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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中国民工的现况
一、 引言
中国改革开放至 2015 年，人口已经达到 13.7 亿。
其中城市人口超越了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 51％。
快速的城市化为国民带来商机，也带来各种问题。
大量劳动人口由农村涌到城市，全国农民工总数约
在 3 亿左右。

二、 中国民工简介和现况
A. 民工的身分和户籍
1. 民工被称为“农民工”，在现行制度框架下，不
能取得与拥有城镇户口身分劳动者的平等地位和
权益。农民到城镇工作，收入提高，但与传统的
农民群体疏离，处于游离或边缘状态。
2. 民工不被城镇的人接纳，因为城镇原居民觉得他
们是来“抢饭碗”的；而文化和生活习惯不同，
亦令城镇的人产生尊卑贵贱的观念。
3. 政府决策者和地方政府不想让民工取得户籍，是
因为不想农村人口突变，而且城市的设施也未能
配合。
B. 民工的人口结构
1. 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15 年中国农民
工人口总数为 2.775 亿， 年增长 1.3％； 但自
2011 年以来，该资料同比增长率逐年下降。
《2015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5 年农
民工人口增长率下降 0.6％。
2. 性别：男性农民工占 66％，女性占 34％。
3. 年龄：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16–20 岁占 5％，
21–30 岁占 32％，31–40 岁占 23％，41–50 岁
占 26％，50 岁以上占 15％。农民工的平均年龄
为 37.3 岁。
4. 婚姻状况：已婚者占 53％，未婚者占 47％。
5. 教育程度：初中程度占半数。
C. 民工的工作时间和收入
1. 调查显示，只有约 40％的农民工是按现行劳动法
规定平均每天劳动 8 小时，60％的农民工每天工
作超过 8 小时，甚至超过 12 小时。60％的民工每
月休息少于 4 天。工换工的情况非常普遍。
2. 农民工的月均收入由 2005 年的 875 元，增长到
2015 年的 2500 元以下。男性和学历较高者的工
资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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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民工进城的动机和就业工种
1. 民工到城镇做工的原因，大多认为农村没有发展
机会，并且为了养家。
2. 民工从事的行业包括房地建筑、城市清洁、环境
保护、苗木工、钟点工或保姆、厨师、服务员及
工厂工等，基本特点是体力要求较高、操作性、
脏、累、险、差的工种。
E. 民工的生活和精神生活
1. 民工换工频繁，不少民工被克扣和拖欠工资，大
部份民工不能带薪休假，约五成的民工得不到工
伤补偿或加班补贴，近四成民工未与单位签订任
何劳动合同或协定。
2. 民工生活品质普遍不高。民工大部份的收入用于
住宿和食品消费，生病时只有少数人会选择去正
规医院求医，大多数选择自己买药治疗或去个体
诊所。
3. 民工居住环境品质差，近四成的民工居住在工棚
或集体宿舍里，地方狭窄，环境肮脏。
4. 许多民工缺乏最基本的文化娱乐方式，精神上缺
乏与外界的沟通和交流，甚至有性苦闷和性压抑。
F. 民工的家庭问题
1. 留守儿童
a.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到城市打
工， 而自己留在户籍所在农村生活的 14 周岁及
以下儿童。目前，留守儿童数量超过 6,100 万，
大部份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顾。
b. 这些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需要父母
在思想和价值观方面的引导和帮助，但他们缺乏
父母在情感上的关注和呵护，极易令心理发展异
常。
2. 流动儿童
“流动儿童”是指随着民工父母一起进城的农民
工子女， 约有 1,277 万。 因他们未取得城市户
口，在城市生活中面临诸多问题，如社会适应问
题、学习教育问题、心理健康问题等。
3. 留守妇女
因丈夫长期不在家的农村“留守妇女”约有 4,700
万。她们不但要照顾老幼、种地、打理家务，又
要承担丈夫在家的时候做的工作。她们没有男性
的保护，又害怕丈夫有婚外情，甚至要面对性骚
扰和性侵害的威胁。
4. 民工的婚外男女关系
农民工大多处于青春期或壮年期，常年夫妻分离，
有些人会发生婚外男女关系。临时夫妻的情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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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所闻（临时夫妻是指男女双方均已有配偶，
只因在城市打工方便照顾而同居的男女）。
5. 留守老人
农村的年轻人口往城市去打工，留守在家园的老
人称为“留守老人”，2013 年的人数约有 5,000
万。长期在外的青壮年子女即或有经济上的支持，
但老人缺乏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
G. 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 80 后、90 后。他们对农业不熟
悉，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以“三高一低”为特征：
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
高、工作耐受力低。2013 年新生代农民工人口达
12,528 万。

三、 结论
1. 农民工在城市打工，除了紧张工资待遇和权益保
障之外，更紧张留守在家的儿女的教育。建议城
市政府解除户籍制度对民工子女入学的限制， 1
接纳民工子女入城读书。
2. 农民工抛下家小进城打工，牺牲了尊严、健康和
家庭，只取得微薄收入，而且没有户籍，也没有
社会保障，分享不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加上受到
不平等待遇，积累的怨气随时可以引发社会动乱，
成为社会的计时炸弹。政府要有彻底的政治改革，
推出公平合理的政策，才能解决问题。

第二课
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的
教育和成长
一、 引言
2015 年贵州发生儿童集体死亡事件，震惊全国，引
起非政府组织关注留守儿童的问题。“留守儿童”
和“流动儿童”是对农民工孩子的称谓，本课简介
他们的景况和遭遇。

