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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婦女發展目標”規劃 

一、前言 

1995 年於北京召開的聯合國第四次婦女大會，各國制訂並簽署《北京宣言》和《行動綱

領》，正式確認“性別主流化”為各國政府實踐性別平等、婦女發展及和平的策略。“性別主

流化”實踐方法包括婦女政策規劃、性別平權機制、性別統計、性別分析、性別預算、性別

影響評估等。不少國家和地區亦因應自身情況，制訂相關的婦女政制發展目標和計劃。我國

於 1995 年，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已制訂《中國婦女發展綱要 1995-2000》，明確了我

國婦女發展的任務和主要目標，提出了相應政策及措施，規定了組織與實施、監測和評估，

以進一步促進婦女的發展。我國其後更制訂了每十年的婦女發展規劃，分別為《中國婦女發

展綱要 2001-2010》及《中國婦女發展綱要 2011-2020》。 

 

為了履行促進男女平等及婦女發展的國際公約精神，澳門特區政府也在《二零一五年財

政年度施政報告》提出開展擬訂“澳門婦女發展目標”計劃，持續及有序地跟進澳門婦女事

務的發展。為此，婦女事務委員會（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會前身）在 2015 年第一季邀請了時

任委員會成員賴偉良教授進行《澳門婦女發展目標初探性研究報告》，以及在 2015 年第四季

至 2016 年第二季委托了澳門大學進行《“澳門婦女發展目標”第一階段研究》及《“澳門婦

女發展目標”第二階段（深化）研究》。為“澳門婦女發展目標”計劃打下了穩健的基礎。 

 

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婦兒委）的跟進婦女發展目標專責小組自 2017 年第三

季至 2018 年第二季就“澳門婦女發展目標”研究結果進行討論，商議各項婦女政策及相關措

施內容的重要性及可行性，共進行過 8 次會議。至 2018 年 5 月 14 日，跟進“澳門婦女發展

目標”專責小組在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會 2018 年度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提交了“澳門婦女發

展目標”提案，訂出“性別主流化、參與決策、教育及培訓、保健、社會福利、安全與法律、

經濟、媒體及文化”8 個需重點發展的領域，當中提出了 21 項重點發展的婦女政策目標及 79

項相關執行措施，這 79 項措施初步劃分成短中長期，會在 2019 年至 2025 年間分階段推展。

“澳門婦女發展目標”提案在全體會議上獲得委員會全體成員一致通過。 

 

社會文化司司長根據第 27/2016 號行政法規第九條及第十一條之規定，確認“澳門婦女

發展目標”計劃提案，並於 2018年8月1日批准組成“澳門婦女發展目標跨部門工作小組”，

以關注及推動各項措施的執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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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念原則 

制訂“澳門婦女發展目標”是依照《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的規定，參考了內地、香

港、台灣地區進行有關工作的經驗，亦務實參考了《“澳門婦女發展目標”第一階段研究》

及《“澳門婦女發展目標”第二階段（深化）研究》的結果及數據。“澳門婦女發展目標”

根據以下原則就各政策目標及措施進行商定： 

 

1. 框架性及綱領性原則； 

2. 具性別特質/性別視角； 

3. 提出的政策是否適合該政策領域； 

4. 有足夠的數據及文獻資料支持； 

5. 能回應社會對女性向上流動及權益保障的訴求； 

6. 能回應及履行國際公約所規定的義務。 

 

三、總目標 

性別平權  ∙ 全面發展  

意思是透過“澳門婦女發展目標”的多項政策措施，讓不同性別均能行使同等的權利，

同時促使女性在各社會領域得到更充分的保障，以及有更大的影響力。在賦予女性更大的權

能後，期望她們（尤其弱勢婦女）在各方面獲得更充足的發展機會，包括政治參與、職業生

涯、社會參與、經濟和福利方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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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行時間 

“澳門婦女發展目標”的政策措施分別短期、中期及長期執行，整項階段性計劃為期 

7 年，由 2019 年開始至 2025 年。 

 

； 

 
 
 
 
 
 

五、統籌、協調及執行系統 

由於“澳門婦女發展目標”計劃涉及各個部門和相關實體的不同職能，因此會設立“澳

門婦女發展目標跨部門工作小組”，由社會工作局局長（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擔

任工作小組協調員，12 個公共部門代表以及婦兒委跟進“澳門婦女發展目標”專責小組的組

長及副組長擔任小組成員，以統籌、協調及執行此計劃，連結和整合各項資源和具體工作，

由社會工作局家庭及社區服務廳支援。 

 

