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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根據本局與機構 /社團簽訂的合作協議，社會服務設施（簡稱：設施）
須每月定期向本局提交人員變動狀況表，包括職級、薪酬、入職、晉
升、離職等資料。為此，本局開發“社會服務設施人員資料匯報平台
＂ (簡稱：匯報平台），讓設施透過網頁介面提交資料，以取代原來以
紙本或電郵方式提交。  
為確保資料在互聯網上傳送時的安全和完整，本局使用 SSLVPN 技術，
在互聯網用戶瀏覽器、認證伺服器和網站伺服器之間建立安全通道，
對傳送的數據進行加密處理，此外，SSLVPN 整合二次認證技術，透
過 Token 產生的一次性密碼，準確識別登入用戶的身份，有效防止
來自外部的身份欺詐和來自內部的網路入侵。  
 
匯報平台已於 2017 年 5 月起正式推行，目前適用對象為已加入新資
助制度的社會服務設施。  
 
使用本平台匯報人員資料的日程如下：  
每月 1 日至 15 日 :  
  輸入應交月份（即上一月份）的人員變動資料（包括新入職人員、

現職人員職位 /薪酬變更資料、離職人員等）。  
  上載證件、學歷／資歷文件、央積金供款意向書等。  
  輸入應交月份的服務人數 /人次 /個案數資料。  
  提交、核對。  
  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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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報平台的操作流程 
 

 
每月匯報流程包括： 
1. 登入 
登入流程分為３個步驟（過三關），除密碼之外，請備妥本局派發的 token。 
 
2. 匯報／上載 
匯報人員變動資料、上載證件／學歷及資歷、匯報服務人數／人次／個案數，
倘有人員加入《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需上載其供款意向書。以上均
是針對上一月份內所發生的數據。此外，亦須每半年匯報服務使用者年齡分
佈及每年上載央積金總供款紀錄。 
 
3. 提交／封存 
完成匯報即可進行提交，提交後用戶仍可自行修改資料，但修改後請重新提
交。 
提交後倘資料正確無誤，請隨即進行封存。已封存的資料不允許再自行修改。
如確實有必要修改，須以電話方式聯絡本局機構津助管理處工作人員（見 6.2）
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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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入 
1.1 首次登入 

首次使用匯報平台之前，請確保電腦已安裝符合需求的防毒軟體，然後按照
以下步驟安裝 VPN 網路加密軟體（EasyConnect）： 
(1) 打開瀏覽器輸入登錄 VPN 網址：https://vpn.ias.gov.mo 
(2) 輸入 VPN 登入名稱 (Username) 及密碼 (Password) （圖 1.1.a） 
Username：設施編號 (四位數字)； 
Password：本局提供的初始密碼。 

圖 1.1.a（第一關：登入 vpn） 

 
按 
若登入遇到問題，請聯絡社工局機構津助管理處（見 6.2）。 

 
(3) 按 token 鍵，輸入 token 顯示的 6 位數字密碼 （圖 1.1.b） 

圖 1.1.b （第二關：token 6 位數字）  

https://vpn.ias.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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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於首次登入時電腦尚未安裝 EasyConnect 軟體，因此出現下載
EasyConnect 介面（圖 1.1.c），請按  

圖 1.1.c （下載 EasyConnect 軟體） 

 

下載完成後請按開啟（圖 1.1.d） 
 

 

 

 

 

 

 

 

 

圖 1.1.d （下載完成後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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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Connect 程式安裝中 （圖 1.1.e） 
 
 
 
 
 
 
 

圖 1.1.e （EasyConnect 軟體安裝中） 

 

EasyConnect 軟體安裝完成，按［OK］ （圖 1.1.f） 
 
 
 
 
 
 
 
 

圖 1.1.f （EasyConnect 軟體安裝完成） 

(5) 重新回到瀏覽器（圖 1.1.a），再次輸入（第一關）的 Username 及
Password  
按 token 鍵，輸入 token 顯示的 6 位數字密碼（第二關）。 