二、 留守儿童
A. 留守儿童概况
1.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到城市打
1

从香港电台《透视大中华》的新闻环节中，听到中国几个大
城市，例如北京、上海，正式给予在当地的农民工户籍。这
对于广大民工群体是一个好消息，可以大大改善他们的生活，
盼望其他城市也陆续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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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而自己留在户籍所在农村生活的 14 周岁及
以下儿童。目前，留守儿童数量超过 6,100 万，2
占全国儿童总数的 20％，主要集中在中国中西部
农村。他们大部份是交由祖辈抚养，约 10％交由
亲戚朋友照顾，少于 10％的孩子是不确定或无人
抚养，自己独立生活的。
2. 由于留守儿童都是在成长发育的年纪，但缺乏父
母关爱、教导和培养他们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方
向，故此比较容易受到伤害，造成个人成长的心
理偏差。不过，当中也有些儿童较同龄者成熟。
B. 留守儿童的个人问题
1. 留守儿童存在严重的“亲情饥渴”
父母的关爱对孩子的成长至为重要。子女在自身
的变化和人际关系方面，面临许多问题和烦恼，
需要倾诉对象和父母的安慰。不过，由于留守儿
童的父母长年在外，也长期不打电话回家，所以
不能给予孩子足够的关怀。有些孩子因多年见不
到父母一面，甚至忘记了父母的相貌，亲情薄弱。
2. 大多数留守儿童的行为习惯和学习成绩较差
大多数留守儿童的自我控制能力较弱，生活习惯
不良，不讲卫生、不换衣服、挑食挑穿、乱花钱，
在家里不听代养人教导，不服管理、我行我素，
因而造成学习成绩欠佳。照顾他们的祖父母和外
祖父母年纪已老，没有精力督促他们学习；加上
祖辈文化水准不高，不能在学习上给予帮助和指
导，与孩子在交流沟通上也存在困难。
3. 心理和情感问题
大多数留守儿童情绪不稳定，容易有心身症、3 敌
对行为及心理病症，如性格柔弱内向、自卑、情
感脆弱、自暴自弃、焦虑自闭、缺乏自信、消极
悲观、孤独无靠、怨恨父母等。他们在人际关系
方面也有一定困难，对人比较敏感，不易与人建
立亲密的关系。
C. 留守儿童问题的严重性
1. 个别留守儿童情感严重失衡，学习非常被动，行
为越轨，道德失范，造成家庭、学校、社区的秩
序失常。
2. 有些留守儿童被不法分子侵害， 如被强奸、 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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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妇女报》2016 年 11 月 10 日的报导，中国的留守儿
童至今锐减至 902 万，那是由于各地采取了“扶贫攻坚、户
籍制度改革、随迁子女就地入学、返乡创业等系列政策和工
作的有效实施”和定义上的区别。这方面的资料还有待落实。
心身症即身体出现如胸闷、心悸、偏头痛、气喘、皮肤搔痒、
胃溃疡或与精神有关的疲劳、头痛、注意力不集中、肌肉或
关节痛、记忆力减退、沮丧或焦虑等症状。
3

卖、殴打、侮辱等。
3. 有些留守儿童成为侵害他人的不法分子或者伤害
自己。
D. 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解决方案
1. 家庭方面
多数农民文化程度不高，误以为教育只是学校的
职责，儿童学业成绩受个人素质影响。其实家长
应该改变这些不正确的思想，以教育子女为己任。
另一方面， 经济也是民工将孩子留在家里的原因；
但事实显示，和孩子同住不会影响自身的经济状
况。
2. 学校方面
很多学校老师在谈及留守儿童时，都负面地形容
他们。由于留守儿童缺乏严格到位的家庭管教，
相对地确实比较调皮和难以管教，但如果把留守
儿童视为“异类”和“心病”，只会加速将留守
儿童推向歧路和深渊。相反，有理想的学校和有
爱心的老师，才是留守儿童的出路。
3. 社会方面
a. 须净化和监管学校周边的环境，尤其是网吧、游
戏厅、录影厅等，因为这些对自制力较差的儿童
来说是很吸引的。建议不同的社会机构开办更多
关爱留守儿童的活动，例如让留守儿童在暑假到
父母的工厂与他们相聚、举办儿童夏令营、在农
村发放《儿童自护手册》及举办守护儿童安全主
题晚会等。
b. 可在农村设立图书馆，呼吁社会人士捐出好书和
玩具，慰藉留守儿童。
4. 教会方面
主耶稣特别关爱小孩，教会不能轻忽儿童事工。
农村教会要投放更多人力物力做好儿童事工和定
期探访留守儿童的家庭，把他们带到天父面前。

三、 流动儿童
A. 流动儿童概况
跟随父母到城市的农民工孩子称为“流动儿童”。
2012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中国全国的城市中
有 2,730 万名流动儿童，以广东省和浙江省最多。
新公民计画公布的《2014 年中国流动儿童资料报告》
显示，进城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数量首次出现下降，
降至 1,277 万。年级越高，随迁子女就读人数越少，
主要因为大城市学位不足，而随迁子女在城市升学
面对诸多困难，因此随着年级升高，部份随迁子女
被迫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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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流动儿童的个人和家庭问题
1. 流动儿童的个人问题
a. 自卑、敏感、孤僻、无归属感
流动儿童身处农村和城市群体之间，短期内无法
投入城市的生活，又不愿意返回农村，加上受到
同学、老师、其他家长和社会的歧视，容易形成
自卑感，自我形象低落，常感到孤独、伤心、苦
闷，容易表现胆怯、害羞、不敢参与儿童活动、
有问题不敢发问等。
b. 缺乏学习动机
流动家庭生活极不稳定，常常搬迁，孩子也因此
经常转学，要适应不同的学习环境，所以往往会
因为跟不上而影响他们的学习兴趣、 热情和动力。
加上父母的教育水准普遍低落，未必体谅他们的
情况，反而责罚他们，增加他们的压力。
c. 内心充满不平感和对立感
流动儿童进入公立学校，除了学费，还要缴交“借
读费”或“赞助费”。这显示公立学校没有公平
对待流动儿童，令孩子心中感到社会不公平。民
工子弟学校的校舍设备简陋和师资水准参差，也
会使他们产生不平感和对立感。
2. 流动儿童的家庭问题
a. 父母的职业不理想及与子女欠沟通
流动儿童的父母文化不高，只能找到体力劳动和
工时长的工作，而且工作不稳定，流动性大，子
女常要随着父母适应新环境。父母不能抽出时间
来教导孩子，又不懂得与孩子沟通，而孩子觉得
父母的思想落后，不能理解自己，阻碍沟通。
b. 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期望过高
很多农民工父母因自己的文化低、受歧视，就把
一切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
希望子女能考上名牌大学。然而，能如愿者人数
寥寥无几，他们反而给孩子造成心理压力。
c. 父母分居或婚姻异常
调查发现，大约有 30％学生的父母在不同的地方
居住，原因是他们的父母在不同的城市打工或者
父母离异。由于城市的生活充满诱惑，丈夫可能
有外遇，妻子也可能沉迷赌博，孩子们因缺乏父
爱或母爱而产生不健康的心理。

