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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彩不是搏命，娛樂就要節制”是2017年負責任博彩推廣系列活動的主題，

我們今年進行了廣泛推廣，各種各樣的宣傳在社區隨處可見，同時得到旅遊局、

貿易投資促進局及消費者委員會的大力支持，協助我們在本澳出入境口岸及其轄

下的宣傳平台作推廣，大大提高宣傳效益，引起更多市民及旅客的關注，提高防

範問題賭博的危機意識。

另外，今年我們首次舉辦負責任博彩短片拍攝比賽，各家博企積極參加，他們亦

不負眾望，在短短的時間內製作出有訊息有溫度的作品，期後更配合安排在旗下

的設施內播放，讓活動主題深入民心及發揮更大影響力。

2017年，在特區政府加強宣傳及各界同心協力下，博監局提供的自我隔離服務

申請人數每年都持續增加，可見市民大眾對賭博失調的危機意識日漸增強，越來

越多人願意主動尋求支援，真正做到助人自助。為此，博監局將投放資源加強宣

傳自我隔離制度及完善服務，同時亦不斷尋求更多的發展方向，研究與鄰近地區

合作推廣，讓更多有需要的人士得到適切的援助。

為有效落實負責任博彩政策，減低博彩從業員成為問題賭徒的機會，2017年博

監局建議修訂第10/2012號法律，禁止博彩從業員在工餘時間進入娛樂場，修訂

期間我們徵詢社會各界的意見，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廣納民意，有幸

得到各界的支持，令諮詢及修訂工作得以順利完成。

多年來，各持份者努力不懈推行負責任博彩，本人謹此衷心致謝，亦熱切期望繼

續與各位攜手合作，一起全方位推動負責任博彩。

博彩監察協調局局長
陳達夫

博彩監察協調局
局長  獻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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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局
局長  獻辭

由社會工作局、博彩監察協調局和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合作推行的「負責任博

彩推廣」工作，自2009開始至今已推行了九年的宣傳及教育活動，而今年正踏

入十周年。回顧這些年，社會工作局與博彩企業及社會服務機構的攜手共同合作

下，有效推動了本澳的負責任博彩工作。此數年間，亦透過開發了“負責任博彩

資訊亭”(RG Kiosk)以及資訊站(RG Station)、負責任博彩手機應用程式(RG 

App)、24小時賭博輔導熱線及網上輔導，為本澳居民及旅客提供一個嶄新的資

訊及求助平台，直接和更快捷地接觸目標顧客，引導隱性賭博失調人士和高風險

人群主動求助。

為推動全方位的預防賭博失調工作，社會工作局於2017年持續為不同類別人

士，包括長者、婦女、博彩從業員等開辦多場預防賭博失調教育講座，加強賭博

失調的社區宣傳和推廣工作；此外，針對青少年的預防工作，亦藉著與民間機構

合作，自2015年起以入校講座形式推行「精明理財推廣計劃」，讓學生從小有

系統地學習正確的理財觀念和預防賭博知識，避免墮入賭博迷思之中，並將課程

對象由高小年級擴展至初中階段；在培訓工作方面，除持續舉辦「澳門賭博輔導

員專業證書課程」、「澳門負責任博彩指導員證書課程」及「澳門負責任博彩導

師證書課程」外，更為社會服務機構前線人員開辦賭博失調工作坊，強化前線人

員對賭博失調心理及輔導介入的認識，促進防治服務的專業發展。

 

綜觀防治賭博失調有關數據，本澳的賭博失調流行率自2007年高峰時期之問題

及病態賭博流行率6%，回落至2016年賭博失調流行率2.5%；而市民認知“負

責任博彩”的比例由2009年的16.2%上升至2017年的63.7%。可見推行“負責

任博彩”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亦是各參與機構及持份者多年來積極努力的成果。

今後，社會工作局將會持續加強各方面的工作，特別在持續推行和優化網上輔導

服務，以及在社區中增設負責任博彩資訊亭，以電子化和便民的方式，讓居民了

解更多有用資訊，對有需要人士提供即時的諮詢和輔導服務。並持續聯同各持份

者集結力量，齊心推動本澳防治賭博失調工作。

社會工作局局長
黃艷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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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
所長  獻辭  

2017年，主辦單位在得到相關博彩公司支持下新設三部「負責任博彩資訊站」

，分別位於永利皇宮、銀河及巴黎人娛樂場。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全澳共有4

部「負責任博彩資訊站」，全年登入次數為2,460，當中52.9%為旅客。初步統

計數據分析顯示「資訊站」的使用情況比「資訊亭」理想，尤其是有推廣大使當

值時段。為了持續完善「資訊站」計劃，為身處博彩區內、外的本澳居民及旅客

提供方便、全面及準確的負責任博彩資訊，主辦單位將於2018年對「資訊站」

進行全面的績效評估。 

主辦單位將以往「負責任博彩推廣系列活動」的推廣對象由本地居民為主，擴展

至本地居民及入境旅客同時兼顧的宣傳策略。希望藉著過去多年吸收的推廣經

驗，逐步向不同地區的入境旅客灌輸負責任博彩意識，保障旅客消費及旅遊安

全。推廣活動得到澳門旅遊局、貿易投資促進局及消費者委員會的支持，增強了

宣傳推廣的影響力。另外，「負責任博彩資訊站/資訊亭」已在2016年配備了身

份證讀卡器、手指紋核對儀及護照掃瞄，讓有需要申請隔離或輔導的居民及旅客

得到即時的服務與支援。此外，亞太區打擊清洗黑錢組織通過了“澳門特別行政

區相互評估報告”，對澳門在預防和打擊清洗黑錢及恐怖活動融資長期以來所付

出努力作了權威的驗證。

為評估推廣成效，主辦單位於2017年進行了「負責任博彩認識度問卷調查」。

結合過往調查結果顯示，澳門居民對負責任博彩的認知持續上升。留意「負責

任博彩」的受訪居民之比例由2009年舉辦「負責任博彩」推廣系列活動前的

16.2%逐步提升至2017年的63.7%。「負責任博彩推廣」工作將邁進第十年，

期望各持份者不斷總結工作經驗，與時俱進，在共同承擔責任、平衡社會經濟

發展的原則下繼續有效地推行「負責任博彩」政策，促進澳門博彩業健康有序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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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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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期），增