 

短期措施 

指 1 至 3 年內完成 

（2019 至 2021 年） 

中期措施 

指 3 至 5 年內完成 

（2021 至 2023 年） 

長期措施 

指 5 至 7 年內完成 

（2023 至 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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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澳門婦女發展目標跨部門工作小組 

由於“澳門婦女發展目標”計劃及各個部門和相關實體各有不同職能，因此，組成“澳

門婦女發展目標跨部門工作小組”，共同研議政策措施的內容以及協調具體的實施方案。 

（一）目的 

“澳門婦女發展目標跨部門工作小組”旨在統籌、協調和促進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婦

女發展目標”計劃的政策目標有效落實，著力推行相關計劃及措施，以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

保障婦女合法權益，平等參與經濟社會發展。 

 

（二）職責 

1. 透過跨部門的協作，統籌和推動“澳門婦女發展目標”計劃的各項短、中、長期政策和

措施； 

2. 因應澳門特區婦女的需要及社會發展的情況，提出“澳門婦女發展目標”計劃的調整及

優化建議； 

3. 促進澳門特區婦女團體、民間組織以及其他私人實體支持及參與“澳門婦女發展目標”

計劃的推行； 

4. 跟進及評估“澳門婦女發展目標”計劃的工作進度，進行階段性的評估工作，並提交有

關跟進報告。 

 

（三）運作 

1. 由工作小組協調員召集進行會議。在需要時會議亦可經小組過半數成員要求召開。召開

會議最少須提前四十八小時召集，而召集書內應列明有關議程； 

2. 工作小組協調員將小組會議的意見作報告，在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會全體會議上匯報及

決議通過； 

3. 每次會議後須繕立會議紀錄，並呈交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會主席參閱。 

 

（四）工作支援 

工作小組運作上所需的技術、行政及財政輔助，由社會工作局提供。具體如下： 

1. 由社會工作局家庭及社區服務廳負責相關之行政支援工作； 

2. 由社會工作局家庭及社區服務廳按工作小組要求協同相關政府部門和民間機構，組織各

項輔助會議，針對相關議題來進行商議，制作建議，送交工作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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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員名單 

協調員 

社會工作局局長（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官方成員 

1. 行政公職局代表 

2. 法務局代表 

3. 經濟局代表 

4. 財政局代表 

5. 統計暨普查局代表 

6. 勞工事務局代表 

7. 治安警察局代表 

8. 衛生局代表 

9. 教育暨青年局代表 

10. 社會工作局代表 

11. 體育局代表 

12. 高等教育局代表 

 

非官方成員 

1. 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會跟進“澳門婦女發展目標”專責小組組長 

2. 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會跟進“澳門婦女發展目標”專責小組副組長 

 

七、監測、評估及檢討機制 

為持續跟進“澳門婦女發展目標”計劃的實施進展，將由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會及屬下

的跟進“澳門婦女發展目標”專責小組持續監察、評估及檢討各項婦女發展目標及措施的進

度及執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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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澳門婦女發展目標”各政策目標及措施 

為履行促進男女平等和婦女發展的國際公約精神，透過“澳門婦女發展目標”計劃，訂

定可持續有助婦女事務發展的目標和可行性策略。特區政府參考《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

中所提出的 12 個婦女發展領域，分析特區政府現行的法律法規、政策規劃、福利措施和各項

統計數據，評估澳門婦女需求及其參與社會的狀況和困難，整合適用於本澳婦女的階段性發

展策略。“澳門婦女發展目標”規劃提出 8 個領域、21 項政策目標，79 項短、中、長期措施。

以下按領域分列： 

 

（一）性別主流化 

目標 1：積極推展“性別主流化”的措施 

措施 

1. 為政府部門的各級主管提供關於“性別主流化”的培訓。 

2. 在政治、公共財政、經濟、社會、文化及環境等領域，開展性別統計、性別預算、性別影

響評估等“性別主流化”的工作。 

3. 把建立“性別主流化”機制列入為政府的施政策略之一。 

4. 在各政府部門設置專責協調“性別主流化”工作的人員。 

5. 向社會大眾推廣“性別主流化”的觀念，以及宣揚性別觀點的重要性。 

6. 定期評鑑各項“性別主流化”措施的成效。 

 

