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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國家主席習近平說：“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青年

一代有理想，有本領，有擔當，國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面

對日趨複雜的青年發展議題，世界各地普遍制訂具前瞻性和系統性的

青年政策，以檢視和規劃青年的發展。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於 2013 年頒佈及實施《澳門青年政策

（2012-2020）》，以“推動社會參與”、“促進身心成長”、“營造

關愛氛圍”、“增進社會流動”四大方向，訂定澳門的青年工作主軸。

特區政府於 2014年組織“青年政策”跨部門跟進小組，至 2019年，

小組成員已涵蓋五司範疇共十四個部門，與社會各界共同推動青年全

人發展。 

  2016 年，教育暨青年局委託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

為青年政策進行中期檢視評估；2019 年，委託澳門科技大學可持續

發展研究所為青年政策進行成效評估。評估意見認為，政策覆蓋領域

與各國及地區政策方向基本一致，既符合國際標準，又有澳門本土特

色；在執行過程中，跨部門跟進小組緊密配合，有效投放資源，各項

行動計劃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同時，透過青年指標的青年發展情況比

較分析，認為澳門青年參與社會及區域發展的意願持續增強、身心狀

況良好、偏差行為少、家庭觀念強、對外交流活動興趣濃厚。總體而

言，兩項評估均認為政策取得相當成效，青年政策整體上得到各界肯

定，為澳門未來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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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適應社會高速及多元化的發展，澳門青年政策需要根據政治、

經濟、社會的變化而審視與調整，以確保政策符合新時代青年特質與

實際需求。國家發展規劃綱要、“一帶一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綱要》等重大國家發展策略，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

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以及“旅遊教育培訓基地”的發展定位

與目標，當今世界格局的變化、區域融合等，都給澳門青年帶來更多

的發展機遇和挑戰。 

  《澳門青年政策（2012-2020）》至本年結束，為持續完善澳門青

年工作體制，勾畫新一輪中長期青年工作藍圖，教育暨青年局協調

“青年政策”跨部門跟進小組，聽取“青年事務委員會”及相關社團

的意見後，擬定《澳門青年政策（2021-2030）》諮詢文本，向公眾諮

詢意見。 

  未來青年政策的構思，是基於現行政策成效而作優化與拓展，亦

因應時代變化提出新的内容，以推動青年、政府、社團、社區、家庭、

企業等各方面緊密合作，共同營造有利環境，培養既有家國情懷，又

具國際視野；同時具備綜合素質、核心競爭力與競爭意識的青年。協

助青年建立積極的人生觀，從個人到社會、國家，以至全球等不同層

面，勇於面對新的機遇和挑戰，並得以發揮所長，為澳門和國家的發

展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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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青年的界定 

  考慮到現時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及平均受教育年期延長，就業起點

年齡延後，青年所佔人口比率，與國家及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青年政

策互相銜接，以及滿足更多青年群體多元需要等因素，《澳門青年政

策（2021-2030）》擬將青年的年齡範圍界定由過去的 13至 29歲，延

伸至 13至 35歲。 

本青年政策把澳門青年劃分為四類基本群體：  

一、 在學青年：處於非高等教育或高等教育階段，以學生為主

要身份的青年；  

二、 在職青年：以受聘或自僱為主要身份的青年； 

三、 在職在學青年：同時處於在職及在學狀態的青年； 

四、 待學待業青年：不處於在學及在職狀態的青年。  

至 2019年底，澳門 13至 35歲的青年人口有 219,900人，佔人

口總數的 32.36%，其中男性有 105,000人，女性有 114,900人。 

 

3. 願景 

  育身心，展德才；勇擔當，建未來。促進澳門青年對國家和社會

的歸屬感和參與度，培育既有家國情懷，又具國際視野，身心健康、

權責兼顧、競爭力強、德才兼備、知行合一、志存高遠的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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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策方向與目標 

