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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准予就业最低年龄公约 

    1973 年(第 138 号公约)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通过 

生效：根据第 12条，于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九日通过。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一九七三年六月六日在日内瓦举行其第

五十八届大会，并 

 经决定采纳本届会议议程第四项关于准予就业最低年龄的某些提议，

并 

 注意到一九一九年(工业)最低年龄公约、一九二〇年(海上)最低年龄公

约、一九二一年(农业)最低年龄公约、 一九二一年(扒炭工和司炉工)最低

年龄公约、一九三二年(非工业就业)最低年龄公约、一九三六年(海上)最低

年龄公约(修订)，一九三七年(工业)最低年龄公约(修订)、一九三七年(非工

业就业)最低年龄公约(修订)、一九五九年(渔民)最低年龄公约和一九六五

年(井下工作)最低年龄公约的条款，并 

 考虑到就此主题制订一个总文件的时机已到，这一文件将逐步替代现

有的适用于有限经济部门的文件，以达到全部废除童工的目的，并 

 经确定这些提议应采取国际公约的形式， 

 于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通过以下公约，引用时得称之为一九七三

年最低年龄公约： 

第 1 条 

 凡本公约对其生效的会员国，承诺执行一项国家政策，以保证有效地

废除童工并将准予就业或工作的最低年龄逐步提高到符合年轻人身心最充

分发展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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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条 

 1.  凡批准本公约的会员国应在附于其批准书的声明书中，详细说明

准予在其领土内及在其领土注册的运输工具上就业或工作的最低年龄；除

了符合本公约第 4 至第 8 条规定外，未满该年龄者不得允许其受雇于或从

事任何职业。 

 2.  凡批准本公约的会员国得随后再以声明书通知国际劳工局长，告

知其规定了高于以前规定的最低年龄。 

 3.  根据本条第 1 款规定的最低年龄应不低于完成义务教育的年龄，

并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低于十五岁。 

 4.  尽管有本条第 3 款的规定，如会员国的经济和教育设施不够发

达，得在与有关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如存在此种组织)协商后，初步规

定最低年龄为十四岁。 

 5.  根据上款规定已定最低年龄为十四岁的各会员国，应在其按照国

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22条的规定提交的实施本公约的报告中说明： 

(a) 如此做的理由；或 

(b) 自某日起放弃其援用有关规定的权利。 

第 3 条 

 1.  准予从事按其性质或其工作环境很可能有害年轻人健康、安全或

道德的任何职业或工作类别，其最低年龄不得少于十八岁。 

 2.  本条第 1 款适用的职业类别应由国家法律或条例，或由主管当局

在与有关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如存在此种组织)协商后确定。 

 3.  尽管有本条第 1 款的规定，国家法律或条例，或主管当局在与有

关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如存在此种组织)协商后可准予从十六岁起就业

或工作，条件是必须充分保护有关年轻人的健康、安全和道德，这些年轻

人并须在有关的活动部门受过适当的专门指导或职业训练。 

第 4 条 

 1.  如属必要，主管当局在与有关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如存在此种

组织)协商后，对运用本公约将产生特殊和重大问题的有限几种职业或工作

得豁免其应用本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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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凡批准本公约的会员国应在其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22 条的规

