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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消除农业领域童工现象框架》是粮农组织为期十年致

力于消除农业领域童工现象工作的结晶，同时也是进一步为到2025年

根除所有形式童工现象（2030议程目标8.7）的艰巨目标不断做出更大

贡献的指针。本文件大大得益于由粮农组织诸位同仁组成的非正式“标

兵”网络，他们根据粮农组织核心职能在项目实施和规范性工作中整合

消除童工现象的努力，在整个组织中表现出对这一事业的不懈追求。

《框架》是历经广泛磋商过程的产物，这一过程涉及总部和所有

区域各权力下放办公室的有关技术部门，由社会政策及农村建制司在

代理司长Antonio	Correa	Do	Prado的带领下发起。

全面磋商过程在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兼经济及社会发展部助理

总干事Máximo	Torero的授权下进行。关于制定和监督这一过程的构想

由粮农组织童工问题联络人Bernd	Seiffert实际提出。《框架》由项目官

员（农业领域童工问题）Ariane	Genthon全力编写。

特此致谢：独立顾问Maria	Lee，她编写了《框架》的最初综

合稿；以及Peter	Wobst，他作为体面农村就业工作团队牵头人提供

了卓有成效的指导。做出重要技术贡献的还有Jessie	Fagan和Lalaina	

Razafindrakoto，以及Jacqueline	Demeranville、Ileana	Grandelis和体

面农村就业团队的若干其他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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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提供了大量意见和支持的所有同事表示感谢，他们是（按字母

顺序）：Faten	Adada、Lubna	Al	Tarabashi、Sonia	Andrianarivelo、Sarah	

Barnhart、Daniela	Battaglia、Niclas	Benni、Vera	Boerger、Carmen	

Bullon、Adriano	Campolina、Andrea	Cattaneo、Jonas	Cedergren、Nadia	

Correale、Luisa	Cruz、Maria	Eleonora	D’andrea、Ercan	Dansuk、Farazi	

Ferdous、Yannick	Fielder、Mayling	Flores	Rojas、Nicole	Franz、Christine	

Fuell、Francesca	Gianfelici、Marianela	Gonzalez、Flavia	Grassi、Alejandro	

Grinspun、Yonca	Leman	Gurbuzer、May	Hani、Daphne	Hewitt、Tomomi	

Ishida、Josef	Kienzle、Veridiana	Mansour、Felix	Marttin、Antonio	

Mele、Emmanuel	Moncada、Christiane	Monsieur、Katalina	

Moyano、Zofia	Mroczek、Lev	Neretin、Ahmedou	OuldAbdallah、Andrea	

PoloGalante、Victor	Prada、Ahmed	Raza、Rosa	Rollé、Davide	Rossi以及全

球粮食安全集群、Libor	Stloukal、Andrew	Taber、Emily	Tanganelly、Veerle	

Triquet（粮食署）、Margaret	Vidar、Camilla	VonLoeper、Sheila	

Wertz、Natalia	Winder	Rossi、Julia	Wolf以及诸多其他同事。

最后，我们对沟通专员Marco	Fiorentini、编辑Ruth	Duffy以及

Bartoleschi工作室的图形设计工作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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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认识到，童工

问题对本组织旨在为当前和今后世世代代根除饥饿、所

有形式营养不良和贫困的努力造成掣肘。如果儿童依然

大量在艰苦条件下从事劳动而不是接受教育，那么就无

法打造可持续农业和粮食体系，从而喂养世界、保护地

球并确保农民过上好日子。粮农组织懂得并在其各项计

划中履行为消除农业领域童工现象做出贡献并对各成员

体提供支持的职责。《2030年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

标具体目标8.7，以及联合国大会宣布2021年为消除童工

现象国际年所带来的势头，都号召我们更广泛地行动起

来并为切实推动这项工作提供了更大机遇。

《粮农组织消除农业领域童工现象框架》的目的是指

导本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粮农组织在全球、区域和国别

层面的各项计划和工作中对应对童工问题的举措进行整

合。它旨在提高遵照本组织业务标准开展工作的水平并

强化本组织内部以及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协调性和合力。

《框架》的宗旨尤其在于：增进对农业领域童工现象

性质的认识；澄清粮农组织围绕这一问题开展工作的原因

以及职责和工作领域所在；帮助国家代表处与粮农组织利

益相关者 — 例如对口农业部和其他相关部委（特别是劳

动部） — 及合作伙伴开展联络，提高他们对童工问题与

《框架》的目的与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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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的架构

《框架》分为以下五章：

1章 粮农组织与农业领域童工问题：定义、愿景与使命

2章 粮农组织应对农业领域童工问题的原由

3章 粮农组织关于农业领域童工问题的指导原则

4章 粮农组织在农业领域童工问题方面的工作领域

5章 主要应对战略

粮农组织工作领域之间联系的认识；以及支持国家代表处

与资源合作伙伴开展联络并调动伙伴关系和行动，帮助消

除农业领域童工现象。

《框架》也事关粮农组织各管理机构和成员体，它为

发展合作伙伴之间的协作提供指导和基础。《框架》还将

提供重要指导，用于对有关粮农组织工作计划中预防和减

少童工现象的粮农组织环境和社会标准的履行情况进行评

估和监测。《框架》是在本组织开展广泛磋商的基础上编

制的，吸取了粮农组织截至目前在农业领域童工问题上开

展工作的成果。《框架》还参考了粮农组织有关农业领域

童工问题的各种出版物和指南性文件的结果。

©
I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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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农业在消除童工现象方面将发挥决定性作用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8.7中，消除童工现象是一项全球优先重点工

作，该目标要求到2025年消除所有形式童工现象。1	如果农业领域童

工现象得不到消除，那么我们将无法实现这一目标。2	事实上，国际

劳工组织（劳工组织）2017年全球估算显示，童工现象压倒性地集中

在农业领域。在根据“童工”定义处于这一状态的1.52亿儿童当中，绝

大多数	—	即1.08亿年龄5-17岁的女童和男童	—	是在从事种植业、畜

牧业、林业、捕捞渔业或水产养殖业（劳工组织，2017a）。

消除农业领域童工现象对未来青年体面就业机会、减少贫困和实
现粮食安全十分关键。它与可持续发展目标1减少贫困和目标2粮食安

全与营养密切相关。

1 可持续发展目标8.7由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负责。

2 术语阐释：《框架》适用于各种形式的农业和粮食安全计划和项目。为可读性起见，此处“农业计划”
涵盖所有这些形式。“农业”一词包括以下子行业：种植业生产；畜牧业和放牧；渔业和水产养殖； 
以及林业。



男性 女性

100%

80%

6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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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服务业 工业 农业

71.5% 70.3%

12.4% 11.1%
16.1% 18.6%

注：按“雇主”划分，国际劳工组织视农业为一个就业行业。雇用关系不一定涉及合法劳动、
报酬或正式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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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农业领域童工现象具有重要经济意义。2004年，根据劳工组织

一项研究的计算，全世界消除童工现象的成本约为7600亿美元，但其在

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中的收益则高达这一成本的近七倍	—	估计为5万1

千亿美元，而童工现象大多发生在这些经济体中（劳工组织，2004）。

可以从以下角度看待在农业计划的范畴内应对童工问题的必要性：

 > 童工现象是一个人权问题。所有儿童都有享受童年的权利，包

括免受经济盘剥和免于从事影响其发育、教育或健康的劳动的权

利。儿童不是小成人：他们的身体正在发育，因此相应需要更多

睡眠和水，他们的呼吸频率也高于成人。某项对成人完全无害的

任务却可能会对儿童的身体和认知发育产生长期负面影响（粮农

组织，2019a）。需要共同承担起责任，确保农业、粮食安全和营

养工作不对儿童构成任何伤害并对童工现象提供可持续替代方案。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	(2017a).

农业是童工现象中雇用女童和男童数量遥遥领先的雇主行业。

童工的行业构成，百分比分布，5-17岁年龄段，按性别划分



xv

 > 童工劳动不利于儿童接受教育、获取更高水平技能、健康和营养

状况，3	而且它使儿童在步入青年和成年期后获得体面就业的机

会减少。

3 有关童工劳动对儿童营养的影响问题还有待开展更深入研究。

农业领域童工问题的主要事实

 > 在全世界，有1.52亿儿童在童工劳动中被盘剥。其中约有71%，即
近1.08亿男童和女童在农业领域劳动。

 > 农业领域共有4500万女童和6300万男童从事童工劳动，但女童很
大比例上承担着家务责任。

 > 从事童工劳动的多数女童和男童（70%）属于“隐形”无报酬的家
庭劳动者。

 > 2012年至2016年期间农业领域童工的数量增加了1000万人，部分原
因是冲突和气候引发的灾难。受武装冲突影响国家的童工发生率
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77%。

 > 今后十年，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每年可能对多达1.75亿儿童
造成影响（儿基会，2010）。i

 > 农业是危险性最大的三个行业之一，其他两个行业是矿业和建筑业。
全球范围内有7300万儿童从事有害工作，其中59%是在农业领域。

 > 世界所有童工中有近半数是在非洲，有7200万儿童	—	即每五名儿
童中就有一名从事童工劳动，其中大多数是在农业领域；其次为
亚洲，有6200万童工。

i   儿基会。2010。《为气候变化适应采用以儿童为核心的方法的益处》。伦敦。   
（亦见： https://www.uncclearn.org/sites/default/files/inventory/unicef02.pdf)

资料来源：劳工组织。2017。《全球童工估算：结果与趋势，2012-2016》。日内瓦。（亦见：https:// 
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57549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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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天的儿童会成为明天的农民、渔民、森林工作者和牲畜饲养者。

消除农业领域童工问题意味着为女童和男童构建一条安全通道，为
他们提供根据各自能力和兴趣为社会做出贡献的选择，力求把他们
培养成农业转型和现代化的积极推动者；意味着在农业领域减少
性别不平等现象，为向男童和女童提供公平的社会经济机会铺平
道路；也意味着支持农业发挥未来喂养世界和保护环境的作用。

粮农组织应对农业领域童工问题的原由（第2章）

应对农业领域童工问题（及其根源）有助于减贫和零饥饿。
粮农组织应对童工问题的工作是粮农组织整体目标的一部分：童工问

题加剧农村贫困也源于农村贫困，同时也与饥饿和自然资源退化相互

交织。粮农组织通过开展各种活动，有能力在改变农业领域和农村地

区儿童的命运和未来方面发挥作用，防止他们从事有害工作，促进对

教育（以及达法定工作年龄儿童对职业培训）的享有，改善他们家庭

的生计和复原力，并最终以性别平等的方式打破贫困、粮食不安全和

营养不良的代际循环。

应对童工问题是实现可持续农业发展的先决条件。童工劳

动和恶劣劳动条件带来负面健康和社会影响，从而拖累农业产业的生

产率和发展。此外，如果儿童辍学，他们获得体面就业的机会将减少	

(IPEC，2015)，谋生手段的选择也将减少。粮农组织通过在本组织的各

项工作，包括其环境和社会政策中系统性整合童工问题，能够提高农

业和粮食体系的可持续性，从温饱型农业向价值链上游升级。粮农组

织无法坐视对童工问题袖手旁观的代价。

应对童工问题在气候变化、环境退化、天气格局无法预测及土

壤衰竭的背景下尤为紧迫，这些因素迫使家庭寻找替代收入来源。

粮农组织在应对农业领域童工问题方面的比较优势在于其具有

农业各子产业、农村发展和粮食安全方面的技术专长，具有应对农业

领域童工问题两大动因	—	家庭的经济和功能依赖性	—	的能力以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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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相关立法和规范进程及社会政策方面推行转型性方法的能力。粮

农组织在国家一级的存在及其与农业和农村利益相关者之间长期牢固

关系也使其具有独特优势。

粮农组织消除农业领域童工现象的方法遵循四项指导
原则（第3章）

 > 包容性。年龄段、性别、社会和文化背景	—	以生命周期的方法

加以综合考虑。

 > 可持续性。社会、环境和经济维度相辅相成且应共同加以考量。

可尽管童工问题属于社会维度，因此往往发展滞后，它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环境和经济因素。

 > 综合性方法。童工现象有多重根源；孤立应对单个根源	—	例如贫

困或劳动力市场层面	—	还不够。要把相互补充的各层面问题进行

考量，例如粮食安全及农业和粮食生产体系。

 > 协作。消除农业领域童工现象需要粮农组织内部及其与外部合作

伙伴开展联合和协调行动。

粮农组织在消除农业领域童工现象方面的工作内容有
哪些？（第4章）

预防童工现象在粮农组织业务可持续性标准和政策中已经得到

整合，例如环境和社会管理准则以及相关合规评审(粮农组织，2015a)	 

(插文 3)。但粮农组织还通过下列切入点应对农业领域个子行业中童工

现象的主要根源性问题：

 > 童工现象中有很大比重是由于儿童从事的任务具有有害性。

 – 在农业领域推动采用更安全的做法来减少有害工作，特别是通
过在职业安全和健康方面开展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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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农业领域童工现象多发的原因是有关工作任务属于劳动密集型或

难以找到或支付成年劳动力来完成这些任务。

 – 推行劳动力节约型技术和做法，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特别是
对往往由儿童从事的任务）。

 > 饥饿是迫使家庭让儿童劳动的重要因素。

 – 加强粮食安全和营养措施与童工现象之间的互动关系，把饥饿
作为诱发消极应对机制的共同视角。

 > 教育在农业社区往往不受重视，因为教育不被视为对农村地区有

重要意义，但这却是童工问题的另一个消极因素。

 – 在农村教育领域整合农业和营养话题，提高把童工作为应对手
段的家长对学校教育重要性和价值的认识。

 > 面向青年的举措大多忽视更年轻的15-17岁年龄段劳动者，他们

处于童工劳动状态，如果工作条件改善他们可能从事体面就业。

 – 在农村青年体面就业举措中包含达到法定工作年龄的儿童 —  
“更年轻劳动者”。

 > 家庭贫困和经济易受害性是童工现象的主要决定因素。

 – 通过社会保护以及旨在提高生产力、收入多元化、增强生产
者组织的举措及包括推行在农业和减贫计划和投资中采用童
工敏感型定向方法在内的其他措施加强农村家庭的经济融合。

 > 很多地方、区域和全球农业价值链中都有童工现象发生，原因是

儿童劳动无需支付报酬或十分廉价，因此降低了生产成本。

 – 在旨在支持可持续农业价值链发展的有关举措中整合对童工
问题的考量。

 > 当发生危机时，儿童的生活很可能受到负面影响。这包括他们在

家庭和社区内的角色。

 – 在人道主义和脆弱环境下的各项举措中从评估到影响等角度整
合对童工问题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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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使农业劳动强度加大、有害性提高且收入更

难预测。儿童可以从事劳动来满足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对家庭经济

易受害性给予补充。

 – 在气候变化计划和有关指南中整合对童工问题的考量。

粮农组织如何在消除农业领域童工现象方面开展 
工作？（第5章）

根据本组织核心职能，粮农组织采取六项战略：

 > 知识生成。粮农组织致力于填补各国和农业各子行业中存在的有

关童工问题的具体知识空白。本组织也编制宣传材料并促进在地

方、区域和全球层面交流良好实践和经验。

 > 监测与评价。粮农组织的监测和评价框架有助于对其工作计划中

有关预防、缓解和纠正童工问题的措施进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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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粮农组织消除农业领域童工现象框架

 > 政策建议。粮农组织支持各国政府在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和

战略中整合童工问题并帮助农业利益相关者参与劳工政策对话。

 > 能力建设。粮农组织开发有关工具，增进对涉及童工问题的农业

利益相关者的了解以及他们在应对童工问题方面能够在各层面（

政策、统计、伙伴关系、沟通和倡导、私营部门、良好农业实践

等）发挥何种作用的了解。

 > 规模化推广。粮农组织认识到，预防各种形式童工现象仅靠针对

儿童的具体工作计划还不够。消除童工现象需要从更广泛的粮食

安全及有助于脱贫的农业和农村发展计划着手。鉴于农业领域童

工现象增加与冲突和气候引发的灾害的增加之间存在联系，这要

求粮农组织各项计划对这一问题给予充分考虑。

 >  促进宣传和伙伴关系。粮农组织参加落实各种重要国际举措，

包括国际反对童工日，从而提高对消除农业领域童工现象重点行

动领域的认识。区域性举措和地方性行动在宣传和伙伴关系方面

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1

农业领域童工问题需要迫切重视和行动 

过去数十年中，童工现象大多发生在农业领域，2012-2016年
期间农业领域童工的比例提高了10%以上（劳工组织，2017a），部

分原因归咎于冲突、被迫移徙和气候引发的灾难。这一趋势意味着对

儿童、他们的家庭及社会招致巨大经济和社会损失，加重贫困的恶性

循环并最终破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力，尤其是与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工作和职责密切相关的目标，例如有关减贫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1及有关零饥饿和营养的目标2。尽管有关农业各子行

业童工现象发生率的现有知识和数据显示童工现象存在，但证据仍较

零散和参差不齐。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定期发布有关农业领域

的总体全球估算，但没有按子行业或主要价值链细分的数字。但最近

几十年对全球各种价值链的重视程度存在巨大差别，关于可可、虾类

或棉花价值链中童工比例和特点的知识要多于关于各子行业（即种植

业、渔业、畜牧业或林业）以及国内和区域价值链的知识，而童工现象

恰恰大多发生在这些子行业和价值链当中，从而很大程度上被忽视。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8具体目标7的成败将取决于农业。具体

目标8.7号召“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根除强制劳动、现代奴隶制和贩卖

人口，禁止和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到2025年终止一切形

式的童工。”推动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农业方面取得突破。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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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3

可持续农业、粮食安全和营养举措能够为童
工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农业和粮食安全举措有助于减少贫困，从而具有对儿童状况发挥

积极影响的潜力，因此本身就能够提升儿童的生计和健康营养水平。

农业、粮食安全和营养举措对童工问题不是中性的。它们对儿童

可以产生积极影响，但也可能造成非预期负面影响。这些举措千差万

别，而本框架旨在提供有关各工作领域及相关举措与童工问题之间相

互关系的基本指导，以及有关如何提高这些举措对童工问题整合水平

（第4章）的基本指导。在粮农组织所有举措中对童工问题进行整合

对于查找良好做法、降低风险和缓解非预期负面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终结农业领域童工现象需要统筹协调 

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层面消除农业领域童工现象方面粮农组织

与劳工组织存在长期协作关系。粮农组织与其他机构，例如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儿基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合作	—	特别是在危

机后果应对和有关集群（保护、粮食安全）启动国家一级协作的框架

下；粮农组织也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合作，共同探讨如

何在大型农业投资计划的农业问题中对童工问题进行主流化。

2007年以来，粮农组织就是农业领域童工问题国际合作伙伴关系

(IPCCLA)	的成员，该伙伴关系其他成员包括劳工组织、农发基金、国

际食品、农业、旅馆、餐饮、烟草和有关行业工人协会联合会以及国

际食物政策研究所。该伙伴关系的宗旨在于促进农业组织参与消除农

业领域童工现象的全球努力，也在于培养农业领域主要主体在国家政

策和计划中应对童工问题的能力。此外，粮农组织还是8.7联盟全球协

调小组的成员，在国际层面联手终结童工现象。



粮农组织消除农业领域童工现象框架4

2017年，在阿根廷举办的可持续根除童工现象第四届全球大会上，

来自联合国、各国政府及雇主、劳动者和民间社会组织签署了《关于

童工、强迫劳动和青年就业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宣言》。这在有关童工

问题的全球性大会上历史上第一次在官方成果文件中对应对农业领域

童工问题的必要性给予高度重视。

两年之后在2019年世界无童工日上，粮农组织、欧洲委员会和

劳工组织联合组织了题为“联合起来消除农业领域童工现象”的全球会

议，号召共同努力加快实现到2025年达成零童工的目标。联合国大会

宣布2021年为“消除童工现象国际年”。粮农组织发布本《框架》的目

的是帮助消除农业领域童工现象。



1
粮农组织与农业 
领域童工现象： 
定义、愿景与使命

5

©
ILO



6 粮农组织消除农业领域童工现象框架

1.1  
童工的定义

童工的定义是由1973年《最低年龄公约》（第138号）和1999年

《最恶劣形式童工劳动公约》（第182号）给出的，只有少数几个国

家尚未批准这两项公约。与此相关的1973年《最低年龄建议书》（第

146号）和1999年《最恶劣形式童工劳动建议书》（第190号）提供了

进一步指导。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第32条也包含了保护儿童免受

经济剥削的内容。

童工劳动 的一般性定义为与儿童年龄不适当、影响儿童教育或

可能对其健康、安全或道德观造成损害的劳动。童工劳动有损儿童福

祉或阻碍儿童享有教育、发育和未来生计（图 1）。

最恶劣形式童工劳动包括有害劳动，也包括所有形式的奴隶制

劳动（买卖和贩卖儿童、抵债役和农奴制、被迫或强制劳动，包括被

迫或强制征用儿童用于武装冲突），以及利用、购买或出让儿童从事

卖淫或用于色情材料或演出及其他非法活动（插文 1）。这些最恶劣形

式的童工劳动危害儿童的身体、精神或伦理福祉，这或是由于这些劳

动的性质、或是由于其劳动条件所造成的。

资料来源:	粮农组织	(2017a)。

图 1 童工的定义

   经济活动
中的儿童 有害工作最恶劣形式童工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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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劳动	是指有可能危害儿童健康、安全或道德观的劳动（第