4.1 政策方向與目標一：傳承愛國愛澳，增強家國情懷 

  愛國愛澳是澳門社會的核心價值，以系統教育和多元活動，加強

青年對國家和澳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傳承愛國愛澳的精神。 

加強青年對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山河大地、民風習俗等的了解；

對國家發展歷程與成就的認識與思考；對澳門本土和多元文化、歷史

與社會發展等全面了解；讓青年深入了解、尊重及維護《中華人民共

和國憲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正確理解

“一國兩制”澳門與國家的關係、澳門在國家發展中的定位與作用。 

 

4.2 政策方向與目標二：錘鍊品德修養，提升身心素質 

  推動品德教育，弘揚中華優秀傳統品德，學習世界文明精神，關

注青年身心健康與餘暇生活，提升青年品德素養。 

培養青年持恆運動習慣，增強體質健康；拓展青年發展多元餘暇

興趣，豐富生活，提升人文素養；推動生命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及普

法教育，培養青年良好心理素質和品德素養，引導青年建立正確價值

觀；培養青年的責任感、社群適應能力、自我疏導能力、抗逆抗壓能

力、抵禦誘惑與挫折的能力；樹立青年守法意識，預防及減少偏差與

違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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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政策方向與目標三：增強綜合能力，促進全面發展 

  深化學習型社會建設，提升青年綜合素質及核心競爭力，促進青

年全面發展。 

促進青年專業成長，培養不同領域的青年人才；倡導及協調社會

資源，關注弱勢及基層青年發展；協助青年深化生涯規劃，拓展青年

的發展空間；在澳門經濟多元發展及區域合作等的機遇下，為青年對

外交流、實習、就學、就業和創業創設條件及提供支援；拓寬青年國

際視野與發展路徑，加強青年的競爭意識。 

 

4.4 政策方向與目標四：共建和睦氛圍，營造包容社會 

  協助青年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促進人文關懷。 

建立不同青年群體的交流與溝通平台，消除文化隔閡和社會排斥，

共同營造尊重、包容、接納和平等的社會和睦氛圍；培養青年的同理

心和同情心，傳揚關愛和奉獻精神；加強青年扶助弱勢的意識；關顧

不同青年群體的需要，保障不同階層和群體的青年有平等發展機會，

尤其在教育、就業及參與社會方面，為有需要的青年提供適切的服務

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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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政策方向與目標五：提升社會參與，融入國家發展 

尊重青年的主體地位和個性發展，提升青年關注、服務與參與社

會的意願，推動青年參與區域合作與對外交流，鼓勵青年將自身發展

與國家發展融合，為澳門及國家作貢獻。 

透過更多靈活與創新的渠道，加強雙向溝通，了解青年所思、所

想及所需；整合青年義工資源，凝聚青年義工力量；支持青年社團發

展，發揮社團在青年參與社會的引領作用；豐富青年參與社會的渠道

和方式，加強歷練，提升議事論政的能力，培養責任與擔當意識。 

 

 

5. 主要措施 

5.1 加強愛國教育，增強家國情懷 

— 推動學校深化愛國愛澳教育，優化課程設置，出版系列配套教材，

推行多元化的家國情懷課外體驗活動，加強相關師資培訓，為營

造校園愛國氛圍提供支持。 

— 組織、舉辦及支持學校及青年社團為教學人員、學生及青年舉辦

弘揚中華傳統文化、認識國家發展、增加對中華文化的自信和自

豪感，以及澳門本土文化與發展定位的活動。 

— 建設愛國愛澳教育基地，整合各類國情教育的設施和資源，完善

青年愛國教育活動設施。 

 

 



7

 

6 

4.5 政策方向與目標五：提升社會參與，融入國家發展 

尊重青年的主體地位和個性發展，提升青年關注、服務與參與社

會的意願，推動青年參與區域合作與對外交流，鼓勵青年將自身發展

與國家發展融合，為澳門及國家作貢獻。 

透過更多靈活與創新的渠道，加強雙向溝通，了解青年所思、所

想及所需；整合青年義工資源，凝聚青年義工力量；支持青年社團發

展，發揮社團在青年參與社會的引領作用；豐富青年參與社會的渠道

和方式，加強歷練，提升議事論政的能力，培養責任與擔當意識。 

 

 