（二）婦女參與決策 

目標 2：賦予女性在政治領域的權力，以及提升她們參與公共決策的地位 

措施 

1. 持續推動女性居民登記成為選民。 

2. 創建更多有利女性參政和議政的條件，從而推動女性更積極參與立法會的間接及直接選

舉。 

3. 提高政府諮詢委員會委員的女性比例。 

4. 提高公共行政及司法部門中領導階層的女性比例。 

5. 提高政府行政會委員及立法會官委議員的女性比例。 

  

siomanng
印章



“澳門婦女發展目標”規劃（2019-2025 年） 

 

 

8 

目標 3：提升女性於企業及社會組織中的決策地位 

措施 

1. 推動社會不同界別提拔更多女性擔任領導職位。 

2. 推動社會組織實行措施，促使更多女性擔任領導職位及增加她們所佔之比例。 

3. 推動立法劃一兩性的退休年齡及延遲退休的措施，以確保兩性得到公平機會競爭領導職

位。 

4. 推動企業為女性僱員提供自我增值及向上流動的機會。 

 

（三）婦女與教育及培訓  

目標 4：加強關於促進性別平等的教育 

措施 

1. 創設條件，支持教育機構合作，訂定性別教育的目標、教學內容和教授方式，以及編制

相應的教材。 

2. 加強幼兒、小學及中學教師關於性別教育的專業培訓。 

3. 創設條件，支持學校規劃各教育階段的性別教育課程。 

4. 推動社會組織加強性別教育及“媒體識讀教育”。 

5. 鼓勵學校為教師、學生及家長提供性別教育及相關培訓，以更新他們有關性別角色之觀

念。 

6. 確保在中、小學教育的《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基本學力要求》中有性別平等之內容，使性

別平等的理念在各級和各類教育課程中能獲得充分體現。 

 

目標 5：提倡女性多元發展，以及鼓勵她們終身學習 

措施 

1. 加強向女性推廣終身學習的觀念。 

2. 為女性長者提供更多有關通訊知識及技術的培訓，以提升她們應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3. 透過政府與社服機構及民間社團合作，加強向女性長者推廣識字的重要性，以及為她們

提供有關的文化課程。 

4. 在基礎教育中增設特定的課程內容，以促進女性選讀專業學科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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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婦女與保健 

目標 6：加強對女性的健康教育，以及宣導健康檢查的重要性 

措施 

1. 加強向婦女推廣有關女性多發癌症（例如子宮頸癌）的保健知識及相關篩查的重要性。 

2. 透過政府部門與民間社團的協作，加強有關醫療相關的美容及保健的公眾教育。 

3. 推展更針對性政策措施，以推動婦女定期接受健康檢查，包括生殖及性健康的檢查。 

4. 加強對不同年齡階段女性的常見疾病之防治工作，推展相關的疾病檢查服務。 

 

目標 7：優化孕、產婦的醫療照護，促進她們的身心健康 

措施 

1. 持續優化婦女在懷孕期間獲得的醫療服務，以維持孕、產婦死亡率於低水平。 

2. 加強婦女於產前、後的心理支援服務，同時為她們提供有關產前、後抑鬱症的健康教育。 

3. 加強對各年齡階段居民有關母乳餵哺的教育及推廣工作，以營造“母乳餵哺友善”的社

會氛圍。 

 

目標 8：宣揚終身運動的生活理念，推動不同年齡階段的婦女恆常運動 

措施 

1. 研究建設婦女的運動設施網絡，以解決體育活動場地不足的問題。 

2. 加強對兒童及青少年的健康教育及運動訓練，培養“終身運動”的觀念。 

3. 培訓更多專業體育教練，以協助不同年齡階段的婦女透過合適運動，提升個人的健康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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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婦女與社會福利 

目標 9：透過實施“家庭友善”的福利政策，以促使婦女向上流動 

措施 

1. 加強家庭教育及家庭為本的支援服務，促進兩性更平等分擔家務及照顧責任。 

2. 持續完善托兒及長者照顧的服務網絡。 

3. 持續擴展對女性長者（尤其獨居女性長者）的社區支援服務。 

4. 持續完善居家式長期照顧服務，以減輕家庭護老者面對的壓力。 

5. 加強對單親家庭（尤其單親母親）的社會保障及社區支援服務，以紓緩她們因家庭照顧

責任和工作所面對的壓力。 

6. 開展婦女的財務管理教育，促使她們的家庭資產累積。 

 

目標 10：加強關於設置哺乳設施的規範 

措施 

1. 推動公共部門及私營企業完善哺乳設施。 

2. 研究立法規定在公共部門及私營企業設置哺乳設施的可行性。 

 

