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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和社會福利

提升和優化醫療服務素質，完善醫療衛生設施建設，保障和促進全民健康，是特區政府
長期以來的工作目標。衛生部門一直致力加快各項軟硬件設施的建設、完善醫療衛生體制、提
升醫療服務水平、拓展社區衛生資源。
而加強社會服務建設，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扶持弱勢社群，建構和諧家庭和共融社區，
是特區政府的社會服務政策。特區政府致力協助陷於困境的個人、家庭和弱勢群體，使他們
恢復社會功能、提升生活能力和改善生活素質。

公眾健康
特區的醫療衛生水平與大多數先進國家和地區相若。據統計暨普查局 2020 年統計，澳門
醫護資源中，每千人口對應醫生及護士分別為 2.6 名及 3.8 名，對應住院病床為 2.5 張。2020
年的死亡率為 3.3‰，一歲以下嬰兒的死亡率為 0.7‰。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2017 年 － 2020
年）男性為 81.1 歲，女性為 86.9 歲，達到世界領先水平。
根據《國際疾病分類第十版》組別分類，腫瘤是澳門的頭號都市殺手病，居第二位是循
環系統疾病，第三位是呼吸系統疾病。2020 年統計資料顯示，這三種疾病死者佔全年死亡人
口的比率分別是：38.9%、26.1% 和 12.1%。

衛生局
衛生局的主要職能是協調衛生領域內公共及私人機構的活動，並透過專科衛生及社區衛
生醫療服務、執行預防疾病及衛生推廣等工作，保障市民健康。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衛生局的主要抗疫工作包括：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累計確診病例 46 例，累計出院 46 例，取得零死亡、零社區感染、
零院內感染、低重症率和高治癒率的成績。患者由住院治療、康復期隔離，以至出院回到社
區，需要近兩個月，有效保障病人和其他居民的健康。
改動及裝修隔離病房，供應 266 張高規格隔離病床，制定設立方艙醫院的預案﹔接載滯
留湖北的澳門居民，前往香港國際機場接載澳門居民回澳﹔推出保障口罩供應澳門居民計劃；
加強口岸檢疫措施；引入電子科技加強口岸防控和推出澳門健康碼﹔加強社區防控宣傳，提
升居民衛生教育和防範意識，及時引導社會各界齊心協作，竭力阻截病毒在社區的傳播；推
出醫療補貼特別計劃，額外發放多一次 600 元的臨時性醫療券﹔開展常規核酸檢測計劃，以
及購買新冠疫苗及安排接種。與疫苗生產公司洽談疫苗採購事宜，亦與世衛和全球疫苗免疫
聯盟（GAVI）簽署協議參與全球集體採購疫苗計劃，將購買足夠數量的疫苗供全澳市民接
種。並制定疫苗接種計劃。

醫療福利保障
特區政府投入充足的醫療衛生資源，不斷優化醫療服務和完善各項衛生設施。2020 年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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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局總開支約 88.8 億元，較 2019 年增長 15.46%。
特區政府對居民健康的承擔較大，澳門居民享有醫療保障的安全網較全面。凡澳門合法
居民，不論年齡和職業，前往衛生中心接受服務及由衛生中心轉介到仁伯爵綜合醫院進行輔
助檢查，均毋須繳費。非澳門居民使用衛生中心服務，則須按照衛生局訂立的收費標準繳付
費用。仁伯爵綜合醫院提供的服務，除特區政府規定的特定人士外，均須繳付費用，而澳門
居民享有三成收費減免。仁伯爵綜合醫院亦為有經濟困難的澳門居民提供醫療援助服務。
另外，還有鏡湖醫院、工人醫療所、同善堂診所等接受政府和團體資助的醫療單位，以及
各類私人診所和化驗所提供的醫療服務。

專科衛生醫療服務
仁伯爵綜合醫院是一所具備先進設備配套的現代化醫院，其管理通過國際認證，現時共
有 27 個專科，提供合共 73 項專科門診服務，包括專科醫生門診，檢查及治療專科門診服務
以及門診部組織之諮詢及講座。仁伯爵綜合醫院提供的專科醫療服務和澳門各衛生中心提供
的基礎醫療衛生服務以雙向轉診方式充分合作，向巿民提供適切的醫療服務。醫院亦設有 24
小時急診醫療服務，包括各專科輪值、各項手術和專科住院服務。醫院另設立離島急診站、
社區康復病房、失智症診療中心和兒童綜合評估中心，連同急診大樓，進一步優化醫療服務
和求診環境。
根據衛生局 2020 年的統計，仁伯爵綜合醫院有醫生 439 人，護士 1,032 人，病床總數 1,020
張（包括 913 張住院病床和 107 張非住院病床），門診總數達 469,911 人次，急診總數 224,994
人次，入院病人 21,593 人次，病床佔用率為 61.18%，平均住院日數為 10.59 天，日間醫院治
療總數 54,033 人次，在醫院進行手術和分娩分別有 8,528 人次和 2,627 人次，診斷及治療輔助
檢查總數達 6,389,872 次。

社區衛生醫療服務
為響應及達到世界衛生組織所倡議「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目標，衛生局在各區設立衛
生中心，建成以衛生中心為單位的社區衛生醫療服務網絡，全澳居民均可在居所附近使用社
區衛生醫療服務。
現時澳門共有 8 間衛生中心及 3 所衛生站，為市民提供成人保健、兒童保健、口腔及牙
齒保健、學童保健、產前保健、婦女保健、中醫及針灸、心理諮詢、戒煙諮詢、子宮頸癌及
大腸癌篩查、體格檢查、防疫接種等服務。截至 2020 年底，社區衛生醫療服務網絡共有 190
名醫生（包括全科、牙科及中醫）和 252 名護士，門診總數達 816,751 人次，其中以成人保健、
非預約門診和中醫保健的門診人數最多，分別佔社區衛生醫療服務門診總人數的 41.05%、
24.91% 和 8.61%。

298

衛生和社會福利

與非牟利醫療機構合作
特區政府通過與多間非牟利醫療機構合作，為居民提供專科醫療（住院、急診、心科手
術等）、一般中西牙醫門診、康復服務、家居護理、子宮頸癌篩查、大腸癌篩查、心理治療、
病人護送、牙溝封閉及牙周潔治等服務，又開展防治愛滋病教育、心理健康及無煙生活宣傳
等活動。
由 2009 年起，特區政府推出「醫療補貼計劃」，通過每年向每位澳門永久性居民發放
醫療券，加強居民的保健意識、補貼居民的醫療開支，以及促進私人衛生單位的發展。2018
年，特區政府推出電子醫療券，透過大數據的應用，有助更快捷地分析和瞭解醫療券的使用
狀況，加強引導智慧醫療的構建。

