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童工

    对儿童来说，在如今的工厂工作是不安全的。工厂的环境会伤害儿童正在
成长的身体，并降低他们成为健康成年人的机会。正如国际劳工组织所说：  
“儿童属于学校，不属于生产供应链。” 

    你和你的工会或社区组织可以让儿童留在学校，并帮助消除童工。

• 去接触童工和他们的家人，了解他们的需求，找到可以帮助他们的解决方
案，他们不应因贫穷而受到惩罚。 

• 与老板谈判，要求其向童工支付公平的工资，并帮助他们去上学。

• 如果老板雇佣童工或让他们做危险的工作，你可以拒绝与童工一起工作。

• 向政府和儿童福利机构举报非法雇用儿童的工厂，让他们帮助童工上学和
获得收入。

• 组织起来要求政府通过保护儿童的法律，惩罚非法雇用儿童的行为。

• 组织起来要求工厂支付生活工资，让工人家庭过上体面的生活，并有钱送
孩子去学校或幼儿园（详见289页“生活工资是一项人权”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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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童工

工厂劳动对儿童有害

        影响儿童的工作危害，与成人面临的危
害并没有不同。它们包括噪音、粉尘、化学
品、火灾和重复动作。 

    但危险的工作条件对儿童伤害更大，因
为他们的身体和心智仍在发育，在工伤和疾
病面前更为脆弱。工作造成的伤害或疾病，
可能会减缓儿童的发育或导致残疾，从而
阻碍儿童学习、工作或成年后找到更好的工作。

工作的孩子

    童工是指儿童从事危害他们健康、发展或教育的工作。童工通常比他
们国家所允许的正常工作年龄要小，而且常常在应该上学的时间工作。工
厂里的童工已经比较少见，但在家庭或小作坊里做着工厂外发工作的童工
还有不少。

   在许多国家，学龄儿童是允许工作的，通常是在家中或家庭生意中帮
忙。法律可能会限制学龄儿童可以做的工作类型和工作时间。如果这些工
作不需要接触化学品或面对危险情况，且儿童有足够的时间上学、玩耍
和休息，他们做的工作通常就不会带来伤害。

   青少年工是指在法定工作年龄低于18岁的国家中，从事正常工作的年
龄在15至18岁之间的工人。（在中国是16至18岁）在法律上，青少年工可
能不再是“儿童”，但他们还不具备年长工人的技能和判断力。他们的身
体和心智还在继续成长，接触化学品和从事重复性劳动，对他们的影响比
对年长工人更大。他们常常因为需要赚钱而失去了进一步接受教育的可
能性。由于这些原因，工厂工作对他们比对成年人更有害。

童工既可以是在工厂、

也可以是在家庭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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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劳动对儿童有害 351

儿童工伤频率比成人更高

      一些工厂老板雇用童工做某些工作，是因为他们认为儿童的手指更灵巧。
然而，儿童受工伤的风险更高，因为他们体型较小，对身体和动作的控制也不如
成年人。机器、工具和工作台都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并不适合儿童较小的身体。

工作危险对儿童的影响大过成人

噪音：童工听力受损的风险比成人更高。为成人设
置的噪音暴露限制对于儿童来说是不安全的。参见
《第13章：噪音》。

高温：童工也不如成人耐热。对成人安全的环境对
于儿童不一定是安全的。（参见《第15章：高温和
低温》）

重体力工作：重体力工作可能会对发育中的骨骼造
成过度负担，还可能导致骨骼损伤或发育受阻。

化学品：化学品更容易对儿童造成伤害，后果也更严
重，因为：

• 他们身体较小，接触等量的有毒物质时，按身体比例会比成人吸收更高的
剂量。

• 他们的身体还在发育，更容易受到有毒化学物质的伤害。暴露在有毒的工
作环境中，有可能损害儿童正在发育的器官、荷尔蒙平衡和皮肤，并增加其
患癌症的风险。

• 相较成人，他们的骨骼和身体能更快地吸收铅、其他金属元素和烟雾，这会
导致学习和发育障碍。

• 他们比成年人呼吸更快，室内和室外的空气污染更容易让他们生病。

• 他们身高较矮，更接近地面，所以更容易吃入、吸入或接触到漂落到地面的
化学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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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童工

身体发育受损

         童工会出现生长问题和身体发育迟缓，因为：

缺乏活动：童工常常不能玩耍、探索周围环境或与其他儿童互动。他们也不能得
到足够的休息以满足身体健康发育的需要。

接触有毒物质：接触有毒物质的童工会出现各种健康
问题，例如头痛、呼吸困难、长期性生殖问题、癌症甚
至死亡。有毒物质也会伤害儿童的学习能力。

缺乏食物：有些儿童是为了家人有饭吃而去工作。然
而，工厂的童工经常为了工作或完成产量而没时间吃
饭。与其他儿童相比，营养不良的儿童健康较差，会有
视力低下、生长迟缓、学习障碍和缺少精力等问题。

