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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fugee youth are at the intersection of "youth" and "refugees", both groups are 

considered vulnerable and face unique challenges. As noted, both youth and refugees have received 

research attention, but research focusing on refugee youth specifically has received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However refugee youth also face specific and multiple challenges in access to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hallenges of international refugee youth education and puts 

forward reasonable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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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难民青年处于“青年”和“难民”的交汇点，而这两个群体被认为是脆弱的，都面临着

独特的挑战。在目前的学术讨论中，青年和难民都受到了研究关注，专门针对难民青年的研

究却相对较少。但难民青年在接受教育和培训方面也面临多重复杂的挑战。本文重点关注了

国际难民青年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较为合理的解决方案。 

1.引言 

人道主义和全球教育的相关机构最近才着力为难民儿童提供教育，青年和成年难民的教

育需求更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近年来，由于联合国认识到从儿童早期教育到高等教育的

这整个教育周期的重要性，做出了转变。“贯穿生命周期的教育”的提议是2015年9月联合国

特别峰会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它被明确表述为一个独立的目标——可

持续发展目标4 (SDG4)，“确保公民终身享有优质教育的权利。这包括对难民的承诺，使其

获得有效、高质量的中学毕业后教育和培训的平等机会”(UNESCO 2016)。可持续发展目标4

的基本原则是“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和赋予权利”(UNESCO 2016)，这意味着通过教育实现其

他权利——更好的健康、就业、平等、公民身份等。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8在内的其他5个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中也提到了教育:“到2020年大幅度降低未就业、未受教育或未接受培训

的青年比例”(UNESCO 2016)。对年轻人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这个人生阶段会发生重

大的转变，而此时机会和决策的重要性会在以后的人生中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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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有6500多万人被

迫流离失所。如果这些人组成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将是世界上人口数排名第21位的国家

(UNHCR 2016)。这些非自愿的人口流动的规模和紧急性质在世界各地的社会中产生了新的教

育挑战，需要世界努力为难民青年创造更有效的教育实践。 

2.难民青年教育面临的挑战 

目前对于难民教育的研究大多以学校为基础，且研究止步于义务教育结束。因此，很多

学者对在外国定居的难民青年如何接受义务教育后的教育缺乏充分的了解。作为年轻人，他

们可能会与没有难民背景的同龄人共同竞争能获得更多就业机会而强调的高等教育;他们也

可能因为得不到教育、就业经验不足，而在复杂的非线性过渡后迷失自我。难民青年在接受

教育和培训方面面临着重重挑战。 

群体认同问题 

以遭受战争创伤的经历来定义难民，而不是使用法律定义。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学生们

可能不想被贴上“难民”的标签——这在澳大利亚语境中是一个贬义词——有些人甚至觉得

“移民”的标签很狭隘。在学校环境中，将难民样本与其他同龄人分开存在困难，但也提醒我

们，为了实现跨文化理解和支持难民学生，理解学校社区所有成员的观点非常重要。并且，

要注意在教育环境中为难民青年谋求分配公平。为此，有些研究者走入正规教育机构以创新

教学实践，并让非难民同龄人参与进来，以求在这个过程中追求同龄人平等的参与教育。 

“难民”一词的含义因为一些增加公众恐惧的“假新闻”而发生着改变，这使难民问题变

得更加复杂。在过去几年中，大量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抵达欧洲国家，给各国政府带来了挑战，

要求国家为数十万人提供足够的住所、必需品、工作和教育。公众担心这么多的难民会影响

本国公民的就业，以及担心他们国家的文化稳定和公共安全。媒体的花言巧语、声明和国家

领导人提出的政策使公民害怕难民，甚至认为他们是恐怖分子。虽然群体认同问题在学术界

受到重视并有广泛的讨论，但学术界也必须找到更多的平台，以便将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挑

战传达给决策者和公众。此外，尽管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难民极不可能在重新安置的国家引

发恐怖或个人暴力，但普通公民和一些政客都持有相反的看法。对初来乍到的年轻人的偏见

和敌意会导致他们对新国家的蔑视和抵制。更多关于社会和政治媒体信息影响难民认知的影

响的研究可以为进一步的政策提供有用的信息，促进社会中难民的公平待遇，特别是教育环

境。 

创伤修复问题 

因为公民对难民的歧视和种族主义会对这些难民青年造成不同程度的精神创伤，且这种

创伤会对学习能力和结果产生负面影响。迪娜·伯曼(Dina Birman)和内莉·特兰(Nellie Tran)强

调了难民学生所面临的教育挑战。研究后发现，正规教育受到限制或中断的学生若遇到了具

有新的文化和结构期望的正规教育系统，他们很可能表现出问题行为，如拒绝或抱怨学业、

苦恼囤积和课堂不投入潜在隐患。 

创伤带来了教育挑战、文化适应压力源和教育问题。随着战争暴露程度的增加，文化适

应压力与适应结果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复杂。这种个人因素和经历的复杂组合可以在不同的时