公共衛生和疾病預防
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指引，衛生局持續進行疾病常規監測工作，繼續加強防範和應對登
革熱、腸病毒和季節性流感的爆發，強化愛滋病的監測和預防教育，以及對結核病高危人群
的干預措施，健全口岸衛生防疫系統，保持與鄰近地區的合作，不斷完善區域聯防聯動機制。
特區政府通過健康城市委員會和慢性病防制委員會，持續開展預防慢性疾病的工作，以
及舉辦與學校健康促進、健康大廈、煙草控制等宣傳活動，倡導健康的生活方式。
2020 年，共有 5,739 例傳染病強制性申報個案，申報數最多的首三位為流行性感冒（3,417
例）、沙門氏菌感染（751 例）和肺結核（287 例）。另錄得 51 例人類免疫缺陷病毒感染個案、
46 例其他冠狀病毒相關嚴重呼吸道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個案、4 例德國麻疹病例、1 例
登革熱輸入病例、1 例百日咳病例、6 例軍團菌病病例，沒有感染 H7N9 禽流感、中東呼吸道
綜合徵或埃博拉病毒的病例。
為確保公共衛生安全，公共衛生化驗所對食物、水質、藥物、香煙及臨床樣本等進行化
學和微生物檢測，以及對傳染病進行相關的化驗診斷。2020 年，共化驗了 357,238 個不同類
型的樣本，檢驗總數為 525,296 個。

控煙工作
第 5/2011 號法律《預防及控制吸煙制度》於 2012 年 1 月 1 日生效，衛生局以立法、執法、
教育宣傳和鼓勵戒煙多管齊下的方式，分階段落實和推行控煙工作，2020 年，控煙執法人員
共巡查場所 182,220 間次，較 2019 年減少 152,426 間次（-45.5%）；檢控個案總數 2,372 宗，
當中包括 2,349 宗違法吸煙個案，22 宗銷售不符合標籤規定的煙草製品及 1 宗違法銷售電子
煙的個案。因違法吸煙而被檢控的個案較 2019 年減少 2,969 宗（-55.8%）。2020 年控煙熱線
共接獲 1,754 個電話，包括 640 宗查詢、1,073 宗投訴以及 178 宗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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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收集
澳門採用自願、無償和不記名的捐血者政策，捐血中心負責無償捐血的宣傳、推廣和血
液收集，向澳門有需要的病人提供足夠、安全的血液／血液成分和血液服務，並為各醫院提
供免疫血液學顧問服務。2020 年，有 13,387 名市民登記捐血，共收集 16,541 個單位的血液，
製備成各類血液成分共 43,031 單位，供 3,536 名病人使用，為醫院轉介的 215 個血型疑難個
案提供了專業檢驗和相關的顧問服務。

藥物事務
至 2020 年底，獲衛生局批准投放於本地市場的西藥有 33,415 種，其中非處方藥物有
10,816 種、處方藥物有 20,714 種、只供醫院使用的藥物為 1,885 種，獲准投放本地市場的中
成藥及傳統藥物有 7,448 種。在衛生局註冊的藥劑師共 710 名、藥房技術助理 299 名。獲衛生
局發出牌照的藥物產品出入口及批發商號有 155 間、藥房 283 間、中藥房 130 間、藥行 22 間、
製藥廠 7 間。

私人醫務活動
2020 年，在衛生局登記註冊的衛生專業人員准照數目為 3,656 個、衛生護理服務場所 407
間及醫院 3 間，合共發出 4,066 個私人醫務活動准／執照，較 2019 年增加 4.28%。衛生護理
服務場所增幅為 6.27%。准照方面，以護士、治療師和中醫生增加的數目較多，分別增加 95
個、29 個和 17 個。

鏡湖醫院
鏡湖醫院是澳門特區非政府醫療衛生機構，隸屬鏡湖醫院慈善會，創辦於 1871 年（清同
治十年），至今已有 150 年歷史，是一所由華人創辦和管理的慈善醫院，宗旨為勤儉辦院、愛
心治病、以禮待人、以病人為中心。目前，鏡湖醫院已發展成為一所現代化的綜合性教學醫
院，集醫療、預防、教學和科研於一體，並逐步實現醫院現代化資訊管理。2020 年全院員工
2,160 人，其中醫生 377 人，護士 616 人，技術人員 217 人，其他員工 950 人。
鏡湖醫院現有急診部、門診部、住院部，設有重症醫學（ICU/CCU）、新生兒深切治療
及新生兒護理（NICU & SBU）病區以及多個醫療中心。臨床科室設置包括內科、外科、婦
產科、兒科、急診科、耳鼻咽喉 - 頭頸外科、眼科、皮膚科、口腔科、康復科、中醫科、家庭
醫學科、腫瘤科、麻醉科。另設有影像科、藥劑科、病理科、檢驗科等醫療輔助部門。2009
年 8 月霍英東博士專科醫療大樓落成啟用，設多個專科門診。
鏡湖醫院設有 4 個門診部和 2 個急診部，分佈於澳門半島及氹仔。2020 年全院門急診診
治 1,258,628 人次，平均每日診治 3,824 人次，其中澳門本部門診和急診診治 1,147,549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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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日診治 3,470 人次；氹仔醫療中心門診和急診診治 111,079 人次，平均每日診治 354 人
次。全年出院人數為 27,620 人次。

科大醫院
科大醫院隸屬澳門科技大學基金會，前身為澳門科技大學中醫診療中心。2006 年 3 月，
科大醫院經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衛生局批准正式成立，在原有中醫診療服務基礎上，加入西
醫診療元素，令醫療服務範圍更趨完善。目前，科大醫院已發展成一所具中西醫優勢互補的
現代化綜合性醫院，同時也是澳門科技大學中醫藥學院、醫學院及藥學院的臨床帶教基地，
是澳門唯一一所具備大學支持的醫院。
科大醫院門診部設有多個中、西醫專科，除提供一般門診診療外，還提供腫瘤綜合治療、
醫學美容、醫學遺傳等多元化醫療服務。醫院亦配備介入導管室、手術室等醫技科室以及多
個服務中心，包括：國際醫務中心、中醫藥學院專家臨床中心、國際健康管理中心、綜合康
復診療中心、醫學影像診斷中心、臨床化驗診斷中心、內視鏡中心、血液透析中心和醫學美
容中心。
科大醫院住院部現有病床 60 張，設有深切治療部（ICU）。血液透析中心有 42 張病床。