182号公约第3【d】条）。这种劳动具有危险性或在非健康状况下开

展，可能由于健康和安全标准恶劣和工作安排不佳而导致儿童死亡，

或受伤和/或生病。有些伤痛或疾病可能导致终生残疾。作为童工从事

劳动导致的健康问题可能往往要到儿童成年后才形成或显现。有害劳

动应当在国家一级予以认定（插文 2）。

重叠年龄组（14/15-17岁）既属于儿童（0-17岁）又属于青年

（15-24岁）年龄组。重叠年龄组涉及的是已达法定工作年龄（某些

发展中国家规定为14岁，多数国家为15或16岁）的儿童类别。他们可

以或者属于童工，或者作为更年轻劳动者参加青年就业。这一年龄组

的儿童如果从事喷施农药的有害劳动就属于童工。这一年龄组的儿童

以安全方式施用生物农药就属于更年轻劳动者。

根据自身职责，粮农组织在这一领域的工作重点放在农业领域的

童工现象，包括家庭农户的童工现象，并尤为关注童工现象与贫困之

间的关系。并非儿童在农业领域从事的所有劳动都属于童工劳动。某

些活动可能帮助儿童为未来获得重要农业和生活技能，确保代际知识

传承并有助于家庭生计。

但由于农业在与劳动有关的疾病、事故和致死率等方面对所有年

龄来说都是三大最危险的劳动领域之一，因此把握哪些属于或不属于

童工劳动就成为成功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重叠年龄组
8岁 18岁12岁 15岁 16岁 17岁 2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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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有助于区分哪些属于或不属于童工劳动的部分核心标准：

如上所述，合法活动与应消除的童工劳动之间的区别因此取决于

儿童的年龄、所从事的活动（及有关危害）和（是否）影响义务教育：

 > 年龄13岁以上儿童（发展中国家这一年龄可能是12岁）可以承担

轻体力劳动，条件是这种劳动不会威胁到儿童的健康和安全或阻

碍其参加教育或培训。各国政府应当负责确定在地方一级何为可

接受的轻体力劳动，尽管已经这样做的政府目前并不多。每周14

个小时的限制以及从事劳动的时段应当是白天是轻体力劳动的两

项重要普遍规定	。

 > 年龄15岁以上儿童（发展中国家这一年龄可能是14岁）或更年轻

劳动者可以从事全职劳动，条件是这种劳动不会威胁儿童健康和

安全或阻碍其参加教育或培训。

 > 年龄18岁以下儿童不得从事危险性劳动或在可能导致疾病、伤害或

死亡的危险或不健康状况下从事劳动。这种劳动称之为有害劳动。

 

   

童工劳动是指: 童工劳动不包括:

 > 雇用不足最低就业年
龄儿童的劳动；

 > 影响义务教育的 
劳动；

 > 有害劳动；及/或 

 > 在精神、身体、社会
或道德方面对儿童具
有危险性和有害性的
劳动。

与年龄相适应的非有
害且不影响儿童教育
的工作。
相反，这些工作能够
有助于儿童获得今后
所需的农业和生活技
能，确保知识的代际
传承并能为家庭生计
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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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在消除农业领域童工现象方面的愿景与使命

 粮农组织的最终愿景是实现：

一个免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世界，粮食和农业将以经济、社
会和环境可持续的方式为改善所有人、特别是最贫困人口的生活
水平做出贡献（粮农组织，2013a）。i

 认识到农业领域童工问题具有多维度以及农业领域童工现象、减贫、
可持续农业与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存在相互关系，对粮农组织消除农业领
域童工现象工作提供指导的愿景与使命如下：

愿景：消除农业领域童工现象实现零饥饿

 粮农组织努力打造一个在农业地区儿童免于从事有害劳动且享有优质
教育和职业培训以及充足和营养食物的世界，使他们拥有成长并成为未来
健康、多产和熟练生产者或劳动者所需的资源。

使 命 

 粮农组织依托在农业领域童工问题方面获得的知识和证据并与相关伙
伴协作，共同支持各国政府通过采用粮农组织职责范围内（如粮食安全与
营养、农业和农村发展、农村减贫和自然资源管理）的国家政策手段，通
过加强对口部委、特别是农业部和劳动部与生产者组织和涉农私营部门等
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对话的方式应对童工问题。

 粮农组织致力于培养农业利益相关者的能力，应对农业领域童工现 
象的根源问题并促进替代方案，方式包括为农村家庭提供更好谋生手段，
推行安全农业做法和技术以及为达到法定劳动年龄的农村青年提供体面就
业机会。

 粮农组织倡导和提高全球对农业领域童工问题的认识，为此它参与主
要国际倡议，包括农业领域童工问题国际合作伙伴关系、世界无童工日和
8.7联盟等。粮农组织在其各工作领域都提高了对童工问题的重视程度并确
保在其全球机制中对此加以考虑。

i 粮农组织。2013。经审查的《战略框架》。为第三十八届粮农组织大会准备的文件，2013年6月。粮农
组织内部文件。罗马。 (亦可见  http://www.fao.org/docrep/meeting/027/mg015e.pdf)。

粮 农 组 织 与 农 业 领 域 童 工 问 题 ： 定 义 、 愿 景 与 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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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批准了1973年《最低年龄公约》（第138号）的发展中国家

可以选择规定更高年龄或在极少情况下规定比标准低一岁的年龄。例

如，劳工组织建议渔船的最低雇用年龄为16岁（2007年《渔业捕捞劳

动公约》第9.1条，【第188号】4 ），这是鉴于这一职业的特殊挑战。

1.2  
农业和农村地区童工问题的特点

农业领域童工现象是由拉动（需求侧）和推动（供给侧）两方面

因素驱动的，并在很大程度上由农业作为一个经济部门和职业的特征

所决定的。

农业劳动的某些特征可能对管控劳动的开展方式带来额外挑战，

特别是涉及儿童时。农业劳动可能具有：

 > 季节性	—	农业劳动力需求取决于生产周期和牲畜的季节性移动。

 > 非正规性	—	农业领域有许多经济活动在法律或实践中未经登记或

被正式法规所充分规制。

 > 危害性	—	农业劳动往往涉及使用具有危害性的工具或设备以及

农药等有毒物质，而且农业劳动者也可能暴露于极端天气条件、

公海、生物危害、长时间/不规律工作或者搬运重物等。

 > 规制不足	—	劳动场所可能处在偏远地点或分布零散，或因非法

目的而隐蔽的场所，从而加大了执法难度（粮农组织和劳工组

织，2017a）。

4 该《公约》规定在渔船上从事劳动的最低年龄为16岁，对于已不处于接受义务教育阶段以及正在接受
渔业捕捞职业培训或学校假期从事轻体力劳动的人来说最低年龄为15岁。全文见：https://www.ilo.org/
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2100:0::NO::P12100_INSTRUMENT_ID:31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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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领域童工劳动往往具有隐蔽性，因为多数儿童是在分散的小

规模农场或农村企业中作为不领薪酬的家庭劳动者从事劳动，或由于

农村地区劳动监督员罕至而被雇主着意隐藏（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

劳工组织，2010）。对农业领域女童和男童劳动的数据掌握有限或不

为常规调查所覆盖，因为从事童工劳动的儿童往往被称为“帮手”，帮

助家长在家庭农场、渔船、种植园、山地干活儿或放牧牲畜，尽管他

们可能承担与成人类似的工作且任务同样艰辛。此外，多数国家调查

仍不把家务劳动考虑在内，因此不能反映儿童的“双重负担”，这往往

是由女童承担的。5		另一个特点是年龄低至6岁和8岁的儿童很早就加
入劳动（Guarcello、Lyon和Valdivia，2016）。家庭内部的性别因素和
任务分工是儿童从事劳动的原因、方式和劳动条件的关键决定因素。

同时，童工劳动的后果具有高度性别特征，导致农业领域性别歧视格

局不断。早早结婚的女童无论年龄大小不再被看作儿童，这是农业领

域女童童工劳动的另一个特点。

农业劳动的季节性	是童工现象的另一个成因。季节性劳动地点可

能远离学校和日托等其他服务，而分季节入学可能面临问题，或者甚

至完全不可行，原因是季节性移徙工人的身份不正规或不规范。工人

的薪酬可能用产品实物支付，或者可能需要全家人的劳动来偿还移徙

过程中欠下的债务。因此，儿童可能被带到田间帮助父母劳作，因此

与父母一样暴露于劳动场所的各种危害之中。返乡后重新加入教育体

系方面的困难可能进一步增加儿童在故乡从事童工劳动的风险。成年

家庭成员移徙在外期间在家留守的儿童可能面临需要在田间替代成年

劳动力的风险，特别是在家庭为移徙举债或者移徙在外的家庭成员不

能往家里寄送金钱或物资的情况下。虽然移徙可以为家庭及其子女提

供新机会（提高收入和更好地享有教育），但也可能成为童工劳动的

重要决定因素，特别是对于季节性农业移徙者的子女来说。

5 女童承担的家庭家务与女童童工劳动之间界限不甚分明，但我们可以认为家庭家务对获得上学机会或在
学校取得好成绩发挥着影响（De Lange,，2009） 。

粮 农 组 织 与 农 业 领 域 童 工 问 题 ： 定 义 、 愿 景 与 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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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贫困和经济脆弱性	是童工现象的重要推动因素。无法获得信

贷的贫困家庭可能更无法推迟子女参加劳动的时间并投资于子女教育，

而且更可能依靠童工劳动来满足基本需求和应付不确定性。此外，农

村家庭参与金融和保险市场的渠道可能有限，制约他们提高或维持生

产力的潜力，并因此影响他们对童工劳动的依赖。在这种情况下，儿

童也可能会积极谋求工作机会，从而获得独立，尝试进入成年世界，

赚取收入并逃离父母管控或学校的责任。在农村地区，无法享有基本
和起码质量的教育和技能培训，或者就业机会有限，这会造成家庭没

有送子女上学的积极性。

不确定性、风险和负面冲击影响家庭，可能导致收入下降并迫

使儿童辍学参加劳动来补贴家庭收入，这也可能把儿童推向童工劳动

的境地。经济、农业及环境和气候造成的灾害，例如干旱、歉收或洪

涝，会对农业造成影响，又如家庭成年成员失业和/或出现健康方面的

冲击造成收入大幅波动，这是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疾病大量发生（如疟

疾、登革热），又如患上重病或遭受工伤，这都可能迫使儿童参加劳

动支持家庭。冲突则是另一个推动因素。

此外，农村地区的文化、社会和人口学因素是农业领域童工问题

的有力推手。例如，农村家庭可能认为儿童参加农业劳动是他们文化

的组成部分，是“帮忙”和学习的一种方式。也有儿童寄养在较富裕大家

庭成员家中的情况，他们被指望参加田间劳动和承担家务，换取接受

教育或弟弟妹妹接受教育的机会。监护人或父母可能并不了解某些活

动和状态可能造成的有害后果，包括辍学的情况。在地方一级创造对

话和讨论平台对于理解和重视当地知识、态度和做法十分重要，同时

还能提高对有害情况的认识并推行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



2
粮农组织应对农业 
领域童工问题的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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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农业领域童工现象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核心原因是家庭贫

困。相反，童工现象以及童工被剥夺教育和健康发展的机会成本，延

续了未来依然贫穷的恶性循环。因此，农村减贫作为粮农组织核心职
能，是反对童工现象成功战略的出发点，因为改善家庭总体经济状况

和提高农业生产力能够改善家庭收入保障，并减少对儿童提供额外劳

动力或收入的依赖。

可持续粮食体系是一种为所有人提供粮食安全和营养的系统，它

不损害为子孙后代创造粮食安全和营养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基础。实

现可持续粮食体系，需要摒弃童工劳动。

具体来说，粮农组织的相对优势在于：

 > 职能，包括了消除农业领域童工现象关键的工作领域，特别是农

村减贫、使粮食体系更具包容性和效率，以及增强面对威胁和危

机的生计复原力。粮农组织作为粮食和农业领域政府间的联合国

专门机构，具有综合性职能、权威和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与农

业领域所有方面的工作。

 > 农业技术知识，这对支持各国设计和实施有效和可持续的措施、

政策和计划至关重要，例如通过推广农业做法和技术减少或消除

工作负担和危害或对劳动力的需求。粮农组织的工作人员在其职

责范围内具有广泛专业知识，并以跨学科方式工作。粮农组织具

有丰富经验以支持合作伙伴、成员国以及其他国际、国家和地方

发展行动方在其任务领域的能力建设方面获取知识、信息、培训

工具以及良好做法和服务。

 > 与消除童工现象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农业利益相关者之间得天

独厚的关系，包括国家政府和与农业相关部委。粮农组织根据发

展重点和农业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要求，促进利益相关者开展并

参与建言献策，以制定国家农业战略和政策、支持相关立法的更

新和修订，以及增强公共机构的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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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有召集政府、生产者组织、推广人员、民间社会协会和研究机

构等不同行动方并促进对话与协作的长期经验。粮农组织具备

构建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网络的能力，以其召集力来促进政策

对话和协定磋商，使广泛利益相关者集中并开展政策辩论和就解

决方案达成协议。

2.1  
应对农业领域童工问题促进减贫 

童工问题贯穿于粮农组织旨在消除贫困和饥饿的所有战略计划，

并与之相互影响，尤其是在童工问题频出的农村地区。

贫困与童工现象间如何相互联系。农村地区的许多低收入家庭

难以满足其当下基本需求和实现可持续的生计活动。气候变化的影响

尤其恶化了这种情况，因为这只会使依靠健康生态系统维持生计的农

村社区易受害程度大大提高。除了让儿童补充或替代成人的工作，他

们别无选择。在许多情况下，儿童被迫辍学从事农业劳动，或者他们

的在校表现受到影响。他们长大后就不太可能找到体面工作，如果继

续从事农业，也不太可能采用新的做法和技术或创新，且更容易陷入

贫困，并遭受儿时遭遇危险状况的长期影响。这对社区产生了负面影

响，并使贫困的恶性循环永远存在（图 2）。

打破恶性循环。可以通过预防和减少工作来消除农业领域童工现

象。预防工作可以指让农村儿童从健康发展、教育和培训中受益。一

旦他们成为青年和成年生产者或雇员，将具有更大的经济潜力，如果

他们继续从事农业，则更有可能采用新的、可持续的做法和技术。如

果是有薪工人，那么训练有素的青年将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进行议价和

协商工作条件，如果是年轻企业家，则更有机会出售其商品。反之，

这将提高农业部门的生产力，以及熟练劳动力的供应、质量和能力，

从而增加收入、加强粮食和营养安全（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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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提高生产力、减贫和改善生计的农业、粮食安全和营养计

划，都具备减少童工现象的潜力。这需要将童工问题纳入这些计划的

设计到监测和评估阶段。粮农组织和劳工组织关于消除农业童工现象

的电子学习课程（粮农组织，2016a）和粮农组织《农业领域童工现

象监测与评价手册》（粮农组织，2015b）为如何将童工问题纳入计

划和政策提供了指导。

图 2 农业领域童工问题的恶性循环

资料来源:	粮农组织	(2016a)。

农业生产率低下且
具有脆弱性

教育参与度低和
健康状况不佳

贫困

童工

非熟练劳动、议价能
力薄弱和收入微薄

创新能力和应对
冲击的能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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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良性循环 – 从消除童工现象到改善生计

资料来源:	粮农组织	(2016a)。

农村地区体面就业、消
除贫困和改善生计

技能就业能力和组
织度改善

童工现象减少

学校出勤率提高
且健康状况改善

创新和管理资源
能力提高

生产力、复原力
及粮食和营养安

全水平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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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消除童工现象：可持续粮食体系的前提

确保具有可持续生产力的粮食体系、实施有复原力的农业做法是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在可持续发展目	2.4中

进行了规定。可持续发展目	2还与小规模粮食生产者的增产增收相关 

（见可持续发展目2.3）。

可持续粮食体系是一种为所有人提供粮食安全和营养的系统，

它不损害为子孙后代创造粮食安全和营养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基础。

这意味着：

 > 整个过程能产生收益（经济可持续性）；

 > 为社会带来广泛利益（社会可持续性）；和

 > 对自然环境产生积极或中性影响（环境可持续性） 

（粮农组织，2018a）。

作为社会可持续性的一部分，如何使粮食体系让儿童受
益？（儿基会，2019）。儿童应被视为独特群体。可持续粮食体

系应考虑确保儿童的食品安全和健康饮食。同时，为了消除农业和

粮食生产中的童工现象，可持续粮食体系需要处理该系统中粮食生

产者和其他参与方必须应对的挑战和压力，这些挑战和压力将影响

经济可持续性。

小规模和家庭农业中童工劳动与生产力之间的联系十分
复杂。有业内人士可能认为，在无机械化、无可用或负担得起的

劳动力的情况下，要达到最低生产水平就无法避免让儿童过渡性

地参与食物生产。另一个假设是，一旦达到生产力门槛，涉及童

工劳动的应对措施就会自动消失，对儿童获得体面工作的能力和

确保青年及成人获得足够收入的能力产生的负面影响有限且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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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正好相反（IPEC，2015）。实现可持续粮食体系、为提高生产

力喂养世界并确保食物生产者获得体面收入而作出的努力，恰恰要求

实施不依赖童工劳动而通过在知识、技术和创新方法方面进行投资以

及通过收入多元化等方式达到相应生产力水平的战略。

几十年来，粮农组织一直走在可持续粮食生产和农业工作的
前沿。2014年，粮农组织的一份报告（粮农组织，2014a）提出了可持

续粮食和农业的五项原则。原则3支持人类系统：“无法保护和改善农村

生计、公平和社会福利的农业是不可持续的。”该报告提出了“农民、牧

民、渔民、林业人员拥有体面就业条件和工作”的愿景。这些只能在农

业领域童工问题解决的情况下才变为可能。防止童工现象已经纳入粮

农组织的一些文件中，对粮农组织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发挥了指导作用。

可持续粮食价值链的发展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数百万贫困家庭
提供脱贫的重要途径。粮农组织发展可持续粮食价值链的指导原则 

（粮农组织，2014a）着眼于支持可持续粮食价值链发展的有关原则。

前三项原则涉及从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性三重底线的角度衡量价

值链绩效。在社会可持续性方面，升级后的价值链模式应产生附加价

值，且会有社会无法接受的影响，例如不健康的工作条件和童工劳动。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制定了《农业和粮食体系负责
任投资原则》（《粮安委投资原则》）（粮安委，2014），适用

于所有类型和规模的农业投资。这些原则为公私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促

进、监管、规划和实施投资方面的指导框架，以确保农业投资有助于

可持续发展，包括粮食安全、营养和消除贫困方面。应对粮食安全和

营养的四个方面（供应、获取、稳定和利用）需要大幅增加对农业和

粮食体系的负责任投资。原则2支持有效执行其他国际劳工标准，并

在适用时特别关注与农业食品部门以及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有

关的标准。

粮 农 组 织 应 对 农 业 领 域 童 工 问 题 的 原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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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和农业系统可持续性评估》准则（粮农组织，2014b）