四、 留守儿童工作者的一封家书
利百佳姊妹分享她探访留守儿童家庭和举办夏令营
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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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留守老人与高龄农民工
一、 引言
农村的青壮年人口到城市打工，留守在家园的老人
称为“留守老人”。长期在外的青壮年子女即便提
供经济上的支持，但老年的父母约三成已丧偶，欠
缺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还要负起日常生活的重责。

二、 留守老人
A. 留守老人的基本状况
1. 生活特别简朴艰难，居住环境差
调查发现，大多数老人饮食非常简单，尤其是留
守老人，在农忙季节经常饱一餐、饿一顿，他们
又因年纪大而无法修缮房屋。
2. 留守老人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
有些留守家庭有一些田地，青壮年子女出城打工
了，留下来的老人舍不得把田地荒废，为了帮补
家计，多会继续耕耘。他们还得做饭、打理家务、
照顾孙辈，甚至饲养家畜，非常劳累！
3. 担负抚养教育孙辈的重任
大部份外出务工的人将子女留在农村的父母身边，
由父母照顾小孩，大大地增加了留守老人的生活
和精神负担。由于农村老人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
他们只管供孩子吃和穿，忽略学习、心理、性格
和道德教育。有些老人连照顾自己也成问题。
B. 留守老人面临的困难与问题
1. 经济收入低，生活品质差
目前，除部份低保户得到扶助外，绝大部份农村
老年人没有养老保障。留守老人的经济来源主要
靠自己劳动所得和子女贴补。随着孝道观念淡化
及子女在外务工谋生压力加大，子女的贴补缺乏
稳定性，农村老人的生活艰难。
2. 生活缺少照料，安全隐患多
由于子女不在身边，日常生活的一些小事，诸如
理发、换灯泡等都成为难题。此外，老年人往往
突然发病，家中无人或抢救不及时，可能会错过
治疗时机。随着年事渐高，一些农村老人记忆力
下降、行动不便或身有残疾，构成日常生活安全
的隐忧。
3. 隔代教育造成心理负担
照顾孙辈的生活起居会增加老人的生活压力，而
教育小孩则增加老人的心理负担。主要原因是农
村老人大多数识字不多，无法辅导小孩的学习；
其次，目前农村的交通和通讯发展迅速，孩子在
良友圣经学院《关怀事工：民工》

外的时间长，老人会担心孩子发生意外。
4. 精神缺少慰藉
老人最怕孤独，有些人会感到自己无用，活着没
有意义和价值。农村老人吃惯苦，对物质生活没
有过高要求，最需要的反而是子女给予精神慰藉。
由于子女不在身边，农村老人大多感到孤单寂寞，
可能出现抑郁症状，严重的甚至会产生自杀念头。
C. 解决留守老人问题的建议
1. 教会的贡献
向留守老人传福音，使他们知道只有相信耶稣基
督才有真正的盼望，福音能满足他们心灵上的需
要。教会的老人事工要切合他们的需要，鼓励弟
兄姊妹多关爱老人，让老人投入教会的大家庭。
2. 建立老年人慈善福利机构
留守老人的娱乐活动主要是看电视和聊天，没有
条件进行体育锻炼，而村内也没有老人活动场所。
建议由乡、村组织牵头，通过招商引资等多管道
的办法兴办养老院、托老所和休闲活动中心等，
以及在老年人组织内部实施老年人互助机制。
3. 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留守老人大多数身体虚弱，常患小病，门诊开支
大。按照目前农村医疗保险规定，只有住院才可
以报销，且报销比例较低。建议逐步提高住院费
报销比例，并对 60 岁以上的农村参保老人门诊费
给出报销标准，以减轻医疗费用。
4. 逐步建立农村养老制度，为老人提供生活保障
首先是扩大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把符合条件
的农村老人全部纳入其中，从经济上保证老年人
达到基本生活水准。其次是鼓励企业、个体老板
捐资设立老年人基金，扶助有需要的老人。
D. 小结
要真正解决留守老人面对的问题，需要政府、教会、
社会各界给予更多的关怀和支援。政府可以在发展
农业生产上寻找出路，增加对农村的财力与科技投
入，让更多有知识、文化、技术的劳动力留在农村，
进行农业开发，使青壮年人可以在农村谋生及照应
老人。