目標 11：加強對殘疾婦女的社會支援 

措施 

1. 加強對殘疾婦女的生育醫療及輔導服務。 

2. 持續優化對殘疾婦女各方面的支援服務，以促使她們能獨立生活和融入社群。 

 

目標 12：加強女性賭博失調問題的防治工作 

措施 

1. 優化對賭博失調婦女及其家人的婚姻及家庭輔導服務。 

2. 加強向不同年齡女性宣揚“負責任博彩”的觀念，並推行相關的預防措施以提升她們的

求助動機。 

3. 對女性賭博失調問題的結構性因素進行研究，從而推展相對應的緩和措施。 

 

目標 13：透過擴展對婦女的專業支援服務，提升她們的精神健康水平 

措施 

1. 加強對婦女的心理健康和精神疾病教育，以鼓勵她們在需要時尋求專業服務。 

2. 針對離婚問題的普遍化趨勢，加強對有需要家庭的婚姻輔導服務。 

3. 加強社服機構和醫療機構的協作，為婦女提供更充足及更適切的精神疾患防治服務。 

  

siomanng
印章



“澳門婦女發展目標”規劃（2019-2025 年） 

 

 

11 

（六）婦女安全與法律 

目標 14：加強對家庭暴力關係人的保障及支援 

措施 

1. 全面評估《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法》相應的教育、輔導及溝通協作機制，持續檢討及完

善《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法》的各項配套措施。 

2. 向社會大眾推廣“家暴零容忍”的觀念，以及加強向婦女宣導有關自身安全及反暴力的

觀念。 

3. 對家庭暴力和親密關係暴力的成因進行研究，從而提高相關防治措施的成效。 

4. 主動尋找及接觸受暴力侵害的新來澳婦女（包括女性新移民、外地勞工等）及其關係人

的個案，同時提供更適切的協助。 

 

目標 15：加強對性騷擾和性侵害受害人的支援，以及加強宣導“自身保護”的

觀念 

措施 

1. 制定關於校園、職場及公眾場所的性騷擾及性侵害問題之工作守則。 

2. 加強各類型的宣傳及教育工作，提升社會大眾對性騷擾及性侵害問題的關注，以增強受

害人“自身保護”的意識。 

3. 研究在法律規範以外，進一步完善在職場和校園有關性騷擾或猥褻問題的投訴及保障機

制。 

4. 設立法定專責機構或部門，處理有關性騷擾的投訴個案。 

 

目標 16：研究制定促進性別平等的法規 

措施 

1. 研究制訂性別平等條例，以作為促進性別平等的法律措施。 

2. 設立法定專責機構，推展促進性別平等的工作及處理有關性別歧視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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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婦女與經濟 

目標 17：保障女性享有同等的勞動權利 

措施 

1. 向女性提供更多有關就業的資訊及培訓，以擴闊她們的職業選擇及拓展其多元的就業空

間。 

2. 開展研究計劃，探討兩性薪酬差距的成因及解決方案。 

3. 加強向社會各界推廣平等勞動權利的意識，以促進兩性間的同工同酬。 

 

目標 18：加強對在職孕、產婦的勞動保障 

措施 

1. 研究從法律規範和鼓勵性政策等方式，為需輪班工作的孕、產婦增設特殊保障機制。 

2. 促進在法律層面落實男性有薪侍產假。 

3. 研究在《勞動關係法》中增加哺/集乳時間的規定，讓受僱於私營機構的初生嬰兒母親獲

取法定的哺/集乳時間。 

4. 加強宣傳及執行根據《勞動關係法》中對孕、產婦的職業保障。 

5. 研究從法律規範和鼓勵性政策等方式，統一公共部門與私營機構的產假數目。 

 

目標 19：建立實施“家庭友善”政策的機制 

措施 

1. 持續完善監管家傭市場的法規，確保外籍家傭必須接受專門培訓。 

2. 制定促進單親母親就業的勞動政策，以及建立相關的就業保障機制。 

3. 在公共部門推行更廣泛的“家庭友善”方案。 

4. 推廣“家庭友善”僱主的社會氛圍。 

5. 推動私營機構實行更全面的“家庭友善”方案。 

6. 研究在私營機構實施法定“家事假期”的可行性，以倡導兩性共同承擔家庭照顧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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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婦女與媒體及文化 

目標 20：促使女性在媒體及文化領域有更高程度的參與 

措施 

1. 推動傳媒機構訂定有關促進性別平等參與的行政指引。 

2. 推動傳媒機構及文化團體實行措施，促使更多女性擔任領導職位。 

3. 推展特定的政策措施，以促進兩性在媒體及文化各領域中的平等機會及參與。 

 

