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1-12月)_對外活動 

 

活動名稱： RG KIOSK大使駐場及社區推廣 2021 

日期： 2021 年全年 

主辦： 澳門義務青年會－彩虹人生博彩從業員服務計劃 

目的： 1.於娛樂場內協助服務對象使用負責任博彩資訊亭； 

2.向服務對象進行負責任博彩指導工作、介紹社會資源； 

3.提昇公眾對負責任博彩的認知。 

地點： 設有 3.0版本 RG KIOSK 的娛樂場及社區不同地點 

內容： 此計劃於博彩場所內，透過駐場服務接觸服務對象，提供負

責任博彩指導(運用 RG KIOSK)、提升博彩者及家人主動求助

的動機、介紹社會資源，適時提供轉介服務。除此之外，RG 

KIOSK 大使也會定期到社區內不同地點作定點宣傳，加強公

眾對澳門賭博問題防治機構的認識。 

對象： 娛樂場內的旅客、本地居民及職員等，以及社區市民 

查詢： 28812955，28302575 

 

活動名稱： 博彩業叻爸叻媽學堂 

日期： 2021年 1月至 10月 

主辦： 澳門博彩業職工之家綜合服務中心 

目的： 學習正確育兒方法，加強親子關係，建立健康和諧家庭生

活。 

地點： 本中心 

內容： 親子手作坊、外展體驗、親子溝通、生命教育、社交關係、

親子繪本等不同形式的工作坊及團體活動。 

對象： 博彩從業員及其子女家屬 

查詢： 28487343 

 

活動名稱： 負責任博彩桌遊競技賽 

日期： 2021年 1月至 10月 

主辦： 澳門博彩業職工之家綜合服務中心 

目的： 透過互動遊戲預防賭博失調，建立正確的理財觀念，發掘高

危人士。 

地點： 本中心 

內容： 認識賭博迷思、賭場優勢，體驗賭博失調人士心路歷程，認

識賭博失調相關服務資訊。 

對象： 18 歲或以上澳門居民 

查詢： 28487343 

 



 

活動名稱： 預防青少年沉迷賭博專題服務計劃 2021 

日期： 2021 年 1至 12月 

主辦： 鮑思高青年服務網絡-自由 TEEN地 

目的： 向學校及青年團體提供預防青少年沉迷賭博的訓練日營，藉

以提升青年人對賭博活動的正確認知，從而提升他們對於問

題賭博的免疫力。 

地點： 瑪利亞中心及澳門各學校 

內容： 
 

主題 內容/形式 目的 

賭博與參加

者的關係 

問答遊戲 讓參加者明白賭博定義，認識

本澳與博彩相關法例，同時瞭

解在自己身處的環境中能接觸

到的賭博途徑。 

賭博的迷思 估骰仔遊

戲 

讓參加者親身瞭解博彩的迷

思，體驗傳統以來大家所受到

迷思的誤導。 

自我反思 填寫防範

青少年沉

迷賭博問

卷問卷 

以了解青少年對賭博的認知情

況和相關因素，以探討如何能

更有效地預防青少年參與和沉

迷賭博活動。 

透過社工/輔導員與每一位參加

者面談了解參加者及其家人的

賭博情況，發掘潛藏在學校的

危機個案，並向他們作出適切

的支援。 

沉迷賭博禍

害 

影片討論 讓參加者討論劇中主角的迷思

及瞭解沉迷賭博為自己和他人

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正向生活態

度、積極人

生培育 

積極人生

棋 

透過桌上遊戲比賽，為參加者

建立健康人生態度，增強預防

沉迷賭博的抗逆能力。 

對象： 青少年 

查詢： 28372779 

 

活動名稱： 「癮」出新「TEEN」地- 預防成癮計劃 2020 (網絡篇) 

日期： 2021 年 1至 12月 



主辦： 鮑思高青年服務網絡-自由 TEEN地 

目的： 向學校及青年團體提供預防青少年成癮的訓練工作坊，藉以

提升青年人對成癮問題，特別是網絡成癮問題的正確認知及

了解成癮陷阱的危機，從而提升他們面對成癮的免疫力。 

地點： 澳門各學校 

內容： 主題 內容/形式 目的 

成癮知多少? 問答環節及影

片討論 

了解成癮的特徵、

種類及何謂成癮問題 

網絡成癮 問答環節、新

聞討論 

了解網絡成癮對自身

的影響，認清網絡危

機 

網絡安全 影片討論 

「密碼攻略」 

提升網絡安全意識及

了解網絡安全的重要

性 

網絡社交禮儀 「約人食飯  

CHAT 

ROOM」 

學習網絡社交禮儀及

認識網絡社交角色 

網絡遊戲/網

絡賭博 

講解網絡遊戲/

網絡賭博 

探討網絡遊戲/網絡賭

博，認清網絡遊戲/網

絡賭博危機 
 

對象： 青少年 

查詢： 28372779 

 

