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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1. 研究背景 

自 2002 年賭權開放競爭以來，博彩業高速發展，帶動澳門經濟的整體發

展。但是，博彩業的負面影響在高速發展的過程中愈發凸現。眾所周知，發展

博彩業需要付出高昂的社會成本，問題賭徒經常是社會關注的焦點。所以，在

國外博彩研究的文獻中，問題賭徒的理論和實證研究都頗為豐富，而且有關研

究方法已經是分析問題賭博現象的有力工具，逐漸成為政府和社會團體的重要

決策參考依據。 

在澳門如此高密度的小城發展博彩業會帶來諸多問題，政府尤其要關注減

少問題賭徒，爭取得到本地居民對博彩業的支持。本文通過設計問卷調查，希

望籍此觀察澳門青少年參與賭博的狀況，從實證角度去客觀評估博彩業所帶來

的負面影響。 
 

2. 研究目的、對象和方法 

青少年是澳門未來發展的主力軍，日益壯大的博彩業對青少年的影響將是

極其深遠的，所以瞭解青少年對賭博的認知和態度，可以掌握青少年的心理動

態，有利於學校和社會團體做出針對性的措施，預防賭博在青少年中蔓延，促

進社會穩定。澳門青年研究協會、澳門學聯進行“澳門青少年對博彩的認知調

查”，希望借此瞭解本澳青少年對博彩行為的認識，以及對青少年進行問題賭

徒趨向的測試。我們深信能夠為該領域研究作出基礎性的貢獻。 

研究對象為在澳門青少年，包括就讀中學和全日制大學的學生，以及 40

歲以下的工作人士。 

研究以問卷調查的方式收集數據，為保證抽樣調查的科學性，抽樣方法是

以配額抽樣為主。調查於 2008 年 9 月 26 日至 12 月 9 日進行，以自填問卷方式

進行。共發出問卷 1,000 份，收回問卷 788 份。經核實，有效問卷 744 份。其中，

我們向小學派發問卷 150 份，向中學派發 500 份，向大專院校派發 200 份。除

了在各學校派發問卷外，我們同時也進行便利抽樣的街頭訪問，共收回 150 份

問卷。在此，謹向參與本次調查的學校及調查員表示衷心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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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訪者基本資料 

 

在有效回收的 744 份問卷中，有 381 名受訪者（佔 51.2%）為男性；363 名

受訪者（佔 48.8%）為女性。 

受訪者年齡基本集中在 13-24 歲，約占受訪者的 89%。當中 13-18 歲的 435

人，約占縂樣本的 58.5%；19-24 歲的 229 人，約占縂樣本的 30.8%。 

圖 1：受訪者年齡分佈 

 

約 80%的受訪者出生於澳門，說明受訪者大部分都是土生土長的澳門居民，

與本研究目的吻合，圖２。 

圖 2：受訪者出生地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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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程度，220 人爲初中，274 人爲高中，243 人爲大專或本科，7 人爲

研究生及以上。 

圖 3：受訪者學歷分佈 
 

因為調查對像是青少年，受訪者中近 76%的職業是學生（包括中學和大專

院校），另外 6.5%為專業人士和公職人員，5.5%從事服務業，3.1%從事博彩業，

另外 7.0%從事其他行業。 

個人收入方面，因受訪者職業身份為學生者居多，所以有約一半的受訪者

都屬於無收入人士。在有收入的受訪者中，月收入在 6,000 澳門元以下的 218

人，6,001 至 12,000 元的 101 人，12,001 至 20,000 元 48 人，20,000 元以上 14 人。 

圖 4：受訪者收入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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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各項基本情況匯總詳見表 1。 

 
表 1: 被訪者的基本資料統計 

分類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381 39.10% 

  女 363 60.90% 

年齡 13<18 435 58.47% 

  19<24 229 30.78% 

  25<29 50 6.72% 

  30<40 30 4.03% 

出生地 澳門 597 80.24% 

  國內 125 16.80% 

  外國 22 2.96% 

教育程度 初中 220 29.57% 

  高中（職中） 274 36.83% 

  大專或本科 243 32.66% 

  研究生及以上 7 0.94% 

職業 中學生 409 54.97% 

  大專學生/研究生 170 22.85% 

  專業人士和公職人員 49 6.59% 

  服務業 41 5.51% 

  博彩業 23 3.09% 

  其他 52 6.99% 

個人收入 無收入 363 48.79% 

  6,000 以下 218 29.30% 

  6,001-12,000 101 13.58% 

  12,001-20,000 48 6.45% 

  20,000 以上 14 1.88% 



 5 

三、基本分析 

 