環境衛生
改善市容、維持城市整潔和垃圾收集是市政署的主要工作之一。市政署持續設置壓縮式
垃圾桶及興建封閉式垃圾房以取代街道垃圾桶，改善垃圾桶容易衍生的環境衛生問題，並處
理居民對環境衛生的投訴、稽查城市衛生、監管清潔專營公司、改善垃圾站設施及其分佈、
舉辦城市清潔運動宣傳環境衛生意識、管理公共廁所及防治鼠患等。
2020 年，市政署處理環境衛生的投訴共 5,311 宗。
市政署按照特區政府的防疫工作安排，2020 年 1 月至 2 月期間，派駐人員支援新型冠狀
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之熱線工作。疫情期間，協助衛生局安排入境人士進行 14 天醫學觀察。
配合衛生局的防疫工作，對確診病例居所的大廈及周邊公共街道進行徹底清潔及消毒。
與澳門團體合作開展專項計劃，到各區大廈屋苑進行衛生排查及宣導工作，全年共巡查 5,929
棟大廈，協調大廈進行清理工作 323 次，協調清理垃圾共 3,446 公斤。
市政署配合國家防疫指引及本地風險評估啟動防疫措施，持續加大對進口冷鏈食品、環
境和從業人員等三層面防疫防控措施，特別是加大口岸檢測、監測和消毒力度。2020 年對
15,000 多個進口冷鏈食品及內外包裝、倉儲環境及器具樣本進行新冠病毒核酸檢測。
2020 年共推出 5 份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有關的食安指引，於食品安全資訊網開設專頁，
提供系列切合食品業界及市民所需的防疫指引及宣教內容，以及冷鏈食品業界配合防控措施
的操作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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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20 年開發「綠化設施預約系統」，有效控制人流使用市政署設施。以電話短訊形式，
呼籲飲食業界遵守衛生局制定的防疫指引，增強公眾重新到飲食場所消費的信心。

墳場
澳門共有 6 個公共墳場和 11 個私人墳場。公共墳場包括澳門聖味基（舊西洋）墳場、澳
門望廈聖母（新西洋）墳場、氹仔沙崗市政墳場、氹仔嘉模市政墳場、路環市政墳場、路環
華人墳場。私人墳場包括白頭墳場、基督教墳場、望廈新墳場、回教墳場、氹仔街坊墳場、
炮竹墳場、孝思墓園、路環各業墳場、路環黑沙村民會墳場、九澳墳場和路環信義墳場。
市政署負責管理公共墳場，並監管私人墳場運作。為向市民提供多元化的殯葬服務，市
政署分別於 2014 年 9 月及 2015 年 9 月增設骨殖火化服務和樹葬服務，2020 年期間，市政署
共處理骨殖火化 101 宗及樹葬 49 宗。

公共廁所
市政署積極透過不同的措施完善及優化澳門的公共廁所的分佈及服務質素。目前市政署
轄下的固定公廁共有 82 座，而流動公廁共有 3 個，這些公廁分佈於澳門不同區域，免費供市
民及遊客使用。

環境保護和城市清潔
環境資訊中心
澳門原有 2 個環境資訊中心，分別是二龍喉環境資訊中心及望廈山環境資訊中心，二龍
喉環境資訊中心因配合土地工務運輸局興建松山行人隧道規劃，故需拆卸，該中心自 2020 年
3 月 5 日停止對外開放。望廈山環境資訊中心繼續為學校、團體及巿民大眾提供環境教育場
所，定期舉辦不同的工作坊及活動供學校及團體預約報名參加。2020 年，兩個環境資訊中心
共接待 13,486 人次。

「城巿之友」義工隊
2012 年 11 月，「城巿之友」義工隊成立，擔任社區環境衛生、環境保育及食品安全宣傳
推廣大使，持續向澳門居民、遊客以及居澳外籍人士宣揚城巿清潔、源頭減廢及遵守澳門相
關環境衛生法規等訊息。

金像農場
總面積約 133,868 平方米，於 2005 年綠化週期間開放使用，是澳門其中一個可以看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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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畜（豬、牛、羊）的地方。農場採用有機方式種植，不使用任何農藥及合成肥料，平日通
過收集飼養牧畜的糞便及綠化廢棄物（枯枝、枯葉等），經碎木機及堆肥處理再生成為天然有
機肥料，是目前澳門絕無僅有的有機農場和有機堆肥教育基地。
金像農場自 2020 年 8 月全面對外開放，費用全免，是市民及遊客假日休閒的好去處。
農場還提供休閒木屋、露營場、露天及大型蔭棚、農耕地、生態小水池、天然古井等設
施。市政署每年舉辦短期及兩日一夜的宿營參觀活動，通過網上接受團體申請，體驗收割過
程及分享有機農作物。通過導賞、集體遊戲、聚餐和工作坊等介紹及活動，讓參加團體加深
瞭解有機農耕的趣味，親身感受農場真實自然的一面，並化身「農場小主人」去體驗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的簡樸生活，真正讓市民融入大自然的生態環境中。

開心農耕場
總面積約 5,972 平方米，2016 年啟用，至 2020 年中開展擴建計劃，擴建後總面積為
22,995 平方米，增加的設施包括擴大農耕地至整個農耕場的三分之一，是一個完全體驗農耕
工作的活動場所，環繞身邊是綠油油的農耕區、香氣橫溢的香草區、按季節變換的花田區多
品種的果樹區、季節蔬菜展示區、天然水體保育區及昆蟲旅館等，讓市民可以逃離煩囂都市，
享受寧靜愉悅的農村氛圍。
完成擴建後的農耕場，鄰近黑沙海灘及毗鄰黑沙公園，自 2020 年 11 月全面對外開放，
費用全免，是一家大小於周末體驗郊外活動的理想場所。
農耕場設有一個大型活動蔭棚，不定期舉辦農耕體驗、工作坊及教學活動，主題皆以綠
化及環保為主。所有農耕活動可由個人或團體通過網上申請，成功申請者只需繳付少許行政
費用，即可參加各類綠化環保工作坊的現場製作，完成後可自帶回家；又或當上為期四個月
的「城市農夫」，任何日子皆可進場維護自家農作物，整個過程是純天然的有機耕作，長成收
割的農作物都屬於申請者所有。