活動名稱： 我是小老闆 

日期： 2020年 1月至 12月 

主辦：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精明理財推廣計劃 

目的： 1. 建立孩子對金錢的概念 

2. 合理分配金錢 

3. 培養珍惜的品德 

地點： 精明理財推廣計劃－理財教室 

內容： 學生模擬進行商業買賣，設定合理運用開業基金去買自己攤

位的材料、佈置等，吸引外來的參與對象購買，透過擺攤經

驗讓學生知道金錢不是隨手可得，不是從天而降，在花費同

時要思考清楚。透過理財遊戲攤位，滲透正確理念。 

對象： 小學四年級至六年級之學生 

查詢： 28302600 



活動名稱： 「一個癮者之鍊成 2」動畫影片製作及推廣教育 

日期： 2021 年 2月１日- 8月 30日 

主辦： 24 小時賭博輔導熱線及網上輔導 

目的： 讓服務使用者或一般市民理解成癮的原因及發展趨勢，認識

一些自助戒賭方法，減少失調情況。 

地點： 各網絡平台 

內容： 1.影片：透過動畫、聲音講解等方式讓大眾認識和了解沉沒成

本(Sunk Cost)、環境因素、價值觀等成癮的因素。 

 

2.自助戒賭：除了透過影片認識賭癮外，配合網絡活動有一些

戒賭小建議和提醒，讓大眾了解戒賭時會面對的困難和如何

應對，嘗試應用一些方式自助戒賭。 

 

3.「課金課上癮」網絡活動：先以問卷或街頭訪問形式，收集

青年課金有否存在博弈心態。再以網絡活動競猜每月平均課

金金額，繼而帶出博弈心態的價值觀，提供應對方法。 

 

對象： 大專生或青年為主，全澳市民 

查詢： 28503123 

 

活動名稱： 「My Money」人生財富管理學堂 

日期： 2021 年 2月 1日-11月 30 日 

主辦： 聖公會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 

目的： 1. 透過應用程式讓案主能夠在求助之時，能夠即時理解自身

的財務現況及掌握可行之建議還款方案。 

2. 透過網頁程式，給予賭博失調人士更多還款方案，籍此提

升其停賭的動機。 

3. 透過宣傳及教育，讓公眾了解還款方法需要按步就班，減

少對「債務一筆清」的存在奢望的想法。 

地點： 聖公會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 

內容： 「My Money」人生財富管理學堂 

對象： 賭博失調人士或公眾 

查詢： 28556818 

 

活動名稱： 「Joy Club 博企外籍僱員支援服務」系列活動 

日期： 2021 年 2月 1日-11月 30 日 

主辦： 聖公會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 

目的： 1. 向外僱傳遞健康生活以及鼓勵求助的訊息，以鼓勵當外僱有

需要時可以尋找輔導服務。 

2. 為在澳門工作的外籍僱員傳遞理財訊息以及預防沉迷賭博



資訊，以面對突如其來的困境。 

地點：  

內容： 1. 博企宣傳 

2. 正能量分享活動 

3. JoyClub 網上及街頭宣傳活動 

對象： 博企外籍僱員 

查詢： 28556818 

 

 

活動名稱： 澳門居民對「賭博輔導多面睇」調查發佈會暨十週年服務回

顧與發展 

日期： 2021年 2月 1日- 11 月 30 日 

主辦： 聖公會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 

目的： 結合澳門居民「對賭博輔導多面睇」研究結果，以及機構十

週年服務回顧及展望，希望提升澳門居民更加認識賭博失調

防治服務及了解機構的服務。 

地點： 網上平台、聖公會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 

內容： 1. 引用調查結果，發佈 6 條通識短片； 

2. 綜合服務對象、社服同業、公眾三大主題，拍攝影片展示

「服務」及「被服務」的同步成長，讓公眾更加認識機構

的服務。 

3. 澳門居民對「賭博輔導多面睇」調查發佈會暨十週年服務

回顧與發展 

對象： 全澳市民及特定服務對象 

查詢： 28556818 

 

