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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任博彩推廣至今已踏入第六個年頭，過

去一年有賴各博彩營運商及賭博失調防治機構的大

力支持，透過各單位部門的社會網絡與澳門市民接

觸，進一步將負責任博彩的理念滲透各個社會階

層，深化大眾對賭博失調的認知及提倡負責任博彩

行為，各博彩營運商亦主動舉辦不同的工作坊及培

訓，致力向員工灌輸負責任博彩的訊息，積極履行

企業社會責任。

為向市民提供更優質及便捷的服務，博彩監

察協調局持續改善自我隔離申請手續的程序，今年

在本澳六間娛樂場新增設負責任博彩資訊亭，提供	

「自我隔離」的自助申請服務。在2015年接收的申

請總數有355宗，當中自願提出隔離的個案更高佔九

成，反映大眾逐漸關注及正視賭博失調的禍害，願

意主動向政府尋求協助，成效令人鼓舞。

另一方面，關注到博彩業職工作為賭博失調的

高發群，如何有效從源頭起到預防及指導作用則非

常重要，因此，承接去年專業指導員的培訓課程，

博監局2015年繼續與社會工作局、澳門大學博彩研

究所及澳門理工學院合作，開辦「負責任博彩指導

員證書課程」，共有59位博彩業界的管理層人員順

利完成課程並取得證書，為業界提供較專業可靠的

支援。

展望將來，隨著更多博彩娛樂場相繼落成，

負責任博彩的推廣工作亦需持續不斷地進行，期望

博彩營運商能夠繼續履行企業社會責任，與特區政

府、學術單位及社會服務機構緊密合作，共同將澳

門打造成有活力及健康的宜居城市。

博彩監察協調局局長
陳達夫

主辦機構寄語

博彩監察協調局局長獻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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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9年起社會工作局與相關政府部門、學

術機構、博彩企業、社會服務機構合作不斷完善「

負責任博彩」的各項工作。回顧2015年，本局與博

彩監察協調局及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合作籌設“負

責任博彩資訊亭”3.0版，擴大負責任博彩宣傳覆

蓋面，除本澳居民外，持護照之旅客亦可辦理“自

我隔離”及“家庭賭博輔導”的電子申請服務。此

外，透過本局舉辦之手機應用程式有獎問答遊戲及

資助民間社團舉辦之“負責任博彩社區活動計劃”

，以多元化活動方式推動社區參與，進一步將負責

任博彩的理念滲透到各個社會階層，提升服務成

效。

與此同時，本局持續與博彩監察協調局、澳

門大學及澳門理工學院合辦對象為社工和博彩業人

員之“澳門賭博輔導員專業證書課程”及“澳門負

責任博彩指導員培訓課程”，並制作了本土第一份

相關專業培訓教材，促使社會服務界與博彩業界對

負責任博彩及防治賭博失調有一致的理解和認識。	

本局亦透過設施讓與方式籌設「24小時賭博

輔導熱線及網上輔導」設施及「澳門博彩業職工之

家」會址，為有需要之市民及博彩從業員提供更專

業及優質之社會服務。

今後本局將繼續透過不同的途徑，致力讓“負

責任博彩”的理念更有效去推廣到本澳各層面。期

盼社會各界繼續支持負責任博彩的發展工作，讓我

們攜手努力，共同為澳門的平穩可持續發展貢獻更

大的力量。

社會工作局局長獻辭

主辦機構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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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局局長
黃艷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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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博彩業要健康持續發展，推動負責任博彩

是重要的一環。特區政府自2009年落實推動負責任

博彩政策以來，在跨部門的協作及大力推廣下，社

會不同持份者在各自的崗位上發揮了應有之角色和

責任，不斷優化負責任博彩措施及制定推廣負責任

博彩的年度計劃，向市民大眾及遊客提供各種有利

於預防賭博失調的知識及輔導服務。經過多年的努

力，澳門負責任博彩模式已逐漸朝向制度化、恆常

化及專業化的方向前進。

2015年，博彩研究所繼續投入研發負責任

博彩資訊亭3.0的軟件及硬件工作。軟件方面，

資訊亭3.0除新增角子機等的博彩資訊外，亦優

化了原來的「自我隔離」電子申請服務，將服務

對象進一步擴大至外地遊客。遊客只需透過有效

旅遊證件就可以在資訊亭3.0自助辦理「自我隔

離」及「家庭賭博輔導」的申請。硬件方面，

由過去資訊亭自助機設計擴大至約有3x2米空間

的「負責任博彩資訊站」。資訊站以負責任博

彩城市為設計主題，是一個集合了「自助」、	

「休閒」及「互動」等多功能為一體之平台設計。	

此外，在得到博彩營運商的支持下，籌委會順

利舉辦「第二屆認識博彩知識比賽」。因應2015

年負責任博彩推廣之主題：「博彩，你知多少？」

，是次博彩知識比賽內容範圍更擴展至鄰近亞洲設

有賭場的地區。期望透過比賽，加深博彩從業員對

自身行業及負責任博彩的認識外，更希望他們藉著

比賽擴闊視野，進一步了解博彩業在國際上的最新

發展及吸收其他地區在負責任博彩推廣上之經驗。	

每年出版的負責任博彩工作報告書，不僅有助

於檢視過去及規劃將來的工作，更希望提升社會各

界對推動負責任博彩工作的關注，為構建負責任博

彩之城獻計獻策，進一步降低博彩潛在的風險。

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所長獻辭

				主辦機構寄語

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所長	
馮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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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任博彩里程碑(2003-2015)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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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行政長官崔世安先生
在施政報告中提到

     加大力度防治病
態賭博和問題賭博，
致 力 推 動 負 責 任 博
彩。  

2011
組成跨部門的「負責任博彩
工作小組」，成員來自社工
局、博監局、教青局、澳門
大學、澳門理工學院。

2009
社工局、博監局及澳門
大學博彩研究所首次發
起「負責任博彩推廣」
系列活動。

2012
通過第10/2012號法律《規範進入娛樂場和在
場內工作及博彩的條件》，並於十一月生效。
使進入娛樂場人士的年齡由18歲增加至21
歲，法例亦為有需要人士提供自願隔離或由
家人提出隔離。