食物衛生
澳門法例規定，大部份食品（主要是動、植物源產品）入口均須接受強制檢疫，且經審
查檢疫合格後方可在市面銷售。市政署檢疫人員在關閘及蓮花橋口岸、青洲檢疫站、批發市
場、澳門屠宰場、碼頭、深水港、機場及其他檢疫地點，監管進口的禽畜、肉類、蔬菜、水
果、水產、源自動物的食用產品及新鮮但易變壞食物的衛生檢驗。
市政署加強對食品品質的監控，增加對進口牲畜及食品的抽樣檢驗，防止傳染病擴散或
流入，並對所有進口的蔬菜、魚類、鮮凍肉、蛋類、生果和罐頭等食物進行檢驗檢疫和殘餘
農藥測試。市政署也負起對售賣肉類、蔬菜和漁獲店舖的發牌和衛生監控工作，通過對店舖
常規的衛生巡查和評級，監管出售鮮活食品的衛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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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署也在市面透過監察、巡查、檢測、宣傳教育等多方面保障食品安全，根據《食品
安全法》有序制定食安標準及指引。直至 2020 年，分階段推出 12 項和更新 1 項食品安全標
準，包括《食品中獸藥最高殘留限量》、《食品中禁用物質清單》、《食品中放射性核素最高限
量》、《嬰兒配方奶粉致病性微生物限量》、《奶類食品中致病性微生物限量》、《食品中真菌毒
素最高限量》、《嬰兒配方食品營養成分要求》、《食品中色素使用標準》、《食品中甜味劑使用
標準》、《食品中重金屬污染物最高限量》、《食品中防腐劑及抗氧化劑使用標準》、《食品中農
藥最高殘留限量》和更新《食品中禁用物質清單》。已推出 54 份食安指引，指導業界操作經
營時留意衛生安全。
為持續強化食安監管，市政署常規進行市面食物監察計劃，瞭解市面食物衛生狀況。
2020 年完成 3 項時令食品調查，分別為賀年食品檢測、端午糭子檢測及中秋月餅檢測，合格
率為 100%；3 項專項食品調查，包括「嬰幼兒食品中重金屬及真菌毒素含量調查」、「燒味、
鹵味及中式冷盤之致病性微生物調查」及「燒烤食品專項調查」，合格率 100%； 全年市面恆
常食品調查共抽取了 2,575 個樣本檢測，總合格率 99.8%。
市政署因應世界各地發生的食安事件進行風險監察及評估，就可能對澳門構成潛在風險
的食安事件向業界發出食品預警，2020 年共發出 44 則食品安全預警，持續通過傳真、業界手
機短訊提示及食安資訊流動裝置應用程式（APP）推播等方式，協助業界及早採取應對措施。
市政署持續進行食安風險教育與溝通。2020 年因應疫情影響，重點加強輔導業界做好企
業防疫食安管理，要求業界嚴格落實各項冷鏈食品防疫安排。針對食品業界共舉行 130 場講
座及戶外走訪宣教活動、147 場食品業界風險交流座談會及參訪、開辦 10 班「食品衛生督導
員課程」； 每月恆常舉辦「食品安全與環境衛生基礎班」；就大眾食安風險教育工作，2020 年
食安教育講座繼續按系統分為風險預防、風險認知、食品與營養三大單元合共 25 個主題，舉
辦 183 場公眾宣教講座及活動。此外，響應 2020 年「食品安全日」活動，以「食品安全 人人
有責」為主題，推出以「食安五要訣」為主題的網上有獎遊戲，全面提升大眾的食安認知。

動物衛生
動物衛生監督是預防動物疫病和維護公共衛生的重要組成部份，市政署轄下的動物檢疫
監管處，負責澳門動物衛生的監督和管理，職務包括動物保護、動物管理、動物疫病防治、
動物和動物糧食進出口檢疫，以及動物保護和動物衛生的宣傳推廣及公民教育。
基於維護公共衛生、公共安全及保護動物的目的，2020 年市政署共為 6,939 隻犬、545 隻
貓接種 3 年免疫期的狂犬病疫苗，發出 9,925 個犬隻准照，捕捉 420 隻流浪犬及 353 隻流浪貓。
另對違反第 4/2016 號法律《動物保護法》的 622 宗行政違法個案作出檢控。
為預防禽流感，市政署恆常收集全澳的野鳥屍體，2020 年共收集 409 隻野鳥屍體，並定
期到澳門的候鳥棲息地及觀鳥園採集雀鳥糞便樣本進行禽流感病毒檢測，全年共檢測 851 份
野鳥屍體及雀鳥糞便樣本，所有檢測結果均為陰性，未有檢出禽流感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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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高澳門動物衛生水平，以及配合第 4/2016 號法律《動物保護法》的全面實施，特區
政府制定了第 7/2020 號法律《動物防疫法》，對預防及應對動物疫病傳播風險的管制措施作出
法律規範，有關法律及第 160/2020 號行政長官批示《動物疫病名錄》，已於 2020 年 9 月 1 日
正式生效；同時，市政署正有序地進行《獸醫、動物診療活動及動物商業業務法》的法律草
擬工作。

街市
澳門共有 9 座街市，7 座在澳門半島，氹仔及路環兩個離島各有 1 座，合共提供 867 個售
賣攤位。
2020 年，已租賃的街市月租攤位 752 檔，經營者為 1,832 人，其中月租攤位承租人 746
人、臨時流動攤位准照持有人 60 人、協助者 427 人及僱員 599 人，街市管理及監察承租人的
事務由市政署承擔。
澳門目前使用的公共街市及小販管理制度法例沿用多年，為配合社會發展，特區政府在
2020 年初疫情剛發生時，希望盡快為市民提供更配合現況的街市管理方法，行政會於 11 月完
成討論《公共街市管理制度》法案，11 月獲立法會全體會議一般性通過。市政署正草擬有關
行政法規及相關的工作指引，並按計劃進行度量衡的宣傳及推廣，以及智能電子秤的測試。

小販
市政署負責全澳小販管理、監察和准照發出工作、管理中國傳統節日期間舉行的各項
大型臨時售賣活動，如爆竹燃放活動、年宵市場等以及設立如氹仔市集等具特色的市集。至
2020 年底，市政署共發出小販准照 950 個，包括 182 個熟食檔及 72 個特別准照（珠海市灣仔
區花販），比 2019 年減少 48 個，下降 5.32%。

