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賭真的『怡情』？

‧你認為你能控制自己不賭嗎？ 

‧你相信有賭博必贏的秘笈嗎？ 

‧含賭博性質的活動無處不在，
處處糖衣陷阱，你有忽視賭博的嚴重性嗎？

‧拒絕 =「量力而行」，是對自己負責任。
自己不想做應說不！超出個人能力應說不！

‧必須清楚表明自己不嗜賭，沒有興趣參與，
選擇不參賭！

‧可以直接果敢地說不，重複地說不！

企硬向賭說不！自我警惕 中心過來人分享

2022年世界杯™標誌採用了與卡塔爾國旗同義的酒紅色和白色。會徽的設計
體現了一個連接和參與整個世界的活動的願景，同時還具有阿拉伯文化的
元素和足球刺繡圖案。波浪起伏的形態象徵著卡塔爾獨特的沙漠景觀。
不間斷的循環描繪了數字8和無限符號，旨在為足球運動帶來無限可能。

卡塔爾
卡塔爾這個地方可能對很多人都陌生。卡塔爾其實位於阿拉伯半島屬亞洲。卡塔爾自
史前時代以來就一直有人居住，但人煙稀少。它曾被許多本地和外國王朝統治，然後在 
19世紀落入他尼王朝 (Āl Thānī) 的控制之下。由於部落群體和奧斯曼帝國持續互相鬥爭，
他尼王朝尋求英國的協助；作為協助的交換條件，英國控制了卡塔爾的外交政策，直到 
1971年卡塔爾獨立。

卡塔爾官方語言是阿拉伯語，大多數卡塔爾人講海灣阿拉伯語的方言，類似於周邊國家
的方言。卡塔爾人主要是城市居民；不到1%的人口生活在農村地區。首都多哈位於
東海岸，是卡塔爾最大的城市和商業中心，擁有該國約一半的人口。

卡塔爾經濟

卡塔爾的經濟繁榮源於石油和天然氣的開採和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卡塔爾的
人口從事採珠、捕魚和一些貿易，並且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然而，到1970年代
開始，卡塔爾政府出口石油和天然氣，令卡塔爾人享有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國家之一。
卡塔爾政府沒有對國民個人收徵稅，也沒有一般銷售稅。卡塔爾直到現在也是富有的
國家，該國並無國民活於貧窮線以下。

卡塔爾文化

卡塔爾的宗教和文化較保守，所以參與世界盃的球迷需注意。參觀博物館和其他政府
大樓等公共場所時，遊客需要遮住肩膀和膝蓋。參加比賽的球迷需注意，不允許在體育場
內脫掉襯衫。酒精亦不是當地文化歡迎的一部分，雖然持牌餐廳和許多酒店都供應酒精
飲料，不過球迷應注意禁止在指定區域外飲酒。拍照時應遵守一般禮貌，在拍攝其他人
之前需先徵得許可。遊客在任何時候也不允許對政府大樓拍照。

「○三年賭波合法化，我就開始去投注站下注⋯⋯我好記得，買拜仁慕尼黑贏，
三比二，有錢收。」回想二十年前首次賭波獲利，四十多歲的阿樂笑說，那時仍是
大專學生，投注額僅數十元，但隨着投身社會工作，注碼倍增至幾百元，及至三十歲
事業開始穩定之際，得悉兄長成功置業，自己卻無甚積蓄，突然萌生依靠借貸賭博
「賺大錢買樓」的想法。

阿樂憶述，當時不少銀行職員致電市民推銷借貸，借錢十分方便，於是開始貸款
賭博，未幾愈借愈多，「當賭幾百贏幾千，就會期待用幾千贏幾萬，所以愈賭愈大，
輸錢之後借得更多！」可是，幸運之神並未眷顧，阿樂說賭錢買樓的雄心壯志被
消磨殆盡，當時賭波只為還債，但因十賭九輸，只好繼續向不同銀行、財務公司
借款，期望「一鋪翻身」，但未能如願，欠債愈來愈多，每月工資未能應付最低還
款額，「一綫、二綫財務公司拒絕再借貸，於是向三、四綫『財仔』甚至『大耳窿』
借錢。」他承認，當時已經失去理智，不理會利息有多高，唯一心願是贏錢還債，
但事與願違，往後愈賭愈驚：「好驚天光⋯⋯點算呢？又輸波，被人追債。」

