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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配合《澳門青年政策（2012-2020）》（下簡稱《澳門青年政策》）於 2013 年公佈和實施，教育

暨青年局隨即以《澳門青年政策》為基礎編制了“行動計劃”。2014 年，特區政府成立了“青年政

策”跨部門跟進小組（下稱“小組”），成員包括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教育暨青年局、法務局、

市政署、經濟局、勞工事務局、警察總局、衛生局、文化局、社會工作局、體育局以及高等教育局，

期望通過有效的跨部門協調機制，按序落實與青年政策相關的工作。2019 年初，“小組”成員新增

了行政長官辦公室及環境保護局兩個部門，成員數目由原來的 12 個擴充至涵蓋 5 個施政範疇共 14

個部門。 

依照《澳門青年政策》所訂定的“推行及檢視機制”，教育暨青年局於 2016 年委託研究機構

對政策第一個推行週期（2012-2016 年）進行檢視，“小組”根據 2017 年完成的中期檢視結果所提

出的建議，於 2018 年初豐富了“行動計劃”的工作項目至 270 多個。此後，“小組”成員因應本

澳青年發展需要而持續優化“行動計劃”內容，尤其是跨部門合作及配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綱要》而新增了與粵港澳大灣區相關的青年工作項目。至 2019 年底，“行動計劃”已增加至 356

個項目。 

    356 個工作項目依照《澳門青年政策》的“推動社會參與”、“促進身心成長”、 “營造關愛

氛圍”及“增進社會流動”四大基本政策方向進行分類。而“小組”充份發揮跨部門的協同效應，

全力推動青年政策第二個推行週期（2017-2020 年）的“行動計劃”更有效落實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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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向一：推動社會參與  

以推動社會參與作為培育青年公民的核心工作，充分凝聚社會各界的力量，為青年表達意見及參

與決策開拓更多渠道，並從制度和資源投入方面鼓勵發展、創建更多以青年參與為主體的組織。

加強推廣義務工作，讓青年與社會建立更廣泛的聯繫，逐步提高青年參與社區、貢獻社會的積極

性。培養青年對社會、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瞭解並尊重自己的國家和文化。 

 

序號 核心內容 項目／活動 跟進部門 

1. 以推動社會參與作為

培育青年公民的核心

工作，充分凝聚社會

各界的力量，為青年

表達意見及參與決策

開拓更多渠道。 

1.1 “與青年有約”溝通活動 教育暨青年局 

1.2 文化局與青年溝通活動 文化局 

1.3 衛生局與青年真情對話 衛生局 

1.4 “青年政策”跨部門跟進小組青年交

流會 

“青年政策”跨部

門跟進小組合辦 

1.5 社區座談會 市政署 

1.6 公開會議 市政署 

1.7 安排不同範疇的青年列席“青年事務

委員會” 
教育暨青年局 

1.8 社會影音院系列活動 教育暨青年局 

1.9 校園記者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1.10 “漫步澳門街”之認識澳門活動 市政署 

1.11 青少年聽眾計劃 文化局 

1.12 澳門文化遺產小小導賞員培訓計劃及

實踐培訓計劃 
文化局 

1.13 “共鑽研創明天” 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2. 從制度和資源投入方

面鼓勵發展、創建更

多以青年參與為主體

的組織。 

2.1 學生會導師實務工作經驗系列分享會 教育暨青年局 

2.2 促進學生會的健康發展 教育暨青年局 

2.3 青年社團座談會和分享會 教育暨青年局 

2.4 頒授“青年獎項”及修改《青年獎項頒

授規章》 
教育暨青年局 

3. 加強推廣義務工作，

讓青年與社會建立更

廣泛的聯繫，逐步提

3.1 青年義工培訓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3.2 青年中心義工培訓及服務 教育暨青年局 

3.3 暑期義工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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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核心內容 項目／活動 跟進部門 

高青年參與社區、貢

獻社會的積極性。 
3.4 圖書館義工 文化局 

3.5 好公民家族義工隊 市政署 

3.6 大學生中心義工招募計劃 高等教育局 

3.7 相聚一「夏」——大專學生社團嘉年華 高等教育局 

3.8 “普法動力”青少年義工團隊 法務局 

3.9 “義工 fun，你我都有份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3.10 青年義工獎勵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3.11 “愛服務‧樂分享”義工領袖培訓 教育暨青年局 