三、 高龄农民工
第一代农民工出城打拼多年，已经步入老年，成为
高龄农民工。
A. 高龄农民工现况
一名从事建筑的包工头说，他手下 50 岁以上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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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占 90％以上。4 这些高龄农民工从事繁重的体力
工作。建筑活儿苦，年轻人不愿意干；高龄农民工
能吃苦，但动作缓慢，反应迟钝。
1. 勉力而为干活糊口
2012 年全国农民工超过 2.6 亿，50 岁以上的占
15％，达 3,900 万。2014 年全国农民工超过 2.7
亿，50 岁以上的占 17％，达 4,600 万。5 他们没
有职工养老金。 随着多地开始禁止 60 岁以上农
民工上一线作业，有些农民工将白发染黑以应付
检查，以求能够继续在城市干活。
2. 包工头承担医疗费
对包工头而言，最大的苦恼就是高龄农民工的健
康问题。他们采取了应对措施，比如和建筑商签
订合约时，订定 5,000 元以下的医疗费由包工头
承担，超过这个数额的由建筑公司买单，可是建
筑行业的包工头通常不替农民工买个人保险。
B. 第一代农民工面临养老困境
1. 没有积蓄
农民工的收入 51％用于原乡村住房的改造，20％
用于儿孙的招媳嫁女，22％用于子女教育，因此
他们所剩无几。6
a. 为了生活还得再干苦工。某位农民工 5 年来打工
所得占总收入的比例一直上升，若停止打工，就
只剩下每年 960 元的养老金，每年 1,000 元的低
保和每年 500 元的土地收益。如果加上妻子每年
1,000 元的低保，两人一年的收入只有 3,500 元，
根本难以维持生活。为此，年近六旬的他还是想
咬紧牙关再赚几年每天 100 元的苦力工资。
b. 因为经济压力大，农民工才选择外出打工。他们
或没有职工养老保险，或没有儿女，或儿女日子
过得紧，而且他们已经与现代农业化生产脱节，
无法学习新的技术。故此，他们即便已经过了 60
岁，仍要像年轻人一样外出打工。
2. 退保原因
资料显示，农民工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
比例只有 16％，而平均退保率达到 40％，主要原
因是：
4

5

6

丘萧芜、徐其勇：〈高龄农民工：靠吃肉补充体力〉《澎湃
新闻》，2015 年 3 月 20 日；下载自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12687>。
〈第一代农民工面临养老困境〉《东方网》，2013 年 2 月 26
日；下载自
<http://xw.qq.com/cmsid/NEW201302260000930M>。
胡彬彬：〈倦鸟归巢：中国第一代农民工宿命与未来之思考
深度〉《每日头条》，2016 年 10 月 23 日；下载自
<https://kknews.cc/zh-hk/agriculture/polp2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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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农民工对养老保险制度缺乏信任；
b. 养老保险缴费基数过高，难以逾越累计缴费 15
年的门槛；
c. 养老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困难；
d. 地方政府不愿意增加支出；
e. 企业不愿意为农民工缴费。
3. 养老保险异地转移执行不力
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较低，因为这个群体
的特征是高流动性。近年国家为农民工养老保险
异地转移接续建立了一些规则，但是执行的比例
不高。而且，现时全国未有一个统一的养老制度
平台和网路。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陆续到达退休年
龄，农民工养老问题十分迫切。
C. 改革的办法
正在步入老年的中老年农民工所遇到的养老困境，
部份是由历史原因造成。专家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办
法去改善。
1. 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提高财产性收入
有学者认为必须深化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发展
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等。7
2. 切实保障第一代农民工的土地权益
有关当局要着力探讨土地流转的新机制。
3. 培训第一代农民工，提高其农业生产技能
对有心回乡发展创业的农民工进行创业技能和管
理培训，也培训有经验的农民工成为新型农民。
4. 改革养老保险制度

第四课
新生代农民工
一、 新生代农民工概况
1.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 80 后、90 后出生，在城
市务工的农民。他们占农民工总数 70％以上，年
龄以 18–25 岁为主，30 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
有 59.9％未婚。8
2. 新生代农民工毕业后就进城打工，不熟悉农务。
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但城市未能接纳他们。
新生代农民工以“三高一低”为特征：教育程度
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
7
8

同注 4。
《2016 年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报告集锦》；下载自三思教育网
（www.srssn.com）
<http://www.srssn.com/DiaoChaBaoGao/668362.html>（下
载日期：2017/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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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耐受力低。9
3. 新生代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农村和城市都要付
出代价。他们年轻力壮、文化水平高，原本可以
为农业改革贡献，但他们很年轻已经离开农村，
根本不懂农务，亦不打算回到农村，故此对农村
改革是一大损失。城市人口本来已经饱和及资源
匮乏，这些农民工为城市带来巨大压力。 10
4. 目前以新生代为主的农民工所追求的已经与上一
代不同。他们怀着城市普通年轻人的理想，渴望
成为中产阶层、创业、做老板，但这种理想仅靠
打工是无法实现的。这种观念引发他们两方面的
发展：一方面，他们深信现在打工是为了将来不
用打工，计划努力打工至某一个年岁便回到小城
镇创业；11 另一方面，有些新生代农民工却因为
现实幻灭而选择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12

二、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与心态
新生代农民工也称为“第二代农民工”，有些本来
是跟着打工的父母在城市上学的，思维和行为完全
脱离了农村方式。以下介绍他们的一些特点。13
A. 文化教育水平显著提高
第二代农民工大多接受了 9 年义务教育，三分一有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比上一代农民工多出约 20％。
B. 缺乏基本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
对第一代农民工来说，务农是他们的主要职业，打
工只是辅助性收入来源。然而，60％的新生代农民
工缺乏基本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能，其中更有 24％
从来没有干过农活。

