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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就業」計劃

香港特區政府在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保就業」計劃（計劃），透

過向僱主提供有時限的財政支援，協助他們支付員工的薪金，以保留可能

會被遣散的僱員。

申請承諾

參加計劃的僱主須簽署承諾書，承諾 –

(一) 在接受政府工資補貼期間不會裁員；及 

(二) 把政府工資補貼全數金額用於僱員工資。

申請資格

參與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劃的僱主

一般而言，除不具備申請資格的僱主外（見下文），所有參與強積金計劃（包括集成信託計劃及

行業計劃）的僱主，都可為以下類別的僱員申請工資補貼：

a. 集成信託計劃及行業計劃下的「一般僱員」 ，而僱主有為這些僱員作強制性供款；

b. 集成信託計劃及行業計劃下65歲或以上的僱員。

須注意，僱主不能為其參與的集成信託計劃及行業計劃下「臨時僱員」 申請工資補貼。

申請第一期 工資補貼的僱主和僱員強積金戶口，必須於2020年3月31日或以前已經開設（即不
能將開設日期追溯至該日或較早日子）。換言之，在2020年4月1日或以後才開設強積金戶口的
僱主及僱員，不具備申請資格。

 「一般僱員」是指年滿18歲至未滿65歲，連續受僱60日或以上的人士。

 「臨時僱員」是指年滿18歲至未滿65歲，從事建造業或飲食業的僱員，並由僱主按日僱用或僱用一段少於60 日的固定期間。

 即下文所指的2020年6月至8月的補貼。

設立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的僱主

除不具備申請資格的僱主外（見下文），有為僱員設立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包括職業

退休註冊計劃或職業退休豁免計劃）的僱主，可為參與其職業退休計劃的僱員申請工資補貼。有

關申請涵蓋的僱員必須於2020年3月31日或以前經已成為有關職業退休計劃的成員（即不能將日
期追溯至該日或較早日子）。

不具備申請資格的僱主（涵蓋強積金計劃及職業退休計劃僱主）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司法機構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

署、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

其他政府和國際組織的辦事處

指定法定機構及公司

指定公營機構、政府擁有的公司或資助機構

(上述不具備申請資格類別的僱主名單載於此名單)

僱主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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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餐飲處所（社交距離）資助計劃」下已為有關商業登記證涵蓋的持牌處所遞交申請的持牌人

（包括正在處理或已獲批准的申請）。

以下類別僱員因工資由政府資助，僱主不能為有關僱員申請工資補貼：

a. 政府資助機構旗下由政府全數資助工資的僱員。

b. 政府外判服務承辦商／顧問公司旗下專職為政府合約提供服務的僱員。

於2020年3月31日或之前已開設（即不能將開設日期追溯至該日或較早日子），並於當日仍未取
消之強積金戶口的自僱人士。

若同一自僱人士擁有多於一個強積金戶口，亦只可以於「保就業」計劃下申請一次一筆過7,500
元的資助。

不具備申請資格的自僱人士

已申請教育局「校巴服務提供者資助計劃」津貼、提供校巴服務的校巴司機、學校私家小巴司機

及保姆的自由作業者 。

已申請旅遊事務署「以接載旅客為主的旅遊服務巴士司機支援計劃」津貼，主業為旅遊服務巴士

司機的自由作業者 。

 經營一車隊或一輛巴士／學校私家小巴並兼任司機／保姆者除外，他們可在本計劃下以自僱人士身份申請資助，並同時在「校巴服

務提供者資助計劃」下申請資助。

 經營一車隊／一輛巴士並兼任司機者除外，他們可在本計劃下以自僱人士身份申請資助，並同時在「以接載旅客為主的旅遊服務巴

士司機支援計劃」下申請資助。

自僱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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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補貼額及計算方法

政府將會為合資格僱主提供為期六個月的工資補貼。補貼將分兩期向僱主發放，第一期補貼涵蓋

2020年6月至8月。第二期補貼涵蓋2020年9月至11月。

參與強積金計劃的僱主

申請第一期補貼的僱主可選擇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的任何一個月份作為「指定月份」，以這個
月的僱員人數及「有關入息」(Relevant Income)，作為計算補貼的基礎 :

18-64歲的「一般僱員」

補貼將會按僱主於「指定月份」向每名18-64歲的「一般僱員」支付的實際工資的50% 計算，
工資上限為每月18,000元，最高補貼額為每月9,000元。

65歲或以上的僱員

如僱主為65歲或以上僱員作自願性強積金供款時有提供個別僱員的基本工資金額，補貼將會
按其於「指定月份」向有關僱員實際支付的基本工資的50% 計算，工資上限為每月18,000
元，最高補貼額為每月9,000元。