目標 21：推動媒體建立自律機制，以持續促進兩性平等 

措施 

1. 在符合言論自由及不干預媒體自主性的原則下，推動媒體建立自律機制，以防止製作涉

及性別歧視或貶低女性的描繪及報導。 

九、各政策目標及短中長期措施統計 

“澳門婦女發展目標”8 個領域包括性別主流化、婦女參與決策、婦女與教育及培訓、婦

女與保健、婦女與社會福利、婦女安全與法律、婦女與經濟、婦女與媒體及文化。共 79 項短

中長期措施，詳見下表： 

 

領域 短期 中期 長期 總數 

一、性別主流化 1 5 0 6 

二、婦女參與決策 4 2 3 9 

三、婦女與教育及培訓 7 2 1 10 

四、婦女與保健 7 2 1 10 

五、婦女與社會福利 5 6 5 16 

六、婦女安全與法律 5 2 3 10 

七、婦女與經濟 5 4 5 14 

八、婦女與媒體及文化 2 1 1 4 

總數 36 24 19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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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錄 

附錄一、短中長期措施一覽 

短期措施 

（一）性別主流化 

目標 1：積極推展“性別主流化”的措施 

1. 為政府部門的各級主管提供關於“性別主流化”的培訓。 

 

（二）婦女參與決策 

目標 2：賦予女性在政治領域的權力，以及提升她們參與公共決策的地位 

1. 持續推動女性居民登記成為選民。 

2. 創建更多有利女性參政和議政的條件，從而推動女性更積極參與立法會的間接及直接選

舉。 

3. 提高政府諮詢委員會委員的女性比例。 

 

目標 3：提升女性於企業及社會組織中的決策地位 

1. 推動社會不同界別提拔更多女性擔任領導職位。 

 

（三）婦女與教育及培訓 

目標 4：加強關於促進性別平等的教育 

1. 創設條件，支持教育機構合作，訂定性別教育的目標、教學內容和教授方式，以及編制

相應的教材。 

2. 加強幼兒、小學及中學教師關於性別教育的專業培訓。 

3. 創設條件，支持學校規劃各教育階段的性別教育課程。 

4. 推動社會組織加強性別教育及“媒體識讀教育”。  

 

目標 5：提倡女性多元發展，以及鼓勵她們終身學習 

1. 加強向女性推廣終身學習的觀念。 

2. 為女性長者提供更多有關通訊知識及技術的培訓，以提升她們應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3. 透過政府與社服機構及民間社團合作，加強向女性長者推廣識字的重要性，以及為她們

提供有關的文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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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婦女與保健 

目標 6：加強對女性的健康教育，以及宣導健康檢查的重要性 

1. 加強向婦女推廣有關女性多發癌症（例如子宮頸癌）的保健知識及相關篩查的重要性。 

2. 透過政府部門與民間社團的協作，加強有關醫療相關的美容及保健的公眾教育。 

 

目標 7：優化孕、產婦的醫療照護，促進她們的身心健康 

1. 持續優化婦女在懷孕期間獲得的醫療服務，以維持孕、產婦死亡率於低水平。 

2. 加強婦女於產前、後的心理支援服務，同時為她們提供有關產前、後抑鬱症的健康教育。 

3. 加強對各年齡階段居民有關母乳餵哺的教育及推廣工作，以營造“母乳餵哺友善”的社

會氛圍。 

 

目標 8：宣揚終身運動的生活理念，推動不同年齡階段的婦女恆常運動 

1. 研究建設婦女的運動設施網絡，以解決體育活動場地不足的問題。 

2. 加強對兒童及青少年的健康教育及運動訓練，培養“終身運動”的觀念。 

 

（五）婦女與社會福利 

目標 10：加強關於設置哺乳設施的規範 

1. 推動公共部門及私營企業完善哺乳設施。 

 

目標 12：加強女性賭博失調問題的防治工作 

1. 優化對賭博失調婦女及其家人的婚姻及家庭輔導服務。 

2. 加強向不同年齡女性宣揚“負責任博彩”的觀念，並推行相關的預防措施以提升她們的

求助動機。 

 

目標 13：透過擴展對婦女的專業支援服務，提升她們的精神健康水平 

1. 加強對婦女的心理健康和精神疾病教育，以鼓勵她們在需要時尋求專業服務。 

2. 針對離婚問題的普遍化趨勢，加強對有需要家庭的婚姻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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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婦女安全與法律 