 
(6) 在左方選取“社服服務設施資源”，點選“社會服務設施人員資料匯報
平台”（圖 1.1.g） 

 
 

安裝 EasyConnect 前請確保電腦已安裝符合要求的防病毒軟
體。  
有關 EasyConnect 更詳細的安裝步驟及符合要求的防病毒軟體
名單，請下載《社會工作局應用平台使用手册》。  

http://www.ias.gov.mo/wp-content/uploads/2013/10/ap_manu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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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g （應用平台介面） 

註：應用平台介面提供以下兩個與機構津助管理處相關系統的超連結： 
 社會服務設施人員資料匯報平台（匯報平台） 
 社服務設施財務管理系統（FISI） 

 

(7) 登入匯報平台 （圖 1.1.h） 
登入匯報平台時，請輸入４位數字的設施編號，由於屬首次登入，預設密碼
為 123456。為保障個人私隱，請務必於首次登入後即時修改密碼（見

7.3.2）。 
圖 1.1.h （第三關：登入匯報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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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常登入 
完成首次登入安裝後，日常登入請按以下步驟進行： 
(1) 打開瀏覽器輸入登錄 VPN 網址：https://vpn.ias.gov.mo 
(2) 輸入 VPN 登入名稱 (Username) 及密碼 (Password) （圖 1.2.a） 
若忘記 VPN 登入密碼，請見 7.3.3 忘記 VPN 登入密碼。 

圖 1.2.a（第一關：登入 vpn） 

 
(3) 按 token 鍵，輸入 token 顯示的 6 位數字密碼 （圖 1.2.b） 

圖 1.2.b （第二關：token 6 位數字） 

 

 

(4) 在左方選取“社服服務設施資源”，點撃“社會服務設施人員資料匯報
平台”（圖 1.2.c） 

https://vpn.ias.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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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c （應用平台） 

(5) 登入匯報平台 （圖 1.2.d） 
登入匯報平台時，請輸入４位數字的設施編號，如屬首次登入，預設密碼為
123456。為保障個人私隱，請務必於首次登入後即時修改密碼（見 7.3.2）。 

圖 1.2.d （第三關：登入匯報平台） 

若忘記匯報平台登入密碼（第三關），請參考 7.3.4。 
 
私隱聲明： 
由於匯報的內容可能涉及個人及機構保密資料，請設施務必： 
(1) 按照第 8/2005 號法律《個人資料保護法》處理相關規定及程序； 
(2) 於收集及提交資料時，注意以保密的方式處理，避免資料外洩。 
社會工作局保證工作人員在處理有關資料時均遵守第 8/2005 號法律《個人
資料保護法》的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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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介面簡介 
登入匯報平台後，主介面分為 4 個區域： 
(1) 主功能表、(2)工作區、(3)系統設定區、(4)訊息公佈區 

2.1 主功能表 
 

功能選項 說明 
更新設施基本資
料 

更新聯絡人資料 
上載年度總供款紀錄 

人員資料 新增人員資料 
更新現職人員資料 
上載證件學歷資歷 
上載《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供款意向書 
人員離職 
匯出人員資料 
人員配置表 

服務人數 匯報上月份設施的服務人數 / 人次 / 個案數 
提交人員資料 提交是把已輸入匯報平台的資料儲存起來，成為應

交月份（即上月）的專屬資料。 
封存資料 封存是設施對提交資料的最終確認 
已交資料 列出已透過匯報平台向社工局提交資料的月份 
系統支援 下載匯報平台使用手冊 

負責該設施的工作人員聯絡方式。 
 

2.2 工作區 
工作區一般用途：用戶輸入匯報資料； 
工作區於登入成功時展示本局公佈的最新訊息；較舊的訊息列於訊息公佈區，
可點擊查閱。 

2.3 系統設定區 
系統設定區設有(1)更改用戶密碼、(2)切換葡文介面及(3)顯示目前登入的設
施編號及名稱。 

2.4 訊息公佈區 
(1) 由社工局發出的訊息：列出社工局特別向設施發送訊息的超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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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最新公佈的訊息已展示在主介面工作區之外，非最新但仍需注意的公
佈訊息的標題亦列於本區，用戶可點擊查閱。 