第26/2012號行政法規《博彩機、博彩設備及
博彩系統的供應制度及要件》生效，使不符
合要求之角子機中心遷離社區。

博監局向幸運博彩營運商發出第2/2012號指
示《負責任博彩的推行措施》。

社工局展開季度性的「問題賭博協作會議」，
讓問題賭博防治機構及相關社區教育團體
定期作出檢討，共同籌謀未來發展方向。

啟動「負責任博彩資訊亭」測試及評估計劃
（第一期）。

2008
特 區 政 府 提 出
「負責任博彩」
施政方針。 

2005
特區政府首間問題賭
博輔導服務中心「志
毅軒」正式啟用。

2003
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
完成首份「澳門居民
參與博彩活動調查」。

2006
逸安社(逸安病態
賭徒輔導中心)正
式 成 立 ， 現 改 名
為 逸 安 負 責 任 博
彩輔導中心。

2004
2005年財政年度施
政報告中指出：「我
們亦將投放足夠的資
源，預防病態賭博現
象的蔓延，推動該產
業的健康發展。」

澳門工業福音團契首
次開設問題賭徒復康
事工。

2007
特區政府委託澳門大學
博彩研究所進行「負責
任博彩政策」研究。

聖公會擇路樂途問題賭
博輔導服務正式投入服
務，現改名為聖公會樂
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
庭服務中心。

2013
「博彩業職工之家」成立，為有需要
之博彩從業員提供輔導服務及開展關
懷博彩從業員之身心發展工作。

擴大「負責任博彩資訊亭」的推廣範
圍（第二期），增設24小時賭博輔導
熱線及自我隔離功能。

《新控煙法》從1月1日起控煙範圍擴
展至所有娛樂場，法例規定娛樂場內
至少50%面積為非吸煙區。

2014
全面開展由社工局委託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
處所設立的「24小時賭博輔導熱線及網上輔
導」。

社工局開發及啟用「負責任博彩手機應用程
式」(RG App)。

全面啟用「負責任博彩資訊亭2.0」的「自我
隔離」及「問題賭博家庭輔導」電子申請功
能。

社工局、博監局、澳門大學及澳門理工學院
首次合辦「澳門賭博輔導員專業證書課程」
及「澳門負責任博彩指導員證書課程」。

2003 201320122011201020092008200720062005200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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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5月7日及8日政府相關部門與非牟利機
構成員赴香港參與「第四屆亞太區問題
賭博及成癮問題研討會2015」會前工
作坊及會議。

特區政府正式開展幸運博彩經營權開放
之中期檢討工作，其中一方向是檢視博
彩營運商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包括
其對負責任博彩指引的執行情況。

9月
9月22日啟動第七屆「負責任博彩推廣」系列
活動，包括舉辦啟動儀式、社區活動計劃、負
責任博彩手機程式有獎問答比賽、認識博彩知
識比賽及閉幕式。

繼2014年推出兩個專業課程後，本年度增設英
文班的「澳門負責任博彩指導員證書課程」，
共有21人參加。

1月
政府相關部門、學術界及
業界代表共同討論並達成
共識，澳門將採用「賭博
失調」一詞作為Gambling 
Disorder (DSM-5)之中文
翻譯。

2月
負責任博彩資訊亭2.0啓動禮於2月11日
舉行，正式進駐賽馬、賽狗場及彩票投
注站。而社區版負責任博彩資訊亭則分
別放置於社會工作局志毅軒及聖公會樂
天倫賭博輔導暨家庭服務中心。2.0版本
主要新增“自我隔離”及“家庭賭博輔
導＂的電子申請服務，以及24小時賭博
輔導熱線電話，由專業人員提供即時的
協助服務。在內容方面，新增三個有關
博彩迷思的小遊戲及動畫，藉此向市民
宣傳正確的賭博認知。

4月
正式向本澳學校推行「精明理財推廣計劃」，
首階段課程對象為小學四年級至六年級學生。

4月21日舉行防治賭博失調服務協作會議，會
議主要內容包括回顧2014年志毅軒的重點工
作，並介紹專業培訓計劃與負責任博彩推廣活
動，會議上亦邀請聖若瑟大學、聖公會以及逸
安負責任博彩輔導中心報告其研究成果。

10月
舉行「澳門專業賭博輔導員證書課程」（第一屆）
學員督導培訓，提昇學員對賭博失調服務之專業
實務能力，深化學員對個案輔導及個案管理的技
巧，整合理論與實踐之運用能力。

10月26日，由社會工作局及銀河娛樂集團贊助，
聖公會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主辦
的「賭城尋路・噬海」微電影舉行首映禮。電影故
事取自真實個案，希望透過真人真事的內容及演
譯，提高市民大眾對賭博失調的關注及認知。

2015年9月2015年5月2015年4月2015年1月 2015年2月 2015年10月

回顧2015年負責任博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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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5月7日及8日政府相關部門與非牟利機
構成員赴香港參與「第四屆亞太區問題
賭博及成癮問題研討會2015」會前工
作坊及會議。

特區政府正式開展幸運博彩經營權開放
之中期檢討工作，其中一方向是檢視博
彩營運商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包括
其對負責任博彩指引的執行情況。

9月
9月22日啟動第七屆「負責任博彩推廣」系列
活動，包括舉辦啟動儀式、社區活動計劃、負
責任博彩手機程式有獎問答比賽、認識博彩知
識比賽及閉幕式。

繼2014年推出兩個專業課程後，本年度增設英
文班的「澳門負責任博彩指導員證書課程」，
共有21人參加。

1月
政府相關部門、學術界及
業界代表共同討論並達成
共識，澳門將採用「賭博
失調」一詞作為Gambling 
Disorder (DSM-5)之中文
翻譯。

2月
負責任博彩資訊亭2.0啓動禮於2月11日
舉行，正式進駐賽馬、賽狗場及彩票投
注站。而社區版負責任博彩資訊亭則分
別放置於社會工作局志毅軒及聖公會樂
天倫賭博輔導暨家庭服務中心。2.0版本
主要新增“自我隔離”及“家庭賭博輔
導＂的電子申請服務，以及24小時賭博
輔導熱線電話，由專業人員提供即時的
協助服務。在內容方面，新增三個有關
博彩迷思的小遊戲及動畫，藉此向市民
宣傳正確的賭博認知。

4月
正式向本澳學校推行「精明理財推廣計劃」，
首階段課程對象為小學四年級至六年級學生。

4月21日舉行防治賭博失調服務協作會議，會
議主要內容包括回顧2014年志毅軒的重點工
作，並介紹專業培訓計劃與負責任博彩推廣活
動，會議上亦邀請聖若瑟大學、聖公會以及逸
安負責任博彩輔導中心報告其研究成果。

10月
舉行「澳門專業賭博輔導員證書課程」（第一屆）
學員督導培訓，提昇學員對賭博失調服務之專業
實務能力，深化學員對個案輔導及個案管理的技
巧，整合理論與實踐之運用能力。

10月26日，由社會工作局及銀河娛樂集團贊助，
聖公會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主辦
的「賭城尋路・噬海」微電影舉行首映禮。電影故
事取自真實個案，希望透過真人真事的內容及演
譯，提高市民大眾對賭博失調的關注及認知。

2015年9月2015年5月2015年4月2015年1月 2015年2月 2015年10月



2015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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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5

