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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 human face of globalisation 

Summary in Chinese 

国际移民： 

全球化的人性一面 

中文概要 

 

 

 本书超越一般理论，以经合组织的独特专门知识为基础对当今国际移徙的现实进行

了审视：移民来自何方，去向何处？各国如何对移徙进行管理？移民的教育及工作

状况如何？移民对发展中国家有利还是有弊？ 

 全世界约有 1 亿 9 千万人在出生的国家外生活。这些移民为我们的社会带来能量、

创业精神和新鲜思想。但也有不利方面：学业无成的青年、无法找到工作的成人、

非正规的跨国移徙等。这些挑战可能使移民成为转移政治视线的话题，引起激烈的

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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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国际移徙这样引起争议的问题不多，部分原因是国际移徙涉
及众多的其它问题—经济、人口、政治、国家安全、文化、语言
乃至宗教。如何通盘考虑，制定出最有利于移民接收国、来源国
及移民本身的移徙政策，因而变得更为复杂。  

然而解决这些问题十分重要，很大程度上因为移徙是人类一脉
相承的历史：人们自古以来不断在寻求新的更美好的家园，今后
还会继续这样做。况且许多国家今后需要应对人口老龄化、解决
劳动力缺口的问题，也需要继续引进移民。现在已有大量移民社
团的国家也需找到改善移民教育、就业业绩的方法。所有这些问
题对经合组织各国都是特别的挑战，1970 年代中期以来移民在其
人口中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达到约 8.3%，相反在较不发达国家
的比例则低得多。 

 

数字与趋势 

现有大约 1 亿 9 千万人，世界人口的 3%弱，在自己出生的国
家外生活。这个数字看似不高，但由于移民往往流向少数国家，
在个别国家人口中的比例可能就很高。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澳大
利亚、瑞士的移民占人口 23%以上，而在芬兰、匈牙利仅占 3%。 

概括而言，移徙就是人口移往比自己国家相对更富的国家（但
并非一定是“富裕”国家）。也就是说既有从发展中国家移往发
达国家的移徙，也有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大量移徙。用“北方”
代表发达地区，“南方”代表发展中地区，可以说世界上约三分
之一是北北移徙，南北移徙和南南移徙也各占三分之一。  

移徙管理 

各国移徙的性质差别很大。在美国、法国等国家，合法移徙大
多以家庭为由：或者是与已在该国生活的近亲团聚，或者是因为
结婚成家。在瑞士等其他一些国家，多数移民是因为在该国获得
了居住或工作权而移徙。还有一些差别：在澳大利亚、加拿大、
美国等传统的“移民国”，多数移民是打算去永久定居的。反
之，在欧盟这样的多国自由移动地区，移徙更可能是临时性的。  

 

 

 

 

 

 

 

 

 

 

 

 

 

 

补充数字 

移徙的贡献 

 

 

 

 

 

 

 

 

http://www.oecd.org/dataoecd/28/42/43459283.pdf
http://www.oecd.org/dataoecd/28/42/4345928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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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因素，加上各国对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因
素，都影响着各国政府对移徙的管理。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许多移
徙并非政府直接掌控。许多情况下人们获得国外有效移居权，是
因为该国承认家庭团聚权、承诺接纳一定数量的寻求庇护者、或
是一个自由移动区的成员国。另外还有非正规或“非法”移徙这
个在许多国家引起争议的现象，此问题甚至引起了公众对合法移
徙的反感。 

非正规移徙的存在，尤其在某些欧洲国家移民被视为难以成功
融入，近年来在许多经合组织国家促成一种趋势，使传统移徙尤
其是家庭移徙变得更加困难。现在也更强调鼓励移民自己更加努
力融入社会。为移民增加了语言课程，提供更多实用指南、介绍
国家行政系统、帮助填写表格的信息计划等。这类计划的另一面
是，越来越要求移民证实他们具有在接收国生活所需的知识技
能。同时还有转向“主动积极”移民政策的迹象，目的是鼓励填
补特殊劳动力缺口的高技能移民，尤其是在信息科学、医疗、生
物工程等领域。 

 

 

 

 

移徙与教育 

教育能发挥重要作用，帮助青年移民在新家园生活中获得最大
利益。既能帮助他们掌握接收国语言、学会终生所需的技能专
长，也能构筑与所在国社区之间的社会文化桥梁。但教育应在什
么程度上鼓励青年移民的文化“融入”, 在许多国家都是棘手、引
起热烈争论的问题。  

学业方面青年移民的成绩如何？经合组织的国际学生评估计划
PISA 给出了一些有趣的启示。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这三
个传统移民国家，在 2006 年 PISA 评估中移民学生与本土学生成
绩毫无差别。在其它一些国家，尤其是奥地利、比利时、丹麦、
法国、德国、荷兰和瑞典，移民的成绩则差很多。丹麦第二代移
民中只有 1%是优秀学生，而本土学生中优秀学生占 7%。 