5. 主要措施 

5.1 加強愛國教育，增強家國情懷 

— 推動學校深化愛國愛澳教育，優化課程設置，出版系列配套教材，

推行多元化的家國情懷課外體驗活動，加強相關師資培訓，為營

造校園愛國氛圍提供支持。 

— 組織、舉辦及支持學校及青年社團為教學人員、學生及青年舉辦

弘揚中華傳統文化、認識國家發展、增加對中華文化的自信和自

豪感，以及澳門本土文化與發展定位的活動。 

— 建設愛國愛澳教育基地，整合各類國情教育的設施和資源，完善

青年愛國教育活動設施。 

 

 

 

7 

— 加強與政府部門及各界的合作，推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與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宣傳與教育，協助

青年正確理解並貫徹“一國兩制”。 

 

5.2 加強品德教育，倡導健康生活 

— 推動學校、家庭、社團、相關部門及社會不同層面的合作，加強

品德教育，以多元方式培養青年正確價值觀；舉辦生命教育、心

理健康、人文關懷、家庭教育，以及增強幸福感和抗逆抗壓能力

的活動。 

— 加強宣傳推廣，增加配套設施，推動青年持恆運動，健康飲食，

建立良好生活習慣。 

— 舉辦、支持及鼓勵青年參與多元餘暇活動，發展多元興趣，倡導

終身學習，提升青年人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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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提升綜合素養，增強核心能力 

— 透過加強教育、鼓勵進修、提供多元培訓、促進社會參與及實踐

等方式，加強青年綜合素養與核心競爭力的培養，包括專業知識、



8

 

8 

創新思維、審辨思維、人文藝術、科學素養、語言、表達、跨領

域協作、解難、應變、團隊協作、領導等素養與能力。 

— 搭建與本地及外地青年交流及學習平台，支持及鼓勵青年及青年

社團參與大型活動和國際活動，包括競技、比賽、領袖與人才培

訓、交流與考察、研討會、科研合作等活動。拓寬青年國際視野，

提升競爭意識。 

 

5.4 加強人才培養，促進多元發展 

— 提供精準升學輔導，加強生涯規劃的導向性；提供實習、培訓及

資訊，讓青年了解不同專業內容、行業特色、發展前景、澳門發

展定位、區域合作、國家發展規劃、本地及灣區各城市的青年就

業及創業支援措施、就業環境、創業的機遇與挑戰等，助青年做

好不同發展階段的生涯規劃，拓寬發展空間。 

— 發揮澳門高等院校學科及科研優勢，培養配合社會發展需要的專

業人才；推動澳門高等院校對外合作與產學研結合，培養科研人

才。 

— 加強與國內外高等院校、國際機構、公共部門和先進企業的合作，

為澳門青年提供學習、進修、培訓和實習等機會；提供相關的資

助及獎勵，加強澳門精英人才的培養。 

— 加強與不同公共部門及企業合作，為澳門青年提供不同層次的職

業及技能培訓，加強其專業能力；設立獎勵機制，鼓勵青年持續

進修及考取專業認證，提升其專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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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加強對外交流，拓展發展空間 

— 加強跨部門合作，共同組織、支持及鼓勵青年參與及舉辦不同類

型的對外交流、考察和合作活動，加強其對內地及其他國家及地

區的了解，並為青年未來開展對外交流及合作搭建平台。 

— 提供區域合作、國家發展規劃等資訊，包括各地區情、民情、經

濟特色等訊息，以及與澳門青年發展有關的支援與優惠措施，鼓

勵青年將自身發展與國家發展、灣區發展融合，並提供協助和培

訓等。 

 

5.6 加強雙向交流，營造正向氛圍 

— 以貼近青年及多元方式，拓展及深化與不同青年群體的理性溝通

與交流，鼓勵青年發表意見，聆聽青年所思、所想及所需。 

— 以靈活的形式支持、鼓勵和協助搭建不同青年群體間的交流平台，

促進青年對多元文化的了解、認識、尊重、接納與包容。 

— 培養青年網絡素養，正確審辨網絡資訊；引導青年負責任使用互

聯網，營造正向網絡文化。 

 