圖 2.a （介面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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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匯報人員資料 
每月匯報包括匯報人員變動資料及服務人數／人次／個案數兩項資料，均是
是上月所發生的數據。人事變動作出匯報，包括：錄入新入職人員資料、填
寫人員離職日期及補償、現職人員的職位／薪酬／學歷等倘有變更，亦需按
時作出匯報。本局將根據匯報資料的日期作出倘需的資助調整。 
 

 
 
註１：刪除人員只適用於本次匯報所新增且未提交及封存的人員，人員離職
不可透過刪除人員方式操作！ 
註２：上月人員資料變動包括：職位／薪酬／學歷等資料變更。 
 
 
 
 
 
 
 
 
 

3.1 人員資料 

圖 3.1.a （人員資料） 

為簡化設施每月匯報的輸入工作，本平台以上次匯報的人員名單為基礎，設
施只需輸入與上一月份匯報有變更的人員資料（包括人員入職、現職人員職
位/薪酬發生變更、人員離職等），不必每月重新輸入所有工作人員資料。 
例：如果 貴設施上月只有 1 名人員入職，其他現職人員資料不變，則本次



11 
 

匯報只需增加該名新入職人員資料，然後提交及封存即可；如果設施上月完
全沒有人員入職／離職，亦沒有人員職位／薪酬等發生變動，則只需直接把
現有資料提交及封存即可。 
 

功能選項 說明 
1. 新增人員資料 輸入上月份新入職的工作人員資料。 

非上月入職的現職工作人員資料倘有變動，請使用更
新現職人員資料。 
（早於上月份入職而遺漏匯報的新入職人員，不能直
接於本次匯報輸入，請聯絡系統支援頁面所列的本局
工作人員協助處理。） 

2. 更新現職人員資
料 

上月之前已入職的工作人員，倘其職位／薪酬／學歷
等資料有所變更，請使用本介面作出修改。 
如現職人員的各項資料與上月相同，不必重複輸入。 

3. 上載證件學歷資
歷 

上載上月份新入職工作人員的學歷文件，其他工作人
員的學歷如有變更，也可透過本介面補充上載。 
設施仍可透過公函方式向本局遞交紙本資料。 

4. 上載《非強制性中
央公積金制度》供
款意向書 

已參與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的工作人員，請先透
過更新人員資料介面登錄為供款人，再透過本介面上
載供款意向書。 

5. 人員離職 匯報上月離職的工作人員，登錄其離職日期及補償金
額。 
（早於上月份離職而遺漏匯報的已離職人員，不能直
接於本次匯報登錄，請聯絡系統支援頁面所列的本局
人員。） 

6. 滙出人員資料 匯出指定年份及月份所提交的人員資料。 
7. 人員配置表 顯示設施的人員入職及薪酬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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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新增人員資料 
 主功能表  人員資料 新增人員資料 
錄入上月新入職的人員資料。錄入資料後請隨即上載證件學歷資歷。 

 

圖 3.1.1.a （新增人員資料） 

 
填寫注意事項： 
新增人員資料介面分為個人資料和職稱及薪俸兩個分頁，一旦完成封存，個
人資料頁面內容（即姓名、性別、證件、出生日期）不可再作修改。 

欄位名稱 填寫指引 
員工姓名（中文）
／員工姓名（外
文） 

請依澳門居民身份證／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上的名字填
寫，沒有中文姓名者兩欄均填入外文姓名。 