为评估粮食和农业价值链的可持续性提供了全面的全球框架。该准则

的指导思想是，全球粮食和农业系统的特征体现在四个方面的可持续

性：良好治理、环境完整性、经济复原力和社会福祉。零童工现象是

社会福祉的构成要素。

通过特定方法预防童工现象的重要性也纳入了：《鹿特丹公约》；

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的《国际农药管理行为守则》；

粮农组织的《粮食安全和扶贫背景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

（粮农组织，2015c）；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和粮农组织

的《负责任农产品供应链指南》。粮安委也在制定营养和粮食体系自

愿准则，旨在推广可持续做法。

依托这些指导文件，粮农组织在支持各国政府将童工问
题纳入其职权范围内的政策和计划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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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粮农组织关于农业
领域童工问题的 
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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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的农业领域童工问题工作方法采用四项原则来指导该工

作领域的规划和运作，包括：包容性、可持续性、综合性方法和协作。

3.1  
包容性

主流化。包容性原则意味着粮农组织的干预措施和项目执行，应

从评估和实地研究开始就系统地包括童工问题，以明确潜在的童工情

况，并将预防童工现象作为贯穿各领域的问题纳入设计和规划阶段以

及监控和评价系统。

将注意力引向被忽视的情况。目前，大多数应对童工问题的财

政资源都用来解决全球价值链（可可、咖啡、棉花）及其上层的童工

问题，而包括地方或区域价值链的小规模生产中的童工问题虽普遍存

在，却仍被基本忽视。超越对选定全球供应链的专门关注十分重要，

要增加资源以终止包括地方和区域价值链以及自给自足的农业在内所

有情况下的童工现象。这意味着要关注所有农业子行业中的童工问

题，尤其是对童工比例和特征了解有限的行业（如畜牧业或林业）。

年龄敏感性。包容性也意味着要关注不同的年龄段。例如，需

要特别关注超过工作最低年龄但仍未满18岁且既未就业也未受教育

或培训的青年。确保他们获得体面的青年就业（成为年轻工人）或

继续接受优质教育或职业培训/学徒计划，这对于他们自身的社会和

经济权利至关重要。因此，考虑到已达法定工作年龄儿童（通常为

14或15岁）的特殊性，确保减少童工现象和青年就业干预措施之间的

协调一致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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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敏感性。在大多数社会制度中，男孩和女孩的待遇有所不

同，因此他们执行不同任务并面临不同危害（粮农组织、农发基金

和国际劳工组织，2010）。例如，男孩往往更多地从事危险的农业工

作，例如机械操作、偏远地区放牧、在渔船上捕鱼和潜水解渔网。另

一方面，女孩通常要帮忙家务，她们的工作负担往往兼具生产活动和

再生产活动，这可能使她们面临更长的工作时间以及接触所执行任务

特有的其他危害，例如携带收集水或燃料时会负重，从炉灶或熏鱼炉

中会吸入烟气，还会遭遇性骚扰和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童工的性别

差异取决于当地的农业制度、贫困水平、人口状况和社会规范以及其

他因素。考虑不明显的童工形式非常重要，例如经常分配给女孩的家

务劳动。被视为家务劳动的任务（如收集水和柴火）经常与农业工作

联系在一起，从而模糊了女孩在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之间的分工。

承认土著特征。对于土著社区来说，儿童从事的传统工作被认为

对传播知识技能以及对确保土著群体文化认同的延续性至关重要。粮农

组织制定了《粮农组织土著和部落人民政策》（粮农组织，2015d）， 

以确保在其工作中尽一切努力尊重、纳入和促进土著问题。在涉及童

工问题时，重要的是要清楚了解童工的构成而非让儿童从事某些任务

的土著传统。在某些土著社区被边缘化的情况下，土著儿童更容易遭

受剥削、性虐待和其他形式的虐待（劳工组织，2006）。

认可儿童的声音。儿童应当有机会参加重点小组讨论为方案设

计提供信息，并在有关农业家庭层面任务分配的问卷中有所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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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可持续性

粮农组织为所有农业子行业的可持续性制定了共同愿景和综合性

方法（粮农组织，2014c）。这是实现粮农组织实地行动有效性的基

础，必须平等应对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以确保可持续性。对任何
一个领域的忽视都会危及其他领域的可持续性。

共同愿景是围绕五项原则建立的，这五项原则为制定国家政策、

战略、计划、法规和奖励措施提供了基础，将指导向高产、经济可行

且无害环境的农业转型，并基于以下公平和社会正义原则：

1.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2. 维持、保护和增强自然生态系统。

3. 保护和改善农村生计和社会福利。增强人民、社区和生态系统的
复原力，应对气候变化引起的改变；和

4. 促进自然和人类系统的善治。

根据这些原则（特别是原则3和4），消除农业领域童工现象是社

会可持续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可持续粮食和农业计划的先决条

件。无损害方法是必不可少的，但远还不够。尤其在童工现象盛行地

区或价值链，在实施的干预措施有意采取一定方法来帮助终止农业领

域童工现象，并加入解决该问题具体活动和指标，这些尤为重要。

粮农组织已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文件（粮农组织，2014a，2015c；

粮安委，2014；经合组织和粮农组织，2016），明确认可遵守国际核

心劳工标准的必要性，并提供指导以解决一系列环境、社会和经济问

题以作为负责任和可持续方法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消除童工现象和促

进体面就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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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综合性方法

童工现象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题，需要采取综合和全面的方法应

对。这意味着需要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参与，以及针对童工供求方面实

施不同的干预措施。综合方法可以包括支持家庭增加收入和获得社会

保护，促进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顺利实现学校到工作的过渡，以及

改善家庭和儿童在农场和农业环境中的安全和健康。这种方法还要求

农业利益相关者的认识提升和能力建设，以将预防童工现象纳入政策

和计划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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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通过的到2016年实现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现象的路线图

（社会事务和就业部，2010）建议将童工问题关切加入国家和地方各

级发展战略的主流，特别是旨在减贫的战略。该路线图强调了支持采

取综合办法预防和减少农业童工现象的领域：教育、社会保护、劳动

力市场政策、国家立法和执法以及可持续和农村发展。

在关于体面农村就业工作计划范围内，粮农组织制定并长期执行

一项综合性国别方法（粮农组织，2020a），以支持各国采用和实施

青年包容性更强并以就业为中心的农业粮食体系发展政策、战略和计

划。该方法为支持各国解决农业领域童工问题提供了另一个切入点，

并为加强解决童工现象政策和体面青年就业政策之间的一致性和协同

性提供契机。这对于满足14至17岁儿童的需求尤为重要，他们往往在

针对不同年龄青年和农村青年群体的政策和干预措施中得不到公认。

3.4  
协作

在粮农组织内部	—	促进各司之间以及总部与分权办公室之间的

合作。目的是加强组织整体的协同一致，同时与粮农组织传统利益相

关者，如农业部、劳工相关方和其他机构以及资源战略伙伴联络，以

帮助区域和国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处理工作中的童工问题。考虑到《

合作框架》6（联合国，2019）的优先事项，《国家规划框架》的拟定

（CPF）可以作为国家办事处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理想进程和对话。

粮农组织可以提供技术援助，以加强《国家规划框架》的可持续性

和问责制，并在该关键计划和规划工具的整体使用过程中纳入对童

工问题的关注。

6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UNSDCF）- 原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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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层面	—	促进部际对话和协调。在大多数国家，劳工部对

童工政策和行动负主要责任，并召集和协调指导委员会以及其他机制。

然而，粮农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以促进部际对话，特别是农业部

（和其他子部门）与劳工部以及与社会发展和教育等其他有关部委，

在国家级和权力下放各级之间的合作，以提高政策和计划的一致性。

有效解决童工问题，需要农业和劳工以外部委（如社会保护、教

育、卫生）的支持。这可以通过将童工问题纳入《合作框架》来实现，

因为消除童工现象这一目标与《合作框架》的指导原则（即不落下任

何一个人、基于人权的发展路径、可持续性和问责制	）相一致。各机

构和部门间的合作可能需要签订正式合同（协议书或谅解备忘录），

或者可能通过国家协调安排（联络点、技术工作组、委员会）进行。

这些正式程序对于促进对话、分享相关信息和确定联系以保证政策和

干预措施的一致性至关重要。

与推广和咨询服务提供者和生产者组织合作	—	充分利用其在

社区和前线密布存在，每天与农民、渔民和牲畜饲养者互动的优势。

重要的是，推广和咨询服务提供者不仅包括公共推广者，还包括广泛

的非国家和非正式参与者，例如非政府组织（NGO）、农业投入品

经销商、生产者团体、农民领袖、发展项目。由于这种多元化，他们

提供的广泛服务不仅与生产有关，还与推广更安全和劳动力节约型技

术以及改善生计相关。此外，如果具备一定的敏感性并具有适当的能

力，各种推广和咨询服务提供者还可以向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提供

有关当地童工状况的反馈，有助于数据收集并提高对童工有害影响的

认识。推广和咨询服务提供者也被视为“过渡机构”，因他们能够聚集

各利益相关者、促进国家和社区层面跨部门合作，在消除和减少农业

领域童工现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粮农组织致力于针对生产者

组织在内的公共和非公共推广和咨询服务提供者提供能力建设，	包括

防止童工现象、共享关于危害的信息以及确定替代做法（插文 3）。

粮 农 组 织 关 于 农 业 领 域 童 工 问 题 的 指 导 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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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参与农业和粮食体系的中小型企业合作	—	促进与农业工人

的社会对话，促进遵守劳动基本权利的工作条件，并消除童工现象。

促进公平和包容的商业惯例、公平和透明的交易，以及追溯供应链的

有关工作可以成功地帮助解决农业领域童工问题。

在全球层面	—	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8.7和消除童工现象的不

同联合国机构（插文 4）和其他参与者的参与。粮农组织在联合国系

统内与劳工组织和农发基金合作，并通过农业领域童工问题国际合

作伙伴关系与IUF合作。粮农组织还支持8.7联盟，并倡导将童工问题

纳入国际框架下的农业问题中。此外，粮农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在研究现金转移计划的影响方面开展长期合作，最近还扩大了与农发

基金的合作，将预防农业领域童工现象加入制定其投资计划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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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农业和农村发展、粮食安全和营养计划在解决童工问

题根源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粮农组织通过改善各国贫困农村人口、小

农和家庭农户的生计，尤其是提高其生产力并增加收入来源，不断减

少家庭对童工劳动的依赖程度。

有关童工的关键概念和信息可以嵌入粮农组织的典型宣传和农村

教育工具中，例如农民田间课堂，营养田间课堂，农场商业学校和青

年农民田间和生活课堂。

另外，应当多切入点、多措并举地防止童工现象，并保护达到最

低法定就业年龄的儿童免受有害工作的影响。本章节介绍了工作的基

本切入点。

4.1  
促进农业领域安全实践

儿童在身体、认知、行为和情感成长方面具有一定特殊性，这

使儿童更容易在有害工作中受到伤害并面临额外风险。全世界约48%

的儿童正在从事可能对其健康、安全或道德有危害的工作，这些儿

童中接近半数处于最小年龄段（5-11岁），且42%为女孩（国际劳工

组织，2017a）。此外，在农业领域，15至17岁的儿童中约有50%正在

从事有害工作（国际劳工组织，2018a）。(图 4）。

在农业各领域中的常见危害包括工作时间长、搬运重物、重复

性劳动、暴露于极端气温、有毒化学物品、危险器材和工具，以及虐

待和骚扰。在农业、渔业、畜牧业和林业工作中还存在其他危害（附

件1-4）。家庭农业劳动可能与在家庭以外的工作同样危险（劳工组

织，2018b），因为儿童往往与成年人和看护人承担相似的任务。基

于农业生产的性质，儿童和成年人面临类似的危害，但这些危害对于

儿童的风险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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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法 

粮农组织致力于为人们促进可持续的农业生产和更安全的农业生

产方式，增加对儿童接触有害工作的认识，并且推广可供选择的措施

和风险管理。工作切入点和方法包括：

 è   编撰关于儿童有害工作和减低危险（如农药）方法的教育材料。
材料包络可视化工具、视频、教育类游戏应用程序（如在黎巴嫩研

发的一款手机应用，能够查看园艺、田间作物和温室等不同农业环

境中的相关风险和危害）。

以儿童为特别关注，结合人类健康和职业安全问题制定职业培
训和高等教育课程，能够为新一代专业人员在未来工作中更好地应
对童工、有害工作和体面工作问题创造了难能机会。

 è   提高国家和地区农业利益相关者在健康和安全风险评估方面的  
 认识和能力，	以明确针对儿童及年轻工人的工作危害，并为应对

童工接触已明确危害的情况制定职业安全和健康措施。

图 4 15-17岁年龄组儿童从事有害工作的情况

资料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	(20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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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工作可以通过国家能力建设讲习班，针对农业推广（包括采
购方提供的私营推广服务或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发展和教育服务）工
作者和植保工作者培训计划，并将童工问题关切纳入推广准则、农
业经营或农民田建学校课程来实现。

在社区层面，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提升认识，包括参与性评
估、Dimitra俱乐部、广播和电视节目、公众和乡村会议，以及发
展剧院（插文 5）。

 è   支持将针对儿童的农业领域危害纳入国家有害工作清单。	所有批

准1999年《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第182号）的国家都必

须提供该清单。清单包括经工人和雇主代表协商后，禁止儿童涉及

的有害工作活动和部门。粮农组织能够在确定需列入清单的农业

相关危害方面，以及支持农业利益相关者参与磋商方面发挥作用。

在国家层面，每日与生产者开展合作的各类推广和咨询服务提供 

者（公共部门、非政府组织、生产者组织等）能够协助采集儿

童从事活动和其相关危害的有关信息，并在相关立法工作框架

中传播（插文 6）。

 è   促进农业和劳工利益相关者间的合作，	以支持应对儿童接触农

业工作危害问题的互补行动，尤其在是劳工监察员通常不够活跃的

非正规经济和农村地区。这包括了粮农组织在农业领域童工问题国

际合作伙伴关系下的干预措施以及Clear	Cotton项目等活动（粮农 

组织，2019b）。

 è  推广替代方法实践，并就可持续农业和环境问题建立法律框架以减少 
 农业工作中的健康和安全危害及风险。	为了减少与使用农药有关

的职业危害，粮农组织推广了一项病虫害综合防治计划（IPM）。 

该计划结合了不同管理策略，种植健康的农作物，并鼓励天然的虫

害控制机制。粮农组织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履行《鹿特丹公

约》的秘书处职能，致力于规范缔约方之间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

的进出口活动。该工作采集群体的有关数据，通过相似的和多种数

字技术传播信息，并向国家一级利益相关者提供技术支持和能力建

设培训以增强农药管理能力。该工作确保政策制定者认识农民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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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农药时面临的风险，并能够采取监管措施。该活动还将对此类风

险的理解进一步提升到全球范围。

各项策略都需要根据生产特性进行调整，尤其根据规模。 
4.6-4.9节提供了种植业、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林业和畜牧业的
具体实例。

更多信息 >>>

粮农组织和劳工组织的电子学习课程（粮农组织，2016a）:

 J 农业领域童工现象导论 - 第3课：有害工作和农业

 J 应对农业计划中的童工问题

 J 农药管理和童工问题的预防 

终止童工现象。农业领域利益相关者的决定性作用（粮农组织，2017b）

农业领域童工现象的监测和评价手册（粮农组织，2015b）

4.2  
推行可持续劳动力节约型技术和做法

劳动力节约型技术和做法可以应对劳动力的制约，减少执行特定

任务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并提高生产力。在家庭劳动力仍为农业劳动

力主要来源的情况下，劳动力节约型技术和做法可以提高生产力，并

减少家庭对子女作为劳动力的依赖。该类技术还可以为在农场帮助劳

动的儿童和低龄青年提供更安全的工作条件。通过引进新技术，特别

是用于收获后活动的新技术，能够支持生计和家庭收入，使儿童从家

庭的有关任务中解脱。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技术和做法可能对妇女和

男子、女孩和男孩的工作量产生不同的影响，该影响不仅取决于劳动

分工和其负责的具体任务，还取决于社会规范。在采用劳动力节约型

技术和做法以及拟定有关需求时，应辅之以克服当地根深蒂固的社会

规范和行为的战略（粮农组织，201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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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法 

粮农组织致力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并促进适当劳动力节约型技术

和做法的应用，这些技术和做法可能减少对儿童投入的需求。设计和

实施干预措施要采取对社会负责任的方式，同时考虑到农业领域的性

别问题。工作切入点和方法包括：

 è  在通常由儿童开展的活动中考虑劳动力节约型技术。	以许多国

家为例，儿童通常从事除草工作。节省时间并减少劳力的技术包括

手动或机械除草机。覆盖物（如由作物秸秆或塑料制成）或覆盖农

作物，也是控制杂草同时改善土壤保水率的有效方法。许多劳动力

节约型技术可用于不同的种植系统。在稻米生产系统中，这些技

术包括鼓式播种机、水稻插秧机、便携式切割机和收割机。推广

劳动力节约型技术还需要伴随技术使用和维护的适当培训。为确

保技术的长期可持续性，在推广新技术时还需要保障维修店和件

之类的支持服务。

 è  支持在农村社区中提供机械化服务 （如由农民个人提供）。机

械化能够帮助应对劳动力供应方面的主要瓶颈，对劳动力需求高

峰作出响应，同时为增加收入、创造就业机会、应对童工问题提

供农业商业契机。

 è  改善供水渠道并减少集水时间。	该措施能够在童工问题上产生

多重积极影响，尤其是对女童，因为通常集水任务由女童和妇女承

担。在家庭层面获得用水可以减少儿童的集水劳动。女孩减少集水

时间从而有更多时间就学，妇女减少集水时间就能有时间从事经济

活动来增加家庭收入，并减轻子女参与劳动（和/或其他家务活）

的压力（也为女孩节省出就学的时间）（插文 7）。

 è  为收获后活动投入并传播劳动力节约型技术。	例如，减少农产

品存储、加工和改造环节的劳动力需求，能够减少农业和粮食产

业链中的童工现象。为了明确在改善生计和增加收入中亟待解决

的关键损失点，需要系统地评估上述间接影响（例如，通过粮食

损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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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è  减轻妇女的工作负担。	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妇女需要同时参与经

济生产性工作和家务劳动，以及照顾和养育子女。当妇女必须外出

工作时，孩子可能需要负责照料兄弟姐妹或在田间帮助劳作而不就

学。通常来说，劳动力节约型和机械化技术能够减少田间繁琐的劳

动，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类技术不仅可以用于农场作业（例如

种植、移栽和收获），还能够用于通常由妇女从事的收获后和加工

劳动（例如使用脱壳机为玉米脱壳）（粮农组织，2018b）。7	当这

种干预措施与性别变革方法结合时，还可以改变家庭层面的行为习

惯，例如性别行动学习系统（粮农组织，2019c）和Dimitra	俱乐部。 

7 有关节约鱼类加工时间和最终产品增值的问题请参见斯里兰卡的例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PB9CbuWymw&t=41s

©
I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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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è  监测劳动力节约型技术的破坏性影响（包括非预期结果）。	虽

然劳动力节约型技术或做法减少了某一特定领域对童工的需求，但

儿童不一定因此就学。除非提升对教育有益性的认识以及获得优质

教育的可能性，否则童工供求可能会转移到农业活动的其他领域中

（粮农组织，2015b）。

更多信息 >>>

粮农组织和劳工组织的电子学习课程（粮农组织，2016a）：

 J 农业领域童工现象导论 - 第3课：有害工作和农业

 J 应对农业计划中的童工问题

农业领域童工现象的监测和评价手册（粮农组织，20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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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在农村地区学校课程中包括农业、 
粮食和营养