屠房
根據規定，豬、牛、羊等家畜均須經澳門屠宰場屠宰。市政署負責監管屠場衛生。屠宰
場駐有獸醫和檢疫人員，屠宰產品須經過宰前和宰後檢驗合格，證明適合食用方可在市面售
賣。市政署的工作也包括保障動物的權益，防止虐待牲畜、監管活牲畜的運輸過程、監管銷
毀不合格肉類等。2020 年內，屠房屠宰牛 1,642 頭、豬 79,396 頭，合共 81,038 頭。

社會福利服務
特區政府的社會福利服務政策，主要是透過與民間機構緊密合作，推動切合實際需要的
福利服務，以回應社會需求，解決個人、家庭及社會問題，提升市民生活能力和素質，共同
構建和諧社會、幸福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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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局
社會工作局（簡稱社工局）是協助制定、統籌、協調、推動和執行澳門特區社會工作政
策和社會福利的政府部門。服務範疇包括個人及家庭援助、兒童及青少年、長者、康復、防
治藥物依賴和賭博失調，以及社會重返等服務。轄下有 12 間社會服務設施向市民提供直接服
務，包括社會工作中心、災民中心、康復服務綜合評估中心、藥物治療中心（美沙酮）、健康
生活教育園地和防治問題賭博處「志毅軒」（賭博失調防治服務）。
2020 年，特區政府繼續透過社工局向年滿 65 歲的澳門永久性居民發放敬老金，2020 年
發放金額為每人 9,000 元，合資格個案 99,472 宗（當中包括補發過往年度的個案 2,584 宗），
全年總發放金額約 8.95 億元。同時，繼續向持有《殘疾評估登記證》的澳門永久性居民發放
殘疾津貼，2020 年普通殘疾津貼金額為 9,000 元，特別殘疾津貼 18,000 元，符合發放上述殘
疾津貼資格的個案共有 15,966 宗（當中包括補發過往年度的個案 1,281 宗），涉及金額逾 1.94
億元。
2020 年，社工局共資助 257 間 / 項社會服務機構 / 設施 / 計劃，受資助工作人員 4,200 多
人，總資助金額 15.84 億元。而社工局於 2020 年整體投放於社會服務範圍內的費用 29.79 億
元，增長率為 4.83%，當中包括上述社會服務的各項資助，以及援助和福利金的開支等。
在疫情期間，社工局向 240 間社服設施發出由衛生局提供的各類防疫指引、完成防疫應
對計劃及進行桌上演練；2020 年 2 月，協調澳門所有托兒所、社區及日間社服設施暫停運作，
至 6 月陸續恢復運作。2020 年 3 月及 9 月向經濟援助金受益家庭多發放一份全額援助金，協
助因抗疫造成的額外開支，受惠家庭約 5,900 多個，涉及金額約為 3,200 萬元。
社工局加強對居民情緒方面的支援，包括設立心理輔導熱線和視像輔導等，截至 12 月
底，共接案 669 宗。此外，與社服機構共同協作，向長者或殘疾人士提供家居支援服務，包
括上門送膳、家居清潔、個人照護等，服務人數約 5,700 人；另利用電話、家訪及線上方式提
供關懷及諮詢，合計服務約 30 萬人次。
社工局協調轄下部門，將社會各界捐贈的物資分發至有需要人士及弱勢群體。社工局及
社服機構協助口罩售賣，安排轄下 5 個社會工作中心，協助 9,000 多人進行登記及派發電子消
費卡﹔協調 70 間社服機構，協助有需要人士進行健康碼轉換﹔開放社工局 8 個地點及電話，
為不熟悉操作的居民和長者，提供諮詢、協助轉碼和預約核酸檢測。截至 12 月底，提供服務
達 30,230 人次。
社工局一直支援臨時醫學檢查中心，提供物資支援及心理輔導。截至 12 月底，社工局協
助處理及派發物資約 81 萬份；製作 6 段宣傳短片和 6 個圖文包。

家庭及社區服務
社工局在全澳不同地區共設立 4 個社會工作中心及 1 個服務分站，向陷於困境的個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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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提供一般性質的服務，包括個人及家庭輔導、經濟援助、24 小時緊急支援服務、災難性
援助、機構轉介服務及法律諮詢等。同時，亦為處遇家庭暴力問題的人士提供輔導服務和所
需支援；亦負責執行各項福利金和津貼的發放，包括敬老金和殘疾津貼等。
2020 年，4 個社會工作中心及 1 個服務分站，合共接待 3,388 宗個案，共提供 9,554 次不
同類型的服務，當中獲發定期援助金的家庭合共 3,364 個，受惠人數達 5,127 人。
2020 年，全澳有 1 間災民中心、10 間家庭及社區綜合服務中心、12 間社區中心、12 項
社區專項服務和 5 間庇護及臨時收容中心，大部份由社工局資助民間機構承辦。
2020 年，有 28 名居民入住青洲災民中心，而避寒及避暑中心共提供服務 310 人次，
10 間家庭及社區綜合服務中心共提供服務 1,058,377 人次，12 間社區中心為市民提供服務共
844,602 人次，12 項社區專項服務為市民提供服務 1,245,039 人次，5 間庇護及臨時收容中心
向 412 人提供收容服務。
為更有效地提高援助金受益人的工作意願，協助他們重投勞動市場，社工局繼續聯同 4
個民間社團，推行「社區就業輔助計劃」，至 2020 年底有 588 人參與計劃。另外，鼓勵性的
就業措施「積極人生服務計劃」，至 2020 年底有 1,071 人參與計劃，成功就業總人數為 421 人。
2020 年社工局透過家庭危機專線共接獲諮詢及通報 / 求助個案共 2,651 宗，經排除重複的
個案後，共有個案 1,787 宗，其中涉及家庭糾紛、家庭衝突、初步懷疑家庭暴力個案佔 1,249
宗，其它個案佔 538 宗； 經評估及標識為懷疑家暴個案共 38 宗，當中家暴配偶個案 23 宗、
家暴兒童個案 10 宗、家暴長者個案 1 宗及家庭成員間暴力個案 4 宗。