設施/項目內職位
名稱 

根據設施／項目的編制自行訂定的職位名稱，例如設施
負責人的職稱可能是所長、院長、主任，而社工可能是
社工督導、高級社工等。 

對應的職位名稱 選擇一個本局預先定義的對應職位，本欄屬本局准照統
計用途。 

受社工局津助人
員 

是：屬標準人員配置（標置）內人員，須同時輸入對應
社工局資助職位欄位。 
否：不屬標準人員配置（標置）內人員，不必輸入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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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局資助職位欄位。 
對應社工局資助
職位 

請指出該人員屬於標置內的資助職位名稱。 
本欄僅適用於標置內人員，如非屬標置內人員不需填寫
本欄。 

返聘 已屆退休年齡之工作人員如獲繼續聘用，應先在本系統
內登錄為“離職＂，並隨即在新增人員內以新入職人員
方式重新登錄，同時剔選反聘方格。 
反聘人員的入職日期及開始擔任本職位日期均為反聘
日。 
返聘方格不允許修改，只可在新增入職人員時作出此項
設定，作為記載該新入職人員屬反聘身份。 

學歷 請剔選最高學歷； 
如最高學歷並非對完全對應該職位所要求的科系，請向
本局提供符合職位要求的學歷。 

上述“受社工局津助人員＂及“對應社工局資助職位＂是設施的聲明，本局
有權根據人員的入職情況及學歷資歷等因素作出判定。 
主修課程名稱 如學歷屬碩士或以上、學士、高等專科、中專，須同時

填寫本欄。 
入職設施日期 以設施為本，開始在本設施工作的日期。 

對於返聘人員，入職設施日期為返聘日。 
對於曾離職一段時間再返回原設施任職的人員，不視作
返聘，入職設施日期為再入職日。 
工作人員於同一管理實體屬下不同設施之間的調任處理
方式：應先從原設施輸入離職資料，再在新設施登錄入
職。 

每月固定薪俸及
報酬 

按實際工作時間（包括節日假期及其他有薪的缺勤）或
所提供的工作，由僱主支付且未作任何扣除的總金額。
包括基本薪金、定期獎金（如長期服務金、勤工獎、年
資獎金等但不包括雙糧、年終獎金及花紅）及規律性支
付的津貼（如膳食津貼、輪班或夜班津貼、超時津貼、
交通津貼、房屋津貼、家庭及生活津貼等） 

雙糧總金額（每
年） 

工作滿一年可獲得的雙糧金額（不包括年終獎金及花
紅）。 

預計發放月份 雙糧發放的月份。 
例：每年分別於 6 月及 12 月發放雙糧，每次金額為
12,000 元，則填寫方式可參照以下例子： 
雙糧總金額(全年)：24000 
預計發放月份：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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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更新現職人員資料 
 主功能表  人員資料 更新現職人員資料 
首先從人員名單上揀選要更新的人員（圖 3.1.2.a），再修改相關欄位資料，
完成後按送出鍵（圖 3.1.2.b）。 
曾經封存（即非當月新增）的人員，其個人資料頁面各欄位不允許透過本介
面修改。如有必要修改，請聯絡系統支援頁面所列的本局人員。 

圖 3.1.2.a （選取人員） 

 

圖 3.1.2.b （更新現職人員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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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上載證件學歷資歷 
 主功能表  人員資料  上載證件學歷資歷 
首先把學歷文件掃瞄成為 JPG 或 PDF 格式儲存在電腦內（注意：每個檔案
不宜超過 1MB），然後從左下方人員名單上揀選文件的所屬人員（圖
3.1.3.a）。 
按[選擇檔案]鍵，選取預先掃瞄的證件／學歷文件檔，按[送出]鍵確認上載（圖
3.1.3.b）。 
重複以上步驟把預先掃瞄好的文件逐一選擇上載。 
上載之文件請以簡單英文字母／數字為檔名，檔名不要包含空格／中文／符
號／葡文字母。 
如上載文件數量較多，建議先使用壓縮軟件把所有文件打包成為一個壓縮檔
再進行上載。 
現職人員學歷／資歷如有更新，亦須儘快上載其最新學歷／資歷文件。 

