况，或通过授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对

另一人有控制权的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运送、转

移、窝藏或接收人员 (2000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

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

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第3 (a)条)。

同时参见abduction (诱拐)、coercion (胁迫)、 
exploitation (剥削)、fraud (欺诈)、 
smuggling (偷运)、trafficker (贩运者)

transients
在某地短暂停留或工作的人

专业或有技能的工人从一国迁移到另一国，常常是作

为国际和/或合资企业公司的雇员。

同时参见 migrant worker (移徙工人)

transit
过境

在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的停留，时间长短不一，有时

是持续旅行中的偶然现象，有时是为了更换飞机、乘

坐正在进行的航班或其它形式的交通工具。

同时参见 refugees in transit (过境难民)、 
State of transit (过境国)

transit passengers
过境旅客

从他国抵达该国，其目的地是过境前往另一个 (第三) 
国家的人；他们在整个过程中 (从抵达时，最长24个小

时)身处该国，停留在他们抵达时的飞机上，或在港口

或机场的安全区域、或在警察的监禁中。

同时参见 State of transit (过境国)、transit (过境)

transit visa
过境签证

一种签证，通常只在三天或三天以内有效，目的是为

了穿越发放签证的国家去往第三国。

同时参见 State of transit (过境国)、transit (过境)、 
transit passenger (过境旅客)、visa (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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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ation
运输

将货物和人员通过工具从一地运送到另外一地。

同时参见 conveyance (运输工具)

travel documents
旅行证件

通用术语，包括为进入另一个国家，可接受的身份证

明的所有证件。护照和签证是使用最广泛的旅行证

件。某些国家也接受某些身份证件或其它证件。

同时参见 certificate of identity (身份证件)、passport 
 (护照)、visa (签证)

traveller

旅行者

出于任何原因，穿越各地的人。

同时参见 migrant (移民)

treaty
条约

国家间所缔结而以国际法为准之国际书面协定，不论

其载于一项单独文书或两项以上相互有关之文书内，

亦不论其特定名称如何 (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

约》，第2.1 (a) 条)。

同时参见 accord (协议)，agreement (协定)， 
covenant (公约)，instrument (文书)

U
ultra vires (latin)
越权 (拉丁语)

未经授权的；超越了某团体的章程或法律允许或赋予

的权力范围。

unaccompanied minors
无人陪护的未成年人

没有根据法律或习俗应对其负责的父母、监护人或其他

成年人陪护的、未至成年年龄的人。无人陪护的未成年

人给边境官员提出了特殊挑战，因为对无证件的成年外

国人使用的拘禁和其它作法对未成年人不适用。

同时参见 child (儿童)、minor (未成年人)

undocumented alien
无证件外国人

没有合适证件而进入某国并停留的外国人。这包括： 
(1)没有合法证件进入某国，但试图秘密进入的人；(2)
使用虚假证件进入的人；(3)使用合法证件进入后，超

过授权时间停留，因而违反了入境规定并无授权停留

的人。

同时参见 illegal entry (非法入境)、irregular migration 
 (非正规移徙)

undocumented migrant 
workers/migrant workers 
in an irregular situation
无证件移徙工人/处于非
正规状态的移徙工人

不被授权进入某国，并在该国停留或就业的移徙工人

或其家庭成员。

同时参见 documented migrant workers 
 (有证件移徙工人)、migrant worker (移徙工人)

unlawful entry
非法入境

参见 illegal entry (非法入境)

uprooted people
背井离乡的人

被强迫离开其社区的人：因迫害和战争而逃离的人，

因环境恶化而被强迫迁移的人，由于在国内无法生存

而不得不在城市或国外寻找生计的人。

同时参见 ex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国外流离失所者)、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国内流离失所者)、 
refugees (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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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rural migrants
从城市到农村的移民

出于“新的安置”的目的，从城市向农村地区迁移的国

内移民，或者是那些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的反向移徙。

同时参见 internal migration (国内移徙)

urban-urban migrants
从城市到城市的移民

从一个城市地区向另一个城市地区迁移的国内移民，

一般是为了就业。

同时参见 internal migration (国内移徙)