无法学习

无聊的工作：童工做简单、无聊的工作，而不是去上学和玩耍，会使他们难以获
得在社区和社会中生活所必须的思维、社交和学习技巧。

失学：童工通常不能完成学业，甚至不能学会阅读、写作或算术。没有受过教育
的儿童成年后工作机会较少。
 

努尔的故事

努尔居住的小村子叫沙登喇嘛，位于马来西亚的雪兰莪州。从7岁开始，
她就在一间生产T恤的小厂工作。 

她的工作是把印好的T恤叠好包装。她一周工作
六天，从上午8:30干到下午5:30，所以没有时间
与其他孩子玩耍。

“我想去上学，但我家没钱。所以我只好继
续在这工作。”

暴露于有毒物质中的儿
童可能会学习缓慢、易怒
和不安，或者显示出其他

发育迟缓的迹象。

工作安全健康指南 工作安全健康指南



 工厂劳动对儿童有害 353

什么样的儿童工作是合理的

• 达到法定年龄的儿童从事法律允许规范内的工作，或为家庭生意中工作。

• 儿童可以上学并有时间学习、玩耍和休息。

• 儿童看起来受到良好照顾，健康快乐。

• 工作内容适合儿童的年龄和身心能力。

• 女童和男童有平等的工作机会。

• 儿童工作时由负责任和有爱心的成年人监督。

• 工作场所是安全的，不会对儿童的健康和生命造成危险。

• 雇主支付像样的工资，并提供技能培训，使儿童能在未来获得更好的工作。

• 儿童不是为偿还家庭债务而工作。

什么样的儿童工作是有害的

• 学龄儿童没有去上学。

• 童工的年龄和工作类型违反国家或国际法律。

• 童工看起来疲惫、肮脏、营养不良、生病或不快乐。

• 由于家庭贫穷、被遗弃，或是因为父母生病或死亡，而被迫工作。

• 女童因为家里不让上学而必须工作。

• 童工没有得到像样的工资。

• 童工被迫无薪或低薪工作。

• 童工没有成人监督，或受到成人监工虐待。

• 童工在上课时间工作，或在本应休息的凌晨或深夜工作。

• 工作内容对于童工的年龄、身体或精神来说，是危险的、不健康的或困难的。

• 童工受到感情、言语、身体或性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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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童工的原因

         家庭贫困、债务或成为孤儿，都常常迫使儿童在应该上学的年龄去工作。  

失业和没有生活工资

      全职工作的成年人应该得到足够养家的薪水。然而，低工资、不稳定的就
业和成年人口失业使许多家庭陷入了贫困。在出口工厂工作的工资通常不足以
养家，所以这些家庭的孩子也要去工作。

    雇主经常招聘童工，因为可以支付少于成人的工资。但是童工却被要求像
成年人一样工作。

虚假的工作培训承诺

         儿童和青少年有时工资很少或没有工资，是因为雇主承诺教给他们未来会
有用的工作技能。在许多国家，工厂支付学徒工资是合法的。但是，雇主总想支
付年轻人这种较低的工资越久越好。

疾病和缺乏医疗保健

         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和缺乏医疗保健削弱了人们照顾孩子的能力，所以
后者经常被迫工作，以弥补因父母去世或生病而减少的家庭收入。如果人们可
以获得药品和医疗，并且拿到足够负担健康饮食和健康
生活条件的工资，这些疾病是可以得到预防和治愈的。

无法上学

         虽然许多国家都有法律规定所有儿
童都可以上学，但仍有许多儿童不能接受
教育。可能因为学费太贵，也可能因为学
校太远且交通不便。女孩们经常辍学去
工作，以支付她们兄弟的学
费，或者被迫早早结婚。

我可能没钱给他们交下学

期的学费。

如果不能上学，我想去

打工，这样可以帮助

家庭。.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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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对童工的规定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儿童是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应受到其政府的保护。

• 儿童有受教育的权利。

• 儿童有休息、休闲和玩耍的权利。

• 儿童不能从事可能具有危险的工作，干扰其教育的工作，或对儿童健康或身体、心
理、精神、道德或社会发展有害的工作。

• 政府必须规定可以开始正常工作的最低年龄，规定工作时间和条件，促进童工的身
心健康并帮助其融入社会。

   《国际劳工组织最低工作年龄公约（第138号）》和《最有害的童工形式公约（第182
号）》规定：

• 儿童可以从12岁至13岁开始做较轻的工作，但不能妨碍其上学、休息、玩耍，也不
能危害他们的健康。

• 最低工作年龄是15岁。

• 从事危险工作的最低年龄为18岁。

• 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应被禁止。

  《国际劳工组织青少年体检公约（第77号）》规定：

• 儿童和青少年应享有入职体检和工作期间的每年体检。

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在促进工人权利方面的作用，详见附录A。

保护儿童，消除童工

         很多国家政府都规定了年轻人可以开始从事正常的有偿工作的最低年龄。通常这
也是法定受教育年龄的结束之时。取决于工作种类，一般是在12到15岁之间。富裕的
工业化国家通常要求更长的受教育年限，年轻人在17或18岁时才可以开始正常工作。
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确立的普遍最低工作年龄是1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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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童工