雖然阿樂一直隱瞞嗜賭欠債的真相，但家人其後因討債人士登門而獲悉，其父母
於是通過相熟區議員，轉介他前往錫安社會服務處轄下戒賭機構勗勵軒輔導中心
戒賭。誓言不再賭博的阿樂，在社交媒體創立專頁，以過來人身分幫助債台高築
人士了解申請破產詳情，並轉介數人前往輔導
中心戒賭，「發覺幫助到其他人，可以壓抑到自
己賭博欲念。」他也通過專頁分享有關非法賭
博的新聞，以及破產期間的人生感悟，並勉勵
因賭博欠債感覺前路茫茫的失意人。

WhatsApp / WeChat：5313 3011

世界盃期間，以下情況曾否發生在你身上？

  1. 輸了錢之後，不久又再賭，希望贏回輸了的錢

2. 對別人說自己贏了錢，事實上是沒有贏

3. 因為賭博與家人朋友爭執，影響學業或工作

4. 賭博的次數和金額超出原本所想

5. 有人告訴自己有賭博的問題

6. 對賭博花掉的金額或賭錢引致的後果感到不開心

7. 想停止賭博，但自己也認為不能夠成功

8. 向家人或朋友隱瞞自己賭博的行為

9. 與家人或朋友，因為賭博和錢銀的問題而爭執

10. 借錢去賭，但仍未還錢給人

11. 因為賭博而不上學或不上班

12. 為了賭債而借錢或偷錢

(SOGS-RA 中文修訂版，由黃麗娟博士翻譯及修改)

如答案中有三個或以上「是」的話，你可能已經有賭博問題！

請儘快與輔導員聯絡，接受識別評估和專業輔導！

主要為深受問題賭博困擾的人士及其家屬提供戒賭輔導及情緒支援，提昇

個人的抗賭能力和解決問題能力；同時致力推行預防問題賭博成癮社區

教育活動，讓社區人士辨識問題及病態賭博行為及其產生的禍害，遠離

賭博深淵，使有需要人士能獲得及早識別，及早獲得援助。

錫安社會服務處 勗勵軒輔導中心
戒賭直線：(852) 2703 9811 / 1834633 (按3字)

做個智醒球迷‧如何睇波至夠FUN

當世界盃熱潮開始鬧得熱哄哄的時候，大家很容易會被熱潮

沖昏頭腦，就像巴西發生了歹徒持械搶劫世界盃精品的事件

一樣，如果不好好準備和自我調節，掃興的事情隨時也會

發生。青少年要看得醒目和開心，不妨參考以下錦囊。

相約朋友外出觀看賽事前，
先了解酒吧或場所的環境。

預先告訴家人觀看賽事
的地點及回家時間。

選擇性觀看球賽，時間
未能配合時，可於翌日
及假日重看精華片段。

足球是一項健康的體育
運動，應抱著體育精神
去欣賞球員的表現。

商舖紛紛趁世界盃熱潮推出
有關精品，在購買紀念品
前需要考慮自己的負擔能力
和動機，要有節制。

注意作息時間，
必須兼顧考試及功課。

到陌生或品流複雜的場所
觀看球賽。

沒有告訴家人觀賽的地點及
時間，而令家人擔心。

顛倒時間，每晚通宵達旦
看球賽，以致翌日疲倦不堪，
影響工作或上學精神。

視足球為賭博工具，
重視球賽輸贏及賠率。

人云亦云，
盲目追求及炒賣世界盃精品。

因觀看球賽而廢寢忘餐。

宜 忌

錫安社會服務處勗勵軒輔導中心

吉祥物  Hi! I’m La'eeb™
La’eeb在阿拉伯語指的是「技術出眾的球員」，造型設計則是

阿拉伯的白色頭巾，它能夠飛天遁地、能夠說話。La’eeb在官方網站
說很喜歡足球這個漂亮的遊戲。他喜歡足球不僅僅是在看台上。
他也喜歡和支持有遠見、努力工作並致力於實現夢想的人！

企硬！賭錢⋯衰硬！向賭波說不

你有堅決拒絕接觸含賭博性質的娛樂嗎?