兒青服務
2020 年，澳門有 66 間托兒所，當中 41 間獲社工局定期資助，至 2020 年 12 月，全澳托
兒服務名額合共 10,138 個。其中，1 間獲社工局資助的托兒所附設親子館服務，推廣親子共
同遊戲，締造和諧共融的家庭關係，2020 年親子館合共服務 4,016 人次。特區政府設有「弱
勢家庭幼兒優先入托制度」，為有需要的家庭優先提供受資助托兒所的全日班服務。
澳門共有 9 間兒童及青少年院舍，為孤兒、被遺棄、缺乏家庭照顧，以及與家庭或社會
環境有衝突而可能瀕臨危機邊緣的青少年，提供短期或長期照顧與輔導。2020 年入住兒青院
舍的兒童和青少年共有 299 人。
澳門有 4 支社區青年工作隊，由社工以外展方式在區內的遊戲機室、球場、快餐店等地
方，主動接觸及認識有機會受不良影響的青少年並提供輔導，協助其面對及解決個人、家庭
和社群方面的問題。工作隊還提供青少年生涯發展計劃、危機兒青家庭支援服務、社區支援
計劃及預防濫藥服務。2020 年，參與工作隊舉辦的活動和小組共有 11,443 人次。
澳門有 2 間青少年及家庭綜合服務中心，服務內容包括青少年發展活動、青少年輔導及
支援服務、家庭生活教育及親子活動、家庭輔導及支援服務、學校支援服務等。2020 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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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服務的會員有 27,352 人。
社會工作局是澳門特區處理收養個案的唯一法定機構，2020 年處理個案 12 宗。當法院針
對未成年人行使審判權時，社工局也負責在社會保護制度範圍內向未成年人提供協助，2020
年共處理個案 295 宗。另外，社工局聯同社區青少年工作隊，向年滿 12 歲但未滿 16 歲被法
律定為「犯罪」或「輕微違反」的事實之青少年提供「社區支援計劃」輔導服務。

長者服務
為持續改善長者的生活狀況，社工局於 2020 年繼續透過資助和技術輔助方式，協助民間
社團和機構設立不同的社會服務設施及推行各項社區支援服務，促進改善和提升服務的素質，
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適切服務，讓長者們安享晚年。2018 年，行政長官透過行政命令訂定每
年的農曆九月初九為「澳門特別行政區長者日」。
養老保障機制跨部門策導小組按序開展「2016 至 2025 年長者服務十年行動計劃」中期階
段（2018 年至 2020 年）的 141 項措施，提前於 2020 年 10 月全數執行和完成。
2020 年，澳門有 23 間安老院舍為體弱長者提供院舍照顧服務，當中 13 間獲社工局定期
資助，合共提供約 2,500 個宿位。另外，有 6 間長者服務設施提供日間護理服務，為健康欠佳
及欠缺自理能力的長者提供支援。另有 9 間長者日間中心、25 間耆康中心為長者提供文娛康
體等服務。
2020 年，使用院舍服務的長者共 1,933 名、接受日間護理中心服務的長者共 560 名、長
者日間中心服務的長者共 6,258 名、耆康中心服務的長者共 6,276 名。
澳門現時的家居照護服務，由 1 項家居護養服務及 6 支分別附設於 3 間長者日間中心、2
間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和 1 間長者綜合服務中心內的家居照顧及支援服務隊組成，為體弱或需
他人照顧的長者提供居家和護理服務，使其得到合適的關懷與照料。2020 年提供服務個案共
1,236 宗，當中獨居者 453 人，非獨居者有 783 人。
此外，還有為獨居長者或兩老家庭提供的「長者關懷服務網絡」及「獨居長者連網支援
計劃」服務，透過義工探訪、電話慰問及舉辦社區活動，讓長者感受到社會對他們的關懷，
2020 年兩項服務分別為 3,729 名和 934 名長者提供服務。
「平安通呼援服務」透過家居固網電話為服務使用者提供 24 小時的支援。同時，有關服
務亦設有「匯應聆」長者熱線服務，提供包括情緒支援、定時問安、社區資訊、轉介服務及
定期探訪。2020 年，平安通共為 5,134 名有需要的居民提供服務，當中獨居長者共 2,229 名。
因應貧困長者家庭、獨居或兩老家庭提供的「長者家居安全評估及設備資助計劃」，透過
家居安全評估、浴室設備配置及安裝扶手等服務，提升長者家居安全。2020 年，共為 825 宗
個案進行家居安全指導，以及為 809 宗個案安裝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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頤老咭
年滿 65 歲或以上及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的長者，均可申請頤老咭。持咭長者享有由社工
局與公共機構及企業簽署合作協議所提供的福利及優惠。至 2020 年底，社工局累計發出頤老
咭 85,248 張。

康復服務
《2016 至 2025 年康復服務十年規劃》的中期階段（2018 至 2020 年）的各項措施已按
序開展，中期方案由 125 項增加至 130 項，當中的 5 項為長期階段措施提前於中期完成。至
2020 年 12 月，130 項措施全數執行和完成。2020 年，澳門有 11 間康復住宿服務院舍，當中
9 間分別為成年智障人士或長期精神病患者、15 歲以下殘疾兒童提供住宿、訓練、社交及康
樂活動等服務。另有 2 間為精神病康復者而設的中途宿舍及輔助宿舍。此外，有 10 間日間中
心，為聽障人士、智障人士、精神病康復者以及視障人士提供自我訓練、集體學習、康復治
療、定期活動和個案援助等服務。2020 年，11 間康復院舍共為 745 人提供住宿服務、10 間日
間康復中心共為 1,899 人提供康復服務。1 間非資助日間活動中心為 211 人提供服務。
2020 年，澳門有 6 間殘疾人士庇護工場、職訓中心及輔助就業中心，共為 389 人提供服
務。4 間學前教育中心 / 教育中心，為發展障礙及聽障兒童提供早期特殊教育及訓練，協助啟
發兒童的智能、語言、人際社交及活動能力發展。2020 年，4 間學前教育中心 / 教育中心共為
425 人提供服務。
澳門的復康巴士服務現由 2 間機構提供，社工局資助購置復康巴士及日常營運經費。該
項服務主要為行動不便、肢體傷殘及需要血液透析服務的人士提供往返家居和醫院的護送服
務。另外，提供非預約的「穿梭復康巴士」服務，透過循環穿梭路線讓殘疾人士外出與親友
相聚、參與文娛康樂休閒活動及處理個人事務，2020 年，2 間機構合共提供 29,584 人次接送
服務。
澳門有 2 間康復綜合服務中心，包括 1 間智障人士康復綜合服務中心，服務包括提供小
型宿舍服務，對象為 16 至 55 歲輕、中度智障男女，2020 年共為 21 人提供獨立生活能力的住
宿訓練服務；家屬資源服務，對象為全澳智障人士及其家庭成員，2020 年共有 10,854 人次使
用該項服務。另外 1 間提供職訓及展能服務的康復綜合服務中心，2020 年共為 125 人提供服
務。社工局亦為有需要申請或使用社工局資助機構營辦的康復服務的澳門居民，提供專業的
評估服務，協助他們尋求適切的配置服務，2020 年共接案 105 宗。
截至 2020 年底，「殘疾評估登記證」合共有 24,061 人作首次申請，9,588 人作再次申請，
社工局合共向 18,894 人發出殘疾評估登記證。