設24小時賭博輔導熱線及

自我隔離功能。

根據《新控 法》，從1月1
日起控 範 擴展至所有娛

樂場，法例規定娛樂場內至

少50%面積為 吸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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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負責任博彩資訊亭2.0」

新增24小時賭博輔導熱線電

話及三個有關博彩迷思的新

遊戲及動畫。

正式向本澳小學四年級至六

年級學生推行「精明理財推

廣計劃」。

政府相關部門與 利機構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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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個方向是檢視博

彩營運商在企業社會責任的

行，包括其對負責任博彩

指引的執行情況。

行政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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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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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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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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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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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十一月生效，

從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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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要求之角子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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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動「負責任博彩資訊亭」

測試及評估計劃（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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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行「澳門賭博輔導員專業

證書課程」（第一屆）學員

督導培訓。

繼2014年推出兩個專業課

程後，2015年增設「澳門

負 責 任 博 彩 指 導 員 證 書 課

程」的英文班。

由社會工作局及銀河娛樂集

團 助，聖公會樂天倫賭博

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舉

辦「賭城尋路 海」微電

影首 禮。

負責任博彩工作報告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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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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要求之角子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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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動「負責任博彩資訊亭」

測試及評估計劃（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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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行「澳門賭博輔導員專業

證書課程」（第一屆）學員

督導培訓。

繼2014年推出兩個專業課

程後，2015年增設「澳門

負 責 任 博 彩 指 導 員 證 書 課

程」的英文班。

由社會工作局及銀河娛樂集

團 助，聖公會樂天倫賭博

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舉

辦「賭城尋路 海」微電

影首 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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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017
負責任博彩3.0

一 四 月

八 月 十 月開辦首屆「澳門負責任博彩

導師證書課程」，培訓博企

導師人才，將負責任博彩及

賭博失調知識傳達至其轄下

員工，進一步推動博企推行

負責任博彩。

受社工局委託，澳門大學博

彩研究所就有關澳門居民參

與 博 彩 活 動 情 況 及 賭 博 失

調流行率進行問卷調查，以

電話隨機 樣方式，調查成

功訪問了2,000名18歲或以

上之本澳居民。數據顯示，

博 彩 參 與 率 為 5 1 . 5 %，與

2013年相比上升兩個百分

點。另外，根 據DSM-5量

表，5 1 位 受 訪 者 可 能 存 有

賭 博 失 調，佔 整 體 樣 本 的

2.5%，當中輕度、中度和嚴

重賭博失調者分別佔整體樣

本的1.3%（25人）、0.8%

（16人）和0.5%（10人）。

2016年2月正式推出「負責

任博彩資訊亭3.0」。3.0版

本設有護照掃瞄器，遊客可

以 透 過 護 照 提 出 「 自 我 隔

離」及「家庭賭博輔導」的

電子申請。另外，互動遊戲

中增加了解構角子機遊戲和

新 寶資訊。而語 介面選

擇擴展至四種，更多使用者

可更容易操作和獲取負責任

博彩資訊。

於 新 濠 影 匯 娛 樂 場 推 出 首

個「負責任博彩資訊站」並

安排「負責任博彩資訊站大

使」不定時在站內推廣，為

有興趣人士提供負責任博彩

資訊及協助使用者使用新的

資訊亭。

完成全澳現有24部「負責任

博彩資訊亭」升級至3.0版

本的工作。

受 社 會 工 作 局 委 託 ， 澳 門

大學博彩研究所就有關澳門

居 民 認 識 負 責 任 博 彩 進 行

「負責任博彩認識度問卷調

查」，瞭解近年本澳居民對

「負責任博彩」的認識程度，

以掌握「負責任博彩」推廣

成效及為制定未來賭博失調

防治服務發展提供方向。

調查以電話隨機 樣方式，

成功訪問了1,040名18歲或

以 上 之 本 澳 居 民 。 數 據 顯

示，居民留意負責任博彩的

比例為63.7%，相較於上一

期的調查，即2013年，增加

了3.2個百分點。

十 二 月
位於勵宮娛樂場、 娛樂

場及利澳娛樂場的負責任博

彩資訊亭正式啓動。

於永利皇宮娛樂場、銀河娛

樂場以及巴黎人娛樂場新設

「負責任博彩資訊站」，提

供負責任博彩資訊。並與澳

門義務青年會協作推行「負

責 任 博 彩 資 訊 站 大 使 」 計

劃，於資訊站內為有需要的

人 士 提 供 即 時 的 諮 詢 與 服

務。截至2017年12月共接

觸3844人次。

推出「負責任博彩」應用程

式下載區活動，是次活動將

在關閘口岸及港澳客運碼頭

舉行，參加者成功下載上述

手機應用程式，即可獲取紀

念品一份。期望透過本次活

動提升旅客及本澳居民對負

責任博彩的認識，及提醒他

們在博彩娛樂消費時需要有

節制。

九 月

主辦單位首次舉辦“負責任

博彩推廣2017-短片拍攝比

賽”，並 今年負責任博

彩推廣的主題，藉著比賽讓

市民及入境旅客了解賭博潛

在的風險，使大眾關注賭博

失調問題。比賽得獎作品於

博彩營運商旗下的娛樂場、

酒店等設施內播放，期望能

發揮更大的宣傳效力。

負責任博彩工作報告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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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寄語