沉迷賭波孭巨債破產 
足球教練痛改前非 重拾愛足球初心

（星島日報報道）

網址：https://ylh.org.hk

電郵：ylh@zss.org.hk

戒賭直線：27039811 或1834633 (按3字)

WhatsApp / WeChat：5313 3011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開源道52-54號
豐利中心10樓101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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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世界盃紀念小冊子



準決賽
12月14日
03:00

準決賽
12月15日
03:00

季軍賽
12月17日
23:00

決賽
12月18日
23:00

半準決賽
12月10日
03:00

半準決賽
12月9日
23:00

半準決賽
12月11日
03:00

半準決賽
12月10日
23:00

十六強賽
12月3日
23:00

十六強賽
12月4日
03:00

十六強賽
12月5日
23:00

十六強賽
12月6日
03:00

十六強賽
12月5日
03:00

十六強賽
12月4日
23:00

十六強賽
12月6日
23:00

十六強賽
12月7日
03:00

A組

11月21日 00:00  卡塔爾 vs 厄瓜多爾

11月22日 00:00  塞內加爾 vs 荷蘭

11月25日 21:00  卡塔爾 vs 塞內加爾

11月26日 00:00  荷蘭 vs 厄瓜多爾

11月29日 23:00  厄瓜多爾 vs 塞內加爾

11月29日 23:00  荷蘭 vs 卡塔爾

B組

11月21日 21:00  英格蘭 vs 伊朗

11月22日 03:00  美國 vs 威爾斯

11月25日 18:00  威爾斯 vs 伊朗

11月26日 03:00  英格蘭 vs 美國

11月30日 03:00  威爾斯 vs 英格蘭

11月30日 03:00  伊朗 vs 美國

C組

11月22日 18:00  阿根廷 vs 沙特阿拉伯

11月23日 00:00  墨西哥 vs 波蘭

11月26日 21:00  波蘭 vs 沙特阿拉伯

11月27日 03:00  阿根廷 vs 墨西哥

12月01日 03:00  波蘭 vs 阿根廷 

12月01日 03:00  沙特阿拉伯 vs 墨西哥

D組

11月22日 21:00  丹麥 vs 突尼西亞

11月23日 03:00  法國 vs 澳洲

11月26日 18:00  突尼西亞 vs 澳洲

11月27日 00:00  法國 vs 丹麥

11月30日 23:00  澳洲 vs 丹麥

11月30日 23:00  突尼西亞 vs 法國

E組

F組

G組

H組

11月23日 21:00  德國 vs 日本

11月24日 00:00  西班牙 vs 哥斯達黎加

11月27日 18:00  日本 vs 哥斯達黎加

11月28日 03:00  西班牙 vs 德國

12月02日 03:00  日本 vs 西班牙

12月02日 03:00  哥斯達黎加 vs 德國

11月23日 18:00  摩洛哥 vs 克羅地亞

11月24日 03:00  比利時 vs 加拿大

11月27日 21:00  比利時 vs 摩洛哥

11月28日 00:00  克羅地亞 vs 加拿大

12月01日 23:00  克羅地亞 vs 比利時

12月01日 23:00  加拿大 vs 摩洛哥

11月24日 18:00  瑞士 vs 喀麥隆

11月25日 03:00  巴西 vs 塞爾維亞

11月28日 18:00  喀麥隆 vs 塞爾維亞

11月29日 00:00  巴西 vs 瑞士

12月03日 03:00  塞爾維亞 vs 瑞士

12月03日 03:00  喀麥隆 vs 巴西

11月24日 21:00  烏拉圭 vs 南韓

11月25日 00:00  葡萄牙 vs 加納

11月28日 21:00  南韓 vs 加納

11月29日 03:00  葡萄牙 vs 烏拉圭

12月02日 23:00  加納 vs 烏拉圭

12月02日 23:00  南韓 vs 葡萄牙

A組首名

B組次名

C組首名

D組次名

E組首名

F組次名

G組首名

H組次名

B組首名

A組次名

D組首名

C組次名

F組首名

E組次名

H組首名

G組次名

戒賭直線：(852) 2703 9811 / 1834633（按3字）

錫安社會服務處 勗勵軒輔導中心

比利時 - 比利時是今屆的熱門球隊之一，比利時有望再次向冠軍進發。
上屆2018年世界盃已被視為熱門的比利時令人更期待有更好的表現。上屆
比利時勇闖四強，被冠軍法國以0比1淘汰。比利時國家隊有不少正效力
歐洲各大球會的核心球員，最為人熟悉的一定是效力球會曼城的迪布尼。

