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負責任博彩推廣 2021 

社區活動簡介 

機構/單位名稱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 - 精明理財推廣計劃 

活動名稱 負責任博彩推廣 2021 - 理財．抉擇 

活動內容 活動將製作一段以「盲盒」為主題的影片，描述家長以

「盲盒」獎勵小朋友，但家長卻沉迷其中，甚至影響家

庭關係。影片分為三小節，分三次分佈於 Facebook專頁，

市民每次可於影片下方留言參與劇情討論。透過影片互

動形式令市民認識部分新興的遊戲活動與傳統賭博有一

定相似性，帶有博彩成份，需合理遊玩；市民應形成良

好消費觀，避免誤入以消費作包裝的賭博圈套；同時帶

出「一「瘋」家「輸」」的主題，讓市民了解不合理消費

(盲盒)與沉迷賭博一樣，都會對家庭產生影響。 

對象 全澳市民 

活動日期 2021年 9月至 11月 

備註 每位參加者可獲紀念品一份，每次將抽取二十位參加者，

被選中者將獲得獎品 

查詢及聯絡 電話：28302600 

吳先生 / 陳先生 

 

 

 

 

 

 

 

 



 

 

 

 

機構/單位名稱 澳門博彩業職工之家綜合服務中心 

活動名稱 負責任博彩推廣 2021 - 負責任博彩主題綜合競技賽 

活動內容 

1. 以競技形式推動博企及社會大眾關注負責任博彩推

廣； 

2. 對博彩從業員宣揚享受健康競技活動的信息； 

3. 增強市民對負責任博彩的認識。 

4. 活動將面向博企及博彩從業員群體，召募 8隊參賽隊

伍，每隊 4人，共 32名參賽者。 

對象 博彩從業員 

活動日期 11月 21日 

備註 
活動設冠、亞、季軍三個獎項；每個得獎隊伍可獲獎金、

獎盃及獎牌。 

查詢及聯絡 電話：28487343 

 

 

 

 

 

 

 

 



 

機構/單位名稱 澳門義務青年會–彩虹人生博彩從業員服務計劃 

活動名稱 負責任博彩推廣 2021 - 與「理」同樂 

活動內容 

1. 工作坊( 分兩部分共同進行) 

1.1 家長方面透過短講形式，在過程中先讓參加者了
解基本理財的知識，明白建立家庭理財規劃的重
要、分享理財資訊等，讓家長明白培養子女正確理

財習慣的重要性，另外，家長之間亦可以透過互動

討論培養更多家庭消費理財的共識和默契，一齊學

習不同的理財技巧。 

1.2 幼兒方面以情境式教學結合趣味桌遊教具，透過

模擬場境活動，讓參加者從遊戲中學習，瞭解收

入、儲蓄、消費等基本金錢使用觀念，清楚區分想

要與需要的分別。親子共同進行在過程中，可讓青

少年透過遊戲實踐金錢的應用，加深對理財的認

識，樹立正確的理財觀念。 

2. 桌遊體驗 

參加者親身體驗現實生活的財務選擇及抉擇，慢慢從

中引導青少年正向的金錢價值觀，從而明白妥善理財

的重要性。此外也讓他們知道，很多東西堪用就好，

不需要買最貴的，心態很重要，知足才會常樂。 

對象 4至 13歲青少年子其家長 

活動日期 9月-11月 

備註  

查詢及聯絡 電話：28302575 

 

 



 

機構/單位名稱 聖公會 24小時賭博輔導熱線及網上輔導服務 

活動名稱 負責任博彩推廣 2021 - 賭徒親友系列活動 

活動內容 

1. 流動講座 

日期: 2021/08 – 2021/12 (2-3場) 

內容: 線下 - 於區內或聯合社區中心設置講座，宣傳

負責任博彩訊息，將服務整理的賭博者家人求助需要

及有效的溝通模式於社區傳遞，鼓勵有需要的人士及

早求助。 線上 – 將講座內容製作 PowToon 影片於網

上發佈。 

2. 網上活動: 齊來「熄」賭! 