V
vessel
船只

指用作或能够用作水上运输手段的任何水上运载装

置，包括无排水量运载装置和水上飞机，但不包括由

政府拥有或运营的目前仅用于政府非商业性服务的军

舰、海军辅助舰只或其他船只 (2000年，《关于打击

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第3 (d) 条)。

victim of human 
trafficking
人口贩运受害者

注：也译为人口拐卖受害者

贩运人口罪行受害者的个人。

同时参见 trafficker (贩运者)、 
trafficking in persons (贩运人口)

violence against women
针对妇女暴力

指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

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

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

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1993年，《消除针对妇女暴力宣

言》，第1条)。

visa
签证

领事官员对护照或身份证件的一种认可，表明该官员

在发放签证之时，相信证件持有者是非国民，根据该

国法律可允许入境。签证确定了进入某国的标准。国

际作法是向发放符合国际民航组织标准的机读签证方

向发展，签证印制在带有安全特征的标记上。

同时参见 biometrics (生物测定)、certificate of identity 
 (身份证件)、passport (护照)、travel documents (旅行

证件)

visitor
来访者

在移徙背景下，试图短期进入某国的人。

同时参见 permanent residence (永久居住)、 
permanent settlers (永久定居者)

voluntary repatriation
自愿遣返

在自由表达返回意愿的基础上，将合格人员送回原籍国。

同时参见 assisted voluntary return (协助自愿返回)、 
involuntary repatriation (非自愿遣返)、repatriation  
(遣返)、return (返回)、right to return (返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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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ntary return
自愿返回

在返回者自愿的基础上，受到协助的或独立地返回至

原籍国、过境国或另外的第三国。

同时参见 assisted voluntary return (协助自愿返回)、 
forced return (强迫返回)、involuntary repatriation 
 (非自愿遣返)、return (返回)、repatriation (遣返)、 
voluntary repatriation (自愿遣返)

vulnerable groups
脆弱群体

比该国其他团体更易受到歧视性待遇、暴力、自然或

环境灾难，或经济困难的任何社会群体或部分；在冲

突或危机中，有更高风险的任何社会群体或部分 (例如

妇女、儿童或老人)。

W
waiver
弃权

明确的或暗示的，主动让渡或放弃某项法律权利或某

种优势。移徙法可规定，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有些法

律要求或不允许入境的标准不适用，这就授权有关机

构判断在特定情况下是否应免除这些法律要求。

watch list
观察名单

参见 lookout system (关注系统)

withdrawal, of an 
application
撤回，申请

请求取消或退还先前提出的申请，或向相关官员表明

提出申请的人不再寻求获得申请的利益或身份。

同时参见 application (申请)

witness
证人、目击

通过亲身经历，对某事件或事实有个人信息的人。在

法律背景下，具有此信息的人在法律上是合格的，可

在法庭上提供此信息。看到某事件或行动。在法律背

景下，看到书面文书的实施，例如一份协定或合同。

worker on an offshore 
installation
近海装置上的工人

指受雇在其为非国民的国家管辖范围的近海装置上工

作的移徙工人 (1990年，《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

成员权利国际公约》，第2 (2) (d)条)。

同时参见 migrant worker (移徙工人)

working permit
工作许可证

允许移徙工人在收容国就业的法律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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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st forms of 
child labour
最有害形式童工

所有形式的奴隶制或是类似奴隶制的作法 (如出售和贩

卖儿童、债务劳役和奴役，以及强迫或强制劳动，包

括强迫或强制招募儿童，用于武装冲突)；使用、招收

或提供儿童卖淫、生产色情制品或进行色情表演；使

用、招收或提供儿童从事非法活动，特别是生产和非

法买卖有关国际条约中确定的麻醉品；其性质或是在

其中从事工作的环境，很可能损害儿童的健康、安全

或道德的工作。

同时参见 child exploitation (剥削儿童)、 
child labour (童工)、debt bondage (债务质役)、 
trafficking in persons (贩运人口)

X
xenophobia
排外

尽管基于某些人对于社区、社会或国家身份来讲是外

来者或外国人的概念，可将排外描述成拒绝、排斥

和常常诋毁他们的态度、偏见和行为，但在国际层面

上，普遍接受的排外定义尚不存在。种族主义和排外

之间有紧密联系，两个术语难以区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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