	 		政府：領導及推行負責任博彩政策
  制定負責任博彩推廣系列活動歷年主題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扮演著領導者的角色。在2009-2015年，推廣的主題不斷調整及深化。

年份 主題

2009 負責任博彩概念

2010 請支持負責任博彩行為

2011 負責任博彩經營及行為

2012 主動求助

2013 社區參與齊共行

2014 認識博彩，助人自助

2015

 
「 博彩，你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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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形式 目標對象 參與人數

「負責任博彩推廣2015」啟動儀式 負責任博彩持份單位 約150人

「負責任博彩社區活動計劃2015」 社會服務機構及本澳居民 約3,252人

「負責任博彩手機應用程式」有獎問答遊戲 本澳居民 約2,000人

「負責任博彩推廣2015」認識博彩知識比賽 博彩營運商及博彩從業員 約120人

「負責任博彩推廣2015」閉幕式 負責任博彩持份單位 約150人

2015年，負責任博彩推廣以「博彩，你知多少？」作為推廣主題，目的是“透過不同宣傳渠

道，加強對「負責任博彩」知識層面的推廣及普及，以增加市民對賭博的認知。”

「負責任博彩推廣2015」系列活動由2015年9月22日開始至2016年1月12日結束，為期三個半

月，舉辦包括：啟動儀式及其宣傳活動、社區活動計劃、手機應程式有獎問答遊戲、知識問答比賽、

閉幕式等。

2015年
主題：「博彩，你知多少？」

    政府 : 領導及推行負責任博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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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 領導及推行負責任博彩政策         

2015
主題：「博彩，你知多少？」

1 ：  系列活動啟動剪綵儀式

2：   社區推廣活動

3：博彩從業員積極參於「認識博彩知識比賽」

4：第七屆負責任博彩推廣活動閉幕

 4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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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部門合作

為了有效宣傳負責任博彩的訊息，提高居民對負責任博彩的認知度，政府於2011年組成了跨部門的「負

責任博彩工作小組」，以協調及組織相關工作。其後於2012年開始每季舉行「防治賭博失調服務協作會議」 

(前名為「問題賭博服務協作會議」)，為防治賭博失調的工作建立一個協作平台，透過集思廣益來籌謀未來的

發展方向，截至2015年底，共有22個單位參與。

政府：領導及推行負責任博彩政策

  學術研究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十分著重科學決策及科學施政。在推行負責任博彩政策的過程中，亦委託了多間本

地的學術機構，針對相關議題進行研究，以找出切合澳門現況的可行性方案。在2009年至2014年間，相關的

調研項目包括但不限於：「博彩從業員生活調查」、「澳門居民參與博彩活動調查」、「博彩從業員參與文

娛康體活動調查」、「個人博彩行為與家庭關係研究調查」、「澳門防治問題賭博之評估及規劃」、「女性

參與博彩活動及心理健康狀況調查」等。

  負責任博彩資訊亭

負責任博彩資訊亭1.0於2012年開始進行開發，用戶普遍地對資訊亭感到滿意且獲得良好的評估結果。

因此，主辦單位在資訊亭1.0的基礎上，於2014年7月完成研發資訊亭2.0。資訊亭2.0除了新增博彩迷思及

DSM-5的賭癮評估等資訊外，主要增設「自我隔離」及「家庭賭博輔導」的電子申請服務，讓本澳居民

(包括永久及非永久居民)可透過資訊亭自助辦理上述的申請。2015年1月開始將原有六部資訊亭1.0升級為 

2.0，並陸續增設更多的資訊亭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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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015年01月01日到2015年12月31日，18部

資訊亭2.0合共錄得11,288次登錄次數；當中設置在

幸運博彩區的資訊亭，有超過七成半(76.07%)的用

戶選擇以「遊客」身分登錄，而設置在互相博彩區、

澳門旅遊塔摩卡角子機中心及社區的資訊亭則有七成

(70.12%)的用戶選擇以「澳門居民」身分登錄。而透

過資訊亭2.0申請「自我隔離」一共有47宗，當中接

近七成的申請人選擇願意接受防治賭博失調預防及治

療機構的輔導服務。此外，超過八成的申請是來自於

社會工作局─志毅軒和聖公會的社區版資訊亭。而透

過資訊亭向24小時賭博輔導熱線求助及查詢的個案共

有54宗。

政府 : 領導及推行負責任博彩政策        

負責任博彩資訊亭2.0

放置於互動博彩區的資訊亭2.0 放置於社區的資訊亭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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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 : 領導及推行負責任博彩政策

當發現不能控制自己的博彩
行為時，請立即主動求助。

Seek help proactively.
Procure ajuda por iniciativa própria!

  逸安負責任博彩輔導中心

  聖公會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

  澳門工業福音團契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

  澳門天主教美滿家庭協進會

  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

  澳門中華福音使命團－濠光軒

  澳門明愛－生命熱線 

  澳門明愛－泉仁樂家庭綜合服務中心

  澳門婦女聯合總會北區家庭服務中心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家庭服務中心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望廈社區中心

  澳門博彩業職工之家

  澳門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社會服務處－ 

   氹仔家庭成長軒

  澳門繁榮促進會綜合服務中心

  鮑思高青年服務網絡

  賭博失調人士中央登記系統

為加強有關本澳賭博失調的防治工作，社會工作局於2011年設立「賭博失調人士中央登記系統」(前稱

為”問題賭博人士中央登記系統”)。其目的是為統計賭博失調人士在本澳的求助人數，了解其賭博情況及

特性，收集數據用作規劃社會服務的資源。現階段「賭博失調人士中央登記系統」的參與單位包括社會工作

局及本澳十六間社會服務設施，系統透過電子網路進行數據收集，而為保障個人私隱，數據收集形式以不能

識別相關當事人為原則。

按《賭博失調人士中央登記系統2015年報告書》所載，參與單位如下(按筆劃序)：

賭博失調人士中央登記系統使用狀況

年份 2013 2014 2015

新增個案 134 141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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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隔離」及「由第三者申請隔離」申請宗數

項目 2013 2014 2015

自我隔離申請 252 262 328

由第三者提出隔離申請 24 18 27

總計 276 280 355

  自我隔離及第三者申請隔離

根據第10/2012號法律－《規範進入娛樂場和在場內

工作及博彩的條件》第六條一款規定：任何人自行提出或

確認由其配偶、尊親屬、卑親屬或二等旁系血親所提出的

禁止其進入娛樂場申請時，博彩監察協調局局長可禁止其

進入全部或部分娛樂場，為期最長兩年。隔離措施可短期

內限制博彩者進入娛樂場，是自賭權開放以來的重要預防

措施之一。

政府 : 領導及推行負責任博彩政策        

  24小時賭博輔導熱線及網上輔導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貫徹落實負責任博彩政策，持續加強與民間機構的合作，積極推行各項防治賭博

