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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第 10/2015號法律

勞動債權保障制度

立法會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一條

（一）項，制定本法律。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條

標的及目的

 

本法律對因勞動關係而產生的債權訂定保障制度，以

確保有關債權未獲債務人履行時得到支付。

 

第二條

受保障的債權

 

一、勞動關係終止後，僱員的下列債權的支付受保障：

（一）第7/2008號法律《勞動關係法》規定的僱員基

本報酬，但僅以勞動關係終止前六個月內產生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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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7/2008號法律《勞動關係法》規定的僱員賠

償或補償，但僅以勞動關係終止前六個月內產生者為限；

（三）因工作意外或職業病引致損害且須由僱主作出

的彌補，但僅以僱主未按八月十四日第40/95/M號法令第

六十二條的規定將相關責任適當轉移至保險實體的情況

為限；

（四）第21/2009號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第二十五

條第一款規定的因廢止聘用許可而導致的賠償；

（五）外地僱員的住宿費，但僅以僱主或職業介紹所

根據第21/2009號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第二十六條第二

款的規定，經協議以現金履行該權利且以勞動關係終止前

六個月內產生者為限；

（六）第21/2009號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第二十六

條第四款規定的返回原居地的交通費。

二、無論勞動關係是否終止，僱員因工作意外或職業

病獲賠償所引致的債權的支付受保障，但僅以相關責任已

按八月十四日第40/95/M號法令第六十二條的規定轉移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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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實體而其因處於破產程序未能履行有關義務的情況

為限。

三、八月十四日第40/95/M號法令第五十條第二款所

指的人亦獲確保支付該條規定的賠償，但僅以相關責任未

按該法令的規定適當轉移至保險實體，或該責任已轉移至

保險實體而其因處於破產程序未能履行有關義務的情況

為限。

四、本條規定的保障包括應付的延遲利息。

 

第三條

勞動債權保障基金

 

一、為確保本法律規定的保障，設立具有法律人格的

勞動債權保障基金。

二、勞動債權保障基金享有行政、財政及財產自治權，

並由勞工事務局提供技術及行政支援。

三、勞動債權保障基金的組織、管理和運作透過補充

性行政法規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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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勞動債權保障基金的收入

 

自上條第三款所指的行政法規生效之日起，下列款項

為勞動債權保障基金的收入：

（一）第21/2009號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第十七條

規定的聘用費的百分之五，由社會保障基金每半年一次轉

予勞動債權保障基金；

（二）來自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預算的轉移的收入；

（三）勞動債權保障基金按本法律的規定支付而代位

取得的債權款項；

（四）根據第十條的規定獲返還已支付的款項及倘有

的相關利息；

（五）勞動債權保障基金依法運用本身可動用的資金

所產生的利息或其他收益；

（六）根據第十一條規定科處的罰款所得；

（七）法律或合同賦予的任何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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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個人資料的處理

 

為執行本法律所需的行政程序，勞動債權保障基金可

根據第8/2005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與其他

擁有適用本法律所需的相關資料的公共實體進行個人資

料的處理及互聯。

 

第六條

申請

 

一、利害關係人必須提出申請方能獲勞動債權保障

基金支付本法律所保障的債權；申請時須提交經該實體

核准並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公佈式樣的申請表，表

內尤應列明申請人及債務人的身份資料，以及詳述所申請

的債權。

二、在不影響下條規定的情況下，僅在利害關係人未

能透過司法途徑收回全部或部分欠款時，方可作出向其支

付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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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不影響下條規定的情況下，收到申請時，如尚未

有法院的確定判決，則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三十三條的

規定，中止相關程序。

 

第七條

墊支

 

一、勞動關係終止後四十五日內，僱員可就第二條第

一款規定的債權向勞動債權保障基金申請墊支不超過受

保障金額的一半的款項。

二、第二條第二款所指僱員可在破產程序進行期間向

勞動債權保障基金申請墊支不超過受保障金額的一半的

款項。

三、第二條第三款所指的人亦可向勞動債權保障基金

申請墊支不超過受保障金額的一半的款項。如相關責任未

轉移至保險實體，在僱員因工作意外或職業病導致死亡後

的四十五日內提出申請；如屬責任已轉移的情況，則可在

保險實體的破產程序進行期間提出。

四、墊支申請不得獨立於上條規定的申請而提出，且

僅在勞工事務局就申請理據發出意見後方可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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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勞工事務局須自勞動債權保障基金提出請求之日