如僱主為相關僱員作自願性強積金供款時並無提供個別僱員的基本工資金額，補貼將會按其於

「指定月份」為有關僱員作的自願性供款的十倍計算，最高補貼額為每月9,000元。

已為其65歲或以上僱員申請「保就業」計劃工資補貼的綠色小巴或渡輪營辦商僱主，不可同時為該
批僱員申請運輸署為65歲或以上綠色小巴或渡輪僱員特設的補貼計劃，以免享受雙重補貼。

若僱主同時為18-64歲的「一般僱員」及65歲或以上的僱員申領補貼，則須選擇同一個月份作為
「指定月份」，以計算所有僱員的工資補貼。

設立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的僱主

申請第一期補貼的僱主可選擇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的任何一個月份作為「指定月份」，補貼將
會按僱主於「指定月份」向每名僱員支付的實際工資的50% 計算，工資上限為每月18,000元，最高
補貼為每月9,000元。

自僱人士

每名合資格自僱人士可獲提供一筆過7,500元的資助。

由政府資助部分僱員工資並已收到有關部門信件通知的僱主

有關僱主只可就工資並非由政府全數資助，而機構亦有作強積金供款或設立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

休計劃的僱員申請補貼。上述補貼的計算方法會以該部分合資格僱員的人數及實際工資作為計算補

貼的基礎。「保就業」計劃秘書處已透過相關政府部門發信提醒這些機構上述申領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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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時間

參與強積金計劃及設立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的僱主

第一期補貼將於2020年5月25日至6月14日期間接受網上申請，並預計大
部分僱主可在提出申請後三至四星期獲發放工資補貼，以補助僱主支付

2020年6月至8月的僱員工資。涉及職業退休計劃的申請可能需要較長時間
處理。

第二筆補貼將於2020年9月發放，我們會在稍後公布申請詳情。

自僱人士

自僱人士可以在2020年5月25日至6月14日透過網上申請一筆過資助，資助將於提出申請後三至四
星期發放。

申請方法及審批所需資料

申請者須於申請期內填妥及上載所需證明文件，並透過網上遞交申請表格。

所需資料及上載文件包括：

所需資料

商業登記證或其他機構登記相關資料（例如：公司註冊編號、《社團條例》或

《教育條例》下的登記號碼、社會福利署的非政府機構編號等）（僱主名稱必

須與商業登記證或其他機構登記證資料相符）

強積金受託人名稱（僱主名稱必須與強積金受託人的紀錄相符）

強積金計劃名稱（需要涵蓋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有參與的所有強
積金計劃）及註冊／參與編號

2020年3月合資格僱員（即工資並非由政府全數資助的僱員）的人數（只適用於
由政府資助部分僱員工資並已收到有關部門信件通知的僱主）

所需上載文件

僱主持有的銀行戶口編號及銀行月結單的掃描副本（申請人名稱必須與該銀行

賬戶持有人名稱相同）

如僱員的工資由政府全數資助，該等僱員並不符合申請資格。請僱主以指定表

格填妥符合本計劃申請資格（即工資並非由政府全數資助的僱員）的僱員資

料，包括每名僱員在「指定月份」的工資。指定表格範本可按此處或於網上申

請表格中下載。

（只適用於由政府資助部分僱員工資並已收到有關部門信件通知的僱主）

所需資料

商業登記證或其他機構登記相關資料（例如：公司註冊編號、《社團條例》或

《教育條例》下的登記號碼、社會福利署的非政府機構編號等）（僱主名稱必

須與商業登記證或其他機構登記證資料相符）

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名稱，其強積金豁免編號和職業退休計劃註冊/豁
免編號

2020年3月合資格僱員（即工資並非由政府全數資助的僱員）的人數

所需上載文件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5條發出的豁免證明
書掃描副本

請僱主以指定表格填妥符合本計劃申請資格（即工資並非由政府全數資助的僱

員）的僱員資料，包括每名僱員在「指定月份」的工資。指定表格範本可按此

處或於網上申請表格中下載。請注意，如僱員的工資由政府全數資助，該等僱

員並不符合申請資格。

僱主持有的銀行戶口編號及銀行月結單掃描副本（申請人名稱必須與該銀行賬

戶持有人名稱相同）

參與強積金計劃的僱主

設立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的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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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資料