圖 3.1.3.a （選取人員） 

 

圖 3.1.3.b （選擇預先掃瞄好的文件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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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上載《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供款意向書 
 主功能表  人員資料  上載《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供款意向書 
操作步驟與 3.1.3 上載證件學歷資歷完全相同。 
《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供款意向書是參與《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
人員向基金管理實體提交的申請表。 
首先把供款意向書掃描成為 JPG／PDF檔，然後從左下方人員名單上揀選意
向書的所屬人員，按[選擇檔案]鍵選取預先掃描的檔案，填寫起始供款年份
月份，然後按[送出]鍵確認上載。 
 
此外，已參與《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的設施須，請於每年初透過匯報
平台上載年度總供款紀錄，上載頁面如下： 
 主功能表  更新設施基本資金  上載年度總供款紀錄 

 
 

3.1.5 人員離職 
 主功能表  人員資料  人員離職 
從左下方人員名單上揀選上月份內離職的人員（圖 3.1.5.a），在緊隨顯示的
介面（圖 3.1.5.b）墳寫離職日期及離職補償金額欄位，按［送出］鍵。 
 

圖 3.1.5.a （選取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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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a （輸入離職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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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匯出人員資料 
 主功能表  人員資料  匯出人員資料 
匯出指定月份已向本局提交的人員資料，匯出格式為 excel。 
 

圖 3.1.6.a 

 

3.1.7 人員配置表 
 主功能表  人員資料  人員配置表 
列出每個職種的標準薪酬、人員配置資助上限人數、目前資助人數、透過本
系統匯報的人數等。 
人員配置表僅供參考，應以本局資助管理系統資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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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務人數 
 主功能表  服務人數 
根據前線服務單位訂定的填寫準則，填入上月份的服務人數、服務人次及輔
導個案數。有需要時可在補充說明欄位作出簡要說明。 
如需查詢過往月份曾在匯報平台提交的服務人數資料，請點擊介面右方之連
結。 
 
 

圖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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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交/封存 
5.1 提交人員資料 

 主功能表  提交人員資料 
提交人員資料是把已輸入匯報平台的人員變動資料及服務人數／人次／個
案數正式儲存起來，成為應交月份（即上月）的專屬資料。 
提交後如果有需要作出變更（例如再增加新入職人員、修改某在職人員的資
料或更正服務人數），仍可進行修改，但修改後必須再次執行提交。 
 
在封存前不限制重新提交次數，重新提交的資料會覆蓋已提交資料。 

 
圖 5.1.a （提交資料對話框） 

5.2 封存資料 
 主功能表  封存資料 
封存分為“自行封存”及“強制封存”。 
封存是設施對提交資料的最終確認，一旦封存，資料不可再作修改。如確實
有必要修改資料，請先行以電話方式聯絡本局機構津助管理處工作人員（聯
絡方式及人員名單見本手冊第 6.2 章），再把要修改的資料及簡要原因以電
郵方式發送至工作人員指定的電郵戶口。 
 
如當月從未執行提交人員資料，系統不允許用家進行封存。如設施未能於每
月 15 日之前完成自行封存，系統將於 15 日或之後作出強制封存。每月第一
個工作日匯報平台的應交月份將切換至下一月份。 
 
＊本局為配合實際運作而修訂了《社會服務設施定期資助撥款指引（2019
年 3 月修訂）》，當中尤其需關注的是設施須於每月 15 日前，須透過「匯報
平台」向本局提交上月之人員變動狀況資料，並進行封存；如未能在時限內
上載新入職人員的資料，本局將會根據「匯報平台」的資料輸入月份計算倘
有的資助發放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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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統支援 
6.1 下載使用手冊 