2016

2017
負責任博彩3.0

一 四 月

八 月 十 月開辦首屆「澳門負責任博彩

導師證書課程」，培訓博企

導師人才，將負責任博彩及

賭博失調知識傳達至其轄下

員工，進一步推動博企推行

負責任博彩。

受社工局委託，澳門大學博

彩研究所就有關澳門居民參

與 博 彩 活 動 情 況 及 賭 博 失

調流行率進行問卷調查，以

電話隨機 樣方式，調查成

功訪問了2,000名18歲或以

上之本澳居民。數據顯示，

博 彩 參 與 率 為 5 1 . 5 %，與

2013年相比上升兩個百分

點。另外，根 據DSM-5量

表，5 1 位 受 訪 者 可 能 存 有

賭 博 失 調，佔 整 體 樣 本 的

2.5%，當中輕度、中度和嚴

重賭博失調者分別佔整體樣

本的1.3%（25人）、0.8%

（16人）和0.5%（10人）。

2016年2月正式推出「負責

任博彩資訊亭3.0」。3.0版

本設有護照掃瞄器，遊客可

以 透 過 護 照 提 出 「 自 我 隔

離」及「家庭賭博輔導」的

電子申請。另外，互動遊戲

中增加了解構角子機遊戲和

新 寶資訊。而語 介面選

擇擴展至四種，更多使用者

可更容易操作和獲取負責任

博彩資訊。

於 新 濠 影 匯 娛 樂 場 推 出 首

個「負責任博彩資訊站」並

安排「負責任博彩資訊站大

使」不定時在站內推廣，為

有興趣人士提供負責任博彩

資訊及協助使用者使用新的

資訊亭。

完成全澳現有24部「負責任

博彩資訊亭」升級至3.0版

本的工作。

受 社 會 工 作 局 委 託 ， 澳 門

大學博彩研究所就有關澳門

居 民 認 識 負 責 任 博 彩 進 行

「負責任博彩認識度問卷調

查」，瞭解近年本澳居民對

「負責任博彩」的認識程度，

以掌握「負責任博彩」推廣

成效及為制定未來賭博失調

防治服務發展提供方向。

調查以電話隨機 樣方式，

成功訪問了1,040名18歲或

以 上 之 本 澳 居 民 。 數 據 顯

示，居民留意負責任博彩的

比例為63.7%，相較於上一

期的調查，即2013年，增加

了3.2個百分點。

十 二 月
位於勵宮娛樂場、 娛樂

場及利澳娛樂場的負責任博

彩資訊亭正式啓動。

於永利皇宮娛樂場、銀河娛

樂場以及巴黎人娛樂場新設

「負責任博彩資訊站」，提

供負責任博彩資訊。並與澳

門義務青年會協作推行「負

責 任 博 彩 資 訊 站 大 使 」 計

劃，於資訊站內為有需要的

人 士 提 供 即 時 的 諮 詢 與 服

務。截至2017年12月共接

觸3844人次。

推出「負責任博彩」應用程

式下載區活動，是次活動將

在關閘口岸及港澳客運碼頭

舉行，參加者成功下載上述

手機應用程式，即可獲取紀

念品一份。期望透過本次活

動提升旅客及本澳居民對負

責任博彩的認識，及提醒他

們在博彩娛樂消費時需要有

節制。

九 月

主辦單位首次舉辦“負責任

博彩推廣2017-短片拍攝比

賽”，並 今年負責任博

彩推廣的主題，藉著比賽讓

市民及入境旅客了解賭博潛

在的風險，使大眾關注賭博

失調問題。比賽得獎作品於

博彩營運商旗下的娛樂場、

酒店等設施內播放，期望能

發揮更大的宣傳效力。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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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領導及推行負責任博彩政策

政府─領導及推行
負責任博彩政策

負責任博彩推廣系 活動 年主題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扮演著領導者的角色，

在過去2009-2017年，不斷調整及深化推廣主題。

200

2010

2011

2012

201

2014

2015

2016

2017

負責任博彩概念

請支持負責任博彩行為

負責任博彩經營及行為

主動求助

社區參與齊共行

認識博彩，助人自助

博彩， 知多少

借錢賭博是危機

博彩不是搏命，娛樂就要節制。

年份 主題 博彩不 、

2017年，負責任博彩推廣以「博彩不是搏命、娛樂就要

節制」作為推廣主題，目的是“提醒無論是入境旅客及本

地居民，若選擇參與博彩則必須 得節制，並向參與博彩

人士 三強調博彩不是搏命的正確認知。”

「負責任博彩推廣2017」系列活動由2017年9月27日開始

至2018年2月28日結束，為期五個月，期間舉辦：啟動

儀式及一系列的宣傳活動、社區活動計劃、短片拍攝比

賽、 幕儀式等活動。

「負責任博彩推廣2017」 動 式
對象：負責任博彩持份單位    人數：約 150人 

「負責任博彩社區活動計劃2017」
對象：社會服務機構及本澳居民    人數：約 37,000人 

「負責任博彩推廣2017」 比賽
對象：博彩營運商及博彩從業員     人數：約 60-70人 

「負責任博彩推廣2017」 式
對象：負責任博彩持份單位    人數：約 1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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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領導及推行負責任博彩政策

政府─領導及推行
負責任博彩政策

負責任博彩推廣系 活動 年主題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扮演著領導者的角色，

在過去2009-2017年，不斷調整及深化推廣主題。

200

2010

2011

2012

201

2014

2015

2016

2017

負責任博彩概念

請支持負責任博彩行為

負責任博彩經營及行為

主動求助

社區參與齊共行

認識博彩，助人自助

博彩， 知多少

借錢賭博是危機

博彩不是搏命，娛樂就要節制。

年份 主題 博彩不 、

2017年，負責任博彩推廣以「博彩不是搏命、娛樂就要

節制」作為推廣主題，目的是“提醒無論是入境旅客及本

地居民，若選擇參與博彩則必須 得節制，並向參與博彩

人士 三強調博彩不是搏命的正確認知。”