加拿大 - 談到1986世界盃，大家可能只記得馬勒當拿技驚四座的入球，
而忘記了加拿大當年首次獲得世界盃決賽周的參賽資格。到了2022年，
加拿大歷史上獲得第二次世界盃決賽周的參賽資格。

摩洛哥 - 摩洛哥期待創造歷史，因為他們從未在大型賽事中贏得過一個
冠軍。摩洛哥僅五次參加世界盃決賽周。由於球隊從未進入淘汰賽階段，
因此在世界盃的數據並不理想。不過非洲球員向來體力驚人，有機會成為
黑馬跑出分組賽。

克羅地亞 - 克羅地亞是上屆世界盃亞軍，不過可以說是拼盡老命才捱入
決賽。克羅地亞上季於十六強和八強都是戰至120分鐘打和並以12碼淘汰
對手，在決賽慘被法國四度攻破大門，實力相距甚大。十六強往後的四場
賽事實際上只是勝出一場。

西班牙 - 西班牙一直被認為是最優秀的球隊之一，今年也不例外，但
處於分組賽E組的西班牙確實會遇到困難，因為這組的對手並不易對付。
西班牙全員擁有出色的控球技術與傳球能力，以超強腳下技術為特色。
上屆2018年世界盃十六強，西班牙被主辦國俄羅斯淘汰。

德國 - 歐洲強者德國相信也不用多介紹。德國在2002年、2006年、
2010年和2014年連續四屆世界盃都晉級至準決賽，打破了世界盃的記
錄。話雖如此，不過大家有否記得上屆2018世界盃德國在分組賽以0比2
負韓國及以0比1負墨西哥，三戰兩敗提早離開俄羅斯。

日本 - 近年，日本的實力大躍進，已進佔亞洲一哥地位，並且他們已經
連續獲得多個世界賽的參賽資格。日本在世界盃決賽周的戰績和數據都
不是很出色，但近年他們的實力確實讓球迷大吃一驚。在世界盃外圍賽
中，日本在18場比賽勝出了15場。

哥斯達黎加 - 在2014世界盃，哥斯達黎加先後打倒烏拉圭、意大利等
傳統強隊，在「死亡之組」突圍而出，以小組第一名出線並殺入八強。
今屆世界盃，哥斯達黎加也被編在「死亡之組」，能否再次以小組第一
名突圍而出，大家拭目以待。

葡萄牙 - 除了球王美斯，如果球迷要一睹Ｃ朗拿度令人眼花繚亂的
腳法，今年世界盃也應該是最後一屆了。上屆2018年世界盃十六強，
葡萄牙以1比2不敵烏拉圭。看真一些，烏拉圭同樣出現在分組賽H組。
大家拭目以待是復仇戰或是重滔覆轍。

加納 - 加納參加過三次世界盃決賽周；2006年、2010年和2014年。
於2010年世界盃，加納殺入八強最終被烏拉圭淘汰。烏拉圭這個宿敵
又同樣出現在分組賽H組。於2014年世界盃，加納則在小組賽中被淘汰
出局。

烏拉圭 - 烏拉圭曾奪兩屆世界盃冠軍，可稱上是南美洲頭號殺手之
一。上屆2018年世界盃，烏拉圭殺入八強被冠軍法國淘汰。可能近年
烏拉圭未有奪冠，未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球迷可能只是記得震撼球壇
的「哨牙蘇」。

南韓 - 南韓有史以來最好的成績是他們與日本共同舉辦的2002年世界
盃，最後以第四名完成賽事。南韓在今屆世界盃外圍賽的10場比賽中
勝出了7場，是匹亞洲黑馬。不過南韓看來看去也似是一人球隊，進攻
重任將全數交給熱刺射手孫興慜了。

巴西 - 巴西是唯一一支從未缺席過任何一屆世界盃決賽周的球隊。巴西
球員的足球技術出眾令球迷大飽眼福，單是尼馬和李察利臣兩人在巴西
隊的入球數字已令人聞風喪膽。今屆巴西隊也有不少新年青球員，巴西
會否再度舉起大力神盃，大家拭目以待。