3.12 陽光義工往大灣區交流及培訓活動  教育暨青年局 

3.13 大灣區志願者交流營  教育暨青年局 

3.14 普法義工粵港澳大灣區考察交流團 法務局 

3.15 大灣區社會服務體驗計劃 市政署 

4. 培養青年對社會、國

家的認同感和歸屬

感，瞭解並尊重自己

的國家和文化。 

4.1 慶祝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暨澳門回歸祖

國 20 周年學界青年大匯演 

“青年政策”跨部

門跟進小組合辦 

4.2 慶祝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頒佈 25 周

年學界青年大匯演 

“青年政策”跨部

門跟進小組合辦 

4.3 紀念《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頒佈系

列活動 

“青年政策”跨部

門跟進小組合辦 

4.4 “普法新TEEN地”青少年法律推廣月

系列活動 

“青年政策”跨部

門跟進小組合辦 

4.5 “閃亮青年齊參與”校園推廣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4.6 憲法與基本法專題系列活動 法務局 

4.7 普法動力國情考察培訓營 法務局 

4.8 澳門與內地青年法律交流周 法務局 

4.9 “長法律知識 承中華文化”分享會 教育暨青年局 

4.10 憲法與我 ──澳門高校學生微電影創

作比賽、比賽頒獎禮暨憲法講座 
高等教育局 

4.11 中小學校舉辦普法講座 法務局 

4.12 推廣外交知識系列活動 教育暨青年局 

4.13 “認識祖國、愛我中華”學習之旅 教育暨青年局 

4.14 國情教育培訓課程 教育暨青年局 

4.15 澳門青年學子四川感知行 教育暨青年局 

4.16 粵澳青少年國情體驗活動 教育暨青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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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核心內容 項目／活動 跟進部門 

4.17 青年生活體驗實踐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4.18 澳門高中學生赴廣州學習交流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4.19 澳門高中學生赴大灣區交流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4.20 澳門博物館“中學生學習交流活動” 文化局 

4.21 澳門青少年國情研習班 教育暨青年局 

4.22 京澳小學生交流營 教育暨青年局 

4.23 撲滿人生——澳門大專學生豐盛暑期

系列活動 
高等教育局 

4.24 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 高等教育局 

4.25 探索古都名城——北京藝術文化學習

體驗計劃 

“青年政策”跨部

門跟進小組合辦 

4.26 內地與港澳中學生文化遺產暑期課堂 文化局 

4.27 澳門青年文藝人才內地採風計劃(“春

節展”延伸活動) 
文化局 

4.28 內地與港澳青年文化創意產業交流營 文化局 

4.29 “青年國情考察計劃之漫步四川．尋蹤

古蜀”活動 
市政署 

4.30 “京港澳學生交流夏令營”系列活動 教育暨青年局 

4.31 “結伴成長”學習交流團 教育暨青年局 

4.32 “攜手同行．共建未來”青年社團結盟

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4.33 澳門大專學生軍事生活體驗營 高等教育局 

4.34 澳門青年學生軍事夏令營 教育暨青年局 

4.35 國防教育營 教育暨青年局 

4.36 紀念“五四運動”周年系列活動 教育暨青年局 

4.37 澳門學界“五四”青年節升旗儀式 教育暨青年局 

4.38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澳門部隊氹仔軍營

開放日“學生專場” 
教育暨青年局 

4.39 國旗下的說話－－國旗手訓練營 教育暨青年局 

4.40 升旗儀式演練活動 
警察總局 

(治安警察局) 

4.41 校園音樂會 
警察總局 

(治安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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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核心內容 項目／活動 跟進部門 

5. 支援措施 5.1 高校學生活動資助計劃－－特別專項

資助 
高等教育局 

5.2 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姐妹學校交流 教育暨青年局 

5.3 青少年普法中心 法務局 

5.4 澳門基本法紀念館 市政署 

5.5 家國情懷館 教育暨青年局 

5.6 諮詢管委熱線 市政署 

5.7 “澳門青年”節目 教育暨青年局 

5.8 青年義工資訊網 教育暨青年局 

5.9 “青年在線”網上平台 教育暨青年局 

5.10 “澳門大專學生部落”網上平台 高等教育局 

5.11 《青年結社實用手冊》網上版 教育暨青年局 

5.12 “青年社團在線”入口網 教育暨青年局 

5.13 青年社團公用辦公室設備借用服務 教育暨青年局 

 