「負責任博彩推廣2017」系列活動由2017年9月27日開始

至2018年2月28日結束，為期五個月，期間舉辦：啟動

儀式及一系列的宣傳活動、社區活動計劃、短片拍攝比

賽、 幕儀式等活動。

「負責任博彩推廣2017」 動 式
對象：負責任博彩持份單位    人數：約 150人 

「負責任博彩社區活動計劃2017」
對象：社會服務機構及本澳居民    人數：約 37,000人 

「負責任博彩推廣2017」 比賽
對象：博彩營運商及博彩從業員     人數：約 60-70人 

「負責任博彩推廣2017」 式
對象：負責任博彩持份單位    人數：約 1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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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博失調防治服務協作會議」 

(前名為「問題賭博服務協作會議」)，為賭博失調防治

的工作建立一個協商機制，透過集思廣益來籌謀未來的

發展方向，截至2017 年底，共有21個單位參與。

負責任博彩資訊亭
為了向本澳居民及遊客提供方便及全面的負責任博彩資

訊，並加深其對負責任博彩的認識，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與學術機構於2012年開發並推出「負責任博彩資訊

亭」。期間，有關機構不斷完善及開發新功能，至2016

年2月，資訊亭已推出至第三版本。資訊亭除了提供靜

態的負責任博彩資訊外，也提供有趣的互動資訊。資訊

亭也配備了身份證讀卡器、手指紋核對儀及護照掃瞄

器讓澳門居民及旅客提出「自我隔離」及「家庭賭博輔

導」的電子申請。資訊亭也配備電話直撥24小時賭博輔

導熱線，讓有需要的人士得到即時的支援。截止2017年

12月31日，全澳共有資訊亭27部，當中23部設於娛樂

場內，4部設於社區內。27部資訊亭於2017年的總登入

次數為10,160，當中66.1%為旅客的登入記錄。

負責任博彩資訊站
2016年，政府與學術機構也推出了首部「負責任博彩資

訊站」，將過去以「自助服務」為導向的資訊亭設計，

提升至集合了「自助」、「休閒」及「互動」等多功能

為一體的平台設計，為博彩者在緊張刺激的博彩環境中

提供一個舒緩的空間。以負責任博彩城市為設計主題，

資訊站內設有資訊亭3.0、賭博失調防治機構的宣傳物

品、負責任博彩宣傳短片、研究報告以及博彩營運商負

責任博彩資訊等。向市民大眾提供負責任博彩、賭博風

險、成癮訊息、自我評估的資訊。

負責任博彩工作報告書 2017

負責任博彩資訊亭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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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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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任博彩認識度問卷

調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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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亦分別在銀河娛樂場、永利皇宮娛樂場以及巴黎

人娛樂場增設了「負責任博彩資訊站」。截止2017年

12月31日，全澳共有資訊站4部，而其於2017年的登入

次數為2,460，當中52.9%為旅客的登入記錄。

此外，自2016年2月1日始起與澳門義務青年會合作，

協助推行「負責任博彩推廣大使」試行計劃，推廣大使

會不定時在站內推廣，為有興趣人士提供負責任博彩

「負責任博彩推廣大使」站內推廣「負責任博彩資訊站」啓動儀式

政府：領導及推行負責任博彩政策

資訊及協助使用者使用資訊站。而在接觸服務對象過程

中，推廣大使向服務對象介紹資訊亭功能，包括：博彩

有獎遊戲、博彩知識問題、博彩迷思、娛樂場優勢、負

責任博彩、賭博失調、百家樂賠率、自我隔離申請、

角子機原理及百家樂賠率等。同時推廣大使亦可主動介

紹負責任博彩資訊從而認識澳門賭博失調防治機構，向

他們講解自我隔離計劃，並可為服務對象進行了賭癮評

估。

負責任博彩資訊站站內休憩區及宣傳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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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新增個案 

賭博失調人士中央登記系統使用狀況

2015

147

2016

141

2017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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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間社會服務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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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任博彩工作報告書 2017

按《賭博失調人士中央登記系統2017年報告書》所載，

參與單位如下(按筆劃序)：

- 24小時賭博輔導熱線及網上輔導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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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北區綜合服務中心

-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台山社區中心

-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氹仔綜合服務中心

- 澳門工聯聯合總會筷子基家庭及社區綜合服務中心

- 澳門天主教美滿家庭協進會婚姻家庭輔導中心

- 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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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S.Y.部落

- 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薈穗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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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en Teen成長摯友營

「自我隔離」及由「第三者提出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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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隔離申請

由第三者提出隔離申請

總計 

「自我隔離」及「由第三者提出隔離」申請宗數

2015

328

27

355

2016

326

25

351

2017

316

60

376

自我隔離及第三者申請隔離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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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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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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推行各項賭博失調防治的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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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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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2017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共有

1,206人次使用24小時賭博輔導熱線，以及有1,480人

次透過手機應用程式、互聯網等進行線上輔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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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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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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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線輔導

網上輔導

24小時賭博輔導熱線及網上輔導(人次)

2015

1,828

802

2016

1,214

943

2017

1,206

1,480

24小時輔導熱線
「微信」QR Code

24小時賭博輔導熱線

「微信」線上輔導

網上即時傾輔導

Facebook專頁

服務資訊

(853) 2823 0101

ID：skh24hli

www.24gcho.org

www.facebook.com/24h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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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癮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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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推廣“負責任博彩”訊息給來澳的旅客及本澳居民，

本年度將計劃推出「負責任博彩」應用程式下載區活

動，是次活動將在關閘口岸及港澳客運碼頭舉行，參加

者成功下載上述手機應用程式，即可獲取紀念品一份。

期望透過是次活動提升旅客及本澳居民對負責任博彩的

認識，及提醒他們在博彩娛樂消費時需要有節制。有關

活動將由社會工作局策劃並由澳門大學組織學生助理於

上述活動地點進行推廣，派發宣傳品近2000份。

負責任博彩手機應用程式提供iOS及Android版本，並

提供安卓應用下載二維碼供國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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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博彩從業員專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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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任博彩手機
應用程式 logo