学校质量和童工现象的可用指标间存在相关性。除了入学和间接

费用外，设施不足（包括缺乏安全的洗手间），质量和教育程度低下

都迫使儿童辍学和从事童工劳动（劳工组织，2018a）。在学校课程

中引入或强化农业和营养主题，能够有助于儿童形成对农业和营养的

知识，提高环境意识，并改变他们对农业的观点。

 方 法 

粮农组织认识到学校能够为成员国克服饥饿、贫困和文盲问题的

工作做出重要贡献。世界各地的计划活动表明，在小学的课程中即加

入食物和营养知识，能够提高年轻人对农业和粮食领域的兴趣（粮农

组织，2018c）。粮农组织与各国政府合作，将农业、粮食安全和营

养纳入学校教育，通过增加教育与当地生活方式的相关性提高学校就

学率。有证据表明，确保就学儿童的一顿用餐，可以提高入学率从而

保障其受教育的权利（Drescher，2002）。工作切入点和方法包括：

 è  促进实践学习。	学习型园地和农场允许儿童学习种植庄稼和饲养

牲畜。通过主动学习并将农业、生计以及营养知识和技能引入课

程，可以增加教育与儿童的相关性。学习还为儿童提供了粮食生产

和自然资源管理方面的实操经验，儿童能够将其作为创新资源带回

家并应用到家庭园地和农场中。通过结合营养相关教育，学校学习

园地能够为儿童提供由新鲜产品制成的更多样化的餐食。学校的学

习园地需要在家庭和社区的参与下精心设计。也必须对其影响进行

监测，避免出现童工现象的风险。

最后，在学校课程中引入或进一步强调农业主题，可以改变儿
童对农业以及其价值链中就业机会的观点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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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è  支持当地和包容性采购。	粮农组织制定了 本土学校供膳资源
框架 （粮农组织和粮食署，2018），为当地农民的农产品提供了

一个正规市场（学校）。该框架承认童工现象是教育的掣肘。本

土学校供膳可以促进当地农业发展，为小农和其他易受害生产者 

（包括妇女，青年和传统社区的成员）创造商机，并为社区的社会

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粮农组织，2020b）。将与童工问题有关的指标

（如就学率和留校率）整合到包含该该法的具体干预措施中，对于

更好地了解其影响至关重要。

更多信息 >>>

粮农组织和劳工组织的电子学习课程（粮农组织，2016a）：

 J 应对农业计划中的童工问题

本土学校供膳资源框架（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2018） 

学校食品和营养框架（粮农组织，2019d）

农业领域童工现象的监测和评价手册（粮农组织，20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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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15-17岁年龄段青年的赋权与技能培养

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青年在争取和获得农业等领域的体面工作

时，面临巨大挑战。这些挑战对于18岁以下的青年更为严峻。而人生

这一阶段对青年如何从学校到工作过渡、以及摆脱贫困的可能性方面

通常具有决定性作用。

在义务教育的年龄和法定工作年龄间，国家立法往往存在差距。

农村地区18岁以下青年如果从事有害工作或在争取机会体面就业时面临

其他挑战，便很容易屈从于童工劳动。由于缺乏技能、交涉能力差、对

劳动法规信息的获取有限以及法律和劳工政策法规中的障碍和矛盾，

他们将更容易受到剥削。因此，他们最终通常在无劳动合同的情况下

进入非正规部门工作，工资低且缺乏安全的工作条件。

未满18岁是签订合同和获得金融服务的主要法律障碍。由于早婚

和怀孕等社会和文化规范，女孩面临着更多障碍，她们倾向将兴趣局

限于传统技能，或简单地在早期就放弃学习（粮农组织，2017c）。

在政府政策和计划设计方面，	15至17岁年龄段通常也被排除在

外。现有的与青年有关的计划和干预措施主要针对18至30岁年龄段的

人群，主要出于活动对创业问题的重视。15至17岁年龄段的青年经

常被预防童工现象和青年就业计划两者忽视（粮农组织，20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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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14至17岁的农业工作者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可以最大程

度地减少处于最恶劣童工形式的儿童人数。策略包括的措施不仅专门

面向儿童，也能广泛改善所有工人的健康和安全：

 > 应用国家有害工作清单并提高认识。例如，科特迪瓦政府根据

童工现象调查结果，更新了国家有害工作清单，并制定了不同

农业部门针对13至16岁儿童的轻体力劳动（可接受任务）清单

（CNS，2017），该清单于2017年采用。

 > 制定职业安全与健康措施，以应对童工接触工作危害的风险。

 > 改善工作条件和安排，包括将童工与特殊工作危害分离。

 方 法 

粮农组织承认青年是一个多元化的群体，且需要特别关注15至17

岁青年以防止他们从事有害工作，并促进其参加技能培训活动，致力

于促进青年的农村体面就业（插文 8）。

工作切入点和方法包括：

 è  落实青年农民田间和生活课堂。	粮农组织开发了结合农业、商业

和生活技能的 青年农民田间和生活课堂方法。	该方法的目标是增

强易受害儿童和青年的能力，使其拥有更美好的未来，并改善生计

和长期粮食安全。该方法的培训课程具体内容根据当地需求和目标

受众确定（插文 9）。

粮农组织与劳工组织合作，制定了关于预防农业领域童工现
象的专门培训手册（粮农组织，2010），为将童工问题的预防工
作纳入青年农民田间和生活课堂课程和整体模块化方法提供了练
习和信息（插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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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è  将15至17岁的青年纳入青年体面农村就业倡议中。	粮农组织

为增加农业粮食体系青年体面就业的综合性国别方法，旨在支持

各国采用和实施更具青年包容性的农业粮食体系发展政策、战略

和计划（插文 10）。

 è  支持农业领域的青年就业，包括青年普惠金融。	重要的是，在

评估研究和干预措施中需要考虑到 不同年龄段青 年的特殊限制和
需求，以确保各项举措有效且不落下任何一个人。面向农村青年的

普惠金融能够被视为建立复原力和经济独立性的一种方式，也能够

增强自信和自尊。然而在许多撒哈拉以南的国家，开设银行账户的

最低年龄为18岁，而18岁以下已开始工作的青年将会极大程度受益

于获得金融服务和金融知识。因此，为农业领域就业青年增加普惠

金融的干预措施应考虑如何满足不同年龄段的需求（插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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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农业领域促进青年就业和减少童工现象的整体性方法

资料来源:	粮农组织	(2018d).

儿童需要在具有营养和健康保障的
状况下成长，他们需要在农村地区
获得优质教育，为他们奠定展开健

康和多产人生的基础。

  需要采用整体性方法： 
年轻人需要获得适当服务，而不只是采取孤立解决某一

方面问题但无法带来体面就业的措施。

农村地区的青年需要获得培
训机会以及帮助他们找到体
面工作或自我创业的扶持。

预防童工现象的计划: 促进青年就业的计划:

 è  采用生命周期方法。	童工和青年就业是连续的问题，解决问题的

策略必须在生命周期方法中紧密联系。童工现象不利于长期健康、

教育和获得高水平技能，并减少了在青年和成年阶段体面就业的机

会。曾有童工经历的成年人更可能依靠将子女作为童工来满足家

庭的基本支出，从而延续了贫困、文盲和童工问题的恶性循环。

在设计预防童工现象和促进青年就业的计划时，应考虑生命周
期方法以满足儿童和青年不断发展的需求（图 5）。

更多信息 >>>

粮农组织和劳工组织的电子学习课程（粮农组织，2016a）：

 J 促进农业领域青年就业并减少童工

粮农组织专家会议成果解决了15至17岁的农村青年在争取和获得体面工作中
面临的挑战（粮农组织，2017c）

农业领域童工现象的监测和评价手册（粮农组织，20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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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通过社会保护增强经济能力和构建生计复
原力8 

社会保护被公认是减贫和包容性增长的关键战略。社会保护干预

措施的设计和实施通常并非以减少农业领域童工为特定目的。但是通

过解决贫困、饥饿和易受害性问题，这些措施就有可能减少儿童劳动

并激励就学。更具体地说，社会保护通过以下直接机制解决了童工现
象的经济和非经济驱动因素（Singh和McLeish，2013）：

 > 致力于消除获得教育的障碍（尤其女孩），促进就学（如通过学

校供膳）。

 > 帮助极端贫困家庭获得稳定可预测的收入，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童

工的经济依赖。

 > 提高家庭对经济和气候冲击以及人道主义问题的复原力，最大程

度地减少采取负面应对策略带来的风险（如出售生产性资产可能

导致人力需求的增加，从而增加童工），包括具有几乎不可逆效

果的应对策略（如使儿童辍学和工作）。据研究，农作物歉收造

成的经济冲击，迫使最多数儿童从事童工劳动。

 > 提供具体和积极的激励措施使儿童脱离工作，例如将达到某些健

康和教育目标作为获得社会保护福利的条件（即强或“软条件”）。

尽管在世界许多地方社会保护的拓展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全球人

口中只有45％能够有效获得仅一项社会保护福利，而其余的55％（即

40亿人口）并未受到社会保护覆盖，其中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地区（劳

工组织，2017b）。

8 复原力是指人、社区或系统在面临灾害或危机时抵御破坏和快速恢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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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法 

对于粮农组织而言，社会保护包括三大支柱：社会援助、社会保

险和劳动力市场法规。粮农组织致力于促进农业和农村地区社会保护

工作的拓展，并认同社会保护与体面农村就业间的联系以及其预防童

工现象的可能（粮农组织，2017d）。

 è  开展现金转移计划。	粮农组织及其在2020年转移项目和保护到生

产项目（插文 12）中的合作伙伴获得了有关国家现金转移计划影响

的可靠证据，其中不仅强调了计划的积极影响，但也强调了在设计

和实施方面需要考虑特定因素以防止非预期影响产生。关于社会保

护和童工问题，大部分证据都集中在现金转移计划中。现金转移减

少了获得教育、营养和健康服务的经济障碍，促进了粮食安全和

饮食多样性，并存在解决童工问题某些经济驱动因素的可能性。

 è  实施学校供膳计划，	通过增加就学率来减少童工现象。在过去的

十年中，学校供膳计划中引入了一项新成分，即通过公共粮食采购

程序从当地小农购买学校餐厅的食品。本土学校供膳计划被认为是

改善小农生计、促进当地农业、强化营养农业和社会保护间纽带，

以及脱贫的新契机。

社会保护在预防童工现象和解决某些驱动因素方面的作用和积极

影响并不是自发产生的。在设计和实施干预措施时需要考虑周全。例

如，粮农组织、儿童基金会及其合作伙伴提供的证据清楚表明，获得现

金转移等社会保护可以促进包括农业在内的经济活动。这些影响可能会

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并由于缺少家庭临时工或无负担能力，有时只能

由家庭成员弥补劳动力。在此情况下，子女可能需要承担部分父母的

工作而无法就学。同样，让儿童工作而非就学的决定不仅取决于功能

（劳动力市场失灵）或经济（缺乏流动性）因素，还可能取决于其他

因素，包括家庭相对学校的地理位置，教育质量差或基础设施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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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护干预措施能够实现童工问题敏感：

 > 纳入年龄和性别维度的包容性评估 。在评估和计划设计期间，

重点应关注儿童现状、现有童工现象以及由于易受害程度或贫困

水平存在的潜在风险。确定不同年龄段、性别和就业类型人群的

需求非常重要。这将为设计预防和减少童工问题的社会保护计划

提供条件。对儿童现状和童工现状可能需要进行单独评估。评估

需要估计与就学有关的直接和间接费用，以及不再依靠儿童创收

并制定有效应对童工问题干预措施的机会成本。

儿童敏感型社会保护工作

 > 对处于风险中的儿童尽早实施干预措施，以防止不可逆的损害或伤

害（与其他领域相比，从事农业工作的儿童往往很早投入工作）。

 > 在整个生命周期中考虑儿童年龄和性别的特定风险及易受害性。

 > 缓解冲击、排斥和贫困对家庭的影响。

 > 纳入最易受害的儿童，如无父母照顾的儿童，以及由于其性别、残

疾、种族、艾滋病或其他因素而在家庭或社区中被边缘化的儿童。

 > 在理解和设计社会保护体系和计划时，要吸纳儿童及其他们的看

护人以及青年的意见。

 > 采取对潜在性别歧视敏感的综合性社会保护方法。

资料来源：儿基会和劳工组织，2019。Towards universal social protection for children: Achieving 
SDG 1.3. ILO-UNICEF Joint Report on Social Protection for Children。（亦可见	https://www.
unicef.org/reports/towards-universal-social-protection-children-achieving-sdg-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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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监测影响。必须制定指标以评估干预措施对童工问题的影响，同

时并没有适用于所有情况的标准童工问题指标列表。指标必须对

计划的实施背景有针对性，并且需要根据不同农业部门的童工动

态进行选择。在可能的情况下，最终需要按年龄和性别对采集的

所有数据进行分类。在特定情况下，组织计划外的实地考察也有

助于确保儿童不会因干预措施而从事有害工作或失学。

 > 综合性方法和伙伴关系。社会保护具备从整体上解决童工问题的

可能，能够在短期和长期内采取综合性方法来应对家庭易受害性

问题，并与教育、保护、劳动、社会发展和农业等领域主要参与者

协调合作。发展机构间的协调对于确保对儿童无负面影响尤为重要

（如确保干预措施间相辅相成，且不会给家庭造成额外负担）。

更多信息 >>>

粮农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的电子学习课程（粮农组织，2016a）：

 J 应对农业计划中的童工问题

粮农组织关于社会保护和童工现象的信息说明（即将出版）

农业领域童工现象的监测和评价手册（粮农组织，20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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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应对种植业中的童工现象

农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儿童对农药的接触。农药中毒对儿童尤

其有害，因为他们的身体、大脑和神经系统正处于发育的关键阶段。

由于儿童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天然防御能力较低，可能因接触农药

而产生严重的健康问9 。题例如，儿童的毛孔较大，因此可能将更多的

化学物质吸收到身体内。儿童的器官也仍在发育，接触毒素可能会产

生更严重的危害。出于生物学和行为学原因，儿童通常比成年人更容

易遭受与农药有关的风险。任何18岁以下的儿童都不应直接使用有害
农药。儿童还可能面临其他健康和安全风险，例如锋利的工具和机械

造成的伤害、长时间工作（如除草）导致的背部疼痛、繁重的整地工

作、坠落在无人看管的井中或在谷仓或地窖工作而窒息。

 方 法 

粮农组织尤其重视对保护儿童免受农药和其他职业安全与健康问

题的认识提升，同时促进安全可持续的耕作方式以提高生产力。工作

切入点和方法包括：

 è  宣传保护儿童免受农药危害的必要性。	粮农组织与伙伴合作，在

国际公约和守则中重视儿童的特殊易受害性，以减少其对农药的接

触。例如，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农药管理行为守则》承认

儿童是农药暴露的易受害群体之一。该行为准则基于自愿，但是为

监测政府和农药行业建立了最低国际标准。

9 近期埃及的一项有关青少年施用有害农药的研究称目标群体出现肺功能减退、神经行为缺失、注意力缺
陷多动障碍加重及神经行为结果变化（Rohlman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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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国际农药管理行为守则》的修订拓宽了关于保护儿童
免于接触农药的规定。其他重要的绑定公约和非绑定章程包括：

 • 《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

程序的鹿特丹公约》	。

 •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包括专门针对儿

童的措施（第7条和第10条）。

 •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该公约致力

于为从事清扫/循环活动或生活在垃圾场或其附近的儿童减少对

有毒化学物质的暴露，而非专门针对农业领域童工。

 • 2001年《农业安全与健康公约》（第184号），是第一个全面应

对农业领域工人面临安全与健康危害的国际约法。第12条和第

13条为化学品健全管理的具体要求。

只有政府、农药管制部门、研究人员、生产者组织和所有相关
方同时采取农药管理有关的具体行动，才有可能有效减少儿童对农
药的接触。在《鹿特丹公约》下，提高对该风险的认识，能够更好
地了解该问题以及采取集体行动的必要性（插文 13）。

 è  提高社区一级的认识。	提高农民和社区对童工问题的认识非常重

要。可以通过农村广播节目、农民听众俱乐部（如Dimitra俱乐部）

和农民田间课堂等方法来实现。推广人员和生产者组织同样发挥着

重要作用，他们可以接受培训以向农民提供建议来减少健康和安全

隐患。以加纳为例，推广人员以及地方调解员、农民团体和组织的

领导人都接受了童工问题、职业安全与健康、有害农药风险以及劳

动力节约型技术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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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编写了一系列有关保护儿童免受农药侵害的知识材料：

 • 青年农民田间和生活课堂可视教具、海报和辅导员指南（粮农

组织，2010）。

 • 电子学习课程“农药管理和童工现象的预防”（粮农组织，2016c）。

 • 协助人员的可视指南，保护儿童免受农药侵害！（粮农组织和

劳工组织，2015）在《鹿特丹公约》的技术和财政支持下，在

不同环境成功地用于提高认识和推广替代办法：乌干达（粮农

组织，2018e）和几内亚比绍（Vimeo，2019）。

 • 关于杀虫剂对年幼和可能的文盲儿童危害的简短可视故事。

在黎巴嫩开发，特别针对叙利亚难民儿童（粮农组织和劳工组

织，2017b）。

 è  促进安全和可持续的耕作方式。	为了减少工人对农药的接触从而

有助于减少有害童工劳动，应鼓励农民使用综合虫害管理手段来防

控害虫，以减少农药的使用，并将对环境和健康的风险降至最低。

例如，2003年粮农组织在马里的Bla地区创立了田间课堂计划，田

间课堂对农民进行有害生物防治方法培训，成功地消除了该地区一

棉花种植者社区对有毒农药的使用。其他通过保护性农业和农业生

态系统推广的耕作方式，也有可能通过降低劳动力需求、减少农药

使用和提高农民收入来减少童工劳动。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粮

农组织的保护性农业计划报告指出，在不使用其他农业化学品的情

况下，玉米平均单产从每公顷1吨增加到了6吨。农民还能够多样化

其种植的商业作物，从而增加了收入并为家庭成员提供更均衡的营

养，对粮食安全产生了积极影响。两国的农民都指出，耕作和播种

高峰期对劳动力需求显著降低（粮农组织，20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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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è  结合技术和方法。	稻米集约化系统（SRI）能够在使用较少投入

（种子、水、化肥和农药）的同时提高稻米生产率，从而提高了

产量并节省了更多投入。但是，尽管稻米集约化系统减少了花费在

施用农药和移栽上的时间，却可能增加除草时间。这可能影响对童

工劳动的需求，因为除草通常是由儿童完成的。因此，将稻米集约

化系统与替代方法或技术结合使用，如简单的机械除草机，就能够

减少除草时间并确保为家庭带来最大利益。其他劳动力节约型技术

（如种植和除草的专用工具）或方法（如覆盖）可以节省农民的时

间和精力，减少儿童从事工作的数量和类型。小型加工技术（如花

生脱壳机）也具有减轻工作负担并解放出儿童就学时间的可能。结

合使用各种方法，同时提高社区对童工问题的认识，能够提高小规

模农业的生产率，并为提升价值链或多样化创收活动提供机会。

更多信息 >>>

粮农组织和劳工组织的电子学习课程（粮农组织，2016a）：

 J 应对农业计划中的童工问题

 J 农药管理和防止童工现象

与《鹿特丹公约》合作制定的粮农组织和劳工组织协助人员农药可视指南

消除童工现象。农业领域利益相关者的决定性作用

农业领域童工现象的监测和评价手册（粮农组织，2015b）

有害童工劳动：粮农组织在保护儿童免于接触农药方面的贡献 
（粮农组织，201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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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应对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中的童工现象

渔业捕捞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活动之一。在全球范围内，由于

渔民、养殖户以及捕鱼和水产养殖社区通常贫穷且易受危害，童工现

象在该领域广泛存在。在某些情况下，渔业资源枯竭当归因于雇佣儿

童作为工人和廉价劳动力（Mathew，2010）。

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中，儿童参与各类任务，包括捕鱼、行前准

备、捕捞后活动（加工和销售）、在池塘和网箱中饲喂、看护和收集、

造船，以及制网和修补。与成年人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活动中的性别分

工一致，男孩往往更多地参与捕鱼活动，女孩则更多地参与捕捞后活

动。两类工作中都存在职业危害（Ngajilo和Jeebhay，2019；Watterson

等，2019）。由于儿童发育状况以及其技能不比成年人，儿童会比成年

人遭受更大的安全和健康危害风险（2015f）。10

 方 法 

粮农组织旨在实现可持续、对经济社会环境负责的渔业和水产

养殖业。这包括通过积累更多的学科知识、提高对该行业有害工作的

认识、支持将童工问题纳入国际约法和准则并遵守标准和准则，来促

进人们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中的体面就业，并防止童工现象和强迫劳

动。工作切入点和方法包括：

 è  确保在国际渔业约法中考虑童工问题。	粮农组织有关渔业和水

产养殖业的一些准则中包括了对体面工作和童工劳动问题的考虑。

例如，为导水产养殖可靠认证方案的发展、组织和实施，粮农组织

2011年制定的《水产养殖认证技术准则》中指出：“使用童工劳动

不能违反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和国际标准”。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于

10 有关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中常见危害和潜在健康后果的例子请参见粮农组织（201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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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批准的《粮食安全和扶贫背景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