 
政策方向二：促進身心成長 

促進青年身心成長是政策長期推行的根本要求，在城市規劃和財政資源上確保本澳青年享有更充

足的活動空間、更完備的設施和更符合需要的服務。在體質健康上進一步豐富餘暇活動內容，逐

步形成其自主運動和均衡飲食習慣。在心理健康上會促進獨立自主、責任感和互助互愛的品德教

育，培育良好的社群適應能力、自我疏導能力和抗壓能力，推動性教育、生命教育和心理健康教

育。 

 

序號 核心內容 項目／活動 跟進部門 

1. 促進青年身心成長是

政策長期推行的根本

要求，在城市規劃和

財政資源上確保本澳

青年享有更充足的活

動空間、更完備的設

施和更符合需要的服

務。 

1.1 青年中心服務 教育暨青年局 

1.2 德育中心 教育暨青年局 

1.3 氹仔活動中心 教育暨青年局 

1.4 教育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 教育暨青年局 

1.5 青年旅舍 教育暨青年局 

1.6 自修室及相關資助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1.7 大學生中心 高等教育局 

1.8 開放校園設施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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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核心內容 項目／活動 跟進部門 

1.9 多元健體中心資助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1.10 青年社團年度活動資助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1.11 個案資助 教育暨青年局 

1.12 “關懷青少年成長”資助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1.13 天生我才青年活動資助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1.14 向不同界別的團體提供財政及非財政

資助 
市政署 

2. 在體質健康上進一步

豐富餘暇活動內容，

逐步形成其自主運動

和均衡飲食習慣。 

2.1 暑期活動 
“青年政策”跨部

門跟進小組合辦 

2.2 粵澳體育交流營 體育局 

2.3 “餘暇活動”資助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2.4 學校暑期活動資助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2.5 課後多元發展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2.6 粵港澳 4.23 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 文化局 

2.7 樂在校園 文化局 

2.8 夏日競技嘉年華 體育局 

2.9 粵港澳青少年籃球交流活動 體育局 

2.10 粵港澳青少年足球交流活動 體育局 

2.11 粵澳杯足球賽 體育局 

2.12 珠澳青少年體育交流活動 體育局 

2.13 2018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籃球賽 體育局 

2.14 澳門中小學生健康教育指導平台 教育暨青年局 

2.15 “學校添置自動體外除顫機”資助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2.16 伸展操及課間運動 教育暨青年局 

2.17 “水果 fun 享日”活動 教育暨青年局 

2.18 “倡設健康小賣部計劃”及“自動售

賣機食品分類計劃” 

“青年政策”跨部

門跟進小組合辦 

2.19 “114．鬆一鬆”先導計劃 衛生局 

2.20 “步出健康”－－健步活動 衛生局 

2.21  陽光新一代推動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2.22 “陽光新一代”青年挑戰日 
“青年政策”跨部

門跟進小組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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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核心內容 項目／活動 跟進部門 

2.23 親子運動日 
“青年政策”跨部

門跟進小組合辦 

2.24 “控煙與健康”校際問答比賽系列活動 
“青年政策”跨部

門跟進小組合辦 

2.25 無煙校園巡迴展板計劃 衛生局 

2.26 修訂《新控煙法》網上有獎問答遊戲 衛生局 

2.27 “下一代無煙害”微電影創作比賽 
“青年政策”跨部

門跟進小組合辦 

2.28 持續推行煙害教育及《新控煙法》講座 衛生局 

3. 

 

在心理健康上會促進

獨立自主、責任感和

互助互愛的品德教

育，培育良好的社群

適應能力、自我疏導

能力和抗壓能力，推

動性教育、生命教育

和心理健康教育。 

3.1 同行夢成真成長計劃 社會工作局 

3.2 中學生戶外教育營 教育暨青年局 

3.3 青少年學警體驗營 
警察總局 

(治安警察局) 

3.4 “毅行山林”青年成長體驗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3.5 奧運金牌運動員訪澳系列活動 體育局 

3.6 治安小警苗 
警察總局 

(治安警察局) 

3.7 公民教育夏日友好營 市政署 

3.8 公民教育講談會 市政署 

3.9 促進校本的德育發展 教育暨青年局 

3.10 “有禮生活約章”系列活動 市政署 

3.11 學校性教育支援 教育暨青年局 

3.12 學校性教育巡迴話劇 教育暨青年局 

3.13 “預防性侵與求助方法”講座 
警察總局 

(司法警察局) 