國內安卓應用
下載二維碼

IOS QR CodeAndroid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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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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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理財教育內容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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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明理財推廣計劃」首階段以高小年級學生為對象，

讓學生從小接受正確的金錢價值觀教育，及早具備良好

的財務管理基礎，以及提高他們對賭博的抗疫能力。

同時課程設有家長作業，強化親子教育，致力讓社區、

學校、家長及子女對理財及預防賭博訊息有一致的理

解。

2017年度「精明理財推廣計劃」已由高小年級擴展至

初中年級，已得到多間學校支持並取得良好反應，陸

續有新的學校參與此項計劃。截自2017年共有32間

學校參與，開辦了近242場講座，共超過8100名學生 

參加。

為推動理財教育於本澳的普及，澳門基督教青年會在社

會工作局資助下，於2017年10月25日於健康生活教育

園地舉行「精明理財推廣計劃」推介會暨新書發佈會。

推介會上首先介紹了「精明理財推廣計劃」之背景、目

的及分享理財教育工作經驗，接著舉行《我家有棵願望

樹》和《理財大富翁》的新書發佈會。

為把理財教育融入到日常生活和環境中，澳門基督教青

年會「精明理財推廣計劃」推出兩本以理財教育為主的

書籍，並在推介會上同時舉行《我家有棵願望樹》和 

《理財大富翁》的新書發佈會。新書發佈儀式由社會工

作局防治賭毒成癮廳許華寶廳長、社會工作局防治問題

賭博處胡綺梅處長、澳門基督教青年會關淑鈴總幹事和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何敏華主任幹事擔任主禮嘉賓。

《我家有棵願望樹》為親子繪本，除故事本身，亦加入

了家長導讀指引，目的是讓家長和孩子一起閱讀，並

引導父母以身作則，從小培養和灌輸小朋友正確的金

錢觀。《理財大富翁》為適合學生觀看的漫畫，內容包

括：儲蓄、格價、分類記帳和理性消費。澳門基督教青

年會期望學生能透過繪本和漫畫快樂地學習理財知識。

「精明理財推廣計劃推介會暨新書發佈會」參加者大合照

負責任博彩工作報告書 2017

暑期活動「理財大富翁」，參加者正學習分辦「想要」
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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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寄語

首屆負責任博彩導師證書課程

負責任博彩專業證書課程
社會工作局於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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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書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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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已開辦了四期

的中文班以及一期的英文班，共有167人獲取證書，而

2017年亦持續開辦兩期的中文班，共有82位學員順利

畢業。此外更於2017年11月開辦第二屆「澳門負責任

博彩導師證書課程」(Certificate Program for Macau 

Responsible Gambling Trainer)，通過培訓博企導師

人才，將負責任博彩及賭博失調知識傳達至博企轄下員

工，進一步為博企推進負責任博彩工作，第二屆共17人

獲取證書。

至於「澳門賭博輔導員專業證書課程(PCGC)」則開辦

第四屆課程，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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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人獲取證書。

政府：領導及推行負責任博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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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任博彩工作報告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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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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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6,546.20澳門元。其中，在社區教育及宣傳

方面投放了579,0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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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680.00及

1,627,050.00澳門元。在員工在職培訓方面的直接支出

金額為353,373.85澳門元。

項目

社區教育及宣傳

學術研究/調查

員工在職培訓

負責任博彩推廣活動

負責任博彩資訊亭

人力資源

總支出

政府相關部門推行「預防賭博教育、賭博失調防治工作及負責任博彩推廣活動」直接支出明細表(澳門元)

2015

894,167.80

-

518,244.72

1,481,600.00

1,209,900.00

6,606,824.97

10,710,737.49

2016

544,332.00

448,512.00

524,710.40

1,311,930.40

1,906,600.00

6,705,267.50

11,441,352.30

2017

579,090.00

229,985.00

353,373.85

998,680.00

1,627,050.00

6,638,367.35

10,426,54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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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彩營運商：負責任的博彩經營

博彩營運商：
負責任的博彩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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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

三者提出隔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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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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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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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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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負責任博彩宣傳推廣活動
在2009年至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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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於每部角子機上的24小時求助熱線

活動名稱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2017年博彩營運商舉辦的負責任博彩推廣活動

活動形式

問答遊戲

講座

講座

探訪

探訪

問答遊戲

問答遊戲、講座及攤位

砌圖遊戲

比賽

攤位及頒獎典禮

路演推廣

路演推廣

講座

路演推廣

問答

比賽

比賽

對象

員工

員工

員工

員工

員工

員工

員工

員工

員工

員工及
貴賓

員工

員工

員工

員工

員工

員工

員工

參與人數

> 6,000

22

19

20

21

530

2,268

4,882

40

430名員工
及 4 0 名 貴 
賓  

788

747

51

>7,000

4,179

40

40

負責任博彩有獎問答遊戲手機應用程式

負責任博彩講座 “負責任博彩與賭博失調”

負責任博彩講座 “如何處理工作壓力”

澳門博彩業職工之家探訪

澳門天主教美滿家庭協進會探訪

負責任博彩有獎問答遊戲

負責任博彩週

負責任博彩推廣月“博彩不是博命，娛樂就要節制”

負責任博彩四格漫畫比賽

負責任博彩比賽頒獎典禮及攤位遊戲

負責任博彩推廣日-「認識賭博的影響」

負責任博彩推廣日-「何謂賭博失調」

負責任博彩工作坊 - “節制與賭博失調之謎”

負責任博彩推廣日 -“博彩不是搏命, 娛樂就要節制”

負責任博彩攤位遊戲

負責任博彩故事創作比賽

負責任博彩標語創作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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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15