哪些因素造成了这种差异呢？答复这个问题前首先要指出这些
数字只是平均数，移民和本土儿童同样都是多样群体，即使在移
民孩子平均成绩较差的国家也有大量学习出色的青少年移民。作
为群体而言，决定移民孩子成绩的因素包括家庭背景、语言能
力，及本地教育系统对非本土学生的扶持能力。移居国家的接收
政策也十分重要：在接收移民时偏重筛选的国家，如澳大利亚，
移民就可能比在其它国家受到更好教育、生活更好。这种情况也
可能反映为孩子的学习成绩更佳。     

教育系统能做什么来帮助青少年移民发挥潜力？在学龄前育
儿、教学阶段就可开始努力，充分发挥儿童独特的语言学习能力
使其及早掌握所在国语言。兼有育儿、教学功能的幼儿园在儿童

 

 

 

 

 

 

 

 

 

 

 

 

 

 

 

 

日益扩大的留学业务 

在国外就学的留学生人数 

 

 

 

 

 

 

 

 

 

 

 

 

http://www.oecd.org/dataoecd/28/10/43461599.pdf
http://www.oecd.org/dataoecd/28/10/4346159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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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关键阶段也能对较贫困家庭的幼儿带来极大好处。  

以后学校还可通过开设特别预备班帮助青少年移民，虽然在预
备班呆多久才进入主流学习的问题上也有很多争论。同样，让移
民孩子尽早掌握所在国语言的问题很少争议，但对其途径则众说
纷纭。例如在一些国家，移民孩子可经过短期强化语言班学习之
后再转入主流学习。另一些国家则是在正规班学习的同时增设语
言课。 

在考虑移民教育问题的同时，日益发展的教育移民现象也值得
探讨。自 1970 年代中期以来，到国外求学的留学生数目翻了两番
多，增加到 270 万人以上。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高等院校希望看到
这个数字进一步增加。首先是因为增加留学生有助于促进国际
间，包括国与国之间和日益多文化的社会之间相互理解。第二，
国际留学业务是桩大买卖。第三，出国留学可能成为继续留在接
收国的第一步，对满足高技能移民的长期需求发挥作用。 

移徙与工作 

各国政府总体上希望移民能就业工作。有时是出于经济需求：
如餐饮、农业等经济部门对移民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很大。这对移
民也同样有利：鼓励移民就业能减少移民及其家属陷入贫困的可
能，帮助他们构建社会社区联系。 

移民在劳动市场上的业绩如何？在 2008 年经济衰退开始前的
年代，经合组织有可靠数据的 24 个成员国中，约一半国家的移民
就业率不低于甚至高于本国国民。但其它许多国家的本国国民比
移民更可能得到就业机会。(经济下滑可能只会使问题更严重，因
为经济减速时移民的失业风险尤其大。) 

对移民从事的职业进行分析也很重要，因为移民学非所用、学
历高于职业的情况往往比本土居民更显著。这方面原因很多：可
能因为雇佣者不承认国外资历，或无法确定与本国资历的等同
性。也可能因为移民不像本土居民那样语言流利、与本地社区联
系不够，无法发现合适的空缺职务等。令人遗憾的是还有歧视问
题，尽管以种族或国籍为由拒绝雇佣现已被多数国家定为非法。 

无论何种原因，充分发挥移民的人力资本能使移民及所在国的
经济双双受益。所以许多国家政府都已采纳鼓励移民就业的计划
和举措，尽管成功程度有所不同。这些计划举措包括提供语言培
训，建立监测机制，采取承认国外资历的措施等。 

移民与发展 

移民对接收国产生的影响备受关注，但移民的离开对来源国及
其经济的影响很少受到重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移徙有利有弊：
好处是得到汇款、海外联系与经验，坏处是失去本国的人才精
英。  

先看负面影响，“人才外流”—即失去高技能及专业工作者，
常被视为移徙的主要风险之一，虽然有时对风险有错误解释。实
际上也有人认为这能产生利益，特别是移民回归时能将国外新技

 

 

 

 

 

 

 

 

 

 

 

就业状况如何？ 

移民及本土出生者的就业百

分比，2006 年 

 

 

 

 

 

 

 

 

 

 

 

 

 

 

 

 

http://www.oecd.org/dataoecd/28/20/43459173.pdf
http://www.oecd.org/dataoecd/28/20/43459173.pdf
http://www.oecd.org/dataoecd/28/20/4345917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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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带回祖国的情况。但发展中国家丧失经过培养人员的问题确实
令人担忧，尤其在卫生医疗等领域，尽管这只是发展中国家面临
的诸多卫生问题之一。 

在积极方面，来自国外的汇款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重要的国际收
入来源。世界银行估计 2007 年寄往发展中国家的汇款价值至少达
2400 亿美元（由于相当部分的移民汇款是通过非正式渠道，实际
数额肯定更高）。由于目前全球经济下滑，看来汇款数目肯定会
下降，但它将继续对发展中国家减贫产生重要影响，即使推动其
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再那么明显。  

 

 

人才外流 

经合组织各国由国外培养的

毕业生 

 

 

 

 

 

 

 

 

 

 

 

 

 

 

 

http://www.oecd.org/dataoecd/28/11/43461545.pdf
http://www.oecd.org/dataoecd/28/11/43461545.pdf
http://www.oecd.org/dataoecd/28/11/4346154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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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摘要包含 StatLinks，可提供纸件文件的 Excel
TM

 文档！ 

 

请访问 www.oecd.org/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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