9

〈新生代农民工〉《百度百科》；下载自
<http://baike.baidu.com/view/39288.htm?fromTaglist#2>
（下载日期：2012/8/24）。
10
陆元兵：〈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综合成本分析〉《中国
国情国力》第六期（2012 年 6 月）；下载自<香港中央图书
馆参考图书馆，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11
徐敬东编：〈边缘化生存：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来自
珠三角某工厂的一项田野调查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11
年第 1 期，页 9；下载自<香港中央图书馆参考图书馆，中国
期刊全文数据库>。
12
叶榆：〈新生代农民工，“无根的一代”？〉《南方周末》
特约撰稿（2011 年 6 月 2 日）。
13
于建嵘：〈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诉求与社会稳定研究〉《爱
思想网》；下载自
<http://www.aisixiang.com/data/98879.html>（下载日期：
201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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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以“进城务工”作为争取向上流动的社会渠道
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是为了争取向上流动。第
一代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收入主要是输送回农村家
庭，而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收入则主要是就地消
费。部份新生代农民工自己花掉 80％的收入，很多
人甚至从自己的农村家庭索取大量资金来购置在城
市的住房。
D. 对城市认同感强
第一代农民工即便在城市打工多年，依然把自己视
为城市的过客；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渴望融入城市中，
他们自然地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而且追求物质、
精神和文化娱乐的满足。
E. 择业观和劳动态度
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像父辈那样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不愿再从事城中脏、累的体力劳动工作，而且有维
护自身权益的强烈意识。

三、 新生代农民工面对的挑战和产生的问题
A. 新生代农民工面对的挑战
1. 新生代农民工要有特别的技能或资历才可找到较
高收入的工作。“三低”、“三多”是他们的写
照：“三低”是指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
参与率低、工资水准总体偏低；“三多”是指工
伤及职业病多、加班多、劳动争议多。 14
2. 他们常因不满现状而到处“漂泊”，但因自己的
劳动技能没有提升，所以流动并没有明显改善他
们的境遇。他们进城的主要理由是改变自己的农
民身分，有许多是携家带口进城务工，渴望子女
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但因农民工子女没有城市
户口，难以享受与城里孩子同等的教育待遇。
3. 城市文化不断消解他们对家乡的情感认同和记忆，
也使他们渐渐不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让他们
成了既融不进城也回不了乡的“边缘人”。15 当
边缘社会不断扩大，势必对主流社会产生强大的
冲击。

14

15

〈新生代农民工〉《百度百科》；下载自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B0%E7%94%9F%E4%
BB%A3%E5%86%9C%E6%B0%91%E5%B7%A5>（下载日期：
2015/6/23）。
〈深圳新生代农民工调查：农村回不去城市难融入〉《南方
都市报》，2015 年 7 月 6 日；下载自
<http://epaper.nandu.com/epaper/C/html/2015-07/05/c
ontent_3440699.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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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六大问题
1. 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
2. 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准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
的需求。
3. 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
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
4. 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和培训的需
求难以有效实现。
5. 对精神、情感的强烈需求得不到满足。
6. 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
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 16
C. 新生代农民工引发的问题
北京社科院资深研究员于建嵘说：“新生代农民工
普遍处于‘农民＇与‘市民＇身分认同的夹缝之中，
他们对于城市和乡村两个社会都缺乏归属感，内心
有一种被社会排斥的感觉。”他们除了以频繁换工
的“短工化”就业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现状的不满之
外，也开始在公共空间利用新媒体争取话语权。由
于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很多人倾
向选择非制度化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权利。

四、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对策
A. 消除城乡之间的制度性歧视17
改变城乡之间不均衡的经济和社会体制需要系统性
的改革，各级政府应着力研究并尽快采取行动，打
破地方保护主义，尽量为农民工提供与当地人均等
的基本公共服务，最重要的是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
会保障体系。另外，也要为农民工提供廉租房、修
建宿舍或单身公寓，在基础教育上保证农民工二代
与城市孩子享受同等的教育待遇。
B. 提升就业能力18
1. 开展指导关系专案，帮助成长适应
a. 提供与职业发展相关的项目，帮助新民工提高技
能，增加他们融入当前环境的意愿及能力。

b. 相关政府部门帮助他们加强自我管理，建立正确
的职业观和价值观，提高自身专业技术水准和综
合素质。
2. 给予优先义务培训
各级政府应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对于用人单位和
劳动力市场需求量比较大的岗位，给予优先义务
培训，帮助新民工制定合理而长远的职业目标规
划。
3. 鼓励并帮助新民工回乡创业
县、乡政府要制定多种优惠政策，吸引民工回乡
创业，打开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新农
村建设协同发展的新局面。
C.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个案
1. 一位绰号“阿星”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个案。
2. 2010 年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约占全城刑事案
件的三分之一。19

第五课
民工事工的宣教异象和使命
一、 民工事工的宣教异象
1. 中国差不多 3 亿民工进入城市，是人类历史上前
所未有的一种大规模移民。这个群体潜在的福音
机会相当大，需要全中国的教会甚至世界各地教
会的参与，否则民工潮过去，就错过了时机！ 20
2. 未来 20 年，民工的数目会继续增加，并成为中国
的重要人口族群。可惜现今宣教组织对这个禾场
投入极少资源，这是今天海外的教会、差会和宣
教机构应当深切反省的。21 民工是中国社会上的
边缘人，没有身分地位、被忽略、受歧视，正是
最需要福音的人。华人教会若掌握到向这庞大福
音未及群体宣教的先机，就能造福中国和世界。22