塞爾維亞 - 現時國際足總和歐洲足總都認可塞爾維亞國家隊是南斯拉夫
國家隊和塞黑國家隊的接替者。解體前的南斯拉夫國家隊早於1930年已
參與世界盃，並於1930年及1962年取得殿軍。塞爾維亞於2006年、
2010及2018年世界盃都能晉身決賽周，但未能晉身十六強賽事。

瑞士 - 今屆世界盃外圍賽Ｃ組由五支球隊組成：保加利亞、意大利、
立陶宛、北愛爾蘭和瑞士。瑞士以小組冠軍直接晉級今屆世界盃決賽周，
強國意大利也只能排瑞士之後，令意大利再次緣盡世界盃。別再說瑞士
是「魚腩部隊」了。

喀麥隆 - 在排名上，喀麥隆是2022年世界盃決賽周最低排名的球隊之
一，但喀麥隆曾八次出現在世界盃決賽周，實力並不差。在新教練團隊
和隊長阿布巴卡的帶領下，喀麥隆的戰績越來越好，有望衝出分組賽。

阿根廷 - 之前阿根廷在國際大賽最多只能奪得亞軍，因此被球迷戲稱
為「亞軍廷」，不過阿根廷於2021年美洲國家盃決賽以1比0擊敗巴西
拿下美洲盃冠軍，終於一洗「亞軍廷」污名。阿根廷結束了28年的獎盃
荒。如果球迷要睇球王美斯，今年世界盃應該是最後一屆了。

沙特阿拉伯 - 沙地阿拉伯是世界盃決賽周的常客， 亦是傳統亞洲勁旅。
不過沙特阿拉伯近年成績滑落，亞洲一哥的地位漸漸被日本和南韓取替。
於2018俄羅斯世界盃揭幕戰，東道主俄羅斯以5比0大勝沙特阿拉伯，
早已令沙地阿拉伯出線無望。不過沙地阿拉伯和卡塔爾是鄰國，令沙地
阿拉伯完全不用適應天氣和環境，今季未必分組賽止步。

墨西哥 - 墨西哥由1994年至2018年連續七屆世界盃都能晉身十六強，
但巧合地七屆都同樣在十六強止步。上屆2018年世界盃十六強，墨西哥
的對手是強國巴西，最終以0比2落敗，已算是有交代。

波蘭 - 自2014年世界盃之後，波蘭的表現大躍進，連續兩次晉級洲際
及國際球賽，其中2016年歐洲國家盃更以八強完成賽事，為目前波蘭在
歐洲國家盃最好的成績。波蘭在2018世界盃決賽週也有份參與，可惜未
能晉級十六強。今屆看來仍要依然靠老將羅拔利雲度夫斯基。

法國 - 上屆冠軍法國相信不用多介紹。法國隊早在50年代已是世上其中
一支足球強隊，人才從前鋒到後衛一應俱全，這些球員年紀輕輕便擔任
歐洲各大球會的靈魂人物。當中最為人熟悉的必定是巴黎聖日耳門前鋒
基利安麥巴比，上屆麥巴比舉起大力神盃的景象仍記憶猶新。

丹麥 - 今年丹麥被各界評估為「魚腩部隊」。1998年法國世界盃，丹麥
成功晉身八強，之後僅以2-3負巴西出局，已是歷史上最好成績的一屆。
2010年南非世界盃在首圈分組賽分別敗給荷蘭及日本出局。上屆2018年
世界盃十六強則被亞軍克羅地亞淘汰。

突尼西亞 - 突尼西亞在世界盃外圍賽中上演了神級表演，他們在8場
比賽中贏了5場，只輸1場比賽。突尼西亞今屆絕對有能力創造歷史。
突尼西亞於1998年、2002年、2006年及2018年都能晉身世界盃決賽周，
但四次都同樣在分組賽出局。

澳洲 - 澳洲在世界盃歷史上並沒有什麼戰績和特別數據。澳洲在上三屆
世界盃決賽周均於分組賽止步。澳洲球員普遍身材高大強壯而且速度快，
擅長邊路起球傳中配合頭球進攻的戰術策略，澳洲足球風格普遍認為像
英式足球。