3.14 生命教育分享會 教育暨青年局 

3.15 培養子女良好生活習慣及促進子女身

心健康的講座 
教育暨青年局 

3.16 培養子女閱讀興趣 教育暨青年局 

3.17 社區性教育推廣活動 教育暨青年局 

3.18 發展潛能和抗逆力之輔導服務 

(駐校學生輔導服務) 
教育暨青年局 

3.19 生命教育之輔導服務  教育暨青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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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核心內容 項目／活動 跟進部門 

(駐校學生輔導服務)  

3.20 青年中心輔導服務 教育暨青年局 

3.21 教育活動中心輔導服務 教育暨青年局 

3.22 伴我同行網 教育暨青年局 

4. 支援措施 4.1 “藍天工程”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4.2 校園健康促進計劃 
“青年政策”跨部

門跟進小組合辦 

4.3 資助團體參與灣區的體育培訓和賽事 體育局 

4.4 粵港澳大灣區體育座談會 體育局 

4.5 體育教師培訓 教育暨青年局 

4.6 活動推廣人員資助 教育暨青年局 

4.7 活動推廣人員培訓及交流 教育暨青年局 

4.8 品德教育講座（教學及輔導人員） 教育暨青年局 

4.9 促進校本的德育發展 教育暨青年局 

4.10 餘暇活動資訊網 教育暨青年局 

4.11 青年中心網頁 教育暨青年局 

4.12 青少年展藝館網 教育暨青年局 

 

 
政策方向三：營造關愛氛圍 

透過相關措施，提供渠道和學習機會，鼓勵溝通和瞭解，傳揚關愛他人、弱勢社群、社會和自然

環境的價值觀，致力開展青年偏差及違法行為的三級預防體系構建，推動不同的社會組成部分，

包括家庭、學校、社會和不同的青年組群，共同營造尊重、包容、接納和平等的關愛氛圍，促進

社會共融。 

 

序號 核心內容 項目／活動 跟進部門 

1. 透過相關措施，提供

管道和學習機會，鼓

勵溝通和瞭解，傳揚

關愛他人、弱勢社

群、社會和自然環境

的價值觀。 

1.1 “感動人心‧啟動正能量－－青年嘉許

計劃”及延伸活動 
教育暨青年局 

1.2 “亦師亦友”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1.3 “幸福家庭月”系列活動 社會工作局 

1.4 “擁抱家人．擁抱愛”系列活動 教育暨青年局 

1.5 “擁抱悅讀”－－ 親子繪本故事坊 教育暨青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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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核心內容 項目／活動 跟進部門 

1.6 “愛音樂‧愛分享”－－ 關愛系列 文化局 

1.7 國際復康日系列活動 
“青年政策”跨部

門跟進小組合辦 

1.8 全澳殘疾人士運動日 體育局 

1.9 殘障人士社交康樂活動津助計劃 社會工作局 

1.10 健康早、午餐、上下課接載服務及特殊

教育課餘及假日支持計劃資助 
教育暨青年局 

1.11 輔具資助 教育暨青年局 

1.12 輔助新來澳學生學習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1.13 “新動力”校園適應服務計劃 社會工作局 

1.14 “校園新領域”校園適應學習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1.15 學位諮詢及安排服務 教育暨青年局 

1.16 向 3 歲至 15 歲未註冊入學的未成年人

家長／監護人代發就學通知信 
教育暨青年局 

1.17 “家有你同行”計劃 社會工作局 

1.18 和你做朋友活動 教育暨青年局 

1.19 澳門城市清潔運動(學校宣傳推廣計劃) 市政署 

1.20 綠色學校伙伴計劃 環境保護局 

1.21 環保 Fun (包括：第二階段、學校環保

Fun 試點活動) 
環境保護局 

1.22 電腦及通訊設備回收計劃 環境保護局 

1.23 環境保護局吉祥物與您暢遊美食節 環境保護局 

2. 致力執行青年偏差及

違法行為的三級預防

體系構建，推動不同

的社會組成部分，包

括家庭、學校、社會

和不同的青年組群，

共同營造尊重、包

容、接納和平等的關

愛氛圍，促進社會共

融。 

2.1 “重新連線”隱蔽及網路成癮青年服

務先導計劃 
社會工作局 

2.2 智醒少年 社會工作局 

2.3 學校巡迴演出 教育暨青年局  

2.4 “理財智叻星”工作坊 教育暨青年局 

2.5 暑假樂繽紛 教育暨青年局 

2.6 精明理財推廣計劃 社會工作局 

2.7 隱蔽及網絡成癮青年服務計劃 社會工作局 

2.8 拍攝“預防沉迷網路遊戲”宣傳片 
“青年政策”跨部

門跟進小組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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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核心內容 項目／活動 跟進部門 