目標 14：加強對家庭暴力關係人的保障及支援 

1. 全面評估《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法》相應的教育、輔導及溝通協作機制，持續檢討及完

善《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法》的各項配套措施。 

2. 向社會大眾推廣“家暴零容忍”的觀念，以及加強向婦女宣導有關自身安全及反暴力的

觀念。 

4. 主動尋找及接觸受暴力侵害的新來澳婦女（包括女性新移民、外地勞工等）及其關係人

的個案，同時提供更適切的協助。 

 

目標 15：加強對性騷擾和性侵害受害人的支援，以及加強宣導“自身保護”的

觀念 

1. 制定關於校園、職場及公眾場所的性騷擾及性侵害問題之工作守則。 

2. 加強各類型的宣傳及教育工作，提升社會大眾對性騷擾及性侵害問題的關注，以增強受

害人“自身保護”的意識。 

 

（七）婦女與經濟 

目標 17：保障女性享有同等的勞動權利 

1. 向女性提供更多有關就業的資訊及培訓，以擴闊她們的職業選擇及拓展其多元的就業空

間。 

2. 開展研究計劃，探討兩性薪酬差距的成因及解決方案。 

3. 加強向社會各界推廣平等勞動權利的意識，以促進兩性間的同工同酬。 

 

目標 18：加強對在職孕、產婦的勞動保障 

1. 研究從法律規範和鼓勵性政策等方式，為需輪班工作的孕、產婦增設特殊保障機制。 

2. 促進在法律層面落實男性有薪侍產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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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婦女與媒體及文化 

目標 20：促使女性在媒體及文化領域有更高程度的參與 

1. 推動傳媒機構訂定有關促進性別平等參與的行政指引。 

 

目標 21：推動媒體建立自律機制，以持續促進兩性平等 

1. 在符合言論自由及不干預媒體自主性的原則下，推動媒體建立自律機制，以防止製作涉

及性別歧視或貶低女性的描繪及報導。 

 

中期措施 

（一）性別主流化 

目標 1：積極推展“性別主流化”的措施 

2. 在政治、公共財政、經濟、社會、文化及環境等領域，開展性別統計、性別預算、性別影

響評估等“性別主流化”的工作。 

3. 把建立“性別主流化”機制列入為政府的施政策略之一。 

4. 在各政府部門設置專責協調“性別主流化”工作的人員。 

5. 向社會大眾推廣“性別主流化”的觀念，以及宣揚性別觀點的重要性。 

6. 定期評鑑各項“性別主流化”措施的成效。 

 

（二）婦女參與決策 

目標 2：賦予女性在政治領域的權力，以及提升她們參與公共決策的地位 

4. 提高公共行政及司法部門中領導階層的女性比例。 

 

目標 3：提升女性於企業及社會組織中的決策地位 

2. 推動社會組織實行措施，促使更多女性擔任領導職位及增加她們所佔之比例。 

 

（三）婦女與教育及培訓 

目標 4：加強關於促進性別平等的教育 

5. 鼓勵學校為教師、學生及家長提供性別教育及相關培訓，以更新他們有關性別角色之觀

念。 

6. 確保在中、小學教育的《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基本學力要求》中有性別平等之內容，使性

別平等的理念在各級和各類教育課程中能獲得充分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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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婦女與保健 

目標 6：加強對女性的健康教育，以及宣導健康檢查的重要性 

3. 推展更針對性政策措施，以推動婦女定期接受健康檢查，包括生殖及性健康的檢查。 

 

目標 8：宣揚終身運動的生活理念，推動不同年齡階段的婦女恆常運動 

3. 培訓更多專業體育教練，以協助不同年齡階段的婦女透過合適運動，提升個人的健康水

平。 

 

（五）婦女與社會福利 

目標 9：透過實施“家庭友善”的福利政策，以促使婦女向上流動 

1. 加強家庭教育及家庭為本的支援服務，促進兩性更平等分擔家務及照顧責任。 

2. 持續完善托兒及長者照顧的服務網絡。 

3. 持續擴展對女性長者（尤其獨居女性長者）的社區支援服務。 

4. 持續完善居家式長期照顧服務，以減輕家庭護老者面對的壓力。 

 

目標 11：加強對殘疾婦女的社會支援 

1. 加強對殘疾婦女的生育醫療及輔導服務。 

 

目標 12：加強女性賭博失調問題的防治工作 

3. 對女性賭博失調問題的結構性因素進行研究，從而推展相對應的緩和措施。 

 