失調的工作。隨著互聯網及社交網站成為重要的溝通、交友及發放訊息的渠道，博彩行為漸趨網絡化及隱

蔽化。為此，社會工作局委託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設立「24小時賭博輔導熱線及網上輔導」服務，以全

天候不休形式，為受賭博問題困擾人士提供即時賭博輔導熱線及網上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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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資訊

24小時賭博輔導熱線： (853) 2823 0101

網上輔導服務：

「微信」線上輔導：skh24hli

網上即時傾輔導：www.24gcho.org

Facebook專頁：www.facebook.com/24hli

24小時輔導熱線「微信」QR Code

    政府 : 領導及推行負責任博彩政策

「24小時賭博輔導熱線及網上輔導」服務已於2014年7月1日投入運作，2015年共有1,828人次使用24

小時賭博輔導熱線，以及有802人次透過手機應用程式、互聯網等進行線上輔導。未來，還將開拓更多網絡

通訊工具，期望透過更主動的出擊，鼓勵更多有需要人士尋求專業的賭博輔導服務。

而由社會工作局、博彩監察協調局及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推出之「負責任博彩資訊亭2.0」及「負責任

博彩手機應用程式」，亦結合了「24小時賭博輔導熱線」的即時電話求助功能，實現與求助者的真實互動，

進一步擴闊賭博失調防治工作的覆蓋面。

24小時賭博輔導熱線及網上輔導(人次)

項目 2014* 2015

熱線輔導 426 1,828

網上輔導 143 802

*自2014年7月1日投入服務後起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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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 領導及推行負責任博彩政策        

負責任博彩手機應用程式提供iOS及Android版本，程式內容包括： 

  負責任博彩內容及問題集 
  防治賭博失調資訊及短片 
  青少年預防賭博資料 
  娛樂場優勢 
  博彩迷思 
  「 賭博失調」自我測試 
  賭博個人紀錄表 
  最新消息 
  賭博失調防治機構資料及求助方法 

  連結「24小時賭博輔導熱線及網上輔導」服務 

  精明理財推廣計劃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在社會工作局資助下，正式開展名為「精明理財推廣計劃」，該計劃針對本澳中小學

生開展理財教育，讓學生從小能夠有系統地獲得正確的理財概念與知識，培養良好的金錢價值觀。而理財教

育內容貼近現實社會運作為基礎，因此著重培養青少年正確的金錢價值觀與理財能力，避免賭博風氣影響他

們的身心發展，增強學生對賭博失調的抗逆力，使他們未來擁有作出明智財務決策的知識與技能。

IOS QR Code Android QR Code

  負責任博彩手機應用程式

有鑒於現今手機app功能的普及化，社會工作局於2014年推出「澳門

負責任博彩資訊站」手機應用程式(RG App)，為賭博失調防治工作增加

不同宣傳渠道。此程式設有預防性及治療性功能，能為市民及賭博失調人

士提供負責任博彩資訊、賭博風險、成癮訊息、自我評估及自救方法等，

同時，該手機應用程式的功能亦可直接連接至「24小時賭博輔導熱線及網

上輔導」服務，讓求助者可即時獲得所需之支援及協助。

為了提高本地居民對負責任博彩的認識，進一步培養其正確的博彩觀，本年度首次透過手機平台舉辦有

獎問答遊戲，務求讓負責任博彩訊息透過多媒體發放至社區每一角落。該活動對象為年滿18歲本澳永久及非

永久居民，活動日期在2015年9月22日至2015年12月14日(共十二週)，參加者只需下載「澳門負責任博彩

資訊站」手機應用程式，答對有獎問答遊戲中所有問題，即可參加抽獎。本次有獎問答遊戲最終共吸引了二

千多名市民參加。「每週抽獎」累計共有120名得獎者，獎品為澳門幣200元超市禮券。而「終極大抽獎」

得獎者共三名，分別獲得手提電腦、智能電話及平板電腦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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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任博彩專業證書課程

為使防治賭博失調服務走向專業化，社會工作局於2015年繼續與博彩監察協調局、澳門大學及澳門理

工學院合辦了專為社工和博彩業人員之「澳門賭博輔導員專業證書課程」及「澳門負責任博彩指導員培訓課

程」，為本澳培育專業化的賭博輔導人員，構建防治賭博失調服務的專業人才庫，以及促使社會服務界與博

彩業界對負責任博彩及防治賭博失調認識有一致和深入的理解，推動更有效的「負責任博彩」政策，確保全

澳居民的生活素質。

其中，「澳門負責任博彩指導員證書課程」簡稱MRGA，對象主要是來自博企負責任博彩專責小組成員

及前線管理層人員。舉辦MRGA課程的主要目的是提升學員對賭博失調及負責任博彩的認識，並有能力甄別

賭博失調人士，增進應對及處理技巧；以及有助於博企內推行負責任博彩相關工作。課程共21小時，過去已

開辦了二期的中文班，共有77人獲取證書；而2015年下半年更首次開辦英文班，共有21位學員順利畢業。

至於「澳門賭博輔導員專業證書課程(PCGC) 」則開辦第二屆課程，目的是為促進賭博失調輔導服務專

業化發展並建立本土化的相關專業教育，課程內容包括：認識博彩遊戲原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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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共70小時，本屆共有29人獲取證書。

    政府 : 領導及推行負責任博彩政策

為推動理財教育在本澳的普及，2015年4月至6月期間，澳門基督教青年會邀請了本澳兩間中學進行試行

課程與修正。接著於7月9日在澳門科學館會議中心舉行推介會，介紹計劃背景及目的、分享試行經驗、派發

計劃刊物及介紹未來計劃動向。

精明理財推廣計劃已於2015/2016學年正式推行，首階段課程對象為小學四年級至六年級的高小學生，

未來課程將擴展至初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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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 領導及推行負責任博彩政策        

獲取澳門賭博輔導員專業證書師生

  支出明細

為了落實負責任博彩施政方針，政府相關部門不遺餘力地進行有關預防賭博教育工作、賭博失調防治

工作及負責任博彩推廣工作。參與單位主要包括社會工作局、博彩監察協調局、教育暨青年局、澳門大學

博彩研究所等。

2015年，政府相關單位每年投放在預防賭博教育、賭博失調防治工作及負責任博彩推廣活動等的直接

總支出為10,710,737.49澳門元。其中，在社區教育及宣傳方面投放了894,167.80澳門元；其他如負責任

博彩推廣活動及負責任博彩資訊亭分別投放了1,481,600.00及1,209,900.00澳門元。在員工在職培訓方面

的直接支出金額為518,244.72，相比2014年增加超過一倍。

獲取澳門負責任博彩指導員證書課程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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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彩營運商：負責任的博彩經營