2016

2017

全體新入職員工之

負責任博彩培訓

總培訓 
人數

14,922

14,214

11,988

舉辦 
場次

453

416

453

至少每年進行一次之

負責任博彩專責小組

成員培訓

每場 
時數

20至90 
分鐘不等

20至90 
分鐘不等

20至90 
分鐘不等

至少每兩年進行一次之

全體博彩前線人員

負責任博彩再培訓

總培訓 
人數

673

835

857

舉辦 
場次

20

24

30

每場 
時數

30分鐘至
8小時不等

30分鐘至 
3.5小時不等

30分鐘至
8小時不等

總培訓 
人數

55,335

20,661

56,682

舉辦 
場次

255

95

384

每場 
時數

10至60分
鐘不等

30至60分
鐘不等

10至60分
鐘不等

向博彩從業員提供培訓
由於博彩從業員的人數日益膨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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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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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彩營運商舉辦之負責任博彩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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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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針對賭博失調事宜的電話求助個案達41

宗，在面談輔導個案方面，因賭博失調求助的個案有11

宗。此外，有博彩營運商開拓除電話及面談以外的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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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宗個案成功轉介至賭博

失調防治機構。

2015

2016

2017

求助類別

賭博失調

賭博失調

賭博失調

24小時輔導熱線

接收的電話求助

宗數

轉介至賭博失調

防治機構的

個案宗數

向員工及其家屬

提供之面談輔導

個案宗數

透過其他渠道 (例如信

箱、微信等) 提供賭博

失調輔導個案宗數

年份

28

30

41

34

56

11

4

14

4

3

2

6

博彩營運商之員工賭博失調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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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宣傳推廣活動
在賭權開放後，基於社會需求，自2004年起賭博失

調防治機構相繼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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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統

計資料，2017年社會服務機構共舉辦了1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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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71人。活動性質城市定向活動、網上問答遊戲、

填字比賽、巡迴展板活動以及嘉年華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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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賭博失調防治機構：
預防及治療賭博失調行為

「不賭不博，健康快樂！」預防賭博失調推廣日

地點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 
– 精明理財推廣
計劃

工聯北區
綜合服務中心

澳門明愛泉仁樂
家庭綜合服務中心

澳門海傍‧海邊
街區坊眾互助會

活動內容參與機構 主題 日期

「負責任博彩社區
活動計劃2017」—
城市定向

「負責任博彩社區
活動計劃2017」
系列

負責任博彩社區活
動計劃2017

預防賭博失調嘉年
華系列活動

2017年 
11月17日至26日

 
2017年 
10月1日至12月
15日
 
2017年 
10月15日至11月

2017年 
11月11日至19日

戶外

工聯北區綜合服
務中心

泉仁樂家庭
綜合服務中心

十月初五街康公
廟前地休憩區

城市定向比賽

網上問答遊戲以
及填字比賽

巡迴展板活動及
落區宣傳

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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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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2017年共舉辦436項相關活動，估計參加人次

數量約有83,562人。活動類型包括研討會、講座、工

作坊等。此外，社會服務團體於去年開展了1項相關的

學術研究或調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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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臨床督導培訓以及工作

坊。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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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學員督導

培訓，目的為延續「澳門賭博輔導員專業證書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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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為配合發展「澳門賭博輔導員專業證書課程」培

訓體系之整全性，本局為完成「澳門賭博輔導員專業證

書課程」的學員提供系列性之持續培訓，以加強及進深

學員之專業知識及實務技能。系列課程包括「認知行為

治療模式(CBT)深化實務課程」以及「尋解治療於戒賭

輔導的應用」。

「認知行為治療模式(CBT)深化實務課程」於2017年4

月26至28日共三天舉行，課時為19.5小時。課程導師

為梁國香博士及陳熾輝先生，梁國香博士為英國特許臨

床心理學家，任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榮譽助理教授；

親子理財活動「廿蚊慳家達人」，
參加者正扮演模特兒擺姿勢拍照賺取遊戲金幣

「短片一分鐘」創作比賽

負責任博彩工作報告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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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熾輝先生為心理輔導員，從事個人輔導、家庭輔導和

婚姻輔導，並曾在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任教輔導學。

課程內容涵蓋認知行為治療(CBT)的基本概念、識別行

為，情感和思考之間的關係、學習以認知行為治療理論

作基礎，評估個案精神健康的需要；應用認知行為治療

來於處理成癮行為和問題賭徒之實務工作，以及學習

作個案分析(case formulation)及制定有效的治療方案

(treatment plan)。

至於「尋解治療於戒賭輔導的應用」則邀請前香港理工

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導師游達裕先生擔任培訓導師，游

達裕先生近十多年專注於尋解治療的應用和培訓，編

著甚廣。課程於2017年11月13日及14日舉行共兩天培

訓，課時共13小時。課程目的讓學員掌握尋解治療的理

論和技巧；讓學員將尋解治療應用於戒賭輔導上(包括

推動案主的改變、克服復賭的困難、促進支持系統發揮

功能等)；增強案主改變的動機，促進他們克服復賭的

困難，協助案主發揮支援系統的功能，以及有效與其他

專業人士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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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共累計培育了3,724名少年義工及306名

大使；全年共舉辦了67次活動，共6,042人次參與。

工作人員與師生合照

員工培訓

賭博失調防治機構：預防及治療賭博失調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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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醒少年進行街頭訪問與市民合照 關懷中心主任為學員介紹新加坡的社

會服務

學生在研賭匯辯賽上積極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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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7年共有14,038名博彩從業員加入成為會

員。全年共舉辦了182次活動，共31,619人次參與。

全年活動次數

全年參加人次

2016

66

9,714

2017

182

31,619

總數*

3,333

105,621

認清賭博大使培訓課程

2015

82

3,486

認清賭博大使到香港交流

*備注: 自2008年計劃推出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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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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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共有380人