19

16

17
18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六大问题亟待破解〉《新华网》，2010
年 6 月 21 日；下载自
<http://www.ce.cn/cysc/agriculture/gdxw/201006/21/t
20100621_20417549.shtml>。
同注 13。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对策〉《广州日报网》，2015
年 6 月 12 日；下载自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5-06/12/node_1.h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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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傅剑锋：〈城市里的陌生人—暴力工厂〉《南方周末》（2011
年 7 月 7 日）。
许鸽、周欢慈：〈得着民工，得着中国，祝福世界—采访记
录〉《麦种》总 12 期，2008 年 1 月；下载自
<http://www.maizhong.org/wheatseeds/2008-01.12/wz/1
1.html>。
江雷：〈民工福音事工的需要和挑战〉《大使命》双月刊第
75 期，2008 年 8 月：下载自
<http://www.gcciusa.org/Chinese/b5_publications/GCB
/2008/Aug/GCB16-17.pdf>。
同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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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工宣教事工的神学根据
1. 民工在城市中生活，由于工种、 生活环境和际遇，
形成自卑心态，所以比较封闭。他们又受到城市
人的歧视，甚至在一些教会也有这种情况。
2. 圣经教导我们要善待“寄居的”，传福音给贫穷
人。“寄居的”一词，在《和合本》圣经里共出
现 90 多次，可见神非常关注寄居者。
a. 他们有敬拜神和享受安息的权利（申 5：14，16：
11，31：12）。
b. 他们的人格必须受到尊重（申 23：7，24：17）。
c. 他们应该享受平等的待遇（申 5：14，27：19）。
d. 他们应该获得具体的照顾（申 24：19-20）。
e. 在新约，耶稣以赛 61：1 挑战犹太人要关注贫穷
人（路 4：18-19）。23

三、 民工宣教事工的策略

G. 最终目标是自治、自养、自传
“目前在城市民工事工中，还没有建立真正的民工
教会……自治、自养和自传应该是民工宣教事工必
走的路。培训民工事奉者，提供各样资源，但要放
弃治理牧养权，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需要拥有宽阔
的国度胸襟。”24
H. 小结
有学者在北京口头统计发现，90％的民工计划最终
返回家乡，但现实最可能是归回最近自己村子的县
镇。“城归”基督徒在故乡福音运动中的角色和民
工教会的出现，是对传统农村家庭教会和新型城市
家庭教会的挑战。如何成为民工教会的差遣基地和
长久支持者，是传统农村家庭教会得以融入城市福
音浪潮和自身更新的关键。 25

A. 首先需要全人关顾
道成肉身地与民工建立关系，了解他们，关顾他们
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提供精神、道德、信仰和实
际的帮助。

四、 各地民工教会的福音使命

B. 具体而多元的福音策略
藉着温馨的聚会让民工与家人或乡亲团聚。

A. 上海
上海是其中一个最多民工喜欢去的城市。一位原是
农村教会的传道转为带职传道，建立了民工教会。
后来他开始全职事奉，在上海各处建立多个聚会点。
虽然经济困难，但教会渐渐发展，也在民工的故乡
开设聚会点。至今教会有 6 位同工，弟兄姊妹参与
事奉。由于民工带来民工，聚会人数和聚会点都增
多。26

C. 建立儿童布道事工
教会协助教导民工的孩子，举办补习班和福音营等
吸引孩子。
D. 举办价值观讲座
举办关于基督徒价值观的讲座，帮助民工建立正确
的自我形象。
E. 举行义卖活动
教会可以呼吁本地弟兄姐妹捐出他们生活中不需要
的家电、家具、衣服等，藉着义卖会以超低价卖给
民工。
F. 建立关怀小组网路
教会组成关怀小组，定时分区探访民工家庭、宿舍
或单位。

一些城市教会看到民工事工的异象，起来承担民工
的福音使命。以下简述上海、温州、广东省教会的
民工事工概况。

B. 温州
在温州，民工事工是明显较多的。温州的民工人口
占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一。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温
州各地区的教会陆续在周日或周六晚上建立针对民
工的普通话聚会，许多教会领袖已经觉察并抓住了
这个向民工宣教的机会。尽管温州各地区教会的民
工事工开展方式各有不同，但大体却很相似。以下
是民工事工的两个例子：

24

25
23

牧禾：〈走进农民工—再思温州教会的福音使命〉《麦种杂
志》，2012 年 3 月 19 日；下载自
<http://www.wheatseeds.org/a/shigong/mingongyishutu
an/2012/0313/1537.html>。

良友圣经学院《关怀事工：民工》

26

小杰：〈民工福音策略〉《神州华传》，2008 年 8 月 19 日；
下载自
<http://blog.roodo.com/mici/archives/6852139.html>。
刘同苏、王怡：《观看中国城市家庭教会》(台北：基文社，
2012)，頁 221-222。
家永唱口述、蒙恩整理：〈上海农民工教会现况〉《展望
中华》第 74 期，2011 年 4 月 8 日；下载自
<http://www.ccchina.org/shownews8.asp?id=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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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异象是“一个都不能少”。 27
2. 有规模的民工教会。28
C. 广东民工教会调查综合分析
笔者向 15 间民工教会进行问卷调查，有 13 间教会
交回问卷，以下是调查结果(另见讲义附录)。
1. 广东民工教会几乎全部位于工厂区最多的深圳和
东莞。
2. 属于团队建立的教会占了半数，反映来自内地农
村家庭教会的团队关心城市民工，愿意差遣同工
前来帮助牧养或支持。
3. 有三分之一民工教会设有晚堂崇拜。在同工人手
不多的情况下，仍然开设两堂崇拜，可见教会体
贴民工主日早上要上班或因打理生意而不能来聚
会的需要。
4. 有三分之一教会主日崇拜人数超过百人，已经不
是小堂会，突破了家庭教会二三十人为安全的原
则。可见城市教会能凝聚一些对福音渴求的人和
满足教会为信徒属灵之家的需要。
5. 无论是全职或带职的传道，大部份教会都有传道
人带领，只有少数教会没有传道人。约有三分之
一的传道人的牧养年资在 5–10 年以内。大部份
教会都有同工会，有些有执事会， 动员信徒事奉。
6. 聚会的形式也算多样化，除了崇拜外，祈祷会、
查经班、小组、成人和儿童主日学也有。可惜教
会的青少年聚会很少，导致教会容易老化。
7. 传道人的资历不高，甚少受过正统的神学教育，
在城市服侍若遇到知识分子就略嫌不足，故此建
议民工教会的同工要接受更多神学装备。