愿准则》（粮农组织，2015c）包括了关于社会发展、就业和体面

工作的一个章节，其中明确提到了消除童工现象。

粮农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2007年合作制定了《捕鱼业工作公
约》（第188号），以改善海上作业和生活条件。《公约》为渔船
上的体面工作设定了标准，并规定了执行的最低要求。《公约》的
标准还能够在应对本行业不可接受的工作形式方面发挥预防作用，
包括强迫劳动和童工劳动等。粮农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之间的合作
对于加强国家级劳工和渔业当局实施本公约的能力和协调至关重
要。2020年，国际劳工组织成为粮农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海事
组织“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及相关事项”	特设联合工作组的成
员。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水产养殖小组委员会于2015年讨论了水产
养殖业中的体面工作问题，尤其是童工问题（粮农组织，2015f）。

新的国际准则正在制定过程中，以应对海鲜行业不合标准的
工作条件。

 è  将童工问题纳入渔业政策。	在国家层面，粮农组织支持各国政府

将童工问题纳入国家渔业政策（插文 14）。

 è  通过风险评估和适当的国家有害工作清单来避免儿童从事有害
工作。	改善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的职业安全与健康问题并减少青年

工人面临的风险，以帮助将童工现象转化为体面就业机会。粮农

组织提高国家层面对渔业和水产养殖业职业安全与健康的认识，

并开展了以儿童易受害性为重点的风险评估。风险评估能够帮助

预防儿童从事有害工作，并且有助于政府制修订国家有害工作清

单（插文 15）。

 è  推广技术和实践以减少该行业对童工劳动的需求。	可以通过引

入消除对童工劳动需求的技术和实践来减少对童工的需求。这可以

包括在供水、道路、运输和着陆点安排方面改善社区基础设施，以

避免负担过重。在非正规经济中，社区与渔民、养殖户、渔业工人

和雇主组织以及其他部门机构的共同参与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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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è  构建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中童工现象的知识。	需要更多渔业和水

产养殖业中童工问题的定量和定性信息，以了解其原因和后果。

能够改善基本信息的经济有效方法包括：

 • 通过引入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模块或具体问题，使该行业童工问题

适应并纳入准家庭和生活水平衡量调查；和

 • 确保在相关调查中数据的充分分类（所有数据应按年龄、性别

和专业/职业分类）。

建立依据对于跨部门能力建设以支持政策一致性至关重要；在
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政策和计划中应考虑对童工问题的关切，而在童
工问题战略中也应考虑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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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è  加强渔业管理和治理，以提供长期决方案。	由于过度捕捞和产

能过剩导致的劳动报酬低和收入减少，是促使渔民削减劳动成本、

寻求廉价或免费劳动力（包括童工）的根本原因。在贫困、渔业资

源枯竭和童工现象之间存在一个恶性循环。收入的不断减少，加之

渔业行政部门执法能力差和管理薄弱，也是造成违反渔业环境和法

律行为的根源。渔业管理和治理的正常运作，是解决童工问题及其

最恶劣形式、有害工作和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捞的一些根本原

因的全面战略。可靠的渔业管理（辅以应对渔业价值链中浪费和损

失、增加增值策略和促进市场准入的解决方案）可以支持该行业的

经济可行性，并进一步弱化导致童工现象的根源。

更多信息 >>>

粮农组织和劳工组织的电子学习课程（粮农组织，2016a）：

 J 应对农业计划中的童工问题

 J 监测和评价农业领域的童工现象

应对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中童工问题的指南（粮农组织和劳工组织，2013）

消除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的童工现象-促进体面工作和可持续的渔业价值链 
（粮农组织，2018f）

农业领域童工现象的监测和评价手册（粮农组织，20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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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应对畜牧业中的童工现象

发展中国家的畜牧业具有深远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儿童的参与

可能相当普遍。女孩和男孩通常都在很小的时候便开始放牧并照顾牲

畜。除放牧外，儿童还参与饲喂和清洁（动物和棚屋），收集饲料和

水，与牲畜工作并帮助加工。在全球范围内，尽管关于规模和地区的

信息极为有限，报告仍表明儿童参与禽类和其他小型牲畜（农场和家

中）、乳制品生产、屠宰场和其他肉类加工活动。

放牧儿童的工作条件因环境而异。儿童可以为雇主或自己家庭放

牧。在家庭外工作的牧童似乎最易遭受雇主的剥削和言语/身体虐待。

当儿童被迫补偿丢失的牲口和毁坏的农作物时，他们甚至可能身陷债

务。尤其令人堪忧的是，儿童会被困于债役劳动中或被贩运到国境内

外进行放牧（粮农组织，2013a）。

当儿童面临畜牧业工作特有的职业危害时，他们比成年人更易受

害。健康问题可能源于在极端天气条件下长时间工作、环境卫生差、

处理粪便造成的污染、使用化学产品（如兽药和消毒剂）、接触有害

动物处理、屠宰场中具有高度生物和物理危险的活动，以及吸入家畜

的粉尘和动与对人类的疾病传播（人畜共患病）。此外，在处理动物

和使用锋利工具时，受伤风险很高。在放牧时，儿童可能会被野生动

物咬伤、踢或踩踏，以及攻击，或形成肌肉骨骼疾病。大多为男孩也

包括女孩在引导牛犁地时，有被刺伤的风险。在马里，一些社区训练

年龄较大的牛进行犁地，有助于减少儿童在牛前方行走的需要。长期

隔离，对牲畜掠夺者和雇主惩罚的恐惧，或对家庭资本的沉重的责任

感，会使儿童产生心理压力而构成对儿童福利的主要威胁。放牧活动

因占据了儿童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通常很难与教育相结合。在适应性

服务缺乏的情况下，迁徙则会造成更多的障碍。许多牧民是辍学者，

有些从未就学。而一旦失学，儿童将不太可能返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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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法 

粮农组织旨在提高对畜牧业中童工现象的认识并构建知识，并通

过正在开展的畜牧业工作来支持政府和合作伙伴应对这一问题（粮农

组织，2013a）。工作切入点和方法包括：

 è通过支持有关该问题的研究活动，建议各国政府制定与童工现象有

关的关键并纳入国家调查和普查， 帮助缩小对畜牧业中童工现象
的知识缺口。	由于缺乏按子行业分类的数据，很难确定畜牧业中童

工劳动的确切范围。信息的缺失为应对包括畜牧业在内农业领域的

童工问题制定有效政策和计划带来更多困难。

与牧民合作的推广和咨询服务提供者可以有助于传递和收集有
关畜牧业中的童工信息。

 è通过将粮农组织在改善役用动物健康和福利（运输和牵引）方面的工

作与童工问题联系起来，为国家和地区层面利益相关者	 建立认识、
转变行为，并提高职业安全与健康的能力 （粮农组织，2014d）。

 è  与政府部门和伙伴合作，支持牧民智能教育系统的开发和实施，
提供与农村和农业环境以及牧民社会相关的小学（和中学）课程，并

促进体面农村就业。畜牧劳动与教育之间的联系是实现畜牧业可持

续发展和减贫的关键。如果提高牲畜生产系统的效率（如通过改善牲

畜操作和管理），贫困且以畜牧为生的家庭中的儿童就可以摆脱童

工劳动，获得更好的受教育机会（粮农组织，2018g）（插文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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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

粮农组织和劳工组织的电子学习课程（粮农组织，2016a）：

 J 应对农业计划中的童工问题

 J 监测和评价农业领域的童工现象

南苏丹牧民社区童工劳动和教育（劳工组织，2013）

畜牧业中儿童的工作：放牧及其他（粮农组织，2013a）

农业领域童工现象的监测和评价手册（粮农组织，2015b）

4.9  
应对林业中的童工现象

尽管是农业领域中数据最少的部门（林业种植园除外），人们认

为林业中的童工现象普遍存在。除了林业活动可能以非正式有时是以非

法形式开展这一事实外，造成数据缺口的原因之一是大多数报告没有

将林业活动与其他农业活动区分开。林业活动通常发生在偏远地区，

有时发生在临时和变换地点。孤立的环境更容易使工人遭到剥削，同

时使劳工准的应用、工会代表和社区支持变得困难。儿童可能会接触

各种各样的危险性任务，如攀爬树木以收获水果和香料、切割橡胶、

种植和伐木，以及从事会与化学物质接触的苗圃和造林工作。儿童也

可能参与非法采伐活动，从而非情愿地对环境造成破坏，使自己进一

步暴露于危害和虐待中。

2018年，粮农组织对林业中童工劳动进行了初步的范围界定研

究。这项研究基于粮农组织工作人员的一项调查和一份文献综述，

研究表明儿童根据年龄分别参与林业有关的不同活动，且可能从事

有害工作和影响学习。调查的初步结果表明，5至11岁年龄段的儿童

参与在大多数林业活动中，特别是收集非木材林产品，但不参与伐

木工作。12至13岁的儿童被观察到参与所有活动，但主要是收集非木

材林产品和木柴，而年龄较长的儿童（14至17岁）则主要从事伐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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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苗和种植。对于工业林业有关的观察和反馈非常有限。该范围研究

的主要结论之一是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来更好地了解儿童在林业不

同部分中的参与情况。

该行业最新且相关的知识产品之一是国际劳工组织关于非洲西非

国家经济共同体地区的一份报告（劳工组织，2014），该报告显示，

在布基纳法索，林业/伐木总劳动力的34.7％包括了5至14岁年龄段的

儿童，而在几内亚，相同年龄段的儿童占36.5％。巴拉圭的一项研究

（劳工组织，2016）显示，林业中，雇佣了4.4％的童工和青少年从事

童工劳动来生产桉树和砍伐木材，包括徒步收集、装载和运输木柴。

 方 法 

粮农组织旨在提高对林业中童工问题的认识并构建知识，并通过

正在开展的林业工作支持政府和合作伙伴应对这一问题。工作切入点

和方法包括	：

 è在国家粮食安全的背景下， 支持各国政府实施关于负责任地治
理土地、渔业和林业权属的自愿准则 （粮农组织，2012b）。 

《准则》指出，负责任投资应有助于防止童工现象，包括由于林场

债务束缚和工业伐木特许权而造成的情况。

在支持林业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的情况下，应将童工问题考
虑进森林产品认证过程中并将其纳入有关林业准则，如国际热带
木材组织的有关准则（ITTO，2020）。还应加强非木质林产品的
相关准则和标准。

 è  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建立对职业安全与健康的认识和能力。	粮农

组织可以与国际劳工组织等相关伙伴合作，为推广机构建立风险

评估方法相关能力，以确定现有危害、可行的替代方案和缓解策

略，并提高农业利益相关者（包括生产者、合作社和工人在内的

当地林业利益相关方）对童工问题的认识，支持他们参与当地童

工监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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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è  协助各国政府和国家级林业利益相关者提高对国家法律所载童工
有关要求的认识，并加大应用。	粮农组织可与各级利益相关者合

作，围绕应用现行法律来开展能力建设，包括认识有关要求，以及

理解提高法规遵从性的障碍与机会（粮农组织，2018h）。

 è通过支持将与童工问题有关的关键指标纳入林业有关的计划，并与

伙伴合作进行研究， 缩小 林业中童工现象的 知识缺口。

 è  改善林业工人的工作条件，	特别是最易受害人群，例如承包商、

流动劳力、妇女和青年的工作条件，以帮助减少儿童的参与。可以

通过采取更安全的工作实践，确保正规和非正规工人获得社会保

护，以及保证合同更加安全稳定，所有这些措施都可以帮助提高生

产率并稳定地获取营养丰富和多样化饮食（粮农组织，2020c）。

 è  增加林业创业和就业机会，同时避免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	这

要求消除限制（如不安全的权属权利）；促进小规模林业生产者参

与在农林业、植树、小规模木材加工和提供生态系统服务方面的市

场导向活动；并增加绿色就业机会。

更多信息 >>>

粮农组织和劳工组织的电子学习课程（粮农组织，2016a）：

 J 应对农业计划中的童工问题

 J 监测和评价农业领域的童工现象

促进林业体面就业，以改善营养和粮食安全（粮农组织，2013b）

农业领域童工现象的监测和评价手册（粮农组织，20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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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促进具有社会可持续性的农业价值链

童工大多存在于农业价值链的较低层和非正规环境中，使之更

难以认识。但是，童工也存在农业供应链的各个环节，这对儿童、企

业声誉以及农村农业发展都产生着影响。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正在通

过明确规定童工劳动的尽职调查立法11，而在2019年，欧洲委员会承

诺在欧盟贸易政策中采取对童工现象零容忍。在此情况下，从农民到

贸易商、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农业供应链的每个参与者都发挥着关键作

用。消除童工现象应成为开展业务以及生产农作物和其他产品过程中

不可或缺的部分。

如3.2节所述，已制定国际约法，为推进负责任且可持续的农业价

值链和粮食体系议程提供指导。

《联合国全球契约粮食与农业商业原则》（联合国全球契约，2014

年）提供了一个自愿框架，来促进企业对粮食安全、营养和可持续农

业的积极影响，并在联合国、政府、民间社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

开展基于原则的合作。其中一项原则重申了企业“尊重人权、创造体面

工作和帮助社区的责任”。

最终，随着消费者意识的增强，自愿性标准和私营部门规章是能

够用于解决童工问题的另一工具（如Fairtrade和GLOBALG.A.P等认证

方案）。如区块链之类技术的开发可确保产品在价值链中的可追溯性，

并有助于揭露童工案例和激励公司采取行动。

11 参见2017年最终通过的法国警戒责任法和2019年5月荷兰议会通过的荷兰童工劳动监督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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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法 

粮农组织正努力通过增加小农户参与机会和促进消除童工现象，

使农业价值链更具可持续性（在经济，环境和社会上）和更具包容性。

工作切入点和方法包括：

 è  提高农业利益相关者的认识并开展能力建设。	这可以包括加强对

有害工作的认识和能力建设，推广替代性农业实践方法，促进多相

关方间的对话，并为终止农业领域童工现象的商业战略制定指南。

粮农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开发了一系列电子学习课程，帮助农

业从业者获得有关终止农业领域童工现象具体行动的知识和实践指

导。与农业供应链工作人员尤为相关的课程是：终止农业领域童工

现象的商业战略和公私伙伴关系（粮农组织，2016d）。本课程介绍

了许多以商业为导向的战略，以减少农业供应链中的童工劳动，包

括在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中。公私伙伴关系

能够通过支持教育、提高生产力和增加认识直接解决童工问题。

 è  为适当的合同安排提供指导。	公平的合同农业原则可以帮助农民

打破进入市场的障碍，促使其获得信贷和资本，从而稳定农民收入

并增加其利润。公平的合同能够在促进体面农村就业实践中发挥重

要作用，包括终止童工现象12。推广和咨询服务提供者应具备能力将

生产者与此类服务联系起来，在公平的合同条件下为其提供指导，

并加强其协商技能。国际统一私法研究所（UNIDROIT）/	粮农组

织	/	农发基金的《订单农业法律指南》（国际统一私法研究所，粮

农组织和农发基金，2015）为协商到谈定的整个关系提供了咨询和

指导。它特别指出，负责的合同农业安排能够成为促进可持续农业

的重要手段、减少有害工作的更好更安全农业实践，以及减少对童

工依赖的劳动力节约型实践和技术。

12 有关订单农业益处的更多信息参见：http://www.fao.org/in-action/contract-farm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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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è  将童工问题关切纳入价值链发展计划和包容性商业实践中。	实

现这一方法可以通过促进青年体面就业，尤其包括15至17岁青年。

重要的是，要将与童工问题有关的关键指标整合到发展价值链干预

措施的监测和评价框架中，并与价值链伙伴和参与者（小型生产

商和跨国公司）开展合作，以预防或采取行动来消除童工现象。

 è  将体面工作维度纳入分布式账本或区块链技术中。	粮农组织有

机会扩展自身在农业领域的技术专长，并与其他组织合作将体面工

作（包括与童工劳动有关的）纳入用于改善农业价值链追溯性的区

块链技术。区块链技术提供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能够激励供应链

实现无童工劳动（插文 17）。

更多信息 >>>

粮农组织和劳工组织的电子学习课程（粮农组织，2016a）：

 J 应对农业计划中的童工问题

 J 终止农业领域童工现象的商业战略和公私伙伴关系

 J 监测和评价农业领域的童工现象

农业领域童工现象的监测和评价手册（粮农组织，20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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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在持续危机、粮食链危机和自然灾害的 
背景下降低风险和易受害性

四分之一的儿童在受冲突或自然灾害影响的地区成长（粮农组

织，2017a）。脆弱的经济存在、粮食的不安全、广泛的破坏和暴力、

被迫流离失所、长期的人道主义应对以及显著的保护和安全风险，都

导致儿童的易受害性。儿童有可能会被卷入童工劳动（如偿还监护人债

务），并在工作中和上班途中遭受多种形式的虐待。基于性别的暴力问

题的增加可能进一步加剧童工现象的严重性。此外，儿童执行的工作

任务或从事的农业领域子行业，在冲突前可能变得更加危险（如更难

以获得自然资源，以及接触未爆炸弹药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等风险）。

由于营地行动限制，获得基本服务和自然资源机会有限的情况，

可能会增加儿童无管理且非正规的工作，因为他们支持着家庭粮食安全

和收入。由于资源冲突需要为牲畜寻找替代食物和用水，这可能增加牧

童接触暴力的风险。从营地出发收集用水、木材和燃料的儿童也有遭

受暴力和虐待的风险，以及遭遇与自然事件或野生动物有关的危险。

自然灾害后童工盛行和形式的变化在不同情况下并不总是一致。

已经依靠儿童收入的家庭，失业会使他们在寻找工作时遭遇不安全迁徙

和人口贩运带来的更多风险。自然灾害后的大规模重建工作可能创造更

多类型的童工劳动，并使儿童从事不适当的重建、开采或加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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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法 

在紧急情况即将对农业社区造成影响的情况下了解掌握童
工现象是否会成为问题。

发生紧急情况后查明农业社区中童工现象可能构成较大关
切的直接迹象。

了解把握情况已经和继续发生变化的方式。

采集数据查明经济冲击对家庭及其生计应对机制和童工现象
的影响情况。

准备
阶段0

>
>
>
>

前两周
阶段1&2

4-8周
阶段3

6-12个月 
阶段4

与其他干预措施一样，作为拯救生命的农业和粮食安全计划可能对

儿童产生正面和负面的双重影响。将童工问题关切纳入这些干预措施，

对于防止或减轻儿童接触有害情形十分重要。工作切入点和方法包括：

 è  在需求评估中收集有关童工问题的信息。	粮农组织采用了五阶段

评估方法，使之与机构间常设委员会的框架保持一致，并确定每个

阶段将使用的具体工具。童工问题应纳入评估的每个步骤中，包括

评估前的培训和介绍。

 è  将童工敏感型活动作为目标，并纳入 	粮食安全和农业计划的	 

 设计和实施 中：

 • 根据评估阶段收集的数据，描述并确定可能会将童工劳动作为

应对策略的高易受害水平家庭，并仔细考虑性别、年龄和残疾

的因素。

 • 为容易受童工问题影响家庭的看护人和适龄工作儿童提供安全

的工作机会。让高于最低工作年龄但未满18岁的儿童获得安全

和体面的工作至关重要，可以帮助流离失所和/或从危机中恢复

的家庭减轻其面临的经济困难。例如，在恢复和修复计划中保

留一定比例工作机会，并向青少年提供金融教育（考虑男孩和

女孩的安全公平参与可能需要不同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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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其他合作伙伴和部门（如在粮食安全、教育和保护集群和工作

组之间）整合和结合战略，以应对农业领域童工问题。在可能的

情况下，为目标的定位和纳入创造灵活和持续的途径，以便在儿

童保护或教育等其他部门计划中确定的家庭能够得到支持，并纳

入案例管理机制（插文 18）。

 è  开展监测和评价 	是关键。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必须定期监测计
划以确保及早查明并减轻儿童因紧急情况或响应而面临的任何风险。

这需要加入用于监测与童工问题有关计划活动执行情况的指标（如

将童工纳入培训，年龄核查技术的使用，计划工作人员和合作伙伴

对童工的了解，提高对农业领域童工问题的认识活动覆盖的生产者

和社区数量，列入计划活动的18岁以下青年人数）（插文 19）。

更多信息 >>>

粮农组织和劳工组织的电子学习课程（粮农组织，2016a）：

 J 应对农业计划中的童工问题

 J 监测和评价农业领域的童工现象

长期危机、脆弱和人道主义背景下的农业领域童工现象（粮农组织，2017a）

农业领域童工现象的监测和评价手册（粮农组织，20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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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在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的背景下降低风险
和易受害性