1. 青少年對賭博的認知調查 

在回答“您認為澳門已經成為國際知名賭城”時，有 559 人作肯定回答，

約占 75.1%；有 117 人作了否定回答，占 15.7%；同時，也有 68 人回答不知道，

占 9.2%。 

圖 5：對澳門是否是“國際賭城”的感知 

 

關於近年博彩業發展是否會增加對澳門的負面影響，436 人表示同意（占

58.6%）；有 75 人不同意（占 10.1%），認為沒有變化的有 40 人（占 5.3%）；認

為很難判斷的有 193 人（占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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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對“博彩業是否增加對澳門的負面影響”的感知 

 

根據問卷設計，受訪者選出他們心目中博彩業對澳門負面影響最大的三個

選項，“問題賭徒”、“通貨膨脹”和“外勞過多”分別位列前三位。其中，

將“問題賭徒”排在第一位的有 436 人；將“通貨膨脹”排在第二位的有 187

人；將“外勞過多”排在第三位的有 267 人。 

圖 7：受訪者對博彩業所帶來負面影響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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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問卷是關於青少年賭博的專項研究，一些問題有可能涉及個人隱私，

造成部分受訪者不願意直接回答。所以，第一部分的問題只是就社會現象的概

況提出問題，儘量避免涉及受訪者的個人賭博習慣，這樣被訪者不會覺得個人

隱私被侵犯，可配合如實作答。從第 4 題到第 7 題都是當前社會上青少年賭博

的現狀。  

對“您認爲澳門青少年賭博是否是普遍現象”的回答中，超過四成受訪者

認爲“比較普遍”或者“極爲普遍”，約一成半受訪者認爲是“個別現象”。 

圖 8：受訪者對“澳門青少年參與賭博”現象的感知 

 

    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認爲澳門青少年“很早接觸賭博”是“比較普遍”或

者“極爲普遍”的現象，超過一成受訪者認爲“很早接觸賭博”只是“個別情

況”。見圖 9。 

 

 

 

 

 

極為普遍

12.6%

比較普遍

30.2%

一般

34.1%

個別情況

15.3%

不瞭解

7.7%



 8 

圖 9：受訪者對“澳門青少年很早接觸賭博”現象的感知 

 

    對於“問題賭徒是否有年輕化趨勢”的回答中，約五成受訪者給出了肯定

回答，約三成受訪者選擇回答“一般”，略多於一成的受訪者認爲是“個別情

況”。詳見圖 10。 

圖 10：受訪者對“澳門青少年問題賭徒是否有年輕化趨勢”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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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或者“極爲普遍”，兩成半的受訪者認為“一般”，近三成的受訪者認為

是“個別情況”，回答“不瞭解”的占 26.9%。詳見圖 11。 

圖 11：澳門青少年對“身邊朋友是否存在問題賭徒”的感知 

                                  

受訪者對當前社會上青少年賭博現狀的感知，詳細數據見下表。 

表 2：澳門青少年對當前社會上青少年賭博現狀的感知 

     極為普遍 比較普遍 一般 個別情況 不瞭解 

94 225 254 114 57 
賭博是否普遍現象 

12.63% 30.24% 34.14% 15.32% 7.66% 

150 253 193 100 48 
是否很早接觸賭博 

20.16% 34.01% 25.94% 13.44% 6.45% 

124 254 223 87 56 
問題賭徒是否有年輕化趨勢 

16.67% 34.14% 29.97% 11.69% 7.53% 

49 93 183 219 200 
身邊朋友是否存在問題賭徒 

6.59% 12.50% 24.60% 29.44% 26.88% 

 

至於學校預防學生沉迷賭博的教育是否足夠，認為“仍需加強”的有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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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加上認為“不足夠”的 202 人，占受訪人數的 74%，可見學校應在這方面

