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 

服务内容  部门名称  联络资料  

1. 经济援助 

2. 残疾津贴 

3. 敬老金 

 

社会工作局  

＊申请人可向所属区份的社会工作中心提出申请，详情请    

    见备注。  

 

 

 

 

4. 养老金 

5. 残疾金 

6. 失业津贴 

7. 丧葬津贴 

8. 结婚津贴 

9. 出生津贴 

10. 非强制央积金 

 

 

 

 

 

 

 

社会保障基金  

社会保障基金总部 

地址：澳门宋玉生广场 249 - 263 号中土大厦 18 楼 

 

政府综合服务大楼(社会保障及就业专区) 

地址：澳门黑沙环新街 52 号一楼 P 区 

 

离岛政府综合服务中心(社会保障专区) 

地址：氹仔哥英布拉街 225 号 3 楼 G 区 

 

电话：（853）2853 2850 

 （853）2823 8238《社会保障制度》 

      （24 小时语音热线）  

      （853）2823 0230《非强制性中央公积金制度》 

           （24 小时语音热线） 

传真：（853）2853 2840 

网址： http://www.fss.gov.mo 

电子邮箱： at@fss.gov.mo 

mailto:at@fss.gov.mo


11.现金分享计划 

  

 

现金分享计划柜位 

  

市政署综合服务中心 

地址: 澳门南湾大马路762-804号中华广场二楼 

 

政府综合服务大楼 

地址: 澳门黑沙环新街52号 

 

离岛政府综合服务中心 

地址: 氹仔哥英布拉街225号3楼 

 

查询：(853) 2822 5000 

传真：(853) 2822 3000  

儿青服务/托儿所转介服务  

服务内容  部门名称  联络资料   

1. 儿童及青少年院舍 

2. 托儿服务   

社会工作局  ＊申请人可向所属区份的社会工作中心提出申请，详情请 

    见备注。  

长者服务 

  
服务内容  部门名称  联络资料   

1. 安老院舍  

2. 日间护理中心转介    

社会工作局  ＊申请人可向所属区份的社会工作中心 ，或相关指定的 

    长期照顾服务机构提出申请，各区社会工作中心详情请 

    见备注。  



残疾  

服务内容  部门名称  联络资料 

1. 残疾评估登记证  

2. 残疾人士院舍  

社会工作局  ＊申请人可向所属区分的社会工作中心 ，或相关 

    指定的长期照顾服务机构提出申请，各区社会 

    工作中心详情请见备注。   

司法机关  

服务内容  部门名称  联络资料 

 

 

 

 

民事和刑事方面的案件  

 

 

 

 

 

 

 

 

 

 

 

 

初级法院  

初级法院民事法庭办事处 

地址：澳门殷皇子大马路43-53A号澳门广场4、12及17楼 

电话：（853）8597 0278 

传真：（853）2833 6506 

网址：http://www.court.gov.mo 

 

初级法院刑事法庭办事处  

地址：澳门何鸿燊博士大马路347号初级法院刑事大楼  

总机电话：(853) 8597 0278      

传真：(853) 2897 3013 



服务内容  部门名称  联络资料 

 

1. 经济房屋   

2. 社会房屋   

 

房屋局   

地址：澳门鸭涌马路220号青葱大厦地下L 

电话：（853）2859 4875 

传真：（853）2830 5909 

网址：http://www.ihm.gov.mo 

电子邮箱：info@ihm.gov.mo  

 

 

 

3.  临时住宿 

 

澳门明爱 

善导宿舍 

 

地址：澳门区神父街3-5号望厦社屋望善楼1楼D1 

电话：（853）2848 1884 

传真：（853）2841 0131 

网址： http://www.caritas.org.mo 

电子邮箱：laracaritas@gmail.com  

  

澳门明爱 

骏居庭 

地址：收容所街无门牌 

电话：（853）2827 0939 

传真：（853）2822 2562, 2822 2562 

网址： http://www.caritas.org.mo 

电子邮箱：corcel@caritas.org.mo  

住宿 

医疗 

服务内容  部门名称  联络资料 

 

 

免费医疗/卫生护理证  

 

卫生局 

山顶医院 

社会工作部   

地址：澳门若宪马路－仁伯爵综合医院门诊大楼地下 

电话：(853) 8390 5140 

医院询问处：（853）8390 5000 

传真：(853) 8390 5011 

网址：http://www.ssm.gov.mo 

电子邮箱：guadmin@ssm.gov.mo  



教育  

服务内容  部门名称  联络资料  

1. 非高等教育书簿津贴 

2.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费援

助、膳食津贴 

3. 持续进修基金  

 

教育暨青年局   

地址：澳门约翰四世大马路7-9号1楼 

电话：（853）2855 5533 

传真：（853）2871 1294 

网址：http://www.dsej.gov.mo 

电子邮箱：webmaster@dsej.gov.mo  

就业 

服务内容  部门名称  联络资料  

 
 
 

1.  爱心雇主计划  

 

社会工作局 

社会重返厅  

地址：澳门飞喇士街（筷子基南街）筷子基社屋快达楼第二 

      座1楼D 

电话：（853）2859 4946 / 2859 4202 

传真：（853）2852 3925 

网址：http://www.ias.gov.mo  

 

 
 

2. 就业转介及招聘、 

     职业培训  

 

 

劳工事务局  

地址：澳门马揸度博士大马路221-279号先进广场大厦 

电话：（853）2856 4109 

传真：（853）2855 0477 

网址：http://www.dsal.gov.mo 

电子邮箱：dsalinfo@dsal.gov.mo  



证件 

服务内容  部门名称  联络资料 

 

1. 澳门居民身份证 

2. 特区护照 

3. 特区旅行证 

4. 刑事纪录证明书 

5. 个人资料证明书 

  

 

 

身份证明局   

地址：澳门南湾大马路804号中华广场1楼 

电话：（853）2837 0777 

      （853）2837 0888 

传真：（853）2837 4300 

网址：http://www.dsi.gov.mo 

电子邮箱：info@dsi.gov.mo  

6. 回乡证、 

   往来港澳通行证  

澳门中国旅行社 地址：澳门罗理基博士大马路223-225 号南光大厦1楼A  

电话：（853）8799 8152 

传真：（853）8799 8118 

网址：http://www.cts.com.mo 

电子邮箱：cts@cts.com.mo  

＊备注 

社会工作局 

社会工作中心 

中南区（沙梨头）社会工作中心 

地址：澳门提督马路23-A号朗悦居1楼 

电话：(853)2858 0981 

 

北区（台山）社会工作中心 

地址：澳门台山新街1至15号利达新邨第二期2楼 

电话：(853)2859 6457 

 

西北区（青洲）社会工作中心 

地址：澳门青洲大马路青洲灾民中心1楼 

电话：(853)2822 5744 

 

氹仔及路环社会工作中心 

地址：澳门路环和谐大马路20号居雅大厦第四座柏苑地下 

电话：(853)2882 5077 / 2882 5301 

  

氹仔及路环社会工作中心（氹仔分站） 

地址：澳门氹仔地堡街泉福新邨第二期第五座地下AI 

电话：(853)2882 7285 

 

网址：http://www.ias.gov.m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