最大程度地減少博彩活動對個人和社會造成的潛在危害，減少出現賭博失調行為的可能性，是「負責

任博彩」的核心目標。要完成此目標，必須營造一個讓博彩者能作出「知情決定」的博彩環境。在這過程

中，博彩營運商有著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和責任。在2009年至2015年間，博彩承批公司積極回應政府及

社會的訴求，陸續推出一系列負責任博彩計劃和服務，配合及參與由政府牽頭的負責任博彩推廣工作。

  積極配合法律實施

 博彩營運商作為推動負責任博彩政策的其中

一 個 持 份 者 ， 其 主 要 功 能 是 採 取 必 要 之 措 施 ， 配

合 政 府 相 關 法 律 及 法 規 的 落 實 執 行 。 首 先 ， 根 據

第7/89/M號法律《廣告活動》第八條規定，博彩

承 批 公 司 不 應 以 博 彩 活 動 作 為 任 何 推 廣 活 動 的 宣

傳主題，包括穿梭巴士廣告、戶外大型展板、電子

屏 幕 廣 告 、 及 其 他 宣 傳 品 等 。 因 此 ， 博 彩 營 運 商

在 進 行 宣 傳 時 ， 是 以 其 它 娛 樂 悠 閒 活 動 招 徠 ， 不

直接或間接地宣傳博彩或誘導公眾參與博彩活動。 

為了更好落實相關法律規定，博彩監察協調局對博彩業界發出了一套《負責任博彩的推行措施》指

引，細則性地針對博彩經營方式作出規範，以降低不當的博彩經營所誘發賭博的風險。其次，為了保護青

少年及難以自我控制賭博行為的一群，博彩營運商對其轄下的保安部及賭場營運部進行大規模培訓，協

助執行第10/2012號法律，禁止不足21歲人士及已申請「自我隔離」或「第三者申請隔離」人士進入娛樂

場。採取了積極必要的措施，成功阻截了不少上述人士進入娛樂場，大大提高了法律的執行力度，並協助

有需要人士進行隔離申請。

  設立負責任博彩專責小組

博彩營運商因應《負責任博彩的推行措施》指示，設立了廿十四小時運作的「負責任博彩專責小 

組」。而小組成員均須接受相關的負責任博彩培訓。這些培訓使小組成員有足夠的專業知識去判斷博彩者

是否需要協助，而透過小組成員及時向娛樂場內有需要人士提供適當的協助，減低賭博失調對博彩者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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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彩營運商 : 負責任的博彩經營        

  進行負責任博彩宣傳推廣活動

在2009年至2015年間，博彩營運商不僅對負責任博彩的相關活動進行財政資助，企業本身亦舉辦了

各式各樣的活動，以推廣負責任博彩訊息。活動形式包括：研討會、講座、培訓、比賽、工作坊、路演推

廣、迎新會及參與負責任博彩推廣週的系列活動等。活動對象則以博彩從業員為主。此外，博彩營運商亦

在娛樂場所內擺放各類負責任博彩的宣傳單張、申請表、求助途徑等資訊，使有需要人士能及時獲取所需

資訊，「主動求助」，使問題得以及時解決。

每部角子機上均貼上24小時賭博輔導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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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彩營運商 : 負責任的博彩經營

2015年博彩營運商舉辦的 
負責任博彩推廣活動 

*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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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彩營運商 : 負責任的博彩經營        

*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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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彩營運商 : 負責任的博彩經營

?

  向博彩從業員提供培訓

由於博彩從業員的人數日益膨脹，而根據相關研究，博彩從業員因較常接觸博彩遊戲，經常對博彩遊

戲存有誤解，以為「有路可捉」。加上輪班及工作壓力大等因素，使博彩從業員成為賭博失調人士的高危一

群。有見及此，在博彩監察協調局的指引下，博彩營運商為每一位新入職的員工、負責任博彩專責小組成員

及博彩前線人員提供負責任博彩的培訓課程。有關課程還需要定期進行重溫，以達到溫故知新和鞏固認知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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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彩營運商 : 負責任的博彩經營        

  

 

不等

 

不等

 

不等

 

不等

不等

 

不等

博彩營運商舉辦之負責任博彩培訓課程2013~2015年統計資料

*備注：有個別博彩營運商是以E-learning/Online Training 形式為旗下員工進行培訓，由於員工可選擇任何
時間到培訓室利用電腦上線自行學習，因此在此情況下無法計算舉辦場次，便以每年為1次(場)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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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旗下員工提供賭博失調輔導及轉介服務

因應博彩從業員成為賭博失調人士的風險日增，博彩營運商意識到「即時介入」輔導服務之必要。因

此，早於2006年時，已有博彩營運商率先為有需要的員工提供賭博失調輔導機構的聯絡資料，使其獲得即

時協助，而其他博彩營運商亦相繼增設公司內部的賭博失調輔導及轉介服務。其中，絕大部份的博彩營運

商是透過聘用本澳或鄰近地區的賭博失調輔導機構為旗下員工提供輔導熱線及個人面談輔導服務，例如聖

公會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卓健醫療服務有限公司等。

根據博彩營運商向博彩監察協調局所提供的統計資料，2015年針對賭博失調事宜的求助個案達28宗，

在面談輔導個案方面，因賭博失調求助的個案有34宗。此外，有博彩營運商開拓除面談之外的輔導服務，

例如透過信箱或微信等渠道，此類求助的個案有4宗。在轉介個案方面，去年有3宗個案成功轉介至賭博失

調防治機構。

*備注：從2014年起，六間博彩營運商均可以對所有求助個案進行分類，並將與賭博失調有關的求助個案
作統計。

    博彩營運商 : 負責任的博彩經營

博彩營運商之員工賭博失調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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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博失調防治機構：
預防及治療賭博失調行為

  綜合宣傳推廣活動

在賭權開放後，基於社會需求，自2004年起問題賭博防治機構相繼成立。社會服務機構配合政府提出

的「負責任博彩」的理念，積極地參與負責任博彩政策的推動。根據社會服務機構向社會工作局提供的統

計資料，2015年社會服務機構共舉辦了55項與負責任博彩推廣有關的綜合活動，全年活動參加人次數量約

為28,552人。活動性質包括慶祝節日、文娛活動、競賽、嘉年華等。透過社會服務機構的社區網絡及多元

化服務，活動的成效達到預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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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賭博失調防治機構 : 預防及治療賭博失調行為

防治問題賭博嘉年華

“謎”室賭“逃”密室體驗 

  教育性質的宣傳推廣

社會服務機構亦十分著重賭博失調預防教育方面的工作。2015年共舉辦206項相關活動，估計參加人次

數量約有6,380人。活動類型包括研討會、講座、工作坊等。此外，亦開展了3項相關的學術研究或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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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博失調防治機構 : 預防及治療賭博失調行為        