 

活動名稱： 負責任博彩宣傳推廣周 

日期： 2021 年 2月至 11月 

主辦： 澳門義務青年會－彩虹人生博彩從業員服務計劃 

目的： 積極配合澳門政府推廣負責任博彩政策，向特定對象推廣「負

責任博彩」及「預防問題賭博」的訊息。加強對負責任彩的認

知及服務對象扺抗問題賭博的能力。 

地點： 博企員工休息室 

內容： 形式：負責任博彩遊戲攤位 / 外展接觸 

內容：以遊戲攤位形式向場內人士宣傳負責任博彩 

對象： 博彩從業員 

查詢： 28812955，28302575 

 

活動名稱： 「一鍵自救」— 線上戒賭輔導系列活動 



日期： 2021 年 2月到 11 月 

主辦： 24 小時賭博輔導熱線及網上輔導 

目的： 向市民和潛在賭博者宣揚預防賭博成癮訊息及推廣服務 

地點： Facebook、wechat 及本服務官網等網絡平台 

內容： 1. 線上同行者”求助集發佈會：透過舉辦社區發佈會和攤

位，與市民、同業及記者分享服務成果。 

 

2. 「假如我是賭徒」網上遊戲推廣：服務微信號朋友圈和

Facebook 推廣 H5電子書的遊戲小程式，讓參加者嘗試

代入博彩者身份，閱讀故事和填寫工作紙，認識沉迷的

因素和改變方法，達致自我預防和推廣服務之用。 

 

3. 認識線上戒賭輔導工作坊：向相關的社會服務機構、家

庭服務單位等同工，分享網上戒賭輔導經驗。當中以介

紹求助集中的一些故事及輔導工具為主。期望能共同為

受賭博問題困擾的家庭提供服務、協作及轉介等。預計

舉辦兩場，可線上或社區形式。 

 

4. 認識戒賭資訊平台構建：優化服務網站，把各類戒賭素

材或影片整合，讓有需要的人士能透過網上自行搜尋資

源自救，達致全天候無地域也可獲取戒賭應用資源。 

對象： 全澳市民、受賭博困擾的人士及家庭 

查詢： 28503123 

 

活動名稱： 微信資訊平台及網上小組 

日期： 2021 年 2月到 11 月 

主辦： 24 小時賭博輔導熱線及網上輔導 

目的： 設置微信資訊平台及網上小組，達致全天候無地域也可獲取

戒賭應用資源，預防賭博失調。 

地點： Facebook、wechat 及本服務官網等網絡平台 

內容：  以微信公眾號文章，配合網上小問卷(2-3個)，或邀請專

家製作訪談視頻(1-2個)，教授相關建議和方法。主題如下： 

 投資、投機認識及風險評估 

 賭博與情緒健康 

 伴侶、子女的相處技巧及婚姻家庭危機 

 消費及理財習慣自我檢視 

 工作生涯及退休過渡 

 網上小組：賭徒及家人分別六節的開放性網上小組 

 打卡功能：提供一個每天自我監督的平臺，讓賭博者為

堅持不賭作協定，記錄每天不賭的心情和想法，提高戒賭信



心；同時也能透過打卡平臺發掘頻繁賭博的潛在賭徒。 

對象： 全澳市民 

查詢： 28503123 

 

活動名稱： 彩虹人生義工服務及交流計劃 2021 

日期： 2021 年 2月至 11月 

主辦： 澳門義務青年會－彩虹人生博彩從業員服務計劃 

目的： 鼓勵服務對象善用餘暇時間投身社會服務，參與志願工作及關

懷社會上的弱勢群體。 

地點： 本澳社會服務單位/本會會址/鄰近地區社會服務團體 

內容： 1.義工培訓：義工領袖培訓、義工帶領技巧、遊戲帶領技巧等。 

2.義工服務，如探訪、社區宣傳、協助帶領活動及策劃活動。 

3.開拓新形式服務內容，多元義務工作方式，讓義工可根據自

身的專長為社會做出貢獻。 

4.凝聚義工團隊，每月定期義工聚會，讓義工有規律地參與社

交活動，擴大其生活圈子。 

5.提升資深義工發展，將入校與本澳學生進行義工培訓、分享、

宣傳教育及義務工作實踐交流。 

6.拓展團隊規模，加強宣傳工作，讓更多的博彩從業員接觸義

務工作。 

7.義工交流：參觀環保團體，與相關的義工進行學習。 

 

