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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誠邀參與「不賭思議」預防問題賭博教育計劃及索取世界盃紀念小冊子 

   世界盃 32強賽事即將舉行，為預防賭博風氣在足球活動的熾熱氣氛下蔓延，本中心將

於此段期間加強校內防賭宣傳，包括提供相關主題講座以及印製小冊子，並邀請各學校攜手

參與。 

本中心於今年初推出「不賭思議」預防問題賭博教育計劃，專門針對中小學需要，提供

不同主題的免費入校講座及工作坊（全部講座主題已列於背頁），讓學生認識問題賭博、正

確理財觀及生涯規劃等內容，亦舉行校際辯論比賽，提升學生思辯能力及防賭意識。由本年

度五月起，計劃特別新設免費主題防賭講座「世界盃你點睇?」，透過新聞剪報及個案分享讓

學生了解賭博失調的成因及影響，建立正確的態度觀看球賽。另外本中心亦會製作 2018世

界盃紀念小冊子免費派發予中學生，內容除了提供世界盃資訊（包括國家隊介紹、主辦國有

趣知識等），亦提供預防問題賭博的資訊，以提升學生對賭博失調的認識，學習以多角度去

欣賞球賽，做個「睇波不賭波‧不賭樂更多」的青少年。 

  錫安社會服務處勗勵軒輔導中心於 2007年開始獲平和基金撥款資助，成為全港四所受

資助的戒賭輔導中心之一。中心主要為受賭博困擾的人士及其家屬提供戒賭輔導、情緒支

援、電話及網上諮詢服務、戒賭互助小組、專業培訓、社區教育計劃、心理健康相關講座、

法律及債務諮詢服務 。 

   現特函邀請 貴校參與上述計劃，攜手合作。隨函附上活動內容，以供參閱。如對計劃

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703-9893與中心主任聯絡。 

此致 

  各中學校長 

     錫安社會服務處勗勵軒輔導中心 

              中心主任 

 

嚴浩宇 

二零一八年四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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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賭思議」預防問題賭博教育計劃 
 

本計劃由平和基金資助，費用全免。本中心亦能因應學校的需要協商不同的主題（生涯規劃/生

命教育等）、日期及時間於學校舉行。如有疑問或查詢，請致電 2703 9893與中心主任聯絡。 
 

建議年級 講座/工作坊名

稱 

目的及內容簡介 形式 備註 

小學生 / 

中學生 
世界盃你點睇？ 

透過講解世界盃的歷史、國家隊的介

紹、主辦國的介紹等知識讓學生可多角

度欣賞世界盃比賽。亦會透過新聞剪報

及個案分享，讓學生了解賭博失調的成

因及影響，建立正確的態度觀看球賽 

講座 
人數不限 

45-60分鐘 

初小 

貨幣知多 D 

讓學生認識不同貨幣的歷史、種類並分

辨實體與虛擬貨幣的分別，學習善用金

錢及養成節儉的習慣 

講座/ 

工作坊 

人數不限 

45-60分鐘 

有錢你點駛？ 

透過個案及短片讓學生反思自己的消費

模式及價值觀，並學習分辨需要及想

要，建立正確的消息態度 

講座 
人數不限 

45-60分鐘 

高小 

理財達人 

讓學生學習 3C(Concept, Cash flow, 

Control)的理財概念，分辨需要及想

要，並學習正確的理財價值觀 

講座 
人數不限 

45-60分鐘 

模擬拍賣會 

透過舉行拍賣會，讓參加者學習分辨自

己的需要及想要，讓參加者學會如何分

配金錢先去滿足自己需要，再去滿足自

己想要的 

工作坊 
最多 40人 

60-80分鐘 

初中 成癮背後 

透過講解手機、電腦遊戲、交友、賭博

成癮/失調的定義、成因及影響，令學生

對成癮有更多反思，鼓勵學生多參與有

益身心的活動並提早識別求助，避免墮

入成癮/失調陷阱 

講座 
人數不限 

45-60分鐘 

高中 不賭生涯規劃 

透過幾個不同的情景問題，讓學生作出

選擇（例如：選科、夜晚出外約會朋友、

參賭等），並反思賭博的影響，學習謹慎

作出自己的生涯選擇 

講座 
人數不限 

45-60分鐘 

家長 家長學堂 

邀請參與的家長分享遇到的親子管教及

理財問題，透過個案或分享，讓家長一

齊學習不同管教及理財技巧 

工作坊 
人數不限 

45-60分鐘 

#凡參與「世界盃你點睇？」講座的學校會獲發 250 本「世界盃紀念小冊子」，數量有
限，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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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賭思議」預防問題賭博教育計劃  

學校回應表  

致：中心主任   傳真： (852) 27039311    電話： (852) 27039893 

建議年級 講座/工作坊名稱 費用 請以表示 建議日期及時間 

小學生 世界盃你點睇？ 

全免  

  

中學生 世界盃你點睇？   

初小 
貨幣知多 D   

有錢你點駛？   

高小 
理財達人   

模擬拍賣會   

初中 成癮背後   

高中 不賭生涯規劃   

家長 家長學堂   

＃凡參與「世界盃你點睇？」講座的學校會獲發 250 本「世界盃紀念小冊子」，數量有限，

額滿即止。  

 

<<活動內容及時間可按學校或機構實際需要而作出修改。 >> 

 

學校 / 機構名稱：                                              

學校地址 ：                                           

負責職員姓名：                職位：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電郵：                                

填寫日期：                        

**請將回應表傳真至本中心或致電聯絡本中心主任 ** 

 

學校 / 機構 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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