強積金受託人名稱（自僱人士名稱必須與強積金受託人紀錄相符）

強積金計劃名稱（只需填寫其中一個強積金計劃）及註冊／參與編號

所需上載文件

自僱人士持有的銀行戶口編號及銀行月結單掃描副本（申請人名稱必須與該銀

行賬戶持有人名稱相同）

自僱人士

罰則

申請工資補貼的僱主在提交申請時須簽署承諾書，承諾在接受補貼期間不會裁員，就第一期補貼而

言，即是接受補貼期內（即2020年6月至8月），任何一個月有支薪的僱員總數，不能少於2020年3
月的僱員總數（無論當時有否支薪）。僱主亦須承諾把政府工資補貼全數金額用於僱員工資。

就領取第一期補貼的僱主而言，在接受補貼的三個月期間，若未有把領取的當月補貼全數用於支付

僱員同一月份的工資，政府將取回未有用於支付工資的補貼金額。此外，若僱主在補貼期間任何一

個月有支薪的僱員總數，少於2020年3月的僱員總數（無論當時有否支薪），僱主須向政府繳付罰
款。個別月份所須繳付罰款的計算方法如下︰

罰款百分率是按僱主於2020年3月的僱員總數多少（無論當時有否支薪）訂定，即僱員人數愈多，
罰款百分率愈高，詳情見下表︰

2020年3月僱員總數
（無論當時有否支薪）

罰款百分率

少於10人 10%

10 - 49人 20%

50 - 99人 40%

100 - 499人 60%

500人或以上 80%

請注意：

若僱主有為新入職僱員於2020年3月作強積金供款，並顯示於該月的強積金紀錄證明書，有關僱員會被納入計算
2020年3月的僱員總數，作為與補貼期內（2020年6月至8月）僱員人數比較的基數。同樣地，若在補貼期內任何
一個月的強積金紀錄證明書顯示僱主有為新入職僱員供款，該等僱員亦會被納入計算該月份受薪的僱員總數。

就65歲或以上的僱員而言，獲批補貼的僱主向強積金受託人提交2020年6月至8月供款的付款結算書時，須就65歲
或以上僱員提供其基本工資金額，以證明在當月有支薪予相關僱員，否則有關僱員不會被納入受薪僱員人數的計

算內。

當月補貼額($) x 僱員減幅百分率(%) x 罰款百分率(%)

僱員減幅百分率 (%)

2020年3月僱員總數（無論當時有否支薪） −  接受補貼當月有支薪僱員人數
2020年3月僱員總數（無論當時有否支薪）

x
100%

=

審查及監察機制

計劃下會設立適當的監察及審核機制，在審批申請的過程中及完成審批後，「保就業」計劃秘書處

及／或其代理人會審視和抽查僱主提交的資料，並到被抽查的僱主機構作現場審核。計劃亦會採取

高透明度方式，讓社會及僱員作出監察，包括公布已領取補貼的僱主名單、受惠僱員總數及補貼

額，相關僱員及社會人士因而會得知僱主領取了資助。若僱主濫用或違反計劃條件，僱員或社會人

士可向當局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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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如有問題， 歡迎電郵至enquiry@employmentsupport.hk 熱線: 1836122 私隱政策 版權及免責聲明

與《僱傭條例》的規定或僱傭條件有關勞資糾紛的問題查詢，可聯絡勞工

處勞資關係科 :

電郵：enquiry@labour.gov.hk

勞工處勞資關係科分區辦事處資料：

https://www.labour.gov.hk/tc/tele/lr1.htm

查詢熱線：2717-1771（此熱線由「1823」提供）

法律責任：

申請者必須如實填報申請表及提交真實、完整及準確的資料，否則可導致有關申請失效、被拒及/或
失去資格。如作出虛假陳述、虛報、隱瞞或提供虛假文件以欺騙政府及/或其委託機構屬刑事罪行，
可能因此被檢控。

查詢

如有問題，可透過以下途徑查詢。

熱線電話： 1836-122

電郵：enquiry@employmentsupport.hk

線上查詢：請按此連結輸入申請編號及密碼

如有進一步問題，可以由2020年5月25日起致電熱線，預約前往以下任何一個服務
處查詢：

北角電氣道180號百加利中心1701室

觀塘創業街25號創富中心2507室

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455號華懋荃灣廣場1206室

服務處辦公時間：

申請期內（2020年5月25日至6月14日）：
2020年5月25日至6月10日 上午9時至下午6時
2020年6月11日至6月13日 上午9時至下午8時
2020年6月14日 上午9時至下午10時

申請期後：

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6時

返回
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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