气候变化威胁着全球粮食安全以及各国消除贫困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能力。它尤其影响到最贫困国家的农村人口，这些国家依赖自然资源，

并遭受降雨模式变化、不可预测天气事件、突发性自然灾害等的影响。

同样，环境退化会导致干旱、洪水、作物歉收和土壤侵蚀。结果导致了

粮价上涨、粮食不安全、自然资源紧张、经济脆弱性和迁徙的可能性。

与气候和环境有关的灾害对儿童和青年，尤其在农村和边缘

化社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世卫组织估计，每年660万5岁以

下儿童死亡案例中，有26％与环境相关原因和状况有关（Terre	des	

Hommes，2017）。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未来的二十年中，将有

3750万至1.25亿非洲儿童缺水，到2050年，由于气候变化，估计还将

有超过2500万儿童营养不良。尽管需要开展更多研究，但是环境条件

恶化和童工现象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否认的。气候变化的影响加剧了童

工现象产生的根源之一：贫困。这导致儿童开始工作，在不安全的条

件下工作或从事进一步加剧环境损害非法活动，或为工作而迁徙。极

端和突发的气候事件可能会迫使人们迁徙。这种情况引起的迁徙已被

确定为阻止儿童就学的关键因素。儿童也是明天的青年。降低儿童的

风险和易受害性，能增加他们成为具有应对气候变化技能和能力的青

年的机会。13

 方 法 

粮农组织通过将童工问题纳入对经历着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的国

家的支持中，为各国农村经济部门和农业粮食价值链向绿色经济的过

渡提供路线图，能够更好地评估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对农村地区儿童

13 参见有关青年参与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2021-2030的信息（联合国环境开发署，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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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粮农组织可以指导各国降低儿童的易受害性，减少利用童工

作为应对策略的风险。干预措施还可能为年龄较大的儿童提供技能提

升并参与气候智能农业活动的机会。工作切入点和方法包括：

 è  将儿童纳入风险和脆弱性评估，	如使用复原力指数衡量和分析，
为政策和计划提供信息。这将增进对家庭和儿童易受害水平的了

解，例如由于干旱、荒漠化、森林砍伐以及土壤和水污染而导致

的生计丧失，并有助于了解他们（成人和儿童）如何应对冲击和

压力。需要加强易受灾地区的儿童服务和基础设施，以覆盖最易

受害群体；尽管受到环境冲击和压力，仍要保持对所有需求的满

足（Diwakar等，2019）。这可以为最易受害家庭适应气候变化的

策略提供信息（如将为成年人创造替代就业机会作为救济工作的

一个组成部分）。

 è  增强童工现象预防，环境可持续性和气候适应力之间的协同  
 作用。	农业领域许多不可持续且危险的做法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

儿童，但同时也弱化了农业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通过

在农业领域及其价值链中绿色可持续的技术和实践为童工劳动提供

替代选择，可以增强气候适应力同时提高各国向绿色经济转型的能

力。综合性方法可以提高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管理以及

儿童保护相关政策和干预措施之间的一致性。

 è  为儿童和青年提供有关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影响，以及可能的 
 解决方案相关知识。	由粮农组织主办的青年与联合国全球联盟

（YUNGA）（粮农组织，2020d）汇集了联合国机构、政府机构、

民间社会组织及其他从事儿童和青年能力发展的团体。联盟成员的

活动旨在帮助男孩和女孩以及青年男女保护和维持环境、自然资源

和生物多样性，同时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粮农组织为JFFLS制定

了针对气候变化的协助人员指南（粮农组织，201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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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è  通过倡导气候变化和绿色经济平台参与工作。	粮农组织、儿童基

金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主张为青年组织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中提供观察员席位。2009年，

这些努力使YOUNGO被正式承认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

官方儿童和青年支持者（粮农组织，2019e）。《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秘书处的“增强气候权能行动”倡议，是与教育、培训、公

众意识、公众参与、公众信息获取和国际合作有关的第6条中的重点

内容。该倡议可以作为切入点，提高对儿童易受害性的认识，尤其

是生活在农村地区并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儿童。

更多信息 >>>

粮农组织和劳工组织的电子学习课程（粮农组织，2016a）：

 J 应对农业计划中的童工问题

 J 监测和评价农业领域的童工现象

环境变化。青年农民田间和生活课堂 — 辅导员指南（粮农组织，2015h）

青年为气候行动而运动！青年农业倡议汇编，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粮农
组织，2019e）

青年与联合国全球联盟网站（粮农组织，202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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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设计的所有项目和计划均要求采用环境和社会保障措

施，在项目设计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到项目实施和退出过程中，防止

和减轻对人员及其环境的不当伤害。这也是涉及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国

际金融在筛选新潜在投资时的一项要求。

在预防童工现象方面采取保障措施的过程，可以作为重要机会让

利益相关者参与，并提高项目提案的质量和有效性。在确定和设计项

目时，保障措施应有助于评估与发展或人道主义干预措施有关的童工

可能面临的风险和影响（积极或消极）。在项目实施期间，这些保障

措施应有助于确定减轻风险并增强积极影响的措施和程序。粮农组织

《环境和社会标准7》（修订中）中的环境和社会管理准则（粮农组

织，2015i）为促进国际劳工标准的应用提供了指导，包括预防和消

除农业领域童工现象。

关于童工问题典型既定机制、立法和政策的简要指南

 > 反童工劳动法属于劳动法，通常规定全国最低就业年龄，包括
了禁止18岁以下青年从事的有害工作的清单，并可能包括允许
的轻体力劳动任务清单；大多数国家/地区都设有最低年龄和有
害工作法规。

 > 劳工部通常领导反童工现象的国家委员会。

 > 消除童工现象国家行动计划是关于童工问题的主要政策文件，且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存在；	该文件是在国际劳工组织的支持下
详细制定的。

 > 国际劳工组织支持各国通过全国童工调查收集每个部门（但很少
每个子行业）的童工数据。

 > 在危机和持续情况下，童工保护大多属于保护（儿童保护）集群

的责任。

注：农业利益相关者与这些典型机制、立法程序和政策的联系仍然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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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粮农组织的童工现象的监测和评价手册（粮农组织，2015b）

包括了有用工具来评估计划，并将童工问题纳入计划周期的每个阶

段，从需求评估、目标确定和规划，到实施、监测、适应和评价。

粮农组织的童工问题战略也符合本机构的核心职能，即知识创

生、政策咨询、能力建设、宣传和外联。

总体目标是在全球、区域和地方各级有效互补其他组织和部门的

童工问题的行动。

5.1  
知识创生 

有关农业领域童工劳动和可行替代办法的数据和研究为制定政策

和计划提供信息至关重要。粮农组织针对农业领域子行业的童工问题

已委托开展了若干区域和地方研究（粮农组织和劳工组织，2019；阿

拉伯国家联盟、劳工组织和粮农组织，2019）。需要更多的分类数据

和信息来更好地调整干预措施。

 > 评估可能包含农业领域童工信息的数据和信息源的可用性和质量

（粮农组织，2019f）。当可用数据不足时，支持农业领域童工

数据的收集，例如，通过确定数据收集统计指标，并将童工问题

纳入定期的数据收集活动（如劳动力调查、人口和家庭普查，农

业普查和调查）和研究计划（如在技术开发和影响评估中包括对

童工问题的关注）。童工数据是敏感数据，在调查中几乎从未使

用“童工”一词。相反，数据是通过间接途径收集的	—	收集有关儿

童开展的活动、活动的性质和时长，以及开展活动环境的信息。

在此基础上，可以确定童工现象是否存在。调查对象（成人或儿

童、男性或女性）的选择和相对于农业日历的时间选择，也可能

影响结果。国际劳工组织编制了清单，可供研究前、研究中和研

究后使用（劳工组织，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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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农业领域童工问题的知识创生。粮农组织开展具体研究活动（定

性和定量），以获取更多特定部门、地区和价值链中童工问题的

知识。该研究产生的知识有助于提高认识，为制定政策和计划提

供信息，以更有效的方式解决童工问题。例如，马里的稻米和棉

花价值链中的童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有关情况和替代方法方面

的知识，并为减少农业领域童工现象的路线图提出建议。危地马

拉韦韦特南戈省咖啡行业的研究，为了解该行业童工现象的根本

原因提供了宝贵信息，从而确定了解决该问题和提供政策支持所

需的战略和伙伴关系。产生的信息能有助于填补童工问题与营养

不良和粮食不安全间联系（如童工是否由于身体疲劳而更易营养

不良）上的知识空白，或者能够全面评估采用改进的劳动力节约

型做法、引进机械化和推广收获后技术产生的减少童工现象的积

极影响。为了改善实地行动，需要更多的文件记录。

5.2   
监测与评价 

将童工问题纳入监测与评价框架中有助于在早期阶段确定农业、

粮食安全和营养计划是否对童工状况产生影响，以及是否应当采取预

防和校正措施。通过在监测与评价框架中考虑童工问题，还可以记录

计划期内的良好实践以及儿童生活的积极变化，并推广这些做法。把

有关童工问题的指和问题纳入粮农组织计划的监测与评价系统中，是

催生重大积极变化的重要战略。

粮农组织编写了《农业领域童工现象的监测与评价手册》，为评

估农业和粮食安全计划和项目对家庭农业中童工的影响提供了指导和

工具（粮农组织，20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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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将童工问题纳入计划的途径和指南包括：

 > 考虑年龄和性别的包容性评估。在评估和计划设计期间，重点应

关注儿童现状、现有童工现象以及由于易受害程度或贫困水平存

在的潜在风险，并确定不同年龄段、性别和就业类型人群的需求

非常重要。如果可能，尝试获取学校入学率的基线值。

 > 监测影响。制定指标以评估干预措施对童工问题的影响，没有

适用于所有情况的标准童工问题指标列表。指标必须对计划的实

施背景有针对性，并且需要根据不同农业部门的童工动态进行选

择。在可能的情况下，最终需要按年龄（将最低就业年龄作为可

能的门槛）和性别对采集的所有数据进行分类。在特定情况下，

组织计划外的实地考察也有助于确保儿童不会因干预措施而从事

有害工作或失学。

5.3  
政策建议

许多公约、准则和约法中都有关于消除农业领域童工现象的规定。

有些文件针对普遍的童工现象：《儿童权利公约》；	1999年《最恶劣形

式童工劳动公约》（第182号）；	1973年《最低年龄公约》（第138号）。 

其他文件与农业领域的童工现象相关：2007年《渔业捕捞劳动公约》

（第188号）；	2001年《农业安全与健康公约》（第184号）；	粮农

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	以及《国际农药管理行为守则》。

为了消除农业领域童工现象，必须在不同政策、战略和计划中充

分涵盖与农业和农村地区有关的问题。

主 要 应 对 战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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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能够在以下方面提供支持：

 > 评估政策和立法，以明确与农业部门有关的缺口（如义务教育的

年龄和法定工作年龄，国家有害任务清单对农业领域有害任务的

纳入）。此外，评估农业政策以确定切入点，加快行动打击农业

领域童工现象。重要的是，确保在此过程中需要咨询所有相关利

益相关者（插文 20）。

 > 通过部际小组或国家童工委员会，并在地区和地方各级促进劳工

和农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政策对

话和进程，特别是代表农村社区、男女、青年、农村组织和合作

社的利益相关者。

 > 加强政策的一致性，并建议采取综合性方法消除农业领域童工现

象。同时明确相关政策领域间的协同作用，例如教育和培训、社

会保护、青年和成人的体面工作以及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等政

策领域（插文 21）。

更多信息 >>>

粮农组织和劳工组织的电子学习课程（粮农组织，2016a）

 J 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以终止农业领域童工现象

 J 把童工问题纳入政策和战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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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能力建设 

为可持续地消除农业领域童工现象，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必须参与

其中，提高认识并有所准备，能清楚地了解童工劳动与儿童可接受任

务之间的区分，以及解决该问题的良好做法。

粮农组织能够在以下方面提供支持：

 > 确定农业利益相关者在童工问题方面的能力建设需求。根据具体

需要，对能力需求的评估可以侧重于特定的价值链或种植业、畜

牧业、林业或渔业，并考虑国家、地区和地方各级的不同利益相

关者。可以通过农村体面就业咨询讲习班或利益相关者调查来开

展评估。

 > 设计和促进能力建设干预措施。粮农组织举办国家和区域讲习班

及培训课程，召集劳工与农业领域以及国家和地方各级利益相关

者，以确保对农业领域童工现象有共同的理解（如为处在最低法

定年龄以上和以下的儿童提供适合年龄的工作；童工劳动和有害

工作）；告知如何分析计划对儿童的潜在负面影响；并确定解决

童工问题的切入点。粮农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设计了一系

列有关农业领域童工现象的电子学习课程，可在线获取（粮农组

织，2016a）。

 > 通过以下方式扩大能力发展干预措施规模并将农业领域防止和减

少童工现象制度化：

 – 将童工问题在现有能力建设活动中主流化（如在培训学院或
进修培训课程中为劳动监察员、公私推广和建议提供者、FFS
协助人员提供有关童工问题的课程，将该问题纳入地方小组
讨论中	，如利用Dimitra俱乐部以提高社区意识、增加接受度
并采取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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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将预防和减少童工现象的能力建设作为国家农业农村发展和减
贫计划的具体组成部分；

 – 利用现有网络和从属关系接触更多的受众（如在生产
者组织的联盟组织大会中介绍农业领域童工现象）；和

 – 与其他组织的合作（如粮农组织与劳工组织在农业领域童工问
题国际合作伙伴关系框架内的合作，有助于扩大行动规模，促
进采取整体方法来解决农业领域童工问题）。

 > 就农业领域童工问题进行有效沟通。粮农组织开发了一系列教育

和交流工具来倡导解决农业和农村供应链中的童工问题（粮农组

织，2019g）。工具和信息的选择取决于目受众（为父母和社区提

供图片和卡通动画，为政府官员提供政策简介）。

5.5  
规模化推广

粮农组织认为，专门针对儿童的具体计划不足以防止一切形式的

童工现象。它需要通过更广泛的、能使人们摆脱贫困的粮食安全和农

业农村发展计划实现。农业领域童工现象的上升与冲突和气候灾害的

增加之间的联系，也要求了在粮农组织的紧急和气候计划中考虑到这

一问题。

这些计划对童工现象的影响并非是中性的；它们具有应对体面劳

动和童工问题的巨大潜力。为了最大程度地发挥这些计划在消除童工

现象方面的潜力，粮农组织可以在以下方面提供支持：

 > 在农业、供应链、农村发展以及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大规模和投资

计划的设计中纳入体面劳动和童工问题，同时要考虑到农业领域

中难以触及的童工情况，如地方和区域价值链和家庭农业。这包

括在与国际劳工组织、农发基金以及其他发展和金融组织等合作

伙伴设计投资计划时，就农业领域童工问题提供技术援助。

主 要 应 对 战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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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现有的多部门和多方平台和空间（由粮农组织主办、主持或协

助）中共享信息并分析农业领域体面劳动和童工现象，提高有效

对话和集体行动的能力，并为防止童工现象的计划和投资提供指

导。平台和空间可以包括：

 – 粮农组织可持续价值链和负责任农业投资跨部门工作组；

 – 治理和法定机构（例如农业、渔业、林业技术委员会、可持续
森林工业咨询委员会、国际杨树和其他维持人类和环境的速生
树种委员会）；

 –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和

 – 鹿特丹公约	。

通过利用其对农业农村发展以及粮食安全和营养治理机制的影响

力，粮农组织占据发挥综合作用的有利位置，将成员国、发展伙伴和私

营企业聚集在一起，为消除农业领域童工现象做出贡献（插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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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促进宣传和伙伴关系

伙伴关系和国际发展合作对于消除一切形式的童工现象仍然至关

重要。粮农组织无法单独行动，	它促进了与许多组织间的密切合作以

应对不同背景下的童工问题，特别是与国际劳工组织就职业安全与健

康问题和促进体面农村就业方面的合作。自2007年以来，粮农组织作

为农业领域童工问题国际合作伙伴关系（IPCCLA，2007）的成员，致

力加强农业利益相关者之间以及与其他主要利益相关者（例如劳动，

教育）的合作。

粮农组织还支持联盟8.7（这是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8.7建立的全球

伙伴关系，旨在终止强迫劳动、现代奴役、人口贩运和一切形式的童

工现象），该联盟于2016年启动，是促进积极协作和利用志同道合的

广泛利益相关者专业知识的载体。

粮农组织参与重大国际倡议，包括世界无童工日，以提

高对消除农业领域童工现象优先行动领域的认识。2018年，在

国际劳工组织宣布农业领域童工现象再次开始上升后，粮农

组织发起了一场宣传运动。为实现#零饥饿，我们必须零童工。

为纪念2019年世界无童工日，粮农组织、欧盟和劳工组织联合组

织了“联合终止农业领域童工现象”会议。借此机会，粮农组织敦促各

国更加关注并分配更多财政资源，以解决国内和当地粮食供应链中

的童工问题，以及农业领域童工现象严重的自给农业中的童工问题。

更多信息 >>>

粮农组织和劳工组织的电子学习课程（粮农组织，2016a）

 J 以有效沟通终止农业领域童工现象

 J 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以终止童工现象

主 要 应 对 战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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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2 农业领域有害任务示例

 > 工作时间长

 > 搬运重物

 > 重复活动

 > 极端气温/天气

 > 地下、水下、在危险性高度或密闭空间的工作

 > 接触或直接使用化学/有害农药（温室工作）

 > 发生事故或生物性危害（屠宰场工作）

 > 使用危险设备或机械、锋利工具

 > 虐待或骚扰

插文 1 农业领域非法活动中童工劳动示例

 > 非法采伐

 > 非法狩猎

 > 非法、无报告和无管制（IUU）捕鱼

 > 导致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的非法活动

 > 非法毒品作物种植，通常导致非法森林砍伐

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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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3 推广服务的作用

在马拉维，农业、灌溉和水利部下的农业推广服务司与全国小农协会共同

发起了一场全国反对农业领域童工现象的运动。首先，他们在定期的推广材料

中加入了与童工问题有关的信息。然后，制作了一系列专门针对消除童工现象

的传单和海报，通过全国各地区农业部门分发。与此同时，各部委的推广服务

部门制作了关于农业领域童工现象的纪录片。通过一辆移动货车，在全国偏远

村庄放映该影片。这些巡演的对象为茶业、咖啡业、渔业和牧业等农业部门。

巡演日期通过当地广播电台提前宣传。超过10,000名农村男女和青年观看了

该纪录片，随后与推广人员进行辩论。放映过影片的许多村庄的代表承诺，将

在地方议会会议中提出童工问题，并以地方法规来威慑儿童从事不适合其年龄

工作的现象。在活动过程中，《农业领域童工问题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通过

与农业、劳工和社会事务部合作，帮助发展全国各地区农业办事处推广人员的

能力。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2017。终止童工现象。 《农业利益相关者方的决定性作用》罗马。（亦可见 
http://www.fao.org/3/a-i8177e.pdf）。

插文 4 联合国各机构在消除童工现象方面的作用

组织 促进终止童工现象中的作用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 改善劳动条件，促进童工的预防、治疗和康复； 体

面工作议程（IPCCLA成员）

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减少贫困，促进更安全的农业
实践、可持续的农业和粮食体系以及体面的农村就业
（IPCCLA成员）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消除农村地区的极端贫困和饥饿，促进青年体面工作
（IPCCLA成员）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 儿童福利和发展，特别是营养和社会保护计划，儿童
保护干预措施，以及获得教育机会。

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 通过学校供膳计划提供粮食和营养改善方面的援助，
并提供获得教育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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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5  DIMITRA俱乐部