2.9 “體育精彩．睇波不博彩”系列活動 
“青年政策”跨部

門跟進小組合辦 

2.10 社區宣傳 教育暨青年局 

2.11 “愛服務‧樂分享”義工項目培訓——

預防酗酒歷奇培訓 
教育暨青年局 

2.12 “國際禁毒日”系列活動 社會工作局 

2.13 以禁毒為主題的系列活動 社會工作局 

2.14 中學藥物教育課程 社會工作局 

2.15 入校進行禁毒宣傳活動 社會工作局 

2.16 有關健康生活及預防濫藥活動 教育暨青年局 

2.17 “健康生活、拒絕毒品”推廣活動 教育暨青年局 

2.18 “破格行動”青少年防罪系列活動 社會工作局 

2.19 滅罪小先鋒種子計劃 
警察總局 

(司法警察局) 

2.20 社區安全青年領袖計劃 
警察總局 

(司法警察局) 

2.21 治安警少年團 
警察總局 

(治安警察局) 

2.22 預防青少年犯罪講座 
警察總局 

(治安警察局) 

2.23 “識法起步”推廣活動 社會工作局 

2.24 有為青年計劃 社會工作局 

2.25 你我同行展更生計劃 社會工作局 

2.26 “同心回饋社會”計劃 社會工作局 

2.27 警民同樂日 
警察總局 

(治安警察局) 

2.28 我們的警察故事“填色創作比賽”及

“漫劃創作比賽” 

警察總局 

(治安警察局) 

2.29 警察故事學校巡映 
警察總局 

(治安警察局) 

2.30 交通知識講座 
警察總局 

(治安警察局) 

2.31 網絡陷阱之輔助服務 教育暨青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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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核心內容 項目／活動 跟進部門 

(駐校學生輔導服務) 

2.32 預防濫藥(家長教育活動) 社會工作局 

2.33 子女溝通技巧(親職教育活動) 教育暨青年局 

3. 支援措施 3.1 社會融和計劃 社會工作局 

3.2 青少年心理小組 社會工作局 

3.3 如何預防青少年偏差行為 (教學人員) 教育暨青年局 

3.4 輔導支援服務  教育暨青年局 

3.5 “家長學園”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3.6 百分百家長獎勵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3.7 “醒目家長學堂”電台節目 教育暨青年局 

3.8 離校學生支援服務 教育暨青年局 

3.9 離校生通報機制 教育暨青年局 

3.10 編制特殊教育課程 教育暨青年局 

3.11 編製課程及教材 (網絡使用) 教育暨青年局 

3.12 “育人路上 總有你我” ── 德育工

作交流會 (教學人員) 
教育暨青年局 

3.13 協助學生善用互聯網及提升網絡素養 

(教師工作坊) 
教育暨青年局 

3.14 禁毒義工團 社會工作局 

3.15 “禁毒資訊站”及優化工作 社會工作局 

3.16 “i-Tips”手機應用程式 社會工作局 

3.17 “冰毒資訊站”專題網頁 社會工作局 

3.18 健康生活教育園地 社會工作局 

3.19 “預防學生濫藥”教師工作坊 
“青年政策”跨部

門跟進小組合辦 

3.20 禁毒專業培訓及教育推廣計劃 社會工作局 

3.21 社區青少年工作隊 社會工作局 

3.22 社區支援計劃 社會工作局 

3.23 青年工作者專業培訓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3.24 邀請本澳青年社團加入「社區警務聯絡

機制」 

警察總局 

(治安警察局) 

3.25 警‧校聯絡機制 
警察總局 

(治安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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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核心內容 項目／活動 跟進部門 

3.26 學校安全聯絡網 
警察總局 

(司法警察局) 