5.7 促進社會共融，確保機會平等 

— 促進青年對多元文化的了解、認識、尊重、接納與包容；消除因

國籍、血統、種族、性別、語言、宗教、政治、信仰、文化與風

俗習慣等差異而衍生的文化隔閡和社會排斥，推動社會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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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及引導青年積極參與志願服務／義務工作，倡導青年關愛和

尊重他人。完善青年義工資源庫，整合和更好發揮社會義工力

量。 

— 加強對青年家庭、新移民、少數族裔、有特殊需要或弱勢青年的

關顧，並提供適切支援。 

— 提供資源和措施，保障青年群體、有特殊需要或處於弱勢的青年

均能得到平等的就學、就業以及參與社會的機會。 

 

5.8 支持青年結社，發揮社團力量 

— 提供青年結社培訓與支持，鼓勵青年成立社會參與、推動社會服

務、扶持弱勢群體、支持青年體藝文發展的社團。 

— 協助青年創建更多有影響力的青年組織並鼓勵青年人參與，引導

青年社團充分發揮其引領青年發展及參與社會的作用，組織多元

活動，調動不同層次青年的積極性。 

— 支持及鼓勵青年社團與本地和外地的青年社團建立合作夥伴關

係。 

 

5.9 培養參與意識，關心社會發展 

— 加強跨部門合作，提供多元渠道及建立青年建言平台，鼓勵青年

關注社會時事及對社會事務發表意見。 

— 提供更多實踐平台，鼓勵和支持青年參與社會事務，加強歷練，

培養青年刻苦奮鬥精神以及責任擔當意識。 



11

 

10 

— 推動及引導青年積極參與志願服務／義務工作，倡導青年關愛和

尊重他人。完善青年義工資源庫，整合和更好發揮社會義工力

量。 

— 加強對青年家庭、新移民、少數族裔、有特殊需要或弱勢青年的

關顧，並提供適切支援。 

— 提供資源和措施，保障青年群體、有特殊需要或處於弱勢的青年

均能得到平等的就學、就業以及參與社會的機會。 

 

5.8 支持青年結社，發揮社團力量 

— 提供青年結社培訓與支持，鼓勵青年成立社會參與、推動社會服

務、扶持弱勢群體、支持青年體藝文發展的社團。 

— 協助青年創建更多有影響力的青年組織並鼓勵青年人參與，引導

青年社團充分發揮其引領青年發展及參與社會的作用，組織多元

活動，調動不同層次青年的積極性。 

— 支持及鼓勵青年社團與本地和外地的青年社團建立合作夥伴關

係。 

 

5.9 培養參與意識，關心社會發展 

— 加強跨部門合作，提供多元渠道及建立青年建言平台，鼓勵青年

關注社會時事及對社會事務發表意見。 

— 提供更多實踐平台，鼓勵和支持青年參與社會事務，加強歷練，

培養青年刻苦奮鬥精神以及責任擔當意識。 

 

11 

5.10保障資源投放，整合各類資源 

— 保障各個教育階段、各類獎助學金、進修、培訓、輔導、社區服

務，對各類青年群體、有特殊需要或處於弱勢的青年所提供的支

援等的資源投放，為青年成長及全人發展提供保障。 

— 加強“青年政策”跨部門跟進小組協作，整合各類青年相關的軟

硬件資源，以發揮更大的協同效應。 

— 保障與青年工作相關的資源投放，鼓勵並資助學校、社團及相關

組織及機構開展有助青年發展的活動、服務及培訓。 

— 重視及合理規劃青年活動空間，優化各類青年服務和活動設施，

設置靈活及多元的服務，簡化行政手續。為學校、社團及相關機

構優化青年活動空間、設施設備等提供支持。 

— 配合特區政府推動智慧城市及電子政務的方向，提供豐富網絡資

源，助青年網上資訊共享及搭建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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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政策推行及檢視機制 

6.1推行機制 

  教育暨青年局協調“青年政策”跨部門跟進小組，在青年事務

委員會、相關政府部門、教育機構、青年社團和民間社會服務機構

相互配合及支持下，共同推動及落實“青年政策”。 

   