粮农组织Dimitra俱乐部是由妇女、男子和青年，混合或非混合组成的群

体，他们决定组织起来共同努力实现社区变革。他们定期开会讨论日常生活中

面临的挑战，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解决他们的问题。

事实证明，Dimitra俱乐部是对性别和年龄敏感的有效渠道，以动员和赋权

农村社区，来应对包括农业领域童工现象在内的各种问题。

通过一系列培训课程，Dimitra俱乐部辅导员和领导者的能力得到增强。

其后，在马里北部班迪亚加拉圈6个社区的30个Dimitra俱乐部中，介绍并讨论

了农业领域童工问题。这些讨论让妇女、男子和青年俱乐部的成员有机会深入

理解农业领域与童工有关的危险，表达他们的意见和观点，并找到减少童工现

象的解决方案。在最后的大会上，他们与传统领导人共同决定即刻采取措施。

还确定了一系列娱乐/社交活动，以进一步提高认识（如戏剧）。

插文 6 与有害工作清单有关的国家经验

尼日尔农牧业和渔业设施的职业安全与健康危害评估（2018）

尼日尔尚未按照1974年《最低年龄公约》（第138号）和1999年《最恶劣

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第182号）的规定采用儿童有害工作清单。该评估的主

要目的是评价农牧业和渔业部门工人面临的危害，并明确尼日尔农场主面临的

挑战和主要需求，以为改善儿童及成年人农场安全条件和工作条件提出建议。

收集的数据为改善尼日尔农场工作条件并促进职业安全与健康形成建议。

它还支持为这三个雇佣童工的子行业的有害工作清单制定建议指南。

科特迪瓦13至16岁儿童允许从事的轻体力劳动活动清单（2017）的制定

根据对童工问题的调查结果，科特迪瓦政府更新了国家有害工作清单，

并制定了于2017年通过的13至16岁儿童允许从事的轻体力劳动活动清单

（CNS，2017）。该清单的独特和创新之处在于包含了不同农业子行业中13

至16岁年龄段儿童可接受的任务。

资料来源: CNS。2017。创立文件。在：全国打击贩运、剥削和童工现象监测行动委员会[在线]。 
[引用日期：2020年5月22日]。http://www.travaildesenfants.org/fr/documents-fondateurs/la-liste-des-
travaux-l-gers-autoris-s-aux-enfants-dont-l-ge-est-compris-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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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7 灌溉计划中的童工现象

一项灌溉计划不仅要考虑将灌溉水引向田间的技术，还要考虑为附近的家

庭和动物饮水点提供安全的饮用水。这将减少对儿童放牧动物的需求，并减少

儿童收集作物和家庭用水的时间。

插文 8 体面农村就业 — 粮农组织采用的定义

体面农村就业是指在农村地区，男女、成年人和青年为获得薪酬或利润而

从事的任何活动、职业、工作、商业或服务，该活动：

1.  尊重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中规定的核心劳工标准，因此不是童工劳动，不是强
迫劳动，不构成工作歧视，且保证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

2. 提供足够的生活收入；

3.  具备足够程度的就业安全和稳定性；

4. 采取部门特定的最低职业安全与健康措施；

5.  避免过长工作时间，并允许足够的休息时间；

6.  促进获得适应技术和职业培训的机会。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2015。《理解体面农村就业》。信息图。罗马。 
（也可以通过 http://www.fao.org/3/a-bc270e.pdf 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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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9 乌干达青年农民田间和生活课堂

在乌干达，粮农组织和其合作伙伴已实施了青年农民田间和生活课堂，来

应对生活在受冲突影响的农村社区中弱势儿童的迫切需求。

该项目的对象是国内流离失所者家庭中12至18岁的儿童和青少年，其中

一些受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另一些父母重度残疾、或与年迈

的祖父母或监护人共同生活，或失学或入学率低。该计划围绕当地农业日历进

行规划，通过课堂学习和实地实践课程，使儿童发展农业、创业和社交技能，

并辅以生活技能课程、当地戏剧、艺术、舞蹈和音乐。

青年农民田间和生活课堂是一种经过测试的模块化方法，被用于向弱势儿

童或处在合法工作年龄的青年传授农业和创业技能以及如何照顾自己并设定生

活目标。这些学校遵循“活动课堂”方法，让学生或儿童在课外观察整个生长

季节的作物情况。

因此，乌干达的青年农民田间和生活课堂不仅提升了小学儿童的入学率、

成绩和出勤率，而且帮助改善了儿童的饮食情况并增加了他们的农业知识。由

于青年农民田间和生活课堂，2012年至2013年间，在科蒂多区的潘扬加拉小

学有40名学生重返学校。在卡贝拉米多区，青年农民田间和生活课堂社区的

64名儿童在2008年被吸引回到学校。出勤率的提高也提升了了弱势儿童的成

绩。2012年，青年农民田间和生活课堂课程涵盖的一些主题出现在小学离校考

试中。在青年农民田间和生活课堂中受过教育的儿童成为榜样，并与其他家庭

成员和更广泛的社区分享所获知识和技能。

青年农民田间和生活课堂方法已在20多个不同背景的国家中引进和实施，

或“重塑”农业作为学校的乐趣所在，或支持农村青年进入农业部门的各个价

值链中。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2014。《粮农组织农民田间和生活课堂为儿童发声》。 
（亦可见 www.fao.org/fileadmin/user_upload/emergencies/docs/FAO%20Uganda%20Junior%20
Farmer%20Field%20and%20Life%20Schools%20(JFFLS).pdf）。



100 粮农组织消除农业领域童工现象框架

插文 10 危地马拉的咖啡营：127位16-29岁青年 

La Nueva Generación Cafetalera（咖啡新世代）是在粮农组织综合性国别方

法框架内实施的一项倡议，以在农业粮食体系中促进青年体面工作。该倡议旨

在帮助农村青年探索特色咖啡领域，以作为个人成长和就业机会的空间。它增

强青年的咖啡生产、烘焙、品尝和制作的能力，提高他们的创业精神并与咖啡

市场建立联系。一百多名16至29岁的青年参与了 五个阶段的学习之旅，以发

现并增强他们在咖啡价值链中的能力。在该计划尾声，根据个人兴趣和动机选

择了22名女孩和19名男孩，在危地马拉的咖啡界不同企业中开展实习。对于

所有参与者而言，这次旅程对于自我发现和了解咖啡行业的不同方面、自身潜

力，以及技能的发展而言都具有变革性。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2019。咖啡新世代。《特色咖啡：农村地区青年的机会之窗》。罗马。 
（亦可见 www.fao.org/3/ca4278es/CA4278ES.pdf）。

插文 11 乌干达国家农业领域青年就业战略

2017年，粮农组织通过其综合性国别方法支持乌干达农业、畜牧业和渔

业部制定了五年期《农业领域青年就业国家战略》。《农业领域青年就业国家

战略》旨在通过建立国家信息中心作为创新中心、消除限制农业企业启动和拓

展的具体制约条件，以强化农业价值链中青年就业的体制框架，并投资于青年

教育学习。该战略还通过与国家公私行动方合作，促进15至17岁的青年加入

专注于农业部门发展的计划中。这方面的具体案例是“农业领域青年激励青

年”倡议，该倡议于2017年在《农业领域青年就业国家战略》下由粮农组织

支持试行，并在2020年复制并扩大。“农业领域青年激励青年”倡议的主要

目是通过树立青年农业企业家的榜样，以创造和促进农业部门的青年就业。

在粮农组织和乌农业部推动的全国性的比赛中，有25位年轻农业企业家（均

超过20岁）被选为“青年标兵”，来培训和指导社区中的其他青年（包括低

龄青年）。该倡议成功后，2019年进行了一项调查，以更好地了解低龄青年 

（包括14至17岁青年，以及在校和辍学青年）作为学员的需求。评估结果将

形成“农业领域青年激励青年”倡议的下一轮扩大，并为乌干达政府的总体青

年指导战略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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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12 揭示肯尼亚现金转移活动与减少童工现象之间的联系

“从保护到生产”项目是一项撒哈拉以南非洲现金转移对多国影响的评

价。在肯尼亚，项目评价显示了社会保护与减少童工现象之间存在积极联系。

名为“肯尼亚的孤儿和弱势儿童现金转移”计划的发起，鼓励了抚养和保

留儿童并促进其人力资本发展。国家儿童保护计划每月向有孤儿和17岁以下弱

势儿童的超贫困家庭提供现金转移。

干预措施使农场童工减少了12％；其影响主要集中在男孩身上，对女孩并

无显著影响。它还改善了以农业生产者为主的受益人的经济生计。它增加了生

产性资产（尤其是牲畜）的积累，以及将使用传统技术种植本地玉米和豆类的

农业生产者多样化为散工和非农企业。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2013。《肯尼亚CT-OVC计划对生产活动和劳动力分配的影响》。罗马。 
（亦可见 http://www.fao.org/fileadmin/user_upload/p2p/Publications/Kenya_HH_2012.pdf）。

插文 13 通过《鹿特丹公约》提高认识

《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

特丹公约》针对某些有害化学品和农药提供了信息，并要求采取行动。国家指

定主管部门可以与劳工部委共享该信息，以帮助国家儿童有害工作清单的起草

和修订。

通过《鹿特丹公约》，粮农组织能够促进各国家利益相关者（农业、环境

和劳动部委以及农药管制局）间的对话，并提高他们对童工问题和保护儿童免

受农药危害的认识。这些被转化为与国家制定主管部门的能力建设活动，以增

强他们对童工劳动潜在危害及其负面影响的理解。提供了关于如何预防童工现

象、如何在国家农药风险评估中考虑童工问题，以及采取何种措施保护儿童免

受农药和有害劳动危害方面的信息、工具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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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14 将童工现象纳入国家政策和框架：柬埔寨

近年来，柬埔寨政府和粮农组织致力于应对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中的童工问

题。特别是，柬埔寨农业、林业和渔业部积极将对童工问题关注纳入现有政策

和法律框架中。这些将童工问题纳入国家计划主流的努力促使整个部委起草了

第一份《儿童发展战略》，其中包括预防童工现象的内容。

这些成就，来自于2010年粮农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举办的渔业和水产养

殖业中童工问题国际专家讲习班以来采取的持续性多方利益相关者方法。柬埔

寨政府是该讲习班中的主要行动方之一，该讲习班促进制定了粮农组织－国际

劳工组织关于应对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业中童工问题的指南。在柬埔寨，该指南

已被用于增进对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中童工性质、原因和后果的了解。例如，世

界宣明会在执行其美国资助的打击该国剥削性童工现象的计划时，已采用了该

文件。

2011年，应柬埔寨政府要求，粮农组织对柬埔寨的童工现象进行了参与

式的范围研究。这项研究是在为制定《在粮食安全和消除贫困的背景下确保可

持续小规模渔业的自愿准则》（SSF准则）而开展与渔业组织的全国磋商框架

下进行的。此外，柬埔寨农业部在2015年完成了《2015-2020年国家行动计

划》中将性别问题主流化并消除渔业部门中最恶劣的童工形式的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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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15 将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纳入国家危险工作清单

科特迪瓦。《2012年有害工作清单》（MEMEASS / CAB，2012）1 第

11条在援引违禁作业时特别提到渔业工作。特别是，未满18岁的儿童不应在海

上、泻湖或河流中捕鱼，也不应在泻湖和沿海地区或河流中进行深海潜水。该

清单还禁止了与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有关的一般性有害工作，这些工作可能损害

儿童的发育，包括化学产品的处理和使用。

印度尼西亚。《有害工作清单》（部委决定，2003年，附件C-5）2 列举

了危害儿童健康和安全的任务，包括近海捕鱼活动、深水/中上层水域捕鱼以及

船舶作业。该清单还包括使儿童面临可能与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有关的一般危险

条件工作，例如水下工作、托举重物和机械操作。

1 CNS。2017。创立文件。在：全国打击贩运、剥削和童工现象监测行动委员会[在线]。[引用日
期：2020年5月22日]。http://www.travaildesenfants.org/fr/documents-fondateurs/la-liste-des-travaux-
l-gers-autoris-s-aux-enfants-dont-l-ge-est-compris-entre

2 IPEC。2014。《有害童工劳动国家立法》。印度尼西亚。 
（亦可见：https://www.ilo.org/ipecinfo/product/download.do?type=document&id=27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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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17 分布式分类帐技术和区块链

分布式分类帐是数据库或记录系统的一种类型，可在网络成员间共享、复

制和同步。

区块链是一种分布式账本，包括了在称为块的程序包中不可更改的数字记

录数据，然后使用密码签名将每个块“链接”到下一个块。

区块链可以使消费者通过价值链来追踪和追溯产品。它还可以帮助公司和

合作伙伴解决诸如体面工作和童工现象等社会问题。

注：改编自ITU-T分布式账本技术应用重点小组（截至2018年9月）使用的工作定义（ITU –国际电信
联盟）。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和国际电信联盟。2019。《行动中的电子农业：农业区块链。机遇与挑战》。 
曼谷。（亦可见 http://www.fao.org/3/ca2906en/ca2906en.pdf）。

插文 16 应对畜牧业中童工问题的参与式实践方法 

旨在解决牧民教育障碍的创新方法包括了远程学习、流动学校、学校

供膳计划或现金转移，以及寄宿学校、牧民田间课堂和畜牧业农民田间课

堂。牧民田间课堂是对对农民田间课堂方法一种变化形式，是“没有围墙的

学校”，其能力是根据现有的当地知识而发展的。它们遵循以下关键原则：

 > 学习是通过实干并基于问题的。

 > 牧群和景观是主要的学习场所。

 > 基于探索的学习工具可以激发好奇心和创新精神。

 > 训练有素的辅导员不是通过教学而是通过促进来指导学习过程。

目前在肯尼亚和乌干达开发的牧民田间课堂概念，正在埃塞俄比亚和吉布

提等其他国家以及从非政府组织到政府的多个参与者采用。为了更好地以集体

方式应对干旱风险，许多情况下，牧民田间课堂方法与社区管理的减少灾害风

险方法相辅相成，并且在乌干达卡拉莫贾和肯尼亚图尔卡纳的干预点形成了强

有力的集体行动平台。

注：牧民田间课堂方法（农民田间课堂在牧业环境下的一种变化形式）是由国际畜牧研究所和比利
时无国界医生组织于2006年试行的，在乌干达、肯尼亚和南苏丹的干旱、半干旱和冲突多发地区
直接开展工作。有关牧民田间课堂方法的更多信息可见：http://www.fao.org/capacity-development/
news-list/detail/en/c/88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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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18 应对危机中的童工问题-以黎巴嫩为例

在《黎巴嫩危机应对计划》的框架内，粮农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

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联合，通过在黎巴嫩《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

工现象国家行动计划》下的持续努力，即儿童保护集群的工作，以及在全国范围

内向粮食安全集群成员提供培训，来解决难民儿童在农业领域的童工问题。

这项卓有成效的联合国合作伙伴关系产生了相关材料，以增强利益相关者

应对难民中农业领域童工问题的能力，例如关于保护儿童免受农药危害的海报

和粮农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协调人员的视觉指南《保护儿童免受农药危害！》 

（阿拉伯文）1。这是一种减少和防止儿童接触农药的教育工具，也可以保护人

类健康和环境免受农村地区有害化学物质的潜在危害，它易于儿童理解并已被

应用在不同小学和高中。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本故事书，针对年

轻的潜在文盲儿童的简短视觉故事（阿拉伯文）2，尤其针对在难民营和非正式

农村定居点居住的难民儿童。它侧重于流离失所的儿童和难民儿童，并在长期

危机、脆弱和人道主义背景下，催化了农业童工劳动有关指导说明的制定，其

符合粮农组织在世界人道主义首脑会议期间为国际人权作出的承诺：恪守保护

人类的准则。

1 http://www.fao.org/3/b-i3527a.pdf
2 http://www.fao.org/3/a-i7165a.pdf

插文 19 通过农业、粮食安全和营养计划来监测和支持体面工作并
防止童工现象的保障措施

 > 在注册过程中筛选参与者的年龄。

 > 监测活动中参与者的年龄及和与承担任务有关的年龄。

 > 为从事以工作换现金或换粮食计划，或其他粮食安全和农业干预措施的儿童
制定明确准。

 > 确定14/15岁以上儿童适合并安全的任务，以及有害并繁重的任务。

 > 寻求支持，以为农场和其他与农业或渔业有关环境制定工作场所安全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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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21 研究相关政策领域间一致性时的有关问题

领域 问题

教育  > 城乡间的入学率/学力是否存在重大差距？

 > 农村地区儿童是否有足够的机会上学（如是否有诸如学费或校
服方面沉重的费用负担）、是否有合格教师以及与农村社区相
关的课程？

 > 是否有为失学儿童提供职业培训的机会？

 > 是否有为游牧儿童和季节性工人子女提供教育的有关规定？

 > 是否将农业领域有关问题纳入学校课程？

 > 是否将与农业领域童工问题纳入大学和职业教育的粮食和农业
课程？ 

社会保护  > 农村/城市的服务供应是否存在显著差距？

 > 是否有专门针对农业领域的社会保护规定，例如覆盖农作物歉
收问题的社会保险（农作物歉收引起的“收入冲击”可能意味
着家庭不再能够负担子女就学费用，因此十分重要）？

 > 农业和农村工人能否有获得医疗保健、医疗保险和诊所的 
机会？

插文 20 将童工问题纳入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政策主流的成功方法

2011年10月，柬埔寨举办了一次打击渔业部门童工现象的全国磋商会，

有关部门、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以及社区渔业机构的代表参会，该会议确定

了行动战略和领域，并拟定了《消除柬埔寨渔业部门童工现象的国家行动计

划》草案。

《国家行动计划》概述了应对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业部门童工问题的具体

步骤，并指定了每个步骤的责任方。此外，柬埔寨政府将消除渔业社区童工

现象这一目标纳入了渔业十年战略规划框架的一部分，并将童工问题关切纳

入了《柬埔寨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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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问题

劳工市场政策  > 劳动力市场政策是否支持弱势家庭的生产活动？

 > 它们能否帮助为高于最低就业年龄的农村青少年提供体面工作
机会？

 > 这些政策是否符合农村社区的需求？ 

 > 它们是否支持农业领域的体面工作？

国家立法和执法  > 国家劳工和儿童保护政策是否涵盖农业领域所有形式的童工
问题？

 > 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技能在农业环境中执行童工问题的立法？

 > 劳工监察员的任务授权是否涵盖农业领域，包括家庭环境 
（不限于商业耕作）？

 > 是否有保护在非正规经济中工作儿童的有关规定？

可持续农业与农
村发展

 > 农业政策是否旨在改善农村生计或降低对风险的易受害性？

 > 政策是否推广了实践或技术，以减少对儿童通常承担的任务的
劳动力需求，或使农业工作更加安全？

 > 法定工作年龄的青年是否获得生产资源的支持？

插文 21 (...)