防治藥物濫用服務
預防藥物濫用工作主要面向學校、家庭及社區進行禁毒宣傳教育，透過講座、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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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海報 / 單張、傳媒廣告、展覽、遊戲、網頁、諮詢熱線、接待服務和各類文娛康體活動
等，向居民全面宣傳和推廣禁毒信息，並以財政及技術援助來支持和推動民間社團舉辦各類
型禁毒活動。
2020 年，社工局向學校、社區及專業人士提供的禁毒培訓課程和講座共有 5,327 人次參
加；「健康生活教育園地」除向小學生推行健康生活及禁毒教育課程外，亦為青少年及市民提
供各類文、體、藝活動，帶出禁毒及健康生活訊息。參加「健康生活教育園地」活動共 3,852
人次；專為 5 至 12 歲的學童而設的健康生活教育課程，有 31 間小學共 7,847 名小學生參加；
專為初中學生而設的藥物教育課程「智 COOL 攻略」，有 6 間中學共 1,231 名初中生參加。社
工局資助機構舉辦 2020 年澳門大專生健康校園推廣活動，全年培訓及活動共 111 場 5,442 人
次參與；透過大專院校及社交平台群組發放預防濫藥訊息 12 次，共接觸 9,389 人次。
為慶祝健康生活教育課程在澳門推行 20 周年，社工局聯同民間機構舉辦一系列活動，近
35,000 人次參與。
社工局和 2 間民間戒毒機構，為藥物依賴者提供綜合性及多元化的自願戒毒治療及康復
服務，包括門診戒毒、維持治療和戒毒輔導服務。2020 年，整體戒毒求助人數為 455 人，當
中 95 宗是新個案。
2020 年，全澳共有 2 間戒毒康復院舍為 58 人提供住院治療服務。1 項濫藥青少年外展
服務、2 項戒毒外展服務，提供戒毒外展服務共 8,319 人次，濫藥及高危青少年的外展服務共
1,530 人次，開展濫藥者家人服務共 484 人次。2020 年，社工局與民間機構合作開展「與夢飛
翔」青少年輔助就業及家人支援計劃，舉辦 9 項培訓課程共 210 人次參與，52 人參與實習，
當中 18 人成功獲聘，亦為家人提供各項支援超過 255 人次。
此外 1 個免費戒煙門診服務共為 66 人提供戒煙服務。
為加強對戒毒康復人士重返社會的後續支援，2020 年，社工局與民間機構合作，推出社
區支援和生涯規劃等特別計劃，包括開展「美沙酮個案支援計劃」等；與文化局合作，開展
「握緊希望」職訓實習計劃；以及開展「迷毒知返青少年支援計劃」。
在戒毒服務推廣方面，進一步鞏固與相關機構的合作和交流，舉辦防治濫藥服務協作分
享會；開展「健康社區夥伴計劃」培訓課程，合共 119 人參與。持續透過「禁毒資訊站」手
機應用程式、「精明家長」微信公眾號，令市民瞭解毒品的禍害和求助途徑，2020 年與民間機
構合作推出「Go Go Goal」手機應用程式，整合網絡資源，推動防治濫藥資訊共享。

賭博失調防治服務
社工局「志毅軒」是專為受賭博問題困擾的人士提供輔導、專業培訓、推行社區教育及
負責任博彩之服務單位。2020 年，賭博失調人士中央登記系統共有 77 宗新增求助個案；此
外，委託民間機構開展的「24 小時賭博輔導熱線及網上輔導」共收到 1,168 宗電話求助，網
上輔導共 2,157 宗。在社區預防教育方面，舉行社區賭博失調預防講座共 9 場，參與人數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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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301 人。與民間機構合作推出精明理財推廣計劃，舉辦 72 次課堂活動，共 1,774 名學生參加。

由 2020 年開始，社工局資助鮑思高青年服務網絡 - 自由 Teen 地，向青少年推行以賭博失調
為主軸的次預防工作，全年舉辦 22 次活動，共 579 人次參與，網上接觸 49,147 人次。
在負責任博彩推廣方面，與博彩監察協調局、澳門大學舉辦主題為「一『瘋』家『輸』」
系列活動，包括記者會、廣告及宣傳活動、微信互動遊戲、社區活動計劃及總結分享會。「負
責任博彩迷宮」微信互動遊戲，共吸引 9,578 人次參與。社區活動計劃方面，資助賭博失調防
治機構，舉辦針對家庭教育之負責任博彩推廣活動，吸引約 28,000 人次參與，網上觸及人次
超過 90,000 人次。舉辦「負責任博彩推廣 2020 總結分享會」，邀請博彩營運商及社會服務機
構分享推廣活動的成果。此外，2020 年新增 4 台社區版負責任博彩資訊亭，55 台資訊亭共有
9,739 人次登錄。
社工局委託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開展《負責任博彩認識度問卷調查 2020》，結果顯示
18 歲或以上的市民對負責任博彩的認識程度由 2009 年的 16.2% 上升至 2020 年的 64.4%。

社會重返服務
社會重返服務主要由社工局協助司法機構執行非剝奪自由的刑罰和措施，如假釋、緩刑
附隨考驗制度、勞動代替罰金、訴訟程序中止、司法恢復等，以及執行違法青少年的教育監
管措施，如復和、社會服務令、遵守行為守則、感化令、入住短期宿舍等，旨在協助曾違法
的人士矯正行為，重新融入社會。
2020 年，跟進更生個案共 664 人、違法青少年個案共 135 人。此外，一間更生人士中途
宿舍共為 23 人提供住宿服務；一間青少年宿舍共為 20 人提供住宿服務。
為有效執行各類非監禁刑罰 / 措施，社工局 2020 年設立三套系統化的矯治配套課程和活
動，包括：人生學堂、識法學堂及導心學堂。人生學堂為更生人士而設；識法學堂為違法青
少年而設；導心學堂為涉及特殊性質罪行的更生人士而設。2020 年，共舉辦 188 場矯治課程
和活動，合共 1,704 人次參與。