关注根本原因

     为了消除产生童工的根本原因，我们需要一个与贫困作斗争的经济，并能
让每个儿童接受教育。

• 组织起来，为所有工人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和工资。这会减少为帮助家庭
而被迫工作的儿童的数量。

• 为成年人提供教育和工作培训，提高他们赚取更高工资的能力。

• 执行法律，确保工人得到应得的工资和福利，例如最低工资、加班工资、社
保、医保和生育津贴。

童工组织

    我在曼谷的一家工厂工作过几年，当时一位朋友给我讲过关于童工
俱乐部的事情。这个俱乐部帮助童工组织起来，使他们知道自己的权利。
它还争取让雇主为童工提供教育机会，以获得更好的将来。

    于是我开始参加俱乐部会议，那里的工作人员鼓励我成
为俱乐部的全职组织者。我会去童工的工作地点探访，了解
他们的工作条件。然后我会跟他们讲童工的权利，鼓励
他们来参加俱乐部活动以便了解更多。我还会写新闻
稿，有时也帮忙组织活动。

    在工厂，我整天工作，其他什么都不想，只想完成
任务。在这里我必须要考虑很多。组织工作比我以
前做的任何事都困难得多。有时候我会特别担心，
甚至想过退出，但在工作人员的鼓励下，我坚持了下
来，现在已经可以胜任这项工作了！

帕瑟特是一个来自泰国东
北部孔敬省的年轻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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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计划有助于消除童工

   为了消除童工，巴西的巴西利亚州政府推行了一项贫困家庭资助项
目。大多数童工是因为他们的家庭缺钱才去工作。被称为 Bolsa Escola 
（学校补助金）的这一项目，每月会给贫困家庭中坚持上学的5至17岁的儿
童支付助学金。这笔钱替代了童工对家庭收入的贡献，并让家庭可以负担
基本需求。

    该项目非常成功：在一些社区，入学率翻了一番，孩子们旷课的天数
也少了。 Bolsa Escola 现在成了一个全国项目，与为家庭提供疫苗接种
费用的   Bolsa Familia （家庭补助金）整合在一起。该项目还被推广到拉
美和非洲其他国家。

让所有儿童受教育

    学校不能距离学生太远，要与儿童的需要和兴趣相关，教学质量要好，还要
免费（或至少让人负担得起）。如果其他工人迫使雇主解雇童工，这些儿童常
常会被迫再找其他工作来谋生，甚至可能是更糟的工作。为了让儿童真正不需
要工作，就必须减轻家庭贫困，并且必须有学校让他们可以上学。以下是你的
机构可以做的事情：

• 帮助童工找到免费学校并入学，提供一些职业培训，并确保这些学校也提
供免费、有营养的膳食。

• 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让他们的孩子不再需要去打工挣钱。

• 为孤儿童工提供食物和住所，使他们可以上学和参加职业培训，而不用再
工作。

• 如果童工和他们的家人分开了，帮助他们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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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确保儿童权利

要求政府履行以下义务：

• 执行国际公约和国家、省和地方法律授予的儿童权利。

• 设置学龄儿童工作的法律限制：保护童工的法律通常会限制儿童每天可以
工作的小时数和时段。这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工作时间不与上学、学习、娱乐
和休息的时间冲突。这些限制通常会禁止童工从事有危险的工作，如使用
电动工具、靠近危险的机器、使用化学品、在高温下工作以及搬运重物。

• 创建学校许可制度：在一些国家，雇主必须获得学校的许可，才能雇用儿
童。这种许可表明这些儿童正在上学、雇主也知道儿童工作的限制。

• 创建扶助孤儿项目：可以建立本地青年中心，照顾孤儿或无家可归的儿童，
让他们不需要为了糊口而被迫工作。

• 为家庭提供收入补助：创建基于社区的项目，如基本收入补助、托儿服务、
公共食堂、成人扫盲班、教育和职业培训，让家庭中成人的收入足够养家糊
口，从而使儿童不用辍学。

巴西工会采取的行动

    联合工盟（CUT）在巴西组织了一场全国性的消除童工运动。首先，他
们与研究中心和大学合作，对童工和各地区人们对童工的看法进行了研
究。结果发现，比起在农村工作，人们对儿童在城市工作持正面态度：“至
少他们有工作，而不只是在街上自生自灭。”

   接着，他们试图在社区中获得对消除童工的支持。他们利用广播、电视
节目、报纸、小册子、海报、视频和照片展览，来提高人们对童工工作条件
的认识。

   他们还鼓励雇主与工会讨论童工问题。工会使儿童不再从事最危险的
工作，并向他们及其家人提供援助。该运动还为建立更好的教育、收入支
持计划和娱乐项目提供了支持，所有这些都为在未来消除童工起到了推动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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