27

28

道德：〈温州教会民工福音策略之探讨〉《温州基督教文库
汇编》，2011 年 5 月 6 日；下载自
<http://wzbxcc.blogspot.hk/2011/05/blog-post_3312.h
tml>。
舍禾：〈我与民工有个约〉《麦种》第 12 期，2008 年 1 月；
下载自
<http://www.maizhong.org/wheatseeds/2008-01.12/wz/0
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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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
服侍民工的策略和实际例子
一、 城市团队的策划
民工潮涉及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世界罕见。这
给教会带来空前未有的传福音机遇。怎样得着他们，
是神赋予教会的神圣职责。笔者给教会设计了一些
切实可行的方案。
A. 民工事工的预备
1. 成立民工事工宣教部。
2. 制定可行计画，筹备民工宣教的一切所需。
3. 决定宣教禾场：具体哪个城市、哪个区域的民工。
4. 先由领袖进去考察实际情况，熟悉当地环境、地
理、风土人情，并带领同工去祷告。
5. 发动弟兄姊妹为民工宣教代祷。
6. 对民工宣教士进行培训指导。
7. 召开差传大会，奉主名差遣民工宣教士出去。
B. 差传方式
1. 个人布道：差传同工以工作身分进入民工群中做
个人布道，教会和宣教士成立聚会点。待人数增
长后植堂。
2. 联系一些有关系的厂矿企业或由基督徒开办的工
厂商店，派遣差传小组（大概二三十人）到那里
成立聚会小组，向民工传福音，建立堂会。之后，
再把差传小组调到另一个地方。
3. 教会如果有实力，自己开办工厂和商店。
4. 鼓励在外打工的弟兄姊妹向当地人传福音，并与
他们保持联系，一旦他们有三四人聚会，就差同
工去牧养，然后植堂。
C. 现在的民工宣教方法
边牧养边传福音、在传福音上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
以及针对不同的群体用不同的方法。
1. 对工厂工人派发福音单张和举办大型音乐布道会。
2. 对流动儿童，用接孩子上下学、一起温习和参加
主日学的方法与民工建立关系。
3. 兴办幼儿院，收少量学费。
4. 鼓励弟兄姊妹与身边的民工建立关系。
5. 对边缘群体给予特殊照顾。
6. 举行义卖活动，廉价发卖日常用品。
7. 鼓励基督徒老板邀请同行举办联谊会，发展商人
团契。
8. 利用多媒体播放宗教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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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今后发展方向
1. 现在内地发展趋势已经放缓，民工潮总有一天退
去，到时可以帮助想留在城市的人办理城市户口。
2. 向有城市户口的人传福音，使城市民工教会转型
为城市教会。

二、 某农村教会与所属城市教会联合民工事工
献议
A. 预备工作
1. 先探访教会的信徒，了解信徒的家庭和信仰状况，
分类建档。
2. 更深入了解本村村民中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及留
守老人的情况，先为其祷告。
3. 建立老师团契，栽培老师们的生命信仰，传递宣
教异象。成立辅导班帮助留守儿童，并鼓励教师
在学校帮助孩子。
4. 藉着主日学建立孩子的生命，并引导孩子邀请同
伴来教会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一起敬拜主。
B. 留守儿童事工
1. 城市教会举办营会时，邀请留守儿童和家人一起
参与。
2. 鼓励主日学老师与留守儿童成为朋友，藉着活动
和聊天，帮助儿童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
3. 设立才艺班，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并让他们有
表演的机会。
C. 留守妇女
举办赞美操，吸引妇女参与，建立关系和关怀她们。
D. 留守老人
带领孩子、年轻肢体或妇女定期探访留守老人，帮
忙做卫生、购买日常用品及关心老人的需要。
E. 建立留守家庭的亲子关系
1. 教会同工在节期问候远方的肢体，并鼓励孩子与
远方的父母联系。
2. 在春节假期期间举办游园亲子活动，为孩子祷告。
3. 与一些服侍留守儿童的机构合作，组织留守儿童
在暑假到父母打工的地方与父母一起生活。

G. 针对外出务工的人
1. 外出务工的人春节回来时，动员其家属聚会，了
解他们在外的生活需要，个别谈道，并尽量帮助
他们寻找务工地的教会，鼓励他们稳定聚会。
2. 组织教会同工前往肢体务工所在地访问，并与当
地教会取得联系，一起关怀和服侍他们。

三、 某城市教会的实际例子—关爱环卫工人
A. 中国城市清洁工现状
中国城市清洁工是薪水最低的阶层(一般城市 1500
元，发达城市不超过 2500 元），做工时间却很长，
工作环境差、社会地位低、工作安全系数低，工人
一般年纪比较大。
B. 关爱环卫工人的方案
关爱环卫工人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要从自
己做起。
1. 冬季问寒送暖，夏季赠送避暑物品。
2. 一元基金奉献： 每周鼓励弟兄姐妹每人捐献一元，
作为逢年过节环卫工的福利。
3. 给予他们生活日用品的补贴帮助。
4. 教导教会儿童从小关注弱势群体，养成怜悯、尊
老爱幼、帮助他人的良好习惯。
5. 集体聚餐传福音。