 
政策方向四：增進社會流動 

以教育作為增進社會流動的重要一環，將培養經濟和社會進步所需的本地人才放在優先考慮的位

置，切實提供多元教育與活動、鼓勵持續進修學習及拓展多元發展路徑、提供全面資訊等，並創

造更多機會，讓青年的優勢、潛能及探索能力得以發揮，同時對於有特別需要或處於弱勢的青年

群體，提供額外的支援。 

 
序號 核心內容 項目／活動 跟進部門 

1. 以教育作為增進社會

流動的重要一環，將

培養經濟和社會進步

所需的本地人才放在

優先考慮的位置，切

實提供多元教育與活

動、鼓勵 持續進修學

習及拓展多元發展路

徑、提供全面資訊

等。 

1.1 大專助學金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1.2 利息補助貸款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1.3 優秀學生修讀教育課程資助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1.4 培養葡語教師及語言人才資助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1.5 推動葡語教育 教育暨青年局 

1.6 大學畢業生語言利息補助計劃 高等教育局 

1.7 加強中學生葡語能力計劃 ── 葡萄

牙夏令營、澳洲夏令營 
教育暨青年局 

1.8 暑期語言文化之旅 ── 赴北京修讀

計劃、赴葡萄牙修讀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1.9 持續進修發展計劃及其延伸資助

(2017-2019 年) 
 教育暨青年局 

1.10 廣東省學校就讀學生學費津貼 教育暨青年局 

1.11 開辦回歸教育 教育暨青年局 

1.12 職業技術教育 教育暨青年局 

1.13 “學生及教學人員考取語文及專業技能

認證”資助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1.14 “追夢‧飛翔”青年領袖培育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1.15 “夢想啟航”中學學生會領袖培訓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1.16 青年創業創新培育計劃 
“青年政策”跨部

門跟進小組合辦 

1.17 澳門青年創業創新考察團 教育暨青年局 

1.18 大灣區澳門青創交流團 經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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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核心內容 項目／活動 跟進部門 

1.19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參觀活動 勞工事務局 

1.20 “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參觀活動 教育暨青年局 

1.21 「創」見機遇－－創業參訪團 高等教育局 

1.22 青年創業師友計劃 經濟局 

1.23 “識規劃，創未來”青年生涯發展推廣

活動 

“青年政策”跨部

門跟進小組合辦 

1.24 生涯規劃系列分享會 高等教育局 

1.25 青年就業博覽會 勞工事務局 

1.26 粵港澳大灣區就業實習計劃 勞工事務局 

1.27 故宮博物院青年實習計劃 
“青年政策”跨部

門跟進小組合辦 

1.28 青年藝術家內地駐留活動  

(“港澳視覺藝術雙年展”延伸活動) 
文化局 

1.29 大專學生網上對話系列活動 高等教育局 

1.30 “承傳‧傳承”分享會 教育暨青年局 

1.31 專業認證介紹會 高等教育局 

1.32 職業生涯規劃／就業資訊講座 勞工事務局 

1.33 青年社團暑期活動資助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1.34 “迎接職涯新機遇”青年就業服務推

介會 
勞工事務局 

1.35 “尋訪理想路”職業探索活動 教育暨青年局 

1.36 “職業放大鏡”行業參觀系列 教育暨青年局 

1.37 “升學特約員”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1.38 “志願成真”職前實踐體驗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1.39 青年善用餘暇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1.40 “與夢飛翔”培訓及實習計劃 
“青年政策”跨部

門跟進小組合辦 

1.41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參觀及實習活動 勞工事務局 

1.42 模擬面試工作坊 勞工事務局 

1.43 職業潛能評估服務 勞工事務局 

1.44 職前輔導工作坊 高等教育局 

1.45 提防暑期工陷阱講座 
警警總局  

(司法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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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核心內容 項目／活動 跟進部門 

1.46 組織本澳高中學生參訪內地高等院校 教育暨青年局 

1.47 各地升學資訊及公開試講解會 高等教育局 

1.48 內地升學講解會及入校講座 高等教育局 

1.49 各地院校升學說明會 高等教育局 

1.50 保送生考前輔導講座 高等教育局 

1.51 駐校學生輔導服務 (生涯規劃) 教育暨青年局 

1.52 演講技巧及新聞發佈訓練班 
警察總局 

(治安警察局) 