定提交的关于实施本公约的第一次报告中，列举按照本条第 1 款的规定得

豁免于应用本公约的任何职业或工作类别，陈述豁免的理由，并应在以后

的报告中说明该国法律和实践对豁免此类职业或工作所作规定的状况，并

说明在何种程度上已经或建议对此类职业或工作实施本公约。 

 3.  本公约第 3 条所规定的职业或工作，不得按照本条规定而免于应

用本公约。 

第 5 条 

 1.  经济和行政设施不够发达的会员国在与有关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

织(如存在此种组织)协商后，得在开始时限制本公约的应用范围。 

 2.  凡援用本条第 1 款规定的会员国，应在附于其批准书的声明中，

详细说明哪些经济活动部门或企业类别将应用本公约的规定。 

 3.  本公约的规定至少应适用于下列行业：采矿和采石；制造；建

筑；电、煤气和水；卫生服务；运输，仓库和交通；以及种植园和其他主

要为商业目的而生产的农业企业，但不包括为当地消费而生产又不正式雇

工的家庭企业和小型企业。 

 4.  任何会员国按照本条规定已限制应用本公约的范围者： 

(a) 应在其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22条的规定提交的报告中，

说明不包括在应用本公约范围内的经济活动部门中年轻人和

儿童就业或工作的一般状况，以及为扩大应用本公约的规定

所可能取得的任何进展； 

(b) 得在任何时候通过向国际劳工局长提交声明书，正式扩大应

用范围。 

第 6 条 

 本公约不适用于在普通学校、职业或技术学校或其他培训机构中的儿

童和年轻人所做的工作，或企业中年龄至少为十四岁的人所做的工作，只

要该工作符合主管当局在与有关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如存在此种组织)

协商后规定的条件，并是下列课程或计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a) 一所学校或一个培训机构主要负责的教育或培训课程； 

(b) 经主管当局批准，主要或全部在一个企业内实施的培训计

划；或 

(c) 为便于选择一种职业或行业的培训指导或引导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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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条 

 1.  国家法律或条例得允许年龄为十三至十五岁的人在从事轻工作的

情况下就业或工作，这种工作是： 

(a) 大致不会危害他们的健康或发育；并 

(b) 不会妨碍他们上学、参加经主管当局批准的职业指导或培训

计划或从所受教育中获益的能力。 

 2.  国家法律或条例还得允许年龄至少为十五岁但还未完成其义务教

育的人从事符合本条第 1 款(a)和(b)项所要求的工作。 

 3.  主管当局应确定按照本条第 1 和第 2 款的规定得被允许就业或工

作的活动，并应规定从事此种就业或工作的工作小时数和工作条件。 

 4.  尽管有本条第 1 和第 2 款的规定，已援用第 2 条第 4 款的会员

国，只要其继续这样做，得以十二岁和十四岁取代本条第 1 款的十三岁和

十五岁，并以十四岁取代本条第 2 款的十五岁。 

第 8 条 

 1.  主管当局在与有关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如存在此种组织)协商

后，得在个别情况下，例如参加艺术表演，准许除外于本公约第 2 条关于

禁止就业或工作的规定。 

 2.  如此作出的准许应对准予就业或工作的小时数加以限制，并规定

其条件。 

第 9 条 

 1.  主管当局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规定适当惩罚，以保证本公

约诸条款的有效实施。 

 2.  国家法律或条例或主管当局应规定何种人员有责任遵守实施公约

的条款。 

 3.  国家法律或条例或主管当局应规定雇主应保存登记册或其他文件

并使其可资随时取用；这种登记册或文件应包括他所雇用或为他工作的不

足十八岁的人的姓名、年龄或出生日期，尽可能有正式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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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条 