[註] 如受疫情影響，機構保留對活動作出調整的權利。 

對象： 義工對象： 

1) 彩虹義工：博彩從業員 

2) 彩虹親子義工：博彩從業員及其子女 

3) 童義大使：有興趣之青少年 

服務對象：獨居長者、院舍長者、智障人士等 

查詢： 28812955，28302575 

  

活動名稱： 彩虹義工樂活全城 2021 

日期： 2021 年 2月至 11月 

主辦： 澳門義務青年會－彩虹人生博彩從業員服務計劃 

目的： 目標： 

1.促進家庭成員間的互動和溝通，改善家庭關係； 

2.提升博彩從業員的家庭生活素質； 

3.建立和諧友愛，睦鄰互助的社會支援網絡。 

地點： 本會會址 / 戶外(待定)等 

內容： 1.彩虹家庭樂融融：如聚會、小組及工作坊。 



2. 樂動紓壓：多樣化的活動如植樹日、攀岩、飛索遊繩等。 

3. 露營家庭樂：親近大自然，不同的戶外遊戲增強家庭成員間

的互動及溝通。 

4. 文化體驗：學習中華文化及傳承，達至文化教育的目的。 

 

[註] 如受疫情影響，機構保留對活動作出調整的權利。 

對象： 博彩從業員及其家屬 

查詢： 28812955，28302575 

 

活動名稱： 健康家庭理財計劃 2.0 

日期： 2021年 2月 1日- 11 月 30 日 

主辦： 聖公會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 

目的： 1. 讓婚前/家庭以個人財務規劃納入人生管理的必修課，引

起家庭各個成員的關注及反思自身核心需要。 

2. 推介健康的理財觀，給予力量構建自主自律的人生目標。 

3. 讓不同群體推廣合適的理財及人生管理概念。 

地點： 聖公會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網上媒體 

內容： 1. 理財支援小組（青年 / 婚前） 

2. 理財工作坊（親子/新婚/家庭） 

3. 人生 90秒網上推廣  

4. 健康家庭理財推廣日 

對象： 本澳家庭 

查詢： 28556818 

 

活動名稱： 「人生不迷賭，百家齊富足」社區宣傳教育推廣系列活動

2021 

日期： 2021 年 2月至 12月 

主辦： 澳門義務青年會－彩虹人生博彩從業員服務計劃 

目的： 使大眾認識沉迷賭博的禍害，透過社區宣傳教育活動，提高

居民預防賭博及不迷賭的意識。 

地點： 街展：澳門各區 

社區推廣：石排灣會址對開空地 

學生填色比賽：本澳學校 

內容： 1. 宣傳教育推廣 

2. 本澳小學生繪本填色比賽 

3. 教育預防賭博宣傳活動 

對象： 公眾及學生 

查詢： 28812955，28302575 

 



活動名稱： 博職讀物(網絡版) 

日期： 2021年 2月至 12月 

主辦： 澳門博彩業職工之家綜合服務中心 

目的： 建立博彩從業員生活資訊分享平台。 

地點： 互聯網 

內容： 微信及 Facebook 發佈專題短片、互動遊戲、文章報導，內容

包括負責任博彩、精神健康、興趣培養、志願服務、家庭維

繫及勵志故事等相關訊息。 

對象： 博彩從業員 

查詢： 28487343 

 

活動名稱： 2021 年賭博失調人士及家人普及支援系列活動 

日期： 2021 年 2月 1日- 12月 4日 

主辦： 聖公會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 

目的： 1.透過網路平台發放賭徒小組及家人小組的資訊，共同面對戒

賭路上的挑戰、學習自我保護及與賭博失調人士之相處技

巧，重整家庭情緒及生活等議題。  

2. 透過「實體小組」為賭博失調人士在戒賭路上抗衡誘惑，

重拾自信和動力前行。 

3.為受賭博問題困擾人士，在輔導前提供 VR 影片體驗，讓案

主反思沉迷賭博所帶來的後果，確立持續停賭的決心和行

動。 

地點： 聖公會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 

內容： 1. 「生命建築師」小組 

2. 「愛有晴天」家人小組 

3. 季節限定之主題小組聚會 

4. 網上清談節目-「齋講冇癮 2.0」 

5. 「贏執變-網上小組 2.0」 

6. 情緒療癒-VR 影片 

對象： 賭博個案及其家人 

查詢： 28556818 

 

