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 

服務內容  部門名稱  聯絡資料  

1. 經濟援助 

2. 殘疾津貼 

3. 敬老金 

 

社會工作局  

＊申請人可向所屬區份的社會工作中心提出申請，詳情請   

     見備註。  

 

 

 

 

4. 養老金 

5. 殘疾金 

6. 失業津貼 

7. 喪葬津貼 

8. 結婚津貼 

9. 出生津貼 

10. 非強制央積金 

 

 

 

 

 

 

 

社會保障基金  

社會保障基金總部 

地址：澳門宋玉生廣場 249 - 263 號中土大廈 18 樓 

 

政府綜合服務大樓(社會保障及就業專區) 

地址：澳門黑沙環新街 52 號一樓 P 區 

 

離島政府綜合服務中心(社會保障專區) 

地址：氹仔哥英布拉街 225 號 3 樓 G 區 

 

電話：（853）2853 2850 

 （853）2823 8238《社會保障制度》 

           （24 小時語音熱線）  

          （853）2823 0230《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    

                    （24 小時語音熱線） 

傳真：（853）2853 2840 

網址： http://www.fss.gov.mo 

電子郵箱： at@fss.gov.mo 

mailto:at@fss.gov.mo


11.現金分享計劃 

  

 

現金分享計劃櫃位 

  

市政署綜合服務中心 

地址: 澳門南灣大馬路762-804號中華廣場二樓 

 

政府綜合服務大樓 

地址: 澳門黑沙環新街52號 

 

離島政府綜合服務中心 

地址: 氹仔哥英布拉街225號3樓 

 

查詢：(853) 2822 5000 

傳真：(853) 2822 3000  

兒青服務/托兒所轉介服務  

服務內容  部門名稱  聯絡資料  

1. 兒童及青少年院舍 

2. 托兒服務   

社會工作局  ＊申請人可向所屬區份的社會工作中心提出申請，詳情請 

     見備註。  

長者服務 

  
服務內容  部門名稱  聯絡資料  

1. 安老院舍  

2. 日間護理中心轉介    

社會工作局  ＊申請人可向所屬區份的社會工作中心 ，或相關指定的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提出申請，各區社會工作中心詳情請見 

    備註。  



殘疾  

服務內容  部門名稱  聯絡資料  

1. 殘疾評估登記證  

2. 殘疾人士院舍  

社會工作局  ＊申請人可向所屬區分的社會工作中心，或相關 

   指定的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提出申請，各區社會 

  工作中心詳情請見備註。   

司法機關  

服務內容  部門名稱  聯絡資料  

 

 

 

 

民事和刑事方面的案件  

 

 

 

 

 

 

 

 

 

 

 

 

初級法院  

初級法院民事法庭辦事處 

地址：澳門殷皇子大馬路43-53A號澳門廣場4、12及17樓 

電話：（853）8597 0278 

傳真：（853）2833 6506 

網址：http://www.court.gov.mo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辦事處  

地址：澳門何鴻燊博士大馬路347號初級法院刑事大樓  

總機電話：(853) 8597 0278      

傳真：(853) 2897 3013 



服務內容  部門名稱  聯絡資料  

 

1. 經濟房屋   

2. 社會房屋   

 

房屋局   

地址：澳門鴨涌馬路220號青蔥大廈地下L 

電話：（853）2859 4875 

傳真：（853）2830 5909 

網址：http://www.ihm.gov.mo 

電子郵箱：info@ihm.gov.mo  

 

 

 

3.  臨時住宿 

 

澳門明愛 

善導宿舍 

 

地址：澳門區神父街3-5號望廈社屋望善樓1樓D1 

電話：（853）2848 1884 

傳真：（853）2841 0131 

網址： http://www.caritas.org.mo 

電子郵箱：laracaritas@gmail.com  

  

澳門明愛 

駿居庭 

地址：收容所街無門牌 

電話：（853）2827 0939 

傳真：（853）2822 2562, 2822 2562 

網址： http://www.caritas.org.mo 

電子郵箱：corcel@caritas.org.mo 

住宿 

醫療 

服務內容  部門名稱  聯絡資料  

 

 

免費醫療/衛生護理證  

 

衛生局 

山頂醫院 

社會工作部   

地址：澳門若憲馬路－仁伯爵綜合醫院門診大樓地下 

電話：(853) 8390 5140 

醫院詢問處：（853）8390 5000 

傳真：(853) 8390 5011 

網址：http://www.ssm.gov.mo 

電子郵箱：guadmin@ssm.gov.mo  



教育  

服務內容  部門名稱  聯絡資料  

1. 非高等教育書簿津貼 

2. 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學費援

助、膳食津貼 

3. 持續進修基金  

 

教育暨青年局   

地址：澳門約翰四世大馬路7-9號1樓 

電話：（853）2855 5533 

傳真：（853）2871 1294 

網址：http://www.dsej.gov.mo 

電子郵箱：webmaster@dsej.gov.mo  

就業 

服務內容  部門名稱  聯絡資料  

 
 
 

1.  愛心僱主計劃  

 

社會工作局 

社會重返廳  

地址：澳門飛喇士街（筷子基南街）筷子基社屋快達樓 

           第二 座1樓D座 

電話：（853）2859 4946 / 2859 4202 

傳真：（853）2852 3925 

網址：http://www.ias.gov.mo  

 

 
 

2. 就業轉介及招聘、 

     職業培訓  

 

 

勞工事務局  

地址：澳門馬揸度博士大馬路221-279號先進廣場大廈 

電話：（853）2856 4109 

傳真：（853）2855 0477 

網址：http://www.dsal.gov.mo 

電子郵箱：dsalinfo@dsal.gov.mo  



證件 

服務內容  部門名稱  聯絡資料  

 

1. 澳門居民身份證 

2. 特區護照 

3. 特區旅行證 

4. 刑事紀錄證明書 

5. 個人資料證明書 

  

 

 

身份證明局   

地址：澳門南灣大馬路804號中華廣場1樓 

電話：（853）2837 0777 

           （853）2837 0888 

傳真：（853）2837 4300 

網址：http://www.dsi.gov.mo 

電子郵箱：info@dsi.gov.mo  

  

 

6. 回鄉證、 

     往來港澳通行證  

 

 

澳門中國旅行社 

   

地址：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223-225 號南光 大廈1樓A  

電話：（853）8799 8152 

傳真：（853）8799 8118 

網址：http://www.cts.com.mo 

電子郵箱：cts@cts.com.mo  

＊備註 

社會工作局 

社會工作中心 

中南區（沙梨頭）社會工作中心 

地址：澳門提督馬路23-A號朗悅居1樓 

電話：(853)2858 0981 

 

北區（台山）社會工作中心 

地址：澳門台山新街1至15號利達新邨第二期2樓 

電話：(853)2859 6457 

 

西北區（青洲）社會工作中心 

地址：澳門青洲大馬路青洲災民中心1樓 

電話：(853)2822 5744 

 

 

氹仔及路環社會工作中心 

地址：澳門路環和諧大馬路20號居雅大廈第四座柏苑地下 

電話：(853)2882 5077 / 2882 5301 

  

氹仔及路環社會工作中心（氹仔分站） 

地址：澳門氹仔地堡街泉福新邨第二期第五座地下AI 

電話：(853)2882 7285 

 

網址：http://www.ias.gov.m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