次接受輔導，全年共有47,333人次參與活動。

項目

社區教育及宣傳

學術研究/調查

員工在職培訓

賭博失調防治工作經費資助

委託推行新服務之經費資助

總計

社會服務機構舉辦之負責任博彩活動支出明細表*

2015

2,915,781.87

256,250.50

182,957.75

14,850,820.00

-

18,205,810.12

2016

2,243,472.82

169,946.10

127,811.80

19,997,045.19

637,460.00

23,175,735.91

2017

2,720,891.93

83,000.00

142,515.10

23,353,950.00

791,757.00

27,092,114.03

社區教育及宣傳

學術研究/調查

員工在職培訓

活動總次數

社會服務機構舉辦之負責任博彩活動

2015

360

3

25

388

2016

662

3

27

692

2017

654

1

64

719

*備注：包括社會工作局及其他單位資助及機構撥款。其中，賭博失調防治工作經費資助是由社會工作局全額津助，

            包括機構日常運作費用及人員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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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暨青年局著重健康理財及預防賭博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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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者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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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兒童及青少年從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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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及活動，如

自 2 0 1 4 年 開 始 ， 持 續 舉 辦 “ 小 學 生 理 財 教 育 ／ 預

防賭博填色比賽”，透過設計理財口號及填色從小

加強學生的理財觀念，建立正確價值觀。同時透過

資 助 9 所 駐 校 輔 導 機 構 在 本 澳 各 中 、 小 學 校 舉 辦 預

防賭博等偏差行為及建立正確理財觀的輔導活動。 

2016年完成小學教育階段《品德與公民》教材修訂工

作，並將繼續有序地展開中學教育階段《品德與公民》

教材修訂工作，有關教材內容包括金錢價值、理財和預

防賭博等教育。

持續舉辦理財教育相關培訓課程，以進一步提升本澳教

學人員的專業素質，讓其能更進一步了解賭博失調和提

升開展預防賭博工作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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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層面的預防教育工作
持續向社區層面推廣遠離賭博及健康理財教育的訊息，

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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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提升社會大眾的意識。

教育及其他社區團體：
教育及宣傳正確價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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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出賭海－賭博成癮及預防工作坊
對象：青年工作者 

人數：9人

新年紅包脹卜卜－學會儲蓄工作坊
對象：親子 

人數：17人

青少年理財教育－教師培訓課程
對象：教學人員及學生輔導員   

人數：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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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倒躲避盤預防賭博比賽
對象：中學生      人數：131人

理財教育生活營
對象：8至11歲青少年      人數：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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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2017年教育及其他社區團體舉辦的負責任博彩推廣活動

活動形式
 

宣傳教育

宣傳教育

宣傳教育

宣傳教育

宣傳教育

宣傳教育

宣傳教育

宣傳教育

宣傳教育

宣傳教育

宣傳教育

培訓

培訓

培訓

培訓

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

對象

家長

親子

家長

學生

學生

18至40歲之
本澳市民

17歲或以上之
本澳市民

50歲或以上之
本澳市民

13至18歲青年

8~11歲兒童

12至15歲本
澳青少年

青年工作者

學生輔導員

教學人員及
學生輔導員

教學人員及
學生輔導員

小學生

中學生

參與 
人數

24

17

3

2,548

704

9

14

13

11

50

18

9

14

17

15

2,180

131

親子工作坊—金錢與責任

新年紅包脹卜卜—學會儲蓄工作坊

兒童理財的關鍵講座

學生輔導員開展有關 
”金錢管理/理財”的輔導活動

學生輔導員開展有關”預防賭博” 
的輔導活動

2017投資理財—
“提高個人理財智商”活動

2017投資知識基本課程

“長者退休理財規劃”講座

“理財智叻星”工作坊

理財教育生活營
 (暑期活動生活營)

青年理財規劃 
(暑期活動興趣班)

逃出賭海— 
賭博成癮及預防工作坊

預防青少年賭博成癮工作坊

青少年理財教育─
教師培訓課程

“同心說德”德育工作分享會－
青少年賭博行為的預防與介入

小學理財揮春創意填色比賽

不倒躲避盤預防賭博比賽

日期

2017年 1月7日

2017年2月20日

2017年10月22日

2017年 

2017年

2017年5月20日至

6月24日

2017年5月21日至

6月25日

2017年7月1日及

7月8日

2017年5月14日

2017年8月12日至13日

2017年8月19日至20日

2017年8月8日至24日

2017年12月16日

2017年

2017年6月2日至3日

2017年10月20日至21日

2017年1月至2月

2017年12月16日

課時

2小時

2小時

2小時

71 
(活動次數)

21 
(活動次數)

12小時

12小時

4小時

3小時

2日1夜

9小時

6小時

6小時

7小時

6小時

--

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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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負責任博彩認知率

註 : 註(1)﹕與前一年比較，***p＜.001，**＜.01，*＜.05，ns沒有明顯分別

0.0%

10%

2009前 2009後*** 2010*** 2011*** 2012*** 2013(ns) 2017(ns)

60.5%
58.2%

47.3%

37.6%

23.7%

16.2%
20%

60%

70%

50%

40%

30%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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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彩者及其親友：
負責任的博彩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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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63.7%。

另一方面，澳門居民之博彩參與率自2003年的67.9%

大幅下跌至2016年的51.5%。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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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從

2010年的20.7%大幅下降至2016年的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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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年份

有效樣本

博彩參與率(%)

           博彩遊戲的參與率(%)