活動名稱： 財務諮詢及輔導計劃 

日期： 2021年 2月 1日- 12月 30 日 

主辦： 聖公會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 

目的： 1. 為了降低因債務帶來的負面情緒，以此加強持續面談的動

機。 

2. 培訓現職社工/輔導員掌握財務分析基本概念，讓他們在

介入初期能夠與個案建立信任關係，以正面影響／持續動

機提升案主對健康理財的重視。 



地點： 聖公會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 

內容： 1. 債務諮詢與分析 

2. 財務社工培訓輔助計劃 

對象： 賭博失調人士或其家人、現職社工/輔導員 

查詢： 28556818 

 

 

活動名稱： 博彩迷思你要知 2021 

日期： 2021 年 3月至 11月 

主辦： 澳門義務青年會－彩虹人生博彩從業員服務計劃 

目的： 使大眾認識問題賭博帶來的禍害，透過社區宣傳教育活動，

提高居民預防沉迷賭博的意識。 

地點： 本會會址，其他機構(待定) 

內容： 遊戲形式，讓參加者學習有關預防問題賭博及負責任博彩的

相關的知識，另外，透過短講方式，讓參加者深入淺出地認

識相關的知識，增加他們對問題賭博的認知，提升對賭博成

癮的敏銳度，從而帶出沉迷賭博的禍害。 

對象： 一般市民及社會人士 

查詢： 28812955，28302575 

 

活動名稱： 「快樂童盟」健康家庭友共“情”─兒童情緒服務 2021 

日期： 2021 年 3月 1日- 11 月 30 日 

主辦： 聖公會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 

目的： 從健康家庭入手，為本澳家庭提供情緒支援，尤其兒童的情

緒發展，透過支援兒童情緒，喚起家長關注自身及子女的情

緒健康，傳遞有關管理情緒及壓力的技巧和知識。 

地點： 聖公會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 

內容： 1. 「親子情緒童學」系列工作坊─情緒覺察與管理 

2. 「快樂童盟」情緒健康推廣 

對象： 賭博家庭個案、雙職輪班家庭 

查詢： 28556818 

 

 

活動名稱： 「男士輔導及支援服務」2021 

日期： 2021 年 3月 1日- 11 月 30 日 

主辦： 聖公會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 

目的： 透過設置男士專屬的工作坊及活動，以提升他們在這些方面

的能力，達致持續成長改善現有困擾，建立更美好的個人及

家庭生活。 

地點： 聖公會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 



內容： 1. 2021男士優秀特質投選暨男士日 

2. 「從心連繫」婚姻工作坊 

3. 「防治賭博與家庭」男士服務社區推廣 

4. 男士分享站-網上宣傳活動 

對象： 賭博家庭個案、雙職輪班家庭／宣傳活動接觸 

查詢： 28556818 

 

 

活動名稱： 智遊覺醒—社區防賭推廣專案設計比賽 

日期： 2021 年 4月—7月 

主辦： 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智醒少年計劃 

目的： 培育青少年多和社會連接；擴闊青年人視野，提高人格魅力及

能力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及重整人生規劃。推動身邊的年青

人建立正確的價值觀，避免沉迷賭博，提升青年公民責任感，

擴闊青少年視野。 

地點： 本機構活動中心 

內容： 技能訓練、社區服務實踐及專案設計比賽 

對象： 16-24歲青少年 

查詢： 28358963 

 

活動名稱： 博彩從業員沙盤遊戲體驗 

日期： 2021年 4月至 9月 

主辦： 澳門博彩業職工之家綜合服務中心 

目的： 透過團體沙盤體驗了解沙盤遊戲過程及成效，並透過沙盤遊

戲發現問題，從中改善家庭關係。 

地點： 本中心 

內容： 沙盤遊戲介紹、沙盤遊戲體驗、體驗分享。 

對象： 博彩從業員及其家屬子女 

查詢： 28487343 

 