  員工在職培訓

為了確保賭博失調輔導服務的質素，社會服務機構亦

會為旗下員工提供在職培訓，包括臨床督導培訓、工作坊

及外地交流活動等。

2015年，社會工作局為本澳的社工及心理輔導員開辦

「澳門賭博輔導員專業證書課程」（第一屆）學員督導培

訓，目的為延續「澳門專業賭博輔導員證書課程」之持續

培訓，提昇學員對賭博失調服務之專業實務能力，以及推

動專業督導服務之發展，深化學員對個案輔導及個案管理

的技巧，整合理論與實踐之運用能力。

負責任博彩課程證書頒發典禮

博彩從業員健康發展推廣週

同時，社會工作局亦組織本澳同業參與「第四屆亞太區問題賭博及成癮問題研討會2015」會前工作坊及會

議，有助提升對本澳賭博失調防治服務的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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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賭博失調防治機構 : 預防及治療賭博失調行為

向智醒少年頒發畢業證書 智醒少年大合照

智醒少年山區探訪活動 義工到區內派發智醒大使的宣傳單張

  智醒少年/大使計劃

『智醒少年』及『智醒大使』計劃－由社會工作局資助，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鮑思高青年服務網絡

及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合辦，其目的是為加強參加者對賭博失調的認識及在社區內建立一個預防賭博失調的

網絡，從而增強他們對於賭博失調的免疫力，並透過社會參與，發揮助人自助的精神。智醒少年計劃的目

標對象為12歲至29歲本澳青年，智醒大使計劃的目標對象為29歲以上的澳門居民。至2015年共累計培育了

2,162名少年義工及168名大使；全年共舉辦了62次活動，共8,843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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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博失調防治機構 : 預防及治療賭博失調行為        

  「彩虹人生」博彩從業員服務計劃

「彩虹人生」博彩從業員服務計劃－由社會工作局資助，澳門義務青年會主辦，目標對象為博彩從業員

及其家屬。推行「彩虹人生」計劃之目的為：第一，幫助博彩從業員舒緩工作及生活壓力；第二，協助博彩

從業員自我增值及提升個人競爭力；第三，強化博彩從業員與家人的關係，促進家庭和諧；第四，鼓勵博彩

從業員參與社會義務工作，增加其對社區之投入感及對澳門的歸屬感。至2015年共有13,444名博彩從業員

加入成為會員。全年共舉辦了82次活動，共3,486人次參與。

認清賭博大使培訓課程

  「澳門博彩業職工之家」開展社會服務

「澳門博彩業職工之家」於2015年正式推行社會服務，為博彩從業員提供個人及家庭輔導、舉辦家庭

生活教育活動及負責任博彩課程等，以促進博彩從業員家庭和諧和推動其全人發展，營造健康行業。2015

年共有173人次接受輔導，全年共有31,361人次參與活動。

2013 2014 2015 總數*

全年活動次數 384 125 82 3,085

全年參加人次 4,861 3,228 3,486 64,288

*備注: 自2008年計劃推出後計算。

認清賭博推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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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賭博失調防治機構 : 預防及治療賭博失調行為

2015年社會服務機構支出明細

1%

1% 社區教育及宣傳

學術研究/調查

員工在職培訓

防治賭博失調工作經費資助

8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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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暨青年局持續從學校、家庭及社區三方面著手，以分層、漸進、多元及滲透的方式推行預防賭博

教育，使學生、教師及家長能獲取完整、有系統和持續的預防賭博教育及健康理財訊息，讓兒童及青少年

建立正確的金錢價值觀，不存僥倖心態，遠離賭博行為。

  學校層面的預防教育工作

   教育暨青年局舉辦學生的理財教育多項比賽及研習營活動，還透過資助9所駐校輔導機構在本澳 

        各中、小學校舉辦不同的校園預防賭博等偏差行為及建立正確理財觀的輔導活動。

   委託專業機構編寫適合本澳學生的《品德與公民》教材，有關教材涵蓋小學、初中及高中教育階    

       段， 當中包括金錢價值、理財和預防賭博的教學內容。

   持續舉辦針對教師和學生輔導員的健康理財及預防賭博教育的培訓，協助他們認識理財及預防賭  

       博教育工作的推廣方法。

為加強本澳青少年遠離賭博的意識和能力，認識賭博禍害，建立正確價值觀，以及鼓勵青少年主動向

朋輩和社會推廣預防賭博的工作，教育暨青年局於2015年11月14日舉辦“不‘倒’波預防賭博球賽日”。 

通過具趣味性的泡泡足球比賽及預防賭博團體遊戲，讓學生瞭解博彩的迷思和影響，藉以提升學生對賭博

禍害的正確認知。

教育及其他社區團體： 
教育及宣傳正確價值觀

活動：不‘倒’波預防賭博球賽日
對象 ：本澳高中學生

參與 ：112人（共有16所學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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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及其他社區團體 : 教育及宣傳正確價值觀

  社區層面的預防教育工作

透過澳門電台於《澳門青年》中的專題環節，向社區層面持續推廣遠離賭博及健康理財教育的訊息。

資助機構及團體舉辦與預防賭博教育相關的活動，以及緊密與社會團體及學校一同舉辦預防賭博教育活

動，提升社會大眾的意識。

活動：“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念”講座

對象 ：家長

人數 ：16人

  家長層面的預防教育工作

持續向家長宣傳健康理財及預防賭博教育的訊息，讓家長明白從小培養子女正確的金錢價值觀，強調

不賭的訊息。教育暨青年局與專業機構共同編寫了兒童期及青少年期的“親子理財教育指南”，並持續舉辦

家長及親子工作坊。

活動：“學會儲蓄”親子活動 

對象 ：家長及其4-6歲子女 

人數 ：21人

活動：“為財善用”工作坊

對象：12-18歲青少年

人數：13人

活動：“理財智慧”工作坊

對象：13-18歲青少年

人數：12人

活動：“財智”小達人工作坊

對象：青少年

人數：9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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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其他社區團體 : 教育及宣傳正確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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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及其他社區團體 : 教育及宣傳正確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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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任博彩推廣的目的是讓博彩者可在明瞭博彩知識(尤其是賭場優勢)的情況下作出負責任的博彩行

為，即「知情決定」，從而降低博彩行為帶來的負面影響。

在特區政府、博彩營運商、教育團體及社會服務機構四個持份者共同努力下，澳門居民對負責任博彩

的認知逐年上升。據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自2009年起對澳門居民負責任博彩認知問題調查結果顯示，政

府未開始進行負責任博彩推廣系列活動前，只有16.2%的澳門居民認知負責任博彩。自推廣活動正式啟動

後，居民的認知率由首次活動後的23.7%增加至2013年底60.5%。

博彩者及其親友： 
負責任的博彩行為

16.2% 

23.7% 

37.6% 

47.3% 

58.2% 
60.5%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2009前 2009後 2010 2011 2012 2013 