六合彩

社交賭博

賭場

角子機場

足球彩票

賽馬

麻雀館

賭權開放後本地居民博彩參與率的變化

2003

1,121

67.9

38.7

43.8

20.2

-

20.9

5.7

3.3

2007

1,963

59.2

31.8

29.8

23.6

11.1

7.8

2.8

2

2010

2,011

55.9

33.5

25.8

20.7

9.9

5

2.1

3.7

2013

2,158

49.5

33.1

21.7

11.9

7.2

4.5

1.3

1.6

2016

2,000

51.5

36.9

19.1

10.4

6.5

6.4

1.4

1.2

賭博失調方面，根據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受社會工作局

委託而進行的「澳門居民參與博彩活動調查研究2016」

，在2,000位受訪者中，以DSM-5作為研究賭博失調流

行率之量表，共有51位受訪者的賭博行為可能已經屬於

賭博失調，佔整體樣本的2.5%，其中輕度、中度和嚴

重賭博失調者分別佔整體樣本的1.3%、0.8%和0.5%

。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15年底人口估計資料，18

歲或以上之澳門居民為數553,500人。以樣本之賭博失

調流行率2.5%去推估18歲或以上之澳門居民可能存在

賭博失調行為的人數約為14,102人。

無賭博失調行為症狀

賭博行為已呈現成癮的風險

賭博失調

總計

賭博失調行為症狀之分析結果1

人數

1,812

137

輕度賭博失調 25

中度賭博失調 16

嚴重賭博失調 10

賭博失調流行率

2,000

百分比

90.6%

6.9%

1.3%

0.8%

0.5%

2.5%
95% CI [1.9%, 3.2%]

100%

1 根據DSM-5，受訪者在過去12個月內出現DSM-5量表中4個或以上症狀則被界定為賭博失調。受訪者若出現4-5項症
狀，則判定為輕度賭博失調， 6-7項者則判定為中度賭博失調，8-9項者則判定為嚴重賭博失調。另外，根據澳門社會工
作局防治問題賭博處的實踐經驗，如果出現1-3項症狀，則認為受訪者的賭博行為已呈現成癮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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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

博彩監察協調局 
地址：澳門南灣大馬路762至804號中華廣場21樓

電話：(853) 2856 9262

傳真：(853) 2837 0296

電郵：enquiry@service.dicj.gov.mo

網址：http://www.dicj.gov.mo

社會工作局－防治問題賭博處－志毅軒 
地址：澳門新口岸飛南第街11號二樓A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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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
地址：澳門氹仔大學大馬路E22工商管理學院2035室

電話：(853) 8822 4173

傳真：(853) 8822 2334

網址： http://www.umac.mo/is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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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彩營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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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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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河娛樂集團
地址：「澳門銀河™」渡假城，澳門特別行政區，路氹城，望德聖母灣大馬路

電話：(853) 8883 4861

傳真：(853) 2875 0977

電郵：rgteam@galaxyentertainment.com

網址：http://www.galaxyentertainment.com/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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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
地址：澳門氹仔埃武拉街199-207號花城1樓A1

電話：(853) 8868 2688

傳真：(853) 8868 9880

電郵：contactcentre@melco-resorts.com

網址：http://www.melco-resor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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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梅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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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m.mo

網址：http://cn.mgmchinaholdin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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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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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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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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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機構 – 賭博失調輔導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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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khssco.org.mo

24小時賭博輔導熱線及網上輔導

地址：澳門路環石排灣居雅二街49號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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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24gcho.org/

逸安負責任博彩輔導中心
地址：澳門馬統領街9-11號金來大廈地下K舖

戒賭熱線：(853) 2821 0033

辦公電話：(853) 2821 0066

電郵：info@yoc.org.mo

網址：www.yoc.org.mo

澳門工業福音團契
地址：澳門黑沙環南華新村第一座地下A舖

戒賭熱線：(853) 6688 1354

辦公電話：(853) 2845 3151 

電郵：info@macauief.org 

澳門博彩業職工之家
地址：澳門黑沙環長壽大馬路492號

華景園1-2座1樓工聯職業技能培訓中心華景園校區101室

戒賭熱線：(853) 2871 6622

辦公電話：(853) 2848 7343

電郵：home121101@gmail.com



43

通訊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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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公電話：(853) 2893 0362/ (853) 2893 4109

傳真：(853) 2855 4049

電郵：caritas_family@yahoo.com.hk

網址：www.caritas.org.mo

澳門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社會服務處 – 氹仔家庭成長軒
地址：澳門氹仔成都街183號至尊花城地下及一樓AC

辦公電話：(853) 2883 7001

電郵：mfesc@yang.org.hk

網址：www.mfesc.org.mo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筷子基家庭及社區綜合服務中心
地址: 澳門筷子基街筷子基社屋快富樓三樓B室

辦公電話: 2823 3902

Facebook專頁: www.facebook.com/agom.fc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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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機構 – 預防賭博失調機構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 – 精明理財推廣計劃
地址：澳門雅廉訪大馬路70號A幸運閣商場一樓（左邊單位）

辦公電話：(853) 2830 2600

傳真：(853) 2830 2914

電郵：secretariat@ymac.org.mo

網址：www.ymac.org.mo

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
地址：澳門若翰亞美打街7號友聯大廈地下I舖

辦公電話：(853) 2835 8963

電郵：mymacau@macau.ctm.net

網址：www.my.org.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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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7 2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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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義務青年會
地址：澳門路環石排灣蝴蝶谷大馬路石排灣社會及衞生服務大樓B, B/C

<樓宇子部份B>地面層

電話：(853) 2881 2955 / (853) 2830 2575

電郵：ajvmacau@yahoo.com.hk

網址：www.ajvm.jovem.org.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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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任博彩工作報告書 2017 主辦、支持、協辦、合作及鳴謝單位

負責任博彩推廣
主辦、支持、協辦、 
合作及鳴謝單位

負責任博彩推廣主辦單位
    博彩監察協調局
    社會工作局
    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

負責任博彩支持單位
    澳門旅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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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河娛樂集團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
     美高梅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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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任博彩推廣合作單位（排名不分先後）
     聖公會樂天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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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思高青年服務網絡- TEEN TEEN 成長摯友營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北區綜合服務中心
     澳門義務青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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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海傍、海邊街區坊眾互助會

負責任博彩推廣鳴謝單位(排名不分先後)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消費者委員會
     博域廣告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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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持份者的職責及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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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發展的情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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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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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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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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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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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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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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