2. 創造更多機會，讓青

年的優勢、潛能及探

索能力得以發揮，同

時對於有特別需要或

處於弱勢的青年群

體，提供額外的支

援。 

2.1 國際青年舞蹈節 
“青年政策”跨部

門跟進小組合辦 

2.2 國際青年音樂節 
“青年政策”跨部

門跟進小組合辦 

2.3 澳門國際音樂節 文化局 

2.4 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 文化局 

2.5 “融合灣區•創藝魅力”國際青年戲劇

節 2019 
教育暨青年局 

2.6 
參與“中國（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

交易會” 
文化局 

2.7 粵港澳電影創作投資交流會 文化局 

2.8 澳門文化出版物外地發行計劃 文化局 

2.9 

“澳門視覺藝術聯展”與“澳門書畫

聯展”設“青年獎”頒予 29 歲或以下

作品具優秀成績的參加者 

文化局 

2.10  文化講堂 文化局 

2.11 “文化藝術管理人才培養”計劃 文化局 

2.12 文化藝術學習資助 文化局 

2.13 “樂承傳”校園音樂會 文化局 

2.14 澳門藝術節延伸活動 文化局 

2.15 澳門青年音樂比賽 文化局 

2.16 “濠江月明夜”－－舞劇學生工作坊 文化局 

2.17 “HUSH!!沙灘音樂會”及校園音樂大使 文化局 

2.18 “澳門國際幻彩大巡遊”學生專場及

工作坊 
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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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核心內容 項目／活動 跟進部門 

2.19 “夏季藝術身體驗”工作坊 文化局 

2.20 學生藝術教育普及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2.21 藝術教育雪球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2.22 校園樂繽紛 教育暨青年局 

2.23 創新素養學生培訓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2.24 學生潛能發展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2.25 學以致用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2.26 資助民間社團舉辦推動科普的比賽  教育暨青年局 

2.27 資助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開辦培養

資訊科技能力及創意的活動 
教育暨青年局 

2.28 澳門資訊及通訊科技創業計劃大賽 高等教育局 

2.29 與青年有約 ──“中國航天日”專題

活動 
教育暨青年局 

2.30 “看現在‧展未來”資訊科技展 教育暨青年局 

2.31 北京 ── 澳門中學生科技合作交流

活動 
教育暨青年局 

2.32 組織學生參與科普比賽／活動                                                                                                                                                                                                                                                                                                                                                                                                                                                                                                                                                                                                                                                                                                                                                                                                                                                                                                                                                                                                                                                                                                                                                                                                                                                                                                                                                                                                                                                                                                                                                                                                                                                                                                                                                                                                                                                                                                                                                                                                                                                                                                                                                                                                                                                                                                                                                                                                                                                                                                                                                                                                                                                                                                                                                                                                                                                                                                                                                                                                    

(非高等教育) 
教育暨青年局 

2.33 組織本澳學生參加體育賽事 

(非高等教育) 
教育暨青年局 

2.34 高等院校學生體育比賽 (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局 

2.35 舉辦本澳學生文娛比賽 (非高等教育) 教育暨青年局 

2.36 高等院校學生文娛比賽 高等教育局 

2.37 21 世紀東亞青少年大交流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2.38 澳門青年訪葡交流團 教育暨青年局 

2.39 歷史城區中的創新創業．京澳青年交流

活動 

“青年政策”跨部

門跟進小組合辦 

2.40 中葡青年創新創業交流計劃 經濟局 

2.41 青年創業援助計劃 經濟局 

2.42 萬家同歡年宵攤位青年創意創業比賽 經濟局 

2.43 “文化創意產業系列補助”計劃 文化局 

2.44 精英運動員培訓資助計劃 體育局 

2.45 青少年體育交流活動 體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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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核心內容 項目／活動 跟進部門 

3. 支援措施 3.1 職業技術教育活動中心 教育暨青年局 

3.2 語言教學活動中心 教育暨青年局 

3.3 為本澳居民到內地考取教師資格的措

施提供資訊 
教育暨青年局 

3.4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資訊平台 教育暨青年局 

3.5 “教育興‘互聯網’”資助項目 教育暨青年局 

3.6 科學實驗探究計劃 教育暨青年局 

3.7 資助學校聘用資訊科技教育人員及實

驗室管理人員 
教育暨青年局 

3.8 創新資訊平台及資訊科技教育網站 教育暨青年局 

3.9 開辦青少年體育訓練學校 體育局 

3.10 青年創業孵化中心 經濟局 

3.11 創業顧問輔導服務 經濟局 

3.12 “家長內地高校參觀訪問”活動 教育暨青年局 

3.13 善用餘暇資訊網 教育暨青年局 

3.14 青少年展藝館 教育暨青年局 

3.15 打電話問功課服務及網上資料庫 教育暨青年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