（六）婦女安全與法律 

目標 14：加強對家庭暴力關係人的保障及支援 

3. 對家庭暴力和親密關係暴力的成因進行研究，從而提高相關防治措施的成效。 

 

目標 15：加強對性騷擾和性侵害受害人的支援，以及加強宣導“自身保護”的

觀念 

3. 研究在法律規範以外，進一步完善在職場和校園有關性騷擾或猥褻問題的投訴及保障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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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婦女與經濟 

目標 18：加強對在職孕、產婦的勞動保障 

3. 研究在《勞動關係法》中增加哺/集乳時間的規定，讓受僱於私營機構的初生嬰兒母親獲

取法定的哺/集乳時間。 

4. 加強宣傳及執行根據《勞動關係法》中對孕、產婦的職業保障。 

 

目標 19：建立實施“家庭友善”政策的機制 

1. 持續完善監管家傭市場的法規，確保外籍家傭必須接受專門培訓。 

2. 制定促進單親母親就業的勞動政策，以及建立相關的就業保障機制。 

 

（八）婦女與媒體及文化 

目標 20：促使女性在媒體及文化領域有更高程度的參與 

2. 推動傳媒機構及文化團體實行措施，促使更多女性擔任領導職位。 

 

長期措施 

（二）婦女參與決策 

目標 2：賦予女性在政治領域的權力，以及提升她們參與公共決策的地位 

5. 提高政府行政會委員及立法會官委議員的女性比例。 

 

目標 3：提升女性於企業及社會組織中的決策地位 

3. 推動立法劃一兩性的退休年齡及延遲退休的措施，以確保兩性得到公平機會競爭領導職

位。 

4. 推動企業為女性僱員提供自我增值及向上流動的機會。 

 

（三）婦女與教育及培訓 

目標 5：提倡女性多元發展，以及鼓勵她們終身學習 

4. 在基礎教育中增設特定的課程內容，以促進女性選讀專業學科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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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婦女與保健 

目標 6：加強對女性的健康教育，以及宣導健康檢查的重要性 

4. 加強對不同年齡階段女性的常見疾病之防治工作，推展相關的疾病檢查服務。 

 

（五）婦女與社會福利 

目標 9：透過實施“家庭友善”的福利政策，以促使婦女向上流動 

5. 加強對單親家庭（尤其單親母親）的社會保障及社區支援服務，以紓緩她們因家庭照顧

責任和工作所面對的壓力。 

6. 開展婦女的財務管理教育，促使她們的家庭資產累積。 

 

目標 10：加強關於設置哺乳設施的規範 

2. 研究立法規定在公共部門及私營企業設置哺乳設施的可行性。 

 

目標 11：加強對殘疾婦女的社會支援 

2. 持續優化對殘疾婦女各方面的支援服務，以促使她們能獨立生活和融入社群。 

 

目標 13：透過擴展對婦女的專業支援服務，提升她們的精神健康水平 

3. 加強社服機構和醫療機構的協作，為婦女提供更充足及更適切的精神疾患防治服務。 

 

（六）婦女安全與法律 

目標 15：加強對性騷擾和性侵害受害人的支援，以及加強宣導“自身保護”的

觀念 

4. 設立法定專責機構或部門，處理有關性騷擾的投訴個案。 

 

目標 16：研究制定促進性別平等的法規 

1. 研究制訂性別平等條例，以作為促進性別平等的法律措施。 

2. 設立法定專責機構，推展促進性別平等的工作及處理有關性別歧視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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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婦女與經濟 

目標 18：加強對在職孕、產婦的勞動保障 

5. 研究從法律規範和鼓勵性政策等方式，統一公共部門與私營機構的產假數目。 

 

目標 19：建立實施“家庭友善”政策的機制 

3. 在公共部門推行更廣泛的“家庭友善”方案。 

4. 推廣“家庭友善”僱主的社會氛圍。 

5. 推動私營機構實行更全面的“家庭友善”方案。 

6. 研究在私營機構實施法定“家事假期”的可行性，以倡導兩性共同承擔家庭照顧的責任。 

 

（八）婦女與媒體及文化 

目標 20：促使女性在媒體及文化領域有更高程度的參與 

3. 推展特定的政策措施，以促進兩性在媒體及文化各領域中的平等機會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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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會簡介 

婦兒委是一個諮詢機構，其主要職能包括： 

(1) 維護婦女和兒童應享有的機會、權利及尊嚴； 

(2) 協助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構思及推動關於婦女和兒童事務的政策、措施； 

(3) 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不同施政領域中的婦女和兒童政策提出意見、建議； 

(4) 積極聯繫並促進各公共部門及私人實體的協作，以共同推動相關研究和資料搜集工作，

提升婦女和兒童福祉； 

(5) 推動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關於婦女和兒童權利的國際公約的有效落實。 

 