四、 某小镇教会的方案
A. 切实祷告
1. 为内地政府能推出更有利于农民工的政策祷告，
求主赐给他们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待遇。
2. 为农民工面对的新工作形式祷告，求主使农民工
能在离家较近的地区工作，能与家人保持联系。
3. 为“农二代”的人生祷告，盼望他们能在城市找
到人生的方向。
4. 为教会的农民工事工祷告，求主感动更多弟兄姐
妹参与。
B. 探访和栽培方面
1. 教会的同工要探访民工的家庭，送赠生活所需。
2. 对于刚来到城市的信徒民工，所属教会要打电话
关心他们，帮忙他们找到城市教会聚会。
3. 对于那些积极追求灵命长进的农民工，要鼓励他
们接受栽培，使他们参与宣教布道。

F. 预备出外打工的肢体
在毕业季之前，先了解初高中毕业生的心理动向，
若有意要外出打工，就先塑造其生命素质后再出去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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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广东民工教会调查问卷统计
问卷调查目的主要是收集资料，帮助培训中心了解
学员所事奉的教会和帮助当地教会评估现况。调查
方法以问卷方式进行。共发出问卷 15 份，收回 13
份，占 86.66％，是有代表性的。调查时间在 2012
年 11 月 3 日。
1. 教会的类别：民工教会（8）、传统教会（3）、
少数民族教会（1）、工厂（1）
民工教会共 8 间（占 61.53％）、传统教会 3 间
（占 23.07％）、少数民族教会 1 间（占 7.69％）、
工厂聚会（只设团契和查经班）1 间（占 7.69％）。
2. 聚会所在地区：东莞（6）、深圳（6）、樟木头
（1）
教会所在地区主要在东莞的 6 间（占 46.15％）、
深圳 6 间（占 46.15％）、樟木头 1 间（占 7.69％）。
3. 教会统属：属于团队（6）、独立教会（6）、另
一教会植堂所建立（1）、其他（0）
属于团队的教会 6 间（占 46.15％）、独立教会 6
间（占 46.15％）、另一教会植堂所建立的 1 间
（占 7.69％）。
4. 教会主日聚会的堂数：1 堂（8）、2 堂（4）
只有 1 堂崇拜的教会 8 间（61.53％）、两堂崇拜
的 4 间（占 30.76％）。
5. 平均主日崇拜人数：100 人以上（4）、80–99
人（0）、60–79 人（1）、40–59 人（1）、39
人以下（6）
100 人以上聚会的教会 4 间（占 30.76％）、60–
79 人的 1 间（占 7.69％）、40–59 人的 1 间（占
7.69％）、39 人以下的 6 间（占 46.15％）。
6. 会众年龄分布：0–12（54 人）、13–18（35 人）、
19–25（123 人）、26–40（301 人）、41–60
（139 人）、60 以上（65 人），共：717 人
会众的年龄组别以 26–40 最多，共 301 人（占
41.98％）；其次是 41–60，共 139 人（19.38％）；
第三位是 19–25，共 123 人（占 17.15％）；60
以上共 65 人（9.06％）； 0–12 有 54 人（占
7.53％）；13–18 的人数最少，只有 35 人（占
4.88％）。
7. 会众性别：男性（193 人）、女性（395 人），共：
588 人
男性会众共 193 人（占 32.82％）、女性会众共
395 人（占 6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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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教会组织：有同工会（8）、有执事会（2）、有
专职传道人带领教会（5）、有带职传道同工（8）、
无传道人（3）
8 间教会有同工会（占 61.53％）、2 间教会有执
事会（占 15.38％）、5 间教会有专职传道人带领
教会（占 38.46％）、8 间教会有带职传道同工（占
61.53％）、3 间教会无传道人（占 23.07％）。
9. 聚会用房：租用（10）、教会自购（0）、传道人
住家（3）、借用会友地方（0）、其他（0）
租用房子的教会 10 间（占 76.92％）、在传道人
住家聚会的教会 3 间（占 23.07％）。
10. 教会成立年份：1–5 年（6）、6 年以上（5）
教会成立 1–5 年的 6 间（占 46.15％）、6 年以
上的 5 间（占 38.46％）。
11. 教会成立方式：由另一间教会植堂（2）、由团契
／查经班／祷告会／小组发展成为教会（0）、自
发成立（7）
由另一间教会植堂而成立的教会 2 间（占
15.38％）、自发成立的教会 7 间（占 53.84％）。
12. 聚会类别（主日崇拜外）：成人主日学（5）、儿
童主日学（5）、小组（7）、祈祷会（8）、查经
班（8）、其他（0）
设有成人主日学的教会 5 间（占 38.46％）、设
有儿童主日学的 5 间（占 38.46％）、设有小组
的 7 间（53.46％）、设有祈祷会的 8 间（占
66.66％）、设有查经班的 8 间（占 66.66％）。
13. 传道人年龄：20–29（2）、30–39（6）、40–
49（0）、50–59（0）、60 以上（0）
20–29 组别有 2 人（占 15.38％）、30–39 组别
6 人（占 46.15％）。
14. 传道人接受神学教育的程度：正规神学教育（2）、
家庭教会神学院（4）、内地神学培训班（5）、
其他（5）、正进修道学硕士（1）、正进修正规
神学（1）
接受过正规神学教育有 2 人（占 15.38％）、家
庭教会神学院 4 人（30.76％）、内地神学培训班
5 人（38.46％）、正在进修道学硕士的 1 位
（7.69％）、 正在进修正规神学的 1 位（7.69％）。
15. 传道人牧养年数：10 年以上（1）、5–10 年（4）、
1–4 年（3）
牧养了 10 年以上的 1 位（7.69％）、牧养了 5–
10 年的 4 位（30.76％）、牧养了 1–4 年的 3 位
（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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