— 教育暨青年局將因應社會狀況及青年發展的需要，把“青年政

策”分階段引入每年的施政方針，以使有序推行。 

— 協調“青年政策”跨部門跟進小組交流合作平台的運作，加強

各部門信息共享及資源整合，強化整體聯動及跨部門合作機制，

發揮協同效應，強化青年政策的總體執行成效。 

— 教育暨青年局把“青年政策”送交其他相關政府部門、教育機

構、青年社團和民間社會服務機構，作為青年事務工作的參考，

並以此作為互相配合、支援的依據。 

— 青年事務委員會依法就“青年政策”的推行和評估向社會文

化司司長提供輔助，並定期就政策的推行狀況舉行專題會議。 

— 建立恆常溝通機制，邀請教育機構、青年社團、民間社會服務

機構、相關社會組織及青年就政策推行策略及成效進行交流，

為落實政策創設更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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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檢視機制 

“青年政策”的推行狀況及成效檢視機制包括“恆常諮詢及監察”

以及“研究及成效檢視”。 

6.2.1 恆常諮詢及監察 

— 教育暨青年局於青年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中提交“青年政策”

年度推行報告，並邀請與“青年政策”相關的政府部門代

表列席會議，就年度議題的相關工作提供資訊和分享工作

成果。 

— 在“青年政策”推行過程所收集的意見及建議，也需於青

年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中作報告，以使推行部門及其他相關

部門能緊貼青年的發展需要。 

— 青年事務委員會得就推行成效提供意見及建議，並可邀請

社會上與“青年政策”相關的持份者在定期的會議中作交

流和分享，發揮監察作用。 

6.2.2 研究及成效檢視 

— “青年政策”以 2021 至 2025 年作為第一個推行週期，教

育暨青年局將委託專門學術或研究機構於 2025 年開展中

期研究檢視，以審視“青年政策”的推行狀況，並根據結

果調整下一階段的政策部署。 

— 配合新一輪青年政策調整“澳門青年指標”體系，設定合

適的指標，以有效反映青年政策各個方向及目標的推行情

況，為有效推行及持續優化“青年政策”提供科學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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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諮詢及發表意見 

7.1 公開諮詢日期 

2020年11月12日至12月11日 

 

7.2 索取諮詢文本 

諮詢文本可於政府資訊中心、政府綜合服務大樓、教育暨青年局

及其轄下教育或青年活動中心索取，以及可登入教育暨青年局網頁

www.dsej.gov.mo下載。 

 

7.3 發表意見方式 

教育暨青年局將於公開諮詢期間舉行五場公眾諮詢專場，廣納意

見，具體安排如下： 

 

諮詢專場 對象 日期 時間 地點 

1 青年學生* 
2020年 11月 17日 

（星期二） 
18:00-20:00 

教育暨青年局 

澳門約翰四世

大馬路 7-9號

一樓仲尼堂 

2 學校教職人員* 
2020年 11月 20日 

（星期五） 
18:00-20:00 

3 公眾** 
2020年 11月 21日 

（星期六） 
10:00-12:00 

4 青年社團* 
2020年 11月 23日 

（星期一） 
18:00-20:00 

5 其他界別社團** 
2020年 11月 28日 

（星期六） 
15:00-17:00 

* 語言：中文（設有葡文即時傳譯） 

* * 語言：中文（設有葡文及英文即時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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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諮詢及發表意見 

7.1 公開諮詢日期 

2020年11月12日至12月11日 

 

7.2 索取諮詢文本 

諮詢文本可於政府資訊中心、政府綜合服務大樓、教育暨青年局

及其轄下教育或青年活動中心索取，以及可登入教育暨青年局網頁

www.dsej.gov.mo下載。 

 

7.3 發表意見方式 

教育暨青年局將於公開諮詢期間舉行五場公眾諮詢專場，廣納意

見，具體安排如下： 

 

諮詢專場 對象 日期 時間 地點 

1 青年學生* 
2020年 11月 17日 

（星期二） 
18:00-20:00 

教育暨青年局 

澳門約翰四世

大馬路 7-9號

一樓仲尼堂 

2 學校教職人員* 
2020年 11月 20日 

（星期五） 
18:00-20:00 

3 公眾** 
2020年 11月 21日 

（星期六） 
10:00-12:00 

4 青年社團* 
2020年 11月 23日 

（星期一） 
18:00-20:00 

5 其他界別社團** 
2020年 11月 28日 

（星期六） 
15:00-17:00 

* 語言：中文（設有葡文即時傳譯） 

* * 語言：中文（設有葡文及英文即時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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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市民亦可用以下方式將意見擲交教育暨青年局： 