*註: 2009年負責任博彩推廣活動前統計數據為16.2%，活動後統計數據為23.7%

另一方面，澳門居民之博彩參與率在過去幾年則呈現持續下降趨勢，由2003年67.9%下跌至2013年

49.5%。自2009年啟動負責任博彩宣傳後，澳門居民參與賭場博彩的比例大幅下跌，由2010年20.7%下

降至2013年11.9%。而賭博成癮流行情況亦有相似的趨勢。數據顯示，問題賭博流行率由2010年2.8%下

降至2013年的1.9%；病態賭博流行率則由2.8%下降至0.9%。

澳門負責任博彩認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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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調查對象為18歲以上的澳門居民

澳門病態賭博及問題賭博流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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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局－防治問題賭博處
地址：澳門水坑尾街103號建築置業商會大廈
一樓B-D座
戒賭輔導熱線：(853) 2832 3998
辦公電話：(853) 2832 3902
傳真：(853) 2832 3928
網址：http://iasweb.ias.gov.mo/cv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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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錄

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澳門新葡京酒店 3 樓行政部
電話：(853) 6612 1043 / 6612 7321
傳真：(853) 2857 0082
電郵：RG_info@macausjm.com
網址：http://www.sjmholdings.com/zh-hant-home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地址：澳門望德聖母灣大馬路,路氹金光大道  
           澳門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
電話：(853) 2882 8888
傳真：(853) 2888 3344
電郵：inquiries@venetian.com.mo
網址：http://www.sandschina.com/responsible-gaming-hk.html

銀河娛樂集團
地址：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場181-187號光輝(集團)商業中心5樓  
電話：(853) 8399 8829
傳真：(853) 2875 0977
電郵：rgteam@galaxyentertainment.com
網址：http://www.galaxyentertainment.com/zh-hant/corp/responsible-gaming

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澳門外港填海區仙德麗街
電話：(853) 2888 9966
傳真：(853) 2832 9966
電郵：inquiries@wynnmacau.com  
網址：http://www.wynnmacau.com

負責任博彩工作報告 20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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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錄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
地址：澳門冼星海大馬路81至121號金龍中心22樓
電話：(853) 8868 6688
傳真：(853) 8868 9880
電郵：contactcentre@melco-crown.com
網址：http://www.melco-crown.com

美高梅金殿超濠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澳門外港新填海區孫逸仙大馬路
電話：(853) 8802 8888
傳真：(853) 8802 3333
電郵：responsiblegaming@mgmmacau.com
網址：http://www.mgmmacau.com

負責任博彩工作報告 2015 47

澳門賽馬有限公司
地址：澳門氹仔柯維納總督大馬路
電話：(853) 2882 1188
電郵：hotline@mjc.mo
網址：http://www.mjc.mo

澳門彩票有限公司
地址：澳門新口岸高美士街556-592號鴻安中心2字樓A2座
電話：(853) 2882 0099
電郵：slotenq@macauslot.com
網址：http://www.macauslot.com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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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逸園賽狗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澳門白朗古將軍大馬路
電話：(853) 2826 2766
電郵：inquiry@macau-canidrome.com
網址：http://www.macaudog.com

榮興彩票有限公司
地址：澳門白朗古將軍大馬路
電話：(853) 2826 2766
電郵：inquiry@macau-canidrome.com
網址：http://www.macaudog.com

12

13

    通訊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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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錄        

14

15

16

聖公會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
地址：澳門林茂海邊大馬路415號信愉花園地下及一樓AR/C
辦公電話：(853) 2855 6818
傳真：(853) 2855 6203
網址：http://www.skhssco.org.mo
24小時賭博輔導熱線：(853) 2823 0101
Whatsapp：(853) 6328 7371
Wechat：skh24hli
Facebook專頁：www.facebook.com/24hli
電郵：gcfw@skhwc.org.mo
網上輔導：www.24gcho.org

社會服務機構-賭博失調輔導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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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錄

澳門博彩業職工之家
地址：澳門馬場東大馬路 282 號廣福安花園地下 DF  
戒賭熱線：(853) 2871 6622  
辦公電話：(853) 2848 7343 
電郵：home121101@gmail.com

17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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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明愛－泉仁樂家庭綜合服務中心
地址：澳門比厘喇馬忌士街75-87號
凱泉灣地下一樓AR/C

地址：澳門崗頂前地1號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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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錄        

20

負責任博彩工作報告 2015 51

21
傳真：(853) 2832 9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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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錄

22

23

24

25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 –  
精明理財推廣計劃
辦公電話：(853) 2830 2600
傳真：(853) 2830 2914
電郵：secretariat@ymac.org.mo
網址：www.ymac.org.mo

負責任博彩工作報告 201552

鮑思高青年服務網絡 –  
TEEN TEEN 成長摯友營
地址：澳門媽閣街22-22F 海安大廈地庫
辦公電話：(853) 2876 7779
電郵：macaubys@yahoo.com.hk
網址：www.bys.org.mo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北區綜合服務中心
地址：澳門黑沙環勞動節大馬路39-117號 
澳門第一城廣福安花園一樓
辦公電話：(853) 2847 0789
電郵：ns470789@yahoo.com.hk
網址：www.faom.org.mo

社會服務機構-預防賭博失調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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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錄        

26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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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負責任博彩協會
地址：澳門友誼大馬路1023號南方大廈一樓AF室
辦公電話：(853) 6386 8960
傳真：(853) 2853 3868
電郵：info@mrga.org.mo
網址：www.mrga.org.mo
Facebook專頁：www.facebppk.com/macau.rga

澳門繁榮促進會綜合服務中心
地址：澳門看台街261-265號威龍花園地下A,J舖
辦公電話：(853) 2842 2411
傳真：(853) 2842 2093
電郵：aprodem@macau.ctm.net
網址：www.aprodem.org.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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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任博彩推廣合作單位
（排名不分先後）

負責任博彩推廣主辦、協辦及合作單位
 

負責任博彩推廣主辦單位 負責任博彩推廣協辦單位
（排名不分先後）

  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
  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銀河娛樂場股份有限公司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新濠博亞（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美高梅金殿超濠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賽馬有限公司
  澳門逸園賽狗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彩票有限公司
  榮興彩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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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任博彩推廣合作單位
（排名不分先後）

負責任博彩推廣主辦、協辦及合作單位
 

負責任博彩推廣主辦單位 負責任博彩推廣協辦單位
（排名不分先後）

 聖公會樂天輪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 
服務中心

 24小時賭博輔導熱線及網上輔導
 逸安負責任博彩輔導中心
 澳門工業福音團契
 澳門博彩業職工之家
 澳門中華福音使命團-濠光軒
 澳門明愛泉仁樂家庭綜合服務中心
 澳門明愛-生命熱線
 澳門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社會服務處- 
氹仔家庭成長軒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精明理財推廣計劃