為推動婦女事業有序健康發展，建設有利兒童健康成長的社會環境，以及加強婦兒委的

政策諮詢功能。婦兒委於 2017 年 1 月 19 日設立兩個專責小組，分別為跟進“澳門婦女發展

目標”專責小組及關注兒童權益專責小組。 

 

跟進“澳門婦女發展目標”專責小組 

1. 目的 

“澳門婦女發展目標”屬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會重點施政項目，委員會委托澳門大學於

2015 至 2016 年間進行的“澳門婦女發展目標”專題研究，報告建議多個短、中、長期的婦

女事務政策目標，由於大部分“澳門婦女發展目標”屬於跨數年的政策規劃，為此，委員會

建議成立“跟進‘澳門婦女發展目標’專責小組”，持續跟進及檢視有關政策的執行情況與

達成比率。 

 

2. 職責 

(1) 協助構思及推動“澳門婦女發展目標”的政策和措施； 

(2) 就“澳門婦女發展目標”各項建議的實施情況，提出優化或改善意見； 

(3) 就特區政府於婦女政策、與婦女事務相關的計劃及工作提供意見及建議； 

(4) 提高政府、業界、民間機構及市民對“澳門婦女發展目標”的關注。 

 

3. 工作支援 

根據第 27/2016 行政法規第十三條的規定，委員會運作上所需的技術、行政及財政輔助，

由社會工作局提供。具體如下： 

(1) 由社會工作局家庭及社區服務廳負責相關之行政支援工作； 

(2) 由社會工作局家庭及社區服務廳按小組要求協同相關政府部門、高等教育院校和民間機

構，組織各項輔助會議，針對相關議題來進行商議，制作建議，送交專責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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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運作 

(1) 由專責小組組長召集進行會議。在需要時會議亦可經小組過半數成員要求召開。召開會

議最少須提前四十八小時召集，而召集書內應列明有關議程； 

(2) 每次會議後須繕立會議紀錄，並呈交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會主席參閱； 

(3) 專責小組組長將小組會議的諮詢意見作報告，在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會全體會議上匯報

及決議通過。 

 

5. 組成 

跟進“澳門婦女發展目標”專責小組依據下列方式組成： 

(1) 社會工作局局長，或其指派的代表； 

(2) 委員會內其他政府部門代表； 

(3) 委員會內來自婦女、兒童及青少年、教育、文化、就業、醫療衛生、社會服務等範疇的社

團代表； 

(4) 委員會內社會傑出人士； 

(5) 有需要時可邀請委員會的其他委員、相關職能的政府部門、專業人士、業界代表或相關

人士出席及參與小組工作。  

 

6. 成員名單（第二屆任期由 14/12/2018 至 13/12/2020，任期兩年） 

組長 

澳門婦女聯合總會庄玲玲女士 

 

副組長 

澳門女企業家商會江美芬女士 

 

政府部門代表 

(1) 勞工事務局張瑋廳長 

(2) 治安警察局鍾倩怡處長 

(3) 衛生局仁伯爵綜合醫院陳穎茜領導層助理 

(4) 教育暨青年局蘇智敏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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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兒委委員 

(1)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謝美玲女士 

(2)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梁銘恩女士 

(3) 澳門明愛林玉珠女士 

(4) 善牧中心黎彩燕女士 

(5) 善明會霍艷玲女士 

(6) 澳門福建婦女聯誼會謝路生女士 

(7)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卓箭球先生 

(8) 澳門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陳藜生先生 

(9) 澤愛慈善會馮儀女士 

(10) 澳門崇德社楊寶儀女士 

(11) 賀定一女士 

(12) 何頴賢女士 

(13) 譚志青女士 

 

特邀人士 

(1) 羅香珠女士 

(2) 賴偉良先生 

 
 
 
 
 
 
 
 
 
 
 
 
 
 
 
 

欲查看“澳門婦女發展目標”更多內容，可瀏覽以下網頁： 

 社會工作局：www.ias.gov.mo 

 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會：www.cam.gov.mo 

  社會工作局 婦女及兒童 

事務委員會 

file://///windfciv.ias.gov.mo/misc/CAM/ccam_public/澳門婦女發展目標/排版/booklet/電子版/www.ias.gov.mo
http://www.cam.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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