電話：2855 5533／8397 2681 

傳真：2896 0115 

電郵：youthpolicy@dsej.gov.mo 

郵寄：教育暨青年局（地址：澳門約翰四世大馬路7-9號一樓， 

   封面請註明：《澳門青年政策（2021-2030）》諮詢意見） 

 

親臨遞交意見地點： 

地點 地址 電話 

教育暨青年局 澳門約翰四世大馬路 7-9號一樓 2855 5533 

教育資源中心 澳門南灣大馬路 926號 8395 9200 

黑沙環青年活動中心 澳門黑沙環海邊馬路建華大廈廣場 2845 0852/853 

青年試館 澳門高偉樂街（塔石體育館） 2833 2084 

外港青年活動中心 澳門新口岸畢仕達大馬路綜藝館第二座 2870 1385/386 

駿菁活動中心 澳門順景廣場（近馬場東大馬路） 2842 5110/112 

成人教育中心 澳門祐漢看台街 313號翡翠廣場三樓 2842 2780 

語言推廣中心 澳門美麗街 31號三樓 2840 0211 

教育心理輔導暨 

特殊教育中心 

澳門美麗街 31號二樓及四樓 2840 1010 

德育中心 澳門台山新街利達新邨三樓 2840 3200 

氹仔教育活動中心 氹仔布拉干薩街濠景花園 24至 26座地下 2884 1284 

湖畔綜合活動中心 氹仔美副將馬路湖畔大廈 A區 2樓 C 2850 021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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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澳門青年政策（2021-2030）》諮詢文本意見表 

 

諮詢內容 意見及建議 

1 前言  

 

2 青年的界定  

 

3 願景  

 

4 政策方向與目標 

4.1 政策方向與目標一：傳承愛國愛澳，增強家國情懷 

4.2 政策方向與目標二：錘鍊品德修養，提升身心素質 

 

4.3 政策方向與目標三：增強綜合能力，促進全面發展 

 

4.4 政策方向與目標四：共建和睦氛圍，營造包容社會 

 

4.5 政策方向與目標五：提升社會參與，融入國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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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澳門青年政策（2021-2030）》諮詢文本意見表 

 

諮詢內容 意見及建議 

1 前言  

 

2 青年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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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策方向與目標 

4.1 政策方向與目標一：傳承愛國愛澳，增強家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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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政策方向與目標四：共建和睦氛圍，營造包容社會 

 

4.5 政策方向與目標五：提升社會參與，融入國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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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內容 意見及建議 

5 主要措施 

5.1 加強愛國教育，增強家國情懷 
 
 

5.2 加強品德教育，倡導健康生活 
 
 

5.3 提升綜合素養，增強核心能力 
 
 

5.4 加強人才培養，促進多元發展 
 
 

5.5 加強對外交流，拓展發展空間 
 
 

5.6 加強雙向交流，營造正向氛圍 
 
 

5.7 促進社會共融，確保機會平等 
 
 

5.8 支持青年結社，發揮社團力量 
 
 

5.9 培養參與意識，關心社會發展 
 
 

5.10 保障資源投放，整合各類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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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內容 意見及建議 

6 政策的推行及檢視機制 

6.1 推行機制  

6.2 檢視機制  

7 其他意見與建議  

 

姓名／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方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機構要求保密（自由選擇是否填寫）： 

1. □ 本人／機構的身份資料 

2. □ 本人／機構提供的意見，包括 

2.1 □ 全部 

2.2 □ 部分，保密內容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聲明 

是次諮詢期間收集的意見及建議，在撰寫總結報告和政策最終文本時

有可能被引用。若提供意見者要求將其個人資料、全部或部分意見保密，

特區政府會尊重有關意願。若提供意見者在發表意見時無提出保密要求，

則推定同意其意見及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可予公開。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