社會保障基金
社會保障基金隸屬社會文化司，負責執行社會保障範疇的各項政策措施及管理有關資源。
社會保障基金於 1990 年 3 月 23 日成立，當初主要為本地僱員提供社會保障。隨着社會
老齡化現象加劇，居民對全民受保的訴求日漸殷切，2008 年 11 月，特區政府公佈《社會保障
和養老保障體系改革方案》，核心內容是構建雙層式社會保障制度，即透過第一層社會保障制
度，讓所有澳門居民都有機會獲得基本的社會保障，尤其是養老保障，改善居民的生活素質；
而退休後較寬裕生活保障，則由第二層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支持。

311

2021 澳門年鑑

社會保障制度
第 4/2010 號法律《社會保障制度》於 2011 年 1 月 1 日生效，為雙層式社會保障制度的第
一層，制度以社會保險原則運作，財政來源包括僱主及僱員或個人參與者的供款、外地僱員
聘用費、博彩撥款、特區政府總預算經常性收入的 1% 撥款、澳門特區中央預算執行結餘的
3% 撥款及社會保障基金投資所得的收益。

供款
社會保障供款制度分為強制性供款制度及任意性供款制度，具勞動關係的本地僱員及僱
主須向社會保障基金繳納強制性供款，社會保障制度的每月供款金額為 90 元（僱主 60 元，
僱員 30 元）； 而符合法律規定的其他澳門居民，可透過登錄任意性制度進行供款，並自行繳
納全份供款每月 90 元。
在 2020 年內有供款的受益人約 36.1 萬人，當中包括為他人工作的僱員約 29.6 萬人，任
意性制度供款約 6.5 萬人（包括於退休及撫卹制度登記的在職公共行政工作人員），供款總金
額約為 3.9 億元。

社會保障各項福利金及津貼
符合社會保障制度法律規定的受益人可依法享有包括養老金、殘疾金、失業津貼、疾病
津貼、出生津貼、結婚津貼、喪葬津貼、呼吸系統職業病賠償等給付。
2020 年各項福利金的受領人數約 13.2 萬人，當中領取養老金的受益人約 12.3 萬人。另
外，各項津貼的領取人次約 2.5 萬。社會保障給付總金額約 51 億元，其中養老金的支出（包
括一月發放的額外給付）約為 45.6 億元。

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
第 7/2017 號法律《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簡稱非強制央積金）於 2018 年 1 月 1 日
生效，為雙層式社會保障制度的第二層，旨在加強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的養老保障，並對現
行的社會保障制度作出補足。
非強制央積金由分配制度及供款制度組成，帳戶擁有人可透過供款計劃繳納供款，並進
行投資增值，累積財富，為未來更充裕的退休生活作出準備。

非強制央積金個人帳戶
下列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可成為非強制央積金個人帳戶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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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滿 18 歲；
2. 未滿 18 歲，但根據法律規定在社會保障制度登錄者。
非強制央積金個人帳戶由政府管理子帳戶、供款子帳戶及保留子帳戶所組成。

分配制度
如特區政府歷年財政年度預算執行情況允許，在分配款項當年的 1 月 1 日仍在生，且於
前一曆年內同時符合下列要件的帳戶擁有人，可獲預算盈餘特別分配款項：
1. 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
2. 年滿 22 歲；
3. 至少有 183 日身處澳門特別行政區。
首次符合上述要件的帳戶擁有人，可一次性的鼓勵性基本款項 1 萬元及倘有的預算盈餘
特別分配款項，有關款項會紀錄於政府管理子帳戶。帳戶內的款項除滾存增值外，亦可透過
申請轉移款項至供款人帳戶或保留子帳戶進行投資。
2020 年非強制央積金個人帳戶擁有人總數約 60.3 萬人，當中約 38.7 萬人符合分配款項資
格，特區政府向每戶注入 7,000 元。而同時獲分配鼓勵性基本款項 1 萬元的擁有人約 1.1 萬人。
至 2020 年底，帳戶擁有人的政府管理子帳戶歷年累計撥款最高為 77,000 元，其利息累計最高
達 9,910 元（2020 年利息收益於 2021 年 1 月派發）。

供款制度
非強制央積金設有共同計劃及個人計劃。共同計劃適用於受僱人士，參與計劃的僱員及
其僱主每月分別按僱員基本工資的 5% 進行供款，而個人計劃適用於所有帳戶擁有人，每月
最低供款額為 500 元，上限為 3,300 元，供款計算基礎上下限與「僱員的最低工資」掛鈎。
2020 年，參與非強制央積金共同計劃的僱主共 247 個，累計參與僱員約 2.3 萬人；參與個人
計劃約 6.1 萬人。供款可投放至非強制央積金內的退休基金作投資增值，並由合資格的基金管
理實體進行管理。至 2020 年底，有 7 間基金管理實體提供 41 種開放式退休基金。
當勞動關係終止時，僱員可按供款時間及權益歸屬比率取得僱主的供款權益，由於非強
制央積金的個人帳戶具有可攜性，因此供款計劃內的權益不會因為勞動關係終止而被結算提
取，可保留在帳戶內繼續進行投資。

款項的提取
為達到向擁有人提供更充裕養老保障的目的，一般情況下，帳戶擁有人需年滿 65 歲或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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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其他提款資格，方可申請提取個人帳戶款項。2020 年獲批准的提款申請約 8.2 萬份，發放
金額總數約 13.4 億元。

疫情期間特別措施
2020 年 1 月，特區政府宣佈應對及防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措施，適逢 1 月為繳納社會
保障制度 2019 年第四季度供款、外地僱員聘用費及 2019 年 12 月散工供款月份，為避免人群
聚集，社保基金決定延長有關供款期限至 2 月 28 日，並免除相關的遲延利息及罰款，其後再
度延長供款期限至 3 月 16 日﹔而養老金及殘疾金受益人的在生證明延展 3 月底前辦理，不影
響 4 月給付發放。同時，社保基金調整服務安排，包括於指定地點提供有限度服務，及建議
居民透過電子化方式辦理社保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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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轄下公共衛生化驗所職能包括在公共衛生突發事件、食物、水質、藥物及
香煙等監察和傳染病的預防和診斷，提供快速及具質量保證的化驗支援服務。抗疫
過程中，公共衛生化驗所經過優化儀器、人員培訓、增購試劑數量等，不斷加強核
酸檢測強力。隨着檢測範圍不斷擴大，衛生局2020年5月7日起與檢測機構合作，
把每日檢測能力提升至6,000人次，努力為常態化防控抗疫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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