 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 
智醒少年計劃

 鮑思高青年服務網絡- 
司打口家庭服務中心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北區綜合 
服務中心

 澳門義務青年會- 
彩虹人生博彩從業員服務計劃

 澳門負責任博彩協會
 澳門繁榮促進會綜合服務中心
 澳門天主教美滿家庭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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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博彩業的發展對澳門的每一個人有著深遠的影響，保持博彩業的健康發展不僅是施政者在制定有關政策

過程中的重中之重，亦是社會各人需要密切關注的社會議題。因此，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博彩營運商、賭

博失調防治機構、教育及其他社區團體、博彩者及其親友皆是推動負責任博彩的不可或缺的持份單位。

五個持份單位之組成，體現了負責任博彩政策著重個人責任、企業責任、社會責任。各持份單位以及

主辦單位透過緊密的協調與溝通，衷誠合作，互相配合，致力地推動負責任博彩政策，從而取得了不俗的成

果，其不僅使澳門居民對負責任博彩概念的認知由陌生逐步走向熟悉，亦有助加強澳門居民對賭博失調的危

機意識，對降低博彩對澳門社會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發揮了重要作用。

  政府：領導及推行「負責任博彩」的政策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作為澳門的公權力機構，是負責任博彩政策的領導者，亦是政策實踐的執行及監

督實體。澳門社會工作局及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是推動負責任博彩訊息的兩個主要部門，其工作目標主要包

括：

  在平衡各方面的福利和權益及確保澳門博彩業穩建發展的情況下，構思並制定「負責任博彩」政策 

               框架，以減低博彩業發展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

   監督「負責任博彩」政策的落實及執行情況；

   開展各項的學術調查研究，定期檢視政策的路向

   制定「負責任博彩」的相關標準及執行指引；

   協助及推動博彩營運商、社會團體、及博彩者落實執行「負責任博彩」政策和措施。

  博彩營運商：負責任的博彩經營

博彩營運商立足澳門，確保博彩業及澳門社會的健康發展是必要的社會責任。其中，負責任的博彩經營

至為關鍵。依循「負責任博彩政策」的概念，博彩營運商需讓博彩者在「知情決定」的環境下進行博彩。為

達到此目的，博彩營運商應制定以下工作目標：

   為員工提供有關「賭博失調」和「負責任博彩」培訓；

   在顧客的要求下，為顧客提供準確的博彩資訊；

   不作虛假、誤導、或欺騙的宣傳；

   在顧客要求的情況下，不向他們宣傳博彩活動；

持份者的職責及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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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特意向未到合法博彩年齡人士宣傳博彩活動；

   拒絕未滿合法博彩年齡人士進入博彩區。

   向顧客提供遊戲的輸贏機率，讓顧客在知情的情況下參與博彩活動；

   在博彩場內當眼處張貼有關博彩活動潛在風險和「負責任博彩」海報或標語等；

   為有需要人士提供「隔離制度」，申請禁止自己或家人進入博彩區；

   不向「隔離人士」宣傳博彩活動；

   拒絕「隔離人士」以及「酗酒」人士進入博彩區。

  賭博失調防治機構：預防及治療賭博失調行為

賭博失調防治機構有深厚的社區基礎，是負責任博彩訊息的推廣及賭博失調防治訊息宣傳的前線工作者，

在預防教育及治療輔導方面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其主要工作包括：

  為有需要人士提供賭博輔導及治療服務，幫助「賭博失調人士」離開困局，重獲新生；

  為「賭博失調人士」家人提供輔導，協助他們正確面對逆境；

  宣傳及推廣「負責任博彩」訊息。

  教育及其他社區團體：教育及宣傳正確價值觀
正所謂預防勝於治療，正確的價值觀有助增強人們對賭博的免疫力。價值觀的建立並不可能一蹴而就，須

從基礎教育及社區日常教育中著手。此外，學術機構亦扮演著任重道遠的角色。在賭權開放以來，學術機構均

致力協助負責任博彩政策制定及推動，是營造負責任博彩社會的重要支援力量。  

 學校、社區服務團體：

   教育青少年正確價值觀；

   協助推廣「負責任博彩」教育；

   舉辦不同的康樂活動，避免居民沉迷博彩；

   發現「賭博失調人士」時，鼓勵他們接受治療並轉介至賭博失調防治機構。

 科研學術機構：

   定期研究及評估「負責任博彩」政策的內容、執行、及成效；

   根據研究結果提供策略性及可操作性建議。

附錄 - 持份者的職責及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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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彩者及親友：負責任的博彩行為

博彩者是「負責任博彩」中最關鍵的角色。在政府、博彩營運商、社區團體努力營造「負責任博

彩」環境的同時，若博彩者能做到自我約束，不過分地參與博彩，便能事半功倍地減低博彩所產生的各 

種不良影響。

博彩者：

   把博彩活動視為娛樂的一種，並拒絕把它作為投資賺錢的工具；

   在參與博彩活動前，需先了解博彩活動潛在的風險，為博彩消費及時間設定可負擔的上限；

   在參與博彩時，不攜帶信用卡或提款卡、不為博彩而借錢、不酗酒；

   在博彩後，記錄活動的細節，如輸贏記錄、活動日期等；

   當發現不能控制自己的博彩行為時，應主動尋求協助。

博彩者親友：

   不陪同或協助未到合法博彩年齡人士參與博彩活動，如協助購買彩票等；

   勸阻未到合法博彩年齡人士、隔離人士等參與博彩活動；

   多關心博彩者，避免他們沉迷賭博；

   鼓勵並支持「賭博失調人士」接受正式的輔導及治療，儘量避免直接以金錢方式向他們提供協助。

    附錄 - 持份者的職責及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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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蓮花標誌

「負責任博彩推廣」採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區花－蓮花作為標誌。五片蓮花花瓣分別代表了社會各持份

單位，包括，政府、博彩營運商、賭博失調防治機構、教育及其他社區團體、博彩者及其親友。

因此，蓮花標誌不僅寓意著澳門五個持份單位須衷誠合作，共同為創建一個健康博彩小城而努力，而花

瓣亦展示了社會各持份單位對負責任的角色及責任，表示澳門社會的各持份者應共同承擔責任，以確保博彩

者的博彩行為在知情下作出的，且博彩行為對其個人、親友、以致社會都是負責任，表達出「負責任博彩」

一詞的含義。

附錄 - 持份者的職責及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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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
Gabinete Coordenador Dos Serviços 
Sociais Sheng Kung Hui Macau

    附錄 - 持份者的職責及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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