活動名稱： 博彩從業員生涯規劃暨認識賭博失調工作坊 

日期： 2021年 4月至 12月 

主辦： 澳門博彩業職工之家綜合服務中心 

目的： 認識自我能力、性格及興趣，規劃人生及職業目標；增強參

與者對賭博失調及負責任博彩措施的認識。 

地點： 本中心 

內容： 職業性格測試、情緒測試、了解澳門就業環境、面試制度、

娛樂場內各職位工作要求、認識澳門社會福利資源、負責任

博彩措施等。 



對象： 博彩從業員及有志投身博彩業人士 

查詢： 28487343 

 

活動名稱： 澳門賭博輔導員專業證書課程 (PCGC) 

日期： 2021年 5月-8月 

主辦： 社工局、博監局、澳門大學及澳門理工學院 

目的： 提升前線專業員工處理賭博失調個案的技巧和能力，以及對

有關行業的認識。 

地點： 待定 

內容： 博彩遊戲原理、統計概率及博彩風險、成癮與賭博失調的關

係、賭博心理學、負責任博彩政策與行為、財務及法律知識

等。(共 70小時) 

對象： 本澳社工及輔導員 

查詢： 28323902 鄧小姐 

 

活動名稱： 博彩業界負責任博彩推廣日 

日期： 2021年 5月至 10月 

主辦： 澳門博彩業職工之家綜合服務中心 

目的： 推動博彩從業員在負責任博彩推廣上有更全面的承擔；讓訪

澳旅客習得基礎負責任博彩概念；鼓勵賭博失調人士主動求

助。 

地點： 本澳人流熱點 

內容： 講解負責任博彩概念、負責任博彩相關疑問解答、負責任博

彩攤位遊戲。 

對象： 博彩從業員及旅客 

查詢： 28487343 

 

活動名稱： 負責任博彩 2021– 賭徒親友系列活動 

日期： 2021 年 5 - 10月 

主辦： 24 小時賭博輔導熱線及網上輔導 

目的： 向大眾介紹賭徒的改變階段，解釋家人在過程中遇到的困難

和迷思(如父債子還)，傳遞在賭徒未改變時，家人應如何照顧

自己，以及正向態度對賭徒有正面影響，增加賭徒家人的求

助動機。 

地點： 各網絡平台 

內容： 1.流動講座: 於區內或聯合社區中心設置講座，以此滲透家人

輔導及求助的相關資訊，傳遞有效的溝通模式。或以線上講

座方式進行。 

 

2.網上活動: 以懶人包形式帶出賭徒的賭博階段，並透過圖文



方式講解在谷底階段時，賭徒有較大的動力做出改變，家人

應如何抓緊時機。 

 

3.家人的自助方法: 帶出親友面對賭博者時的迷思及正確信

訊，給予一些小建議及方法，讓家人可嘗試自救。 

對象： 大眾市民/賭徒親友 

查詢： 28503123 

 

活動名稱： “Know” Gambling “Know” Drugs「育心社」培訓計劃

2021 

日期： 2021 年 5至 12月 

主辦： 鮑思高青年服務網絡-自由 TEEN地 

目的： 1. 提升本澳大專學生對青年沉迷賭博以及濫藥的成因及其禍

害的認知  

2. 增加本澳大專學生對本澳防治青少年賭博失調及濫用藥物

服務的認識 

地點： 待定、澳門或香港防治賭博失調及防治藥物濫用機構 

內容：  主題 內容/形式 目的 

第一

日 

互相認識 歷奇活動體

驗 

⚫ 以歷奇活動的形式

讓參加者在活動中

互相認識，以及體

驗如何將歷奇活動

引入預防賭博失調

的工作中 

認識毒品禍

害工作坊 

認識毒品禍

害工作坊 

⚫ 讓參加者增加對毒

品的種類及其禍害

的認識，同時讓他

們了解本澳青年的

濫藥情況 

認識賭博與

自身的關係

及影響 

認清賭博工

作坊 

⚫ 讓參加者增加對賭

博業在澳門的發

展，對澳門社會的

影響以及沉迷賭博

禍害的認識 

第二

日 

認識本澳防

治藥物濫用

的社會服務 

拜訪防治藥

物濫用社會

服務單位 

⚫ 全體參加者一同拜

訪防治藥物濫用社

會服務單位，對治

療藥物濫用的服務



作更深入的認識及

了解 

第三

日 

認識本澳防

治賭博失調

的社會服務 

拜訪防治賭

博失調社會

服務單位 

⚫ 全體參加者一同拜

訪防治賭博失調社

會服務單位，對治

療賭博失調的服務

作更深入的認識及

了解 
 

對象： 25 位大專院校學生(主修教育、社工及心理) 