间以不同的方式结合起来，这意味着难民儿童和青年将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速度通过教育

的促进和进步，并将产生不同的结果。由于不灵活的年龄系统，再加上缺乏定制的支持和高

水平的测试，学者对难民青年教育的研究也陷入困境。 

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问题 

难民青年是一个不同的群体，他们有不同的能力和需要。因此在对待难民青年的教育上

需要谨慎行事，不可一概而论。教育对难民群体的社会心理和经济素质至关重要。学校是青

年人融入新文化和新社会的一个重要场所，学校提供了一个介入社会的机会，并提供了必要

的支持。然而，在临时避难的场所，受教育的机会却十分有限，而且通常质量较低，资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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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研究表明，难民学生在移民国家也继续面临挑战，而受教育有限或中断的学生(SLIFE)

不占少数。 

学校教育突出反映了难民儿童可能面临的一些具体的教育障碍，这些包括语言障碍、对

教育系统缺乏熟悉，以及学业期望。这些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在学校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来

满足他们在教育和职业选择方面的社会情感需求或指导。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2017)的数据，全球有61%的难民儿童上小学，只有23%的难民青少年

上中学。8%的世界难民生活在低收入国家中，中学入学率下降到9%。且性别差异显著：每

10名难民女孩中，只有不到7名女孩进入了中学(UNHCR 2017)。最近的国际文书和公约强调

了难民教育的重要性，更加强调青年问题，并将北方国家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使得在重

新安置的背景下及时审查了难民青年教育。 

尽管得到了这些高调举措的支持，但联合国难民署强调了如何进行难民遣返；“…随着孩

子年龄的增长，他们想要在教室里占一席之地，接受教育的障碍就会越积越多。(UNHCR 2017)

冲突和长期流离失所意味着难民儿童和青少年在重新定居前可能会经历严重的学业中断。 

3.难民青年教育的解决方案 

2016年9月发布的《纽约难民和移民宣言》(New York Declaration for Refugees and 

immigration)强调，教育是国际社会应对难民困境的重要举措。该宣言由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通

过，授权联合国难民署制定一份全球难民契约(GCR)，将于2018年底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

会上通过。所采取的方法的核心是将难民纳入东道国社区和接受教育的机会，《宣言》强调“难

民不仅要生存，而且要兴旺发达，需要机会”(UNHCR 2018)。契约草案包括一项行动纲领，

以改善对难民的服务和支助。教育特别重要。根据可持续发展议程，东道国的任务是通过诸

如加速教育和灵活的学习程序、适应应对心理社会创伤的方法、语言和识字支助以及过渡性

方案等措施来满足难民儿童和青年的具体需要(UNHCR 2018)。 

在全球讨论和达成的协议中，隐含着这样一种假设，即难民教育是中低收入国家和受冲

突影响地区所关注的问题，一旦难民重新定居到全球北部的富裕国家，他们将得到发展所需

要的支持。 

另一个解决方案是是由欧洲移民危机而建立的临时营地的教育。如在英国，政府至少在

第一年为定居于此的难民提供支持，包括一名对接工作者和一段语言协助，在此之后，人们

认为难民的需求将由主流服务提供(地方政府协会2016)。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绝大多数

难民几乎无法在第三国永久定居。那么也需要注意这些无法在第三国永久定居点难民青年的

教育抱负和成长经历，以及他们如何选择义务教育后的受教育途径与工作职业。 

4.结论及对未来研究的思考 

向难民提供庇护的努力是出于对人权的关切，难民重新定居和融入新的社会机构面临着

社会正义的问题。政治学家南希·弗雷泽假设了正义的三个维度:与资源有关的分配、重新认知

差异以及与政体有关的代表。这些都是关于通过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来追求正义的问题。虽

然现在关于难民青年教育的问题很难一时的改变，且涉及到了多方的利益，但是相信随着政

治学家和教育学家对难民青年教育的愈发重视，难民青年不论是在教育方面还是在社会地位

方面都能拥有更多的平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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