插文 22 粮农组织全球机制如何考虑童工问题

 2013年，在粮农组织大会第38届会议上批准了对《国际农药管理行为守

则》的修订，以鼓励各国政府和农药行业采取措施，减少儿童接触农药的易受

害性。粮农组织正在制定新的国际准则，以应对海产品行业不合标准的工作条

件，并在2020年7月渔业委员会会议上进行讨论。

2014年和2015年举行的维哥对话会议讨论了促进体面工作问题，包括了

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中的童工问题，2015年重点讨论了该行业体面工作的益处和

激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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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
种植业生产中儿童劳动的任务、危害和风险

任务 危害 健康风险

整地  > 农用车辆和重型机械使用

 > 暴露于过度噪音

 > 役畜

 > 涉及车辆和机械的事故

 > 被卷入或拖入机械中

 > 听力丧失

 > 役畜致伤

施肥和农药
喷洒

 > 暴露于农药和其他有毒化学品  > 急性农药中毒

 > 暴露于农药的慢性影响（如癌
症、神经损伤、呼吸系统疾病）

除草、收获
和处理已收
获作物

 > 使用锋利工具（砍刀、 
刀、长柄镰刀、镰刀）

 > 暴露于作物中含有的皮肤刺激
性物质

 > 暴露于田间大量有机粉尘

 > 由于未遵守农药施用再进入时
间要求或接触受沾染土壤和水
而造成的农药喷施漂移污染

 > 锋利工具致伤

 > 皮肤问题 
（如国民、皮疹或肿泡）

 > 过敏性呼吸系统疾病

 > 农药中毒

户外栽培活
动（如栽种
秧苗）

 > 暴露于极端天气和太阳照射

 > 缺乏饮用水 

 > 暴露于野生动物和昆虫（特别
是没有适当保护服装、鞋和遮
蔽物）

 > 危险野生动物和昆虫袭击

 > 冻伤、晒伤和其他温度应力

 > 皮肤癌

 > 脱水

 > 冷湿劳动条件下呼吸系统感染

 > 饮用滞留或受污染水导致的疾病

 > 通过昆虫和野生动物传播的疾病

 > 荆棘造成的割伤、擦伤和刺伤

装载和搬运
产品和水

 > 处理重物

 > 长时间处于不自然姿势

 > 反复运动

 > 肌肉骨骼伤病和紊乱

 > 手脚肿泡

 > 疼痛、扭伤、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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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畜牧业生产中儿童劳动的任务、危害和风险

任务 危害 健康风险

所有涉及应对牲
畜或在牲畜近旁
的活动

 > 通过直接接触牲畜、牲
畜产生的物质或受沾染
环境而暴露于生物危害

 > 多种人畜共患病或寄生虫感染
和疾病

所有涉及直接接
触大型牲畜的
活动

 > 大型或危险牲畜  > 牲畜咬伤、撞伤、顶伤、（角）
戳伤、踢伤、踩伤或踏伤；伤
口感染

户外畜牧业活动  > 暴露于极端天气和太阳
照射

 > 缺乏饮用水

 > 暴露于野生动物和昆虫
（特别是没有适当保护
服装、鞋和遮蔽物）

 > 冻伤、晒伤和其他温度应力

 > 皮肤癌

 > 脱水

 > 冷湿劳动条件下呼吸系统感染

 > 饮用滞留或受污染水导致的疾病

 > 野生动物和昆虫导致的咬伤、蜇
伤和疾病

 > 荆棘造成的割伤、擦伤和刺伤；
伤口感染

承担放牧责任  > 因牲畜损失或牲畜毁坏
庄稼而可能受到或害怕
受到惩罚或殴打

 > 对（家庭）资产所承担
的责任过重

 > 雇主体罚导致伤痛

 > 心理压力或创伤

离家放牧  > 饮食不佳和食物摄入
不足

 >  长期孤单隔离

 > 疲劳或困倦

 > 长时间或多天离家工作

 > 营养不良

 > 发育不良

 > 孤单工作带来的心理压力

 > 履行职责判断力不佳，可能导致
做出危险决定

骑马放牧  > 暴露于与马匹有关的事
故和疾病

 > 与马匹打交道和骑马造成的伤害
（咬伤、踢伤、跌落）

 > 通过咬伤传播的疾病；伤口感染

 > 与马匹有关的疾病或寄生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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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危害 健康风险

屠宰或屠宰场
活动

 > 使用锋利物件、危险工
具或机械

 > 施力重复运动

 > 暴露于动物胴体

 > 屠宰工具或机械导致的伤害

 > 割伤，伤口感染

 >  劳损伤害 

 > 皮肤病

 > 人畜共患病和真菌感染

装载和搬运水，
收集饲料和粪便
（及其他类似 
活动）

 > 使用锋利物件、危险工
具或机械

 > 搬运重物

 > 长时间处于不自然姿势

 > 重复运动

 > 肌肉骨骼伤害和疾病 
（如关节和骨骼畸形）

 > 伤害和创伤

 > 手脚肿泡

 > 疼痛、扭伤、拉上和肿胀

清洗牲畜、取水
（以及与水有关
的其他活动）

 > 暴露于受沾染水

 > 饮用滞留或受污染水

 > 人畜共患寄生虫疾病

处理用于防治牲
畜体内和体外寄
生虫的化学品

 > 暴露于有毒化学品  > 皮疹和其他皮肤病

 > 过敏反应

 > 呼吸困难

 > 眼睛刺激

 > 化学品中毒

 > 肝损伤

 > 神经和神经系统疾病

 > 癌症

 > 生殖健康疾病

所有畜牧业活动  > 卫生条件和状况不佳  > 传染性疾病

 > 皮炎

 > 尿道感染

 > 呼吸系统疾病

 > 眼睛疾病

 > 传播寄生虫

附件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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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中儿童劳动的任务、 
危害和风险

任务 危害 健康风险

分拣、卸载和运
输渔获物

 > 搬运重物

 > 使用具有运动部件的大型机械

 > 暴露于噪音

 > 关节和骨骼畸形

 > 手脚肿泡

 > 裂伤

 > 背部和肌肉伤痛

 > 手指、脚趾和四肢截肢

 > 听力损伤

渔船上制备食物  > 使用锋利刀具

 > 使用维护状况不佳的灶具或在
其近旁工作

 > 割伤

 > 烧伤

需要下水收获某
些水产品，或下
水解开被刮住的
网具或把鱼赶进
渔网

 > 潜入深水

 > 在受污染水体中作业

 > 在危险性鱼类近旁作业

 > 暴露于船只螺旋桨

 > 被渔网缠住

 > 溺水死亡

 > 缺氧

 > 减压病

 > 眩晕

 > 肺气肿

 > 鱼类咬伤或蜇伤

 > 耳道感染或压力快速变化
而导致的听力损伤

主动型捕捞；把
鱼拖入船中

 > 搬运和拖拽重物

 > 使用锋利物件

 > 手脚肿泡

 > 裂伤

 > 背部和肌肉伤痛

 > 鱼类中毒

出海  > 缺乏适当捕捞港口、船只避风
港和停泊锚地

 > 波浪造成死亡或骨折

危险捕捞作业  > 拖网渔船网具（被海床上的障
碍物）刮住

 > 在拖拽网具的最后阶段由于大
量渔获物“下沉”造成下行压
力，从而导致小型围网船倾覆

 > 渔网缠绕

 > 下网时绳索放尽

 > 海洋动物袭击

 > 船只倾覆导致死亡

 > 被卷落水

 > 蜇伤、咬伤、鱼尾击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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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危害 健康风险

在船上和水中
作业

 > 在拥挤状况下作业

 > 在深水、冷水或受污染水体中
作业

 > 湿滑走道

 > 烂臭气味

 > 使用高噪音设备

 > 缺乏饮用水

 > 长时间和夜间工作 

 > 恶劣天气条件、天气警报系统
不良且缺乏无线电通讯

 > 在不适航船只上工作

 > 突遇强风、剧烈风暴和大雾，
导致船只事故

 > 倾覆、搁浅、迷航、碰撞

 > 身体或精神虐待

 > 溺水死亡

 > 高温

 > 恶心

 > 幽闭恐惧症

 > 寄生虫感染 
（如血吸虫、龙线虫）

 > 骨折和头部伤害

 > 极度疲劳

 > 饥饿

 > 脱水

长时间出海在
船上或捕捞平
台是

 > 性虐待、胁迫、可能需要以成
年人方式行事以及相关压力和
诱惑

 > 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毒/
艾滋病

 > 酗酒、吸毒及与吸烟有关
的疾病

对渔业管理的行
为响应

 > 冒风险（在捕捞时间或区域面
临时空限制时，渔民可能冒险
出海）

 > 迷航

 > 溺水死亡

 > 体力极度疲劳

清洗、加工、熏
制和销售鱼类

 > 使用锋利工具

 > 暴露于烟雾和化学品

 > 站立或弯腰长时间工作

 > 手脚肿泡

 > 裂伤

 > 腰疼及其他肌肉骨骼扭伤
和疾病 

 > 极度疲劳

修补网具、船只  > 使用锋利或沉重工具  > 手脚肿泡

 > 裂伤

打理水产养殖场  > 接触鱼类和蚊虫  > 跌落受伤

 > 溺水死亡

 > 疟疾、登革热

 > 农药中毒

附件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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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林业中儿童劳动的任务、危害和风险

任务 危害 健康风险

爬树收获水果  > 在有危险的高处作业

 > 从梯子或树上跌落

 > 致命或非致命伤（如骨折、 
头骨骨折和头部受伤）

从蜂巢采集蜂蜜  > 蜜蜂攻击  > 蜇伤

种树和伐木  > 使用锋利工具

 > 暴露于危险机械

 > 搬运重物

 > 重复运动

 > 锋利工具和机械导致受伤 
（例如割伤、伤口、截肢）

 > 肌肉骨骼疾病

户外作业  > 暴露于极端天气、太阳
照射

 > 缺乏饮用水

 > 暴露于野生动物和昆虫
（特别是没有适当保护
服装、鞋和遮蔽物）

 > 冻伤、晒伤和其他温度应力

 > 皮肤癌

 > 脱水

 > 冷湿劳动条件下呼吸系统感染

 > 饮用滞留或受污染水导致的疾病

 > 咬伤、蜇伤

 > 危险野生动物和昆虫袭击

 > 通过昆虫咬伤和野生动物袭击传
播的疾病

 > 荆棘造成的割伤、擦伤、刺伤；
伤口感染

 > 传染性疾病（如疟疾、登革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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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应对童工问题的良好实践

应对童工问题的良好实践 — 为减少童工现象和消除最恶劣形式童工做
出贡献

组成部分 内容

预
防

提高认识/增进了解  > 通过专题活动增进对以下问题的认识和了解:

 – 童工与承担与年龄相适应的任务之间的区别

 – 最恶劣形式的童工现象

 – 童工现象的成因

 – 童工现象的常见领域

 – 童工现象对儿童以及社区未来发展的负面影响

 > 增进国家政策制定者、地方政府部门、农民组织和其他
利益相关者对有关问题的认识和了解:

 – 职业安全和健康

 – 国家立法

 – 国际义务

 – 童工现象的后果

农村地区创收活动
和促进体面就业

 > 面向受童工现象影响的儿童的家长促进创收活动 
（如牲畜、农业生产所需的种子）

 > 实施生计/创造体面就业计划，解决农村社区提供现象的
根源问题

 > 成立互助组，为脆弱家庭提供启动资金

 > 促进普惠金融及对其他生产性资源（如土地）的获取， 
从而减少农村贫困

 > 通过包容性经营模式便利小规模生产者参与市场和现代
价值链，从而解决农户童工现象的根源问题 

政策制定/倡导  > 通过与合作伙伴开展宣传倡导活动促进公众转变对童工
问题的看法（例如儿童、民间社会群体、教师、工会和
媒体）

 > 提倡采取新的学校政策，向从事工作的青少年提供健康
和安全信息

(...)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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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童工问题的良好实践 — 为减少童工现象和消除最恶劣形式童工做
出贡献

组成部分 内容

退
出

使童工退出有害劳
动状况

 > 为退出奴隶般劳动状况的儿童提供庇护所

 > 在政治层面倡导为原童工提供制度支持（如法律保护、 
返回各自家庭）

与最恶劣形式童工
现象作斗争的行动
计划

 > 为原童工提供职业培训并提高他们的技能

 > 为寻找体面就业机会提供支持

 > 在政策层面倡导改善立法和执法，反对最恶劣形式童工 
现象实施创收计划，补

偿儿童收入损失

保
护

职业安全和健康立
法、政策和计划

 > 倡导和提出适当政策建议

 > 确保公共私营部门伙伴关系采用负责任的经营原则， 
包括对供应链中的健康和安全问题提供支持

 > 为劳动监督员和推广代理人员进行联合培训

 > 提供有关改善农业领域健康和安全工作条件的培训

技能  > 为达到法定最低工作年龄的儿童提供职业或在职培训

恢
复

正规和非正规教育  > 增加对优质教育的享有

 > 提供非正规教育

 > 帮助基本没有受到学校教育的儿童准备重新接受正规 
教育

 > 培养教师能力

为原童工提供职业
技能培训

 > 培养儿童创业技能（达到法定最低工作年龄的儿童）

 > 帮助青年做好未来成为多产和可靠的自立公民的准备

社会活动  > 实行社会复原整合战略，确保儿童在社区中蓬勃发展
的能力 

附件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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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评估工作计划对童工现象的影响

记号 () 显示是否该流程步骤应当包括在规划、监测或评
价流程之中。手册中未说明的那些步骤以斜体字显示。 规

划

监
测

评
价

流程的准备

关于童工问题情况的调研   

查明现有和/或潜在对童工问题产生影响的计划   

设计监测和评价流程   

确定必要资源（人力和预算）   

查明相关利益相关者及其作用和利益  

编制指标  

编写指导性问题 

数据采集

关于现有次级数据的调研   

确定数据采集工具   

样本选择   

数据采集   

数据分析

数据加工、核实和解读   

追踪

分享结果   

规划追踪流程，制定工作计划  

调整工作方案 

向出资机构、捐助者和合作伙伴进行报告   

为下一阶段工作计划对结果进行研究   

附 件



118 粮农组织消除农业领域童工现象框架

附件 7
农业工作计划对童工现象潜在积极和消极影响
的实例
童工现象的
非预期负面
影响

对目标群体的
非预期负面
影响

计划活动 对目标群体的
积极影响

对童工现象的
非预期积极
影响

 > 信息滥用 1.  
知识管理 
（如信息 
获取）

 > 增强人力资本
（如教育、健
康、技能和获
取信息）

 > 儿童上学出勤
率提高

 > 儿童卫生保健
改善

 > 在学校上课时
段儿童参加农
民田间和生活
课堂

 > 不足法定工作
年龄的儿童参
加农民田间和
生活课堂

 > 儿童工作量
增加

 > 家长因参加耗
时的农民田间
和生活课堂
而忽视了儿童
（如在稻田劳
动）

2.  
培训（如农 
民田间和生 
活课堂）

 > 知识和技能
改善

 > 对冲击的复原
力增强

 > 家庭收入增加

 > 对教育重要性
的认识增强（
如果议程中包
括教育）

 > 与其他农民的
互动交流增加 

 > 营养多元化

 > 已达法定工作
年龄的儿童参
加农民田间和
生活课堂 > 
儿童为未来培
养责任心和学
习重要技能

 > 儿童上学出勤
率提高

 > 儿童营养状况
改善

 > 儿童在未经适
当培训的情况
下使用新技术 
> 事故和伤害
增加

 > 对劳动力需求
的增加由儿童
满足

 > 新技术/做法
使家长工作量
增加

 > 工作场所出现
新危害

3.  
技术支持/引
进新技术

 > 知识和技能
改善

 > 家庭收入增加

 > 对冲击的复原
力增强

 > 劳动力需求
减少

 > 青年和成人的
工作条件更
安全

 > 儿童劳动负担
减少

 > 达法定工作年
龄儿童的工作
条件更安全

 > 儿童上学出勤
率提高

 > 儿童营养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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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工现象的
非预期负面
影响

对目标群体的
非预期负面
影响

计划活动 对目标群体的
积极影响

对童工现象的
非预期积极
影响

 > 为支付额外成
本而增加儿童
工作量

 > 儿童工作量增
加，原因例如
投入生产的土
地增加

 > 开始时农民没
有能力支付额
外维护成本

3.1  
采用和/或改
进灌溉系统
和卫生排水
系统

 > 用于灌溉的时
间减少 > 农
民能花更多时
间用于开展创
收活动

 > 产量和收入
提高

 > 粮食安全水平
提高

 > 用于取水的时
间减少（特别
是对于女童）

 > 儿童工作量
减少

 > 儿童上学出勤
率提高

 > 营养改善/为儿
童提供安全饮
用水

4.  
推广服务

 > 包括有关童工
问题的内容 > 
提高对童工问
题、儿童面临
危害和风险以
及教育重要性
的认识

 > 收入来源多元
化 > 脆弱性
降低 

 > 儿童从有害工
作中退出，风
险降低

 > 家长确保儿童
上学出勤率

 > 采用农药替代
措施导致工作
量增加 > 对
童工劳动需求
加大

 > 劳动力需求
增加

4.1  
病虫害综合
防治

 > 农药用量减少

 > 农民关于使用
农用化学品风
险及正确使
用方法的知识
增进

 > 由于对农用化
学品暴露量减
少，儿童健康
状况因此改善

 > 过渡期儿童工
作量增加

 > 开始阶段对除
草剂的暴露量
增加

 > 开始几年劳动
力需求增加 
> 除草负担
加大

 > 开始阶段除草
剂用量增加 

4.2  
保护性耕作

 > 土壤肥力和单
产水平持续
改善

 > 劳动力需求降
低（往往由儿
童承担的劳
动时间得到节
省）

 > 粮食安全水平
提高

 > 除草作业减少
（传统由儿童
承担的任务）

 > 由于儿童喷施
的农药减少和
不需在受沾
染的农田中工
作，因此儿童
健康状况改善

 > 儿童上学出勤
率提高

 > 儿童工作量
减少

附件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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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工现象的
非预期负面
影响

对目标群体的
非预期负面
影响

计划活动 对目标群体的
积极影响

对童工现象的
非预期积极
影响

 > 儿 童 工 作 量 
增加和长时间
离家（传统上
由儿童承担的
畜 牧 和 养 殖 
任务）

 > 由于集约化畜
牧育种造成劳
动力需求增加

4.3  
畜牧业生产集
约化/建设牲
畜圈舍

 > 改善畜牧业管
理水平

 > 收入增加

 > 劳动力需求
减少

 > 营养改善

 > 饲料成本降低 

 > 儿童工作量
减少

 > 儿童无需在无
遮蔽的情况下
长距离行走

 > 上学正常出勤
增加

 > 农民脆弱性增
加（例如牲畜
和林火对树林
造成破坏）

4.4  
植树造林 
（建立树林、
苗圃管理、 
种树）

 > 木材收入增加  > 樵采柴火时间
减少 

 > 儿童上学出勤
率提高

 > 儿童工作量
增加

 > 劳动力需求
增加

5.  
增加收入 
（如种植业集
约化）

 > 收入增加  > 上学出勤率提
高，辍学率
降低

 > 从事童工劳动
的儿童减少

 > 送子女上学 
的机会成本提
高（如果儿童
能够得到有效
雇用）

 > 家庭生产活动
扩大

6.  
小额信贷服
务/成立社区
基金

 > 收入水平提高

 > 群体动态加强

 > 粮食安全水平
提高

 > 上学出勤率提
高，辍学率
降低

 > 由儿童施用投
入品

 > 产量提高造成
对童工劳动的
需求增加

 > 施用投入品所
需的劳动力需
求增加

7.  
投入品补贴 
计划（如提 
供化肥）

 > 收入增加  > 上学出勤率提
高，辍学率
降低

附件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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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家庭、社区和政策层面有关儿童的童工问题 
指标实例

家庭层面童工问题指标实例

 > 在农业领域雇用童工的家庭数量百分比下降幅度。

 > 了解童工现象负面后果的家庭的百分比。

社区层面童工问题指标实例

 > 采取反对童工现象措施的生产者组织的百分比。

 > 开展童工现象监测的社区/当地组织的数量。

 > 旨在提高对童工问题认识和保护儿童权利的社区举措的数量 

政治层面童工问题指标实例

 > 在战略/目标中整合了童工问题的农业发展政策或计划的数量。

 > 包含了童工问题的农业扶持服务（如农业推广服务）的数量。

 > 划拨用于实现与童工问题有关目标的农业发展政策或计划的预算（占总预算的百
分比）。

 > 在政策议程中包含了童工问题的政府机构（农业部、农业发展机构等）的数量。



122 粮农组织消除农业领域童工现象框架

附件 9
粮农组织促进体面农村就业的综合性国别方法

综合性国别方法的核心方面

为取得成功，在国家层面促进体面农村就业的方法应旨在建立能

力发展、机构支持、知识创生和伙伴关系构建之间的协同增效作用。

例如，在不促进青年进入市场和获得信贷的情况下发展其技能，则可

能导致失败。每项干预措施都将反映国家和地方的情况，并适当考虑

不同的发展水平和国家能力。然而，一项成功的方法应在不同程度上

包括以下所有核心活动：

 > 体面农村就业评估，适时侧重于特定的体面农村就业子专题（如

童工劳动）或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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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体面农村就业有关的能力发展活动，涉及：1）工作的数量和质量

方面；	2）公共和私营部门（包括生产者组织和地方政府当局）；以

及3）就业利益相关者（如劳工部、劳动监察员）和农业利益相关

者（如农业部、推广服务）。

 > 支持青年参与农业发展的具体活动（如技能开发；创业支持；获

得资金、土地、生产工具和进入市场；团体合作）。

 > 支持妇女经济赋权和减少性别不平等的具体活动（如技能开发；

创业支持；获得资金、土地、生产工具，进入市场和获得支持服

务（儿童保育）；以及团体合作）。

 > 改善农业部门劳动条件的具体活动，优先考虑预防和消除童工劳

动和强迫劳动、职业安全与健康、流动人口情况，以及散工和季

节性工人的工作条件。

 > 改善促进农业领域体面工作体制和政策环境的具体活动（如制定

职业安全与健康条例、将体面工作部分纳入审查中的农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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