查詢： 28372779 

 

活動名稱： 講開「理」要知 

日期： 2021 年 6月—8月 

主辦：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精明理財推廣計劃 

目的： 與父母分享教導子女理財的方法，為子女樹立理財的好榜樣。 

地點： 精明理財推廣計劃-理財教室 

內容： 工作坊 

對象： 本澳高小學生及其家長 

查詢： 28302600 

 

活動名稱： 理財管家 

日期： 2020年 8月至 12月 

主辦：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精明理財推廣計劃 

目的： 1. 學習分配支出 

2. 學習評估物品的價值 

3. 加強在日常生活中的理財意識 

地點： 互聯網 

內容： 派發每名學生一本「我的儲蓄手冊」，按照要求完成任務 

對象： 小學四年級至六年級之學生 

查詢： 28302600 

 

活動名稱： 灣區齊共創之百人手牽手.千人心連心暨第十二届國際義工嘉

許日 

日期： 2021 年 8至 12月 

主辦： 澳門義務青年會－彩虹人生博彩從業員服務計劃 

目的： 為配合推動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和<<深化粵

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因此本會將開展大灣區

的義工交流合作、義務工作服務拓展、並推動大灣區的義務工



作發展。同時為表揚博彩從業員及其家屬義工們這一年來對弱

勢社群的付出和對社會的無私奉獻，並對其參與義工服務給予

正面鼓勵。故此，活動亦將嘉許2021年參與社會服務表現出色

的義工，鼓勵義工持續地參與義工服務，延續無私奉獻的精神。 

地點： 澳門 (待定) 

內容： 1.服務實踐； 

2.團結創舉； 

3.灣區義工交流會； 

4.義工嘉許典禮。 

 

[註] 如受疫情影響，機構保留對活動作出調整的權利。 

對象： 澳門博企義工及其家屬、本澳學生及珠海志工人員 

查詢： 28812955，28302575 

 

活動名稱： 負責任博彩推廣 2021-與「理」同樂 

日期： 2021 年 9月至 11 月 

主辦： 澳門義務青年會－彩虹人生博彩從業員服務計劃 

目的： 透過舉辦以家庭為核心的負責任博彩宣傳推廣活動，希望進

一步鞏固家庭教育功能，增強家庭防護網。家庭是生涯教育

的學習起點，孩童行為舉止習慣的養成都受到父母的薰陶和

感染，其影響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家長如有正確的理財觀

念，就能正確的引導，慢慢灌輸孩子們基本的理財知識。 

地點： 本澳各區 (待定) 

內容： 1. 工作坊 

2. 青少年桌遊體驗 

3. 模擬場境 

對象： 青少年及其家長 

查詢： 28812955，28302575 

 

活動名稱： 負責任博彩 2021—「夾注-前傳」插圖及社區推廣 

日期： 2021 年 9月 1日- 12月 15 日 

主辦： 聖公會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 

目的： 以和諧家庭目標為主軸，讓公眾了解沉迷賭博對家庭的影

響。善用 2020年製作之負責任博彩微電影，以網上插畫形式

推出故事前傳，以插畫構建賭徒家人故事，邀請公眾投票選

擇故事結局，從而反思沉迷賭博對家人的生命影響，明白賭

博並非一個人的事，再結合網上問答遊戲收集公眾反應。 

除了網上活動，亦以攤位方式帶出負責任博彩對家庭和諧的

重要性、拒絕沉迷賭博的訊息。 

地點： 互聯網/戶外 



內容： 1. 2021負責任博彩—«夾注-前傳»漫畫篇 

2. 負責任博彩街站推廣 

對象： 年滿 18歲或以上澳門居民 

查詢： 28556818 

 

活動名稱： 負責任博彩親子歷奇活動 

日期： 2021 年 9至 12月 

主辦： 鮑思高青年服務網絡-自由 TEEN地 

目的： 1. 提高家庭成員對負責任博彩的認識。 

2. 增強親子關係，以提升家庭面對賭博成癮的抗疫力。 

地點： 待定 

內容： 以歷奇活動的方式讓親子了解負責任博彩的主題 

對象： 親子 

查詢： 283727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