卡塔爾 - 卡塔爾是2019年亞洲盃冠軍，當年在決賽以3-1擊敗亞洲
強國日本。今次是卡塔爾史上首次參加世界盃決賽周，卡塔爾身為主辦
國能否晉級十六強，就要看能否好好地把握主場優勢。

厄瓜多爾 - 厄瓜多爾今次是第四次參加世界盃決賽周。 他們在2002年
首次參加世界盃決賽周在日本和韓國，然後出現在2006年德國和2014年
巴西。他們最好的成績是在2006年殺入十六強。由於A組其他球隊的
實力不算強，厄瓜多爾絕對有望出線。

塞內加爾 - 在2002年世界盃，塞內加爾被視為極有可能在決賽周首輪
就出局的球隊。不過事實並非如此，球隊在揭幕戰面對法國以1:0獲勝，
頓時令人眼前一亮。20年後的今日會否仍然有黑馬本色，大家拭目以待。

荷蘭 - 小組中最被看好的應該是荷蘭，但大家不要忘記荷蘭並沒有參與
上屆世界盃決賽周，早在外圍賽已止步。今屆能否捲土重來就要看看一
眾新力軍的表現。荷蘭國家隊球員不少正效力歐洲各大球會，而他們的
教練也是曾執教歐洲各大球會的著名教練雲高爾。

英格蘭 - 英格蘭於上屆世界盃殺入半決賽，一眾年輕球員打出高水準
表現，鬥志十足。事實上，英格蘭在歷屆世界盃的表現都非常出色，但
說到冠軍，英格蘭上次奪冠已是1966年了。 向來熱愛英超的球迷一般
都會支持英格蘭吧。

伊朗 - 伊朗在1968年、1972年和1976年贏得了三屆亞洲盃冠軍。在世
界盃，伊朗曾五次晉級世界盃決賽周包括1978年、1998年、2006年、
2014年、2018年，但從未超越小組分組賽，所以伊朗的表現並不算出
色，伊朗歷屆只勝出兩場比賽：1998年對陣美國和2018年對陣摩洛哥。

美國 - 美國於1930年首次參加世界盃。他們在第一次參加世界盃時
獲得了第三名。從那以後，他們在大型賽事中的表現一直不太好。今屆
美國隊在世界盃外圍賽中表現出色，14場比賽7次獲勝。美國最為人熟悉
的一定是效力球會車路士的進攻好手佩列錫。

威爾斯 - 威爾士自1958年以來就沒有參加過世界盃決賽周，但當年
威爾士表現出色，球隊成功進入八強。談到威爾斯，大家可能會想起
曼聯名將傑斯，傑斯現在正是威爾斯國家隊的教練。傑斯於2018年被
任命，在他的帶領下，球隊發揮異常出色，獲得了繼1958年世界盃後的
另一參賽資格。

WhatsApp / WeChat：5313 3011

賭博成癮快速測試

成立背景
勗勵軒輔導中心為錫安社會服務處轄下專責戒賭輔導服務之單位，於2007年開始獲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平和基金撥款資助，成為全港四所受資助的戒賭輔導中心之一。中心
於2014年再獲平和基金額外撥款資助「無賭工作間．營商管理好」計劃，以飲食業界
為第一個目標，以先導方式提供外展戒賭輔導及心理教育服務予各個行業。

服務內容
中心主要為受賭博困擾人士及其家屬提供戒賭輔導、情緒支援、電話及網上諮詢、
戒賭互助小組、法律及債務諮詢、社區教育計劃、專業培訓，以及心理健康講座等。
有關中心服務詳情以及最新資訊，請瀏覽本中心網頁：https://ylh.org.hk/

服務團隊
我們的服務團隊包括臨床心理治療師、加拿大註冊戒賭治療師及培訓師、註冊輔導
心理學家、香港註冊社工、輔導員以及法律顧問。當值輔導員會接聽熱線，因應來
電者的需要作出適當的安排或輔導。

聯絡方法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開源道52-54號豐利中心10樓1015室

電話：(852) 2703 9893 傳真：(852) 2703 9311  

電郵：ylh@zss.org.hk 網址：https://ylh.org.hk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時至晚上十時

星期六　　：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