起六十日內提供上款規定的意見；如屬特別複雜的個案，

經濟財政司司長可決定將有關期間延長六十日。

六、勞動債權保障基金須在收到勞工事務局的意見後

三十日內對墊支申請作出決定。

 

第八條

代位取得債權

 

一、勞動債權保障基金以支付有關債權款項及應付的

遲延利息代位取得本法律所保障的受益人債權，但不影響

下款規定的適用。

二、在執行程序中，勞動債權保障基金根據上款的規

定代位取得的債權，在受償順位上僅次於僱員的債權。

三、為保障勞動債權保障基金代位取得的債權，並使

有關債權得到償付，該基金應採取一切法定的適當方法，

尤其是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申請假扣押財產、提起執

行程序、對可削弱債權的財產擔保的行為提出爭議、在必

要時請求宣告債務人破產或無償還能力，以及參與待決的

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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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債權的相應價值明顯低微，勞動債權保障基金

無須採取上款所指的措施，而有關金額由補充性行政法規

訂定。

 

第九條

通知

 

一、勞動債權保障基金根據第六條或第七條的規定作

出任何支付的決定，須通知：

（一）債務人，於支付日前至少八日作出；

（二）初級法院；

（三）檢察院。

二、通知內須列明支付的金額、相關受益人及債務人

的身份資料。

 

第十條

返還義務

 

一、按本法律的規定獲任何支付的受益人，在下列情

況下必須將款項返還勞動債權保障基金：

（一）獲債務人以任何方式償付全部或部分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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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獲勞動債權保障基金支付的金額超過其有權收

取者，尤其是法院確定判決裁定不存在債權，或判決所定

的債權金額少於勞動債權保障基金所支付的金額。

二、在獲債務人償付部分債權的情況下，受益人須返

還的金額為其從勞動債權保障基金及債務人收取的總額

中扣除債權總額後的差額。

三、返還應自下列最先出現的情況發生之日起四十五

日內向勞動債權保障基金作出：

（一）獲債務人償付債權；

（二）第一款（二）項所指的法院判決轉為確定；

（三）勞動債權保障基金在其他情況下作出返還

通知。

四、不在上款規定的期間返還款項者，勞動債權保

障基金向其發出債務證明，以便按稅務執行程序進行強

制徵收。

五、徵收欠款並不免除下條規定的行政違法行為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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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處罰制度

 

第十一條

行政違法行為

 

不在上條第三款所定期間返還款項構成行政違法行

為，科相等於須返還金額百分之二十五的罰款。

 

第十二條

職權

 

科處罰款屬勞動債權保障基金的職權。

 

第十三條

處罰程序

 

一、如發現作出行政違法行為，勞動債權保障基金須

組成卷宗及提出控訴，並將控訴通知違法者。

二、控訴通知內須訂定十五日的期限，以便違法者提

出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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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罰款須自處罰決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繳付。

四、十月四日第52/99/M號法令的規定補充適用於本

法律所定的處罰制度。

 

第三章

過渡及最後規定

 

第十四條

初始撥款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向勞動債權保障基金發放金額

為澳門幣一億六千萬元的初始撥款。

 

第十五條

移轉債權

 

社會保障基金根據十月十八日第58 /9 3/ M號法令

第三十九條的規定或第7/2008號法律《勞動關係法》第

六十五條第二款的規定代位取得的債權於第三條第三款規

定的行政法規生效之日移轉予勞動債權保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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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修改第7/2008號法律

第7/ 2 0 0 8號法律《勞動關係法》第六十五條修改

如下：

“第六十五條

保障

一、......

二、如僱員因勞動關係所引起的債權由勞動債權

保障基金根據法律規定予以保障，則基金享有該僱員

的相關權利的代位權。”

 

第十七條

時間上的適用

 

一、本法律適用於由第二條規定並在本法律生效後產

生的債權。

二、十月十八日第58/93/ M號法令第三十八條及第

三十九條的規定繼續適用於由該法令規定並在本法律生

效前產生的債權，且該法令賦予社會保障基金的職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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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第三款規定的行政法規生效之日起轉由勞動債權

保障基金行使。

 

第十八條

廢止

 

廢止十月十八日第58/93/M號法令第三十八條及第

三十九條，但不影響上條第二款規定的適用。

 

第十九條

生效

 

本法律自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二零一五年八月六日通過。

立法會主席 賀一誠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一日簽署。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崔世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