 主功能表  系統支援 
匯報平台使用手冊的最新版本可從系統支援頁面下載。 

6.2 聯絡本局工作人員 
 主功能表  系統支援 
如有需要協助，請聯絡專責處理 貴設施的工作人員，人員名單及聯絡方式
載於系統支援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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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 
7.1 服務使用者年齡分佈 

 主功能表  統計資料收集 
除每月匯報服務人數/人次及輔導個案數之外，每年１月及７月亦需透過匯
報平台填報過去半年的服務使用者年齡分佈資料。如對該項資料的填報有疑
問，可向社會設施准照及監察處查詢。 

7.2 更新聯絡人資料 
 主功能表  更新設施基本資料 更新聯絡人資料 
為促進本局人員與設施的溝通，請提供適當的人選，把人員名單及聯絡方式
輸入本介面，並隨時保持更新。 

圖 7.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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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密碼 
7.3.1 更改 VPN登入密碼（第一關密碼）： 

點擊應用平台介面右上角 Settings， 

圖 7.3.1.a （應用平台） 

 
點擊 ［Modify］連結以修改 VPN 密碼（第一關密碼）。 

圖 7.3.1.b 

圖 7.3.1.c 

 
7.3.2 更改匯報平台登入密碼（第三關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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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設定區  更改用戶密碼： 
匯報平台所載的資料涉及個人私隱，為確保資料的安全性，請在首次成功登
入後即時更改用戶密碼，並養成定期更改密碼的習慣。 

 
圖 7.3.2.a （更改匯報平台登入密碼） 

 
 

7.3.3 忘記 VPN登入密碼（第一關密碼）： 
在 VPN 登入介面點擊 Forgot Password，致電頁面上的聯絡人要求協助。 

圖 7.3.3.a （忘記 VPN 登入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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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忘記匯報平台登入密碼（第三關密碼）： 
在匯報平台登入介面點擊忘記密碼，填入設施編號（4 位數字）、token 上
的動產編號（6 位數字）及 token 序號（白底黑字 12 位數字）後按送出鍵；
程式收到申請後即時自動處理； 
新臨時密碼將透過 email 寄往填報在 token 簽收單上的電郵地址，亦會在
介面上即時顯示。 

 

 
7.4 Easy Connect 連線注意事項 

一旦按照第一章完成登入步驟，設施的電腦與本局就會透過安全的連接方式
（SSLVPN）連線，並在設施操作匯報平台輸入或查詢資料時一直保持安全
連線。用戶可在 Windows 桌面右下方找到 EasyConnect 的圖標 （icon）
（圖 7.4.a），證明電腦仍然與本局以 SSLVPN連線中。 

圖 7.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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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滑鼠移至 icon 上，會顯示連線情況 （圖 7.4.b），按右鍵從彈出的功能表
點擊 Connection （圖 7.4.c），可以查看連線的詳細資料 （圖 7.4.d），例

如：連線狀態、已連線時間等。 
圖 7.4.b  

圖 7.4.c  

圖 7.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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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用戶關閉了匯報平台的瀏覽器，如不人手中斷安全連線，設施電腦與本
局仍然保持 SSLVPN 至少 15 分鐘，才會自動中斷。因此，在安全連線仍然
有效的情況下，若要重新登入匯報平台並不需要重新登入第一關及第二關，
只須把滑鼠移至桌面右下角 Easy Connect icon 上，按右鍵並點擊 Show 
Resource（圖 7.4.e），將會自動打開瀏覽器及帶出應用平台介面，點撃“社
會服務設施人員資料匯報平台” （圖 7.4.f）即可重新登入匯報平台（第三
關）。 
 

圖 7.4.e 

圖 7.4.f  

倘用戶閑置匯報平台的操作超過 15 分鐘，此 SSLVPN 安全連線將會自動中
斷。連線中斷後若須繼續操作匯報平台，用戶須重新按照日常登入的步驟重
新過三關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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