 1.  本公约按照本条条款修正一九一九年(工业)最低年龄公约，一九二

〇年(海上)最低年龄公约，一九二一年(农业)最低年龄公约，一九二一年

(扒炭工和司炉工)最低年龄公约，一九三二年(非工业就业)最低年龄公约，

一九三六年(海上)最低年龄公约(修订)，一九三七年(工业)最低年龄公约(修

订)，一九三七年(非工业就业)最低年龄公约(修订)，一九五九年(渔民)最低

年龄公约，以及一九六五年(井下工作)最低年龄公约。 

 2.  本公约生效不应停止接受下列公约的批准：一九三六年(海上)最低

年龄公约(修订)，一九三七年(工业)最低年龄公约(修订)，一九三七年(非工

业就业)最低年龄公约(修订)，一九五九年(渔民)最低年龄公约，或一九六

五年(井下工作)最低年龄公约。 

 3.  如有关各方都以批准本公约或向国际劳工局长送达声明书表示同

意停止对一九一九年(工业)最低年龄公约，一九二〇年(海上)最低年龄公

约，一九二一年(农业)最低年龄公约和一九二一年(扒炭工和司炉工)最低年

龄公约的继续批准，则应停止其继续批准。 

 4.  如本公约生效或当其生效之时： 

(a) 一个已批准了一九三七年(工业)最低年龄公约(修订)的会员国

承担本公约的义务且已遵照本公约第二条规定了最低年龄不

低于十五岁，则依法应为对该公约的立即解约； 

(b) 关于一九三二年(非工业就业)最低年龄公约所规定的非工业

就业，如一个批准了该公约的会员国承担本公约的义务，则

依法应为对该公约的立即解约； 

(c) 关于一九三七年(非工业就业)最低年龄公约(修订)所规定的非

工业就业，如一个批准了该公约的会员国承担本公约的义

务，并遵照本公约第 2 条规定了最低年龄不低于十五岁，则

依法应为对该公约的立即解约； 

(d) 关于海事就业，如一个批准了一九三六年(海上)最低年龄公

约的会员国承担本公约的义务，并遵照本公约第 2 条规定了

最低年龄不低于十五岁或该会员国规定本公约第 3 条适用于

海事就业，则依法应为对该公约的立即解约； 

(e) 关于海上捕鱼就业，如一个批准了一九五九年(渔民)最低年

龄公约的会员国承担本公约的义务，并遵照本公约第 2 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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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最低年龄不低于十五岁或该会员国规定本公约第 3 条适

用于海上捕鱼就业，则依法应为对该公约的立即解约； 

(f) 一个批准了一九六五年(井下工作)最低年龄公约的会员国承

担本公约的义务，并遵照本公约第 2 条规定了不低于该公约

规定的最低年龄或该会员国因本公约第 3 条而规定此年龄适

用于井下就业时，则依法应为对该公约的立即解约。 

 5.  如本公约生效或当其生效之时： 

(a) 关于一九一九年(工业)最低年龄公约，承担本公约的义务应

涉及根据该公约第 12条对该公约解约； 

(b) 关于农业，承担本公约的义务应涉及根据一九二一年(农业)

最低年龄公约第 9条对该公约解约； 

(c) 关于海事就业，承担本公约的义务应涉及根据一九二〇年(海

上)最低年龄公约第 10条和一九二一年(扒炭工和司炉工)公约

第 12条对该公约解约。 

第 11 条 

 本公约的正式批准书应送请国际劳工局长登记。 

第 12 条 

 l.  本公约应仅对其批准书已经国际劳工局长登记的会员国有约束力。 

 2.  本公约应自两个会员国的批准书已经登记之日起十二个月后生效。 

 3.  此后对于任何会员国，本公约应自其批准书已经登记之日起十二

个月后生效。 

第 13 条 

 1.  凡批准本公约的会员国，自本公约初次生效之日起满十年后，得

向国际劳工局长通知解约，并请其登记。此项解约通知书，自登记之日起

满一年后，始得生效。 

 2.  凡批准本公约的会员国，在前款所述十年期满后的一年内未行使

本条所规定的解约权利者，即须再遵守十年，此后每当十年期满，得依本

条的规定通知解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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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条 

 1.  国际劳工局长应将国际劳工组织各会员国所送达的一切批准书和

解约通知书的登记情况，通知本组织的全体会员国。 

 2.  局长在将所送达的第二份批准书的登记通知本组织的各会员国

时，应提请本组织各会员国注意本公约开始生效的日期。 

第 15 条 

 国际劳工局长应将他按照以上各条规定所登记的一切批准书和解约通

知书的详细情况，按照联合国宪章第 102 条的规定，送请联合国秘书长进

行登记。 

第 16 条 

 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在必要时，应将本公约的实施情况向大会提出报

告，并审查应否将本公约的全部或部分修订问题列入大会议程。 

第 17 条 

 1.  如大会通过新公约对本公约作全部或部分修订时，除新公约另有

规定外，应： 

(a) 如新修订公约生效和当其生效之时，会员国对于新修订公约

的批准，不须按照上述第 13条的规定，依法应为对本公约的

立即解约； 

(b) 自新修订公约生效之日起，本公约应即停止接受会员国的批

准。 

 2.   对于已批准本公约而未批准修订公约的会员国，本公约以其现有

的形式和内容，在任何情况下仍应有效。 

第 18 条 

 本公约的英文本和法文本同等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