日期: 2021/09 – 2021/11 (分三期進行，每月一次) 

內容: 以懶人包形式帶出賭徒的未想戒賭、猶豫、有

意欲戒賭的 3個狀態，並透過圖文方式講解各個狀態

的應對方式， 增加賭博者家人的自處、自救能力。 

3. 社區推廣活動 

日期: 2021/ 10 / 09 

內容: 透過攤位遊戲宣傳家人輔導及家人亦有需要求

助的相關資訊，介紹家人支援服務和內容展示。 

對象 本地居民   

活動日期 9月-12月 

備註  

查詢及聯絡 
電話：28503123 

林鳳媚輔導員 

 

 

 

 



 

機構/單位名稱 聖公會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 

活動名稱 負責任博彩推廣 2021 -「夾注-前傳」插圖及社區推廣 

活動內容 

1) 2021負責任博彩—«夾注-前傳»漫畫篇 

 接續 2020年負責任博彩微電影投票故事結局，於 2021

重溫影片，以插圖方式構建故事前傳，插圖講述女主

角的父母因沉迷賭博而對子女的成長的負面影響，最

後並留下「一封家書」就離開家庭，籍著插圖故事帶

出沉迷賭博對家庭的影響。 

 活動先後進行兩輪網上互動，參加者就情境問題作留

言，參加者的回答將影響插圖內容，展示參加者的抉

擇，與網民互動中引起大眾的深思，同時傳播負責任

博彩的元素。 

 故事插圖發佈(公佈得獎名單) 

2) 負責任博彩-博企推廣 

透過進入博企，以攤位遊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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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年滿 18歲或以上澳門居民 

活動日期 

2021年 9月- 12月 

8月起  -影片重溫 

9-12月 -網上互動及博企推廣 

備註 
除了活動禮物外，亦提供親子/家庭活動作為獎品以供選

擇，讓參加者可以選擇樂聚天倫，提升親子關係。 

查詢及聯絡 
電話：28556818/82916620 

徐振鴻先生 

 



 

機構/單位名稱 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 - 智醒少年計劃 

活動名稱 負責任博彩推廣 2021 - RG創意貼圖設計比賽 

活動內容 

活動目的 

讓社會大眾了解負責任博彩的概念，鼓勵市民發揮創意潛

能，透過設計聊天軟件的貼圖(stickers)，呈現賭博失調對

自身、家人及社會的負面影響，向外界灌輸負責任博彩的

正確態度及認知，推動市民主動關心身邊出現賭博問題的

人士。對象：全澳市民 

參賽對象 

年滿 13歲或以上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的人士 

作品主題 

以「負責任博彩」的相關概念為主題 

作品要求及形式 

1. 設計以具創意和新穎的方式呈現，並可在 WhatsApp

進行日常溝通時使用。 

2. 作品設計須由圖畫及文字組合而成，文字應為中文及

／或英文。具體要求如下： 

數量 
貼圖尺寸

(pixel) 

檔案

格式 

貼圖 

名稱 

貼圖 

說明 
解析度 

至少 4張 

最多 8張 

W 800 

x 

 H 800 

PNG 
10字

以內 

200字

以内 

72dpi

以上 

3. 所有貼圖背景須進行去背處理。 

若要將所有圖片壓縮為 1個 ZIP檔上傳時，ZIP檔請勿

超過 5MB 

對象 年滿 13歲或以上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的人士 



活動日期 
收件期：9月 1日至 10月 15日 

公佈賽果：10月下旬 

備註 

評審準則 

評審團隊由主辦機構代表及相關領域之專業人士組成。

屆時評審將根據以下準則評選出冠、亞、季和優異獎： 

主題切合(50%)、創意程度(25%)及美觀設計(25%) 

得獎名額及獎品 

共設六個獲獎名額，分別為冠軍、亞軍、季軍各一名，

以及三名優異獎 

冠軍 1名 澳門幣三千元獎金及獎狀 

亞軍 1名 澳門幣二千元獎金及獎狀 

季軍 1名 澳門幣一千元獎金及獎狀 

優異獎 3名 獎金三佰元及獎狀 
 

查詢及聯絡 

電話：(853)2835-8963 

傳真：(853)2835-8736 

電郵：thesmartteenager@gmail.com 

 

 

 

 

 

 

 

 

 

 

 



 

機構/單位名稱 鮑思高青年服務網絡 - 自由 TEEN 地 

活動名稱 
負責任博彩推廣 2021 -「親子實「歷」𝝿」負責任博彩

親子歷奇體驗日 

活動內容 

目的： 透過親子歷奇活動及攤位活動加強親子間的互

動，讓他們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藉以提升小朋友日後

對沉迷賭博及其他偏差行為的抗逆力。同時透過活動，

讓他們認識負責任博彩的資訊。 

 

內容包括： 

I. 親子歷奇挑戰活動 

II. 親子桌遊活動 

III. 家長管教小攻略 

IV. 負責任博彩為主題之攤位遊戲 

V. 親子攝影 

對象 6至 9歲的小朋友及其家長 

活動日期 2021年 10月 31日 

備註  

查詢及聯絡 
電話：28553430 

陳小姐 / 劉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