再多投放一些資源，加強預防沉迷賭博的教育和宣傳。 

圖 12：澳門青少年對“學校預防學生沉迷賭博的教育”的評價 

 

2. 青少年問題賭徒診斷測試 

過去的一年中，沒有賭博計劃的受訪者有 506 人（占 68.0%），有一到兩次

計劃去賭的 127 人（占 17.1%），有時計劃去賭的 85 人（占 11.4%），經常計

劃去賭的 26 人（占 3.5%）。 

圖 13：過去一年中受訪者計劃賭博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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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有計劃去賭博的受訪者進行深入分析發現，計劃去賭博的次數愈多，

賭博支出超預算的機率愈趨高。 

表 3：計劃賭博次數與超預算賭博次數交叉分析 

賭博上花錢比計劃多 總  計 
 

沒有 1-2 次 有時 經常  

1-2 次 90 23 12 2 127 

有時 39 13 30 3 85 

過去一年 

計劃去賭 

的次數 經常 5 5 10 6 26 

總  計  134 41 52 11 238 

  

對“您有沒有透過賭博來逃避個人問題或避免您不快樂的情緒”的回答

中，10 人選擇“經常”（占 1.3%），34 人選擇“有時”（占 4.6%），30 人選

擇“1-2 次”（占 4.0%）。 

對“您有沒有經歷今天輸了錢，第二天再去賭要贏回輸去的錢”的回答

中，6 人選擇“每次”（占 0.8%），19 人選擇“多半會”（占 2.6%），98 人

選擇“偶爾會”（占 13.2%）。 

對“您有沒有因為賭而對您家人、朋友等說謊”的回答中，10人選擇“經

常”（占1.3%），29人選擇“有時”（占3.9%），35人選擇“1-2次”（占4.7%）。 

  對“您有沒有因為賭而未得家人或別人同意下用去零用錢或家中的錢”

的回答中，11人選擇“經常”（占1.5%），26人選擇“有時”（占3.5%），33

人選擇“1-2次”（占4.4%）。 

對“您有否因為賭博而與家人/朋友或他人爭執或不上學”的回答中，2 人

選擇“經常”（占 0.3%），14 人選擇“有時”（占 1.9%），16 人選擇“1-2 次”

（占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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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賭博所引發部分行爲的統計 
 

根據本澳現行法例，未滿十八周歲的居民是禁止參與賭博活動的。但是，

問卷結果顯示，有 304 位的受訪者表示在十八周歲前就參與賭博，當中有 124

人表示在 12 歲以前接觸賭博，並且年齡最低為 5 歲。 

在過去一年中，青少年接觸最多的博彩種類是“社交賭博”（如麻雀），

參與率為 21.2%(158 人),第二位是“六合彩”，為 10.5%（78 人），第三位是“賭

場”，8.8%（66 人）。見圖 15。同時，有 49%(364 人)的受訪者過去一年都沒

有接觸賭博。 

圖 15：在過去一年中澳門青少年接觸最多的博彩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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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受訪者大多數都是學生，屬於無收入人士，因此賭博的金額都較低，

不管是投注數額，還是輸贏一般都在 500 元以內。具體看圖 15。 

圖 16：澳門青少年賭博金額情況 

 

第二部分從第 9 題到第 17 題為青少年賭博問題診斷，主要參考國外針對青

少年賭博問題測試的量表。調查結果顯示，賭博問題在中學生的流行程度較

高。根據美國精神科協會 DSM-IV 的標準，在 744 位受訪者中，共有 6.45%存在

“可能成為問題賭徒”的風險，當中有 3.3%屬於“可能已成為病態賭徒”。該

項評估只是說明被訪人群中有可能成為“問題賭徒”的概率和趨勢，並不代表

已經存在“問題賭徒”。至於如何判斷某人是“問題賭徒”，需要更加詳細的

調查才能得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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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總結及建議 

 

根據以上數據，研究人員總結出以下幾項主要的研究發現： 

1. 本澳青少年較早接觸賭博，說明居民比較容易接觸到賭博。而且在青少

年經常接觸的博彩種類中，賭場排在第三位，部分原因可能和“博彩社區化”

有關係。社會上廣泛認為，博彩業的發展大大提高了青少年對賭博的參與及接

受程度，研究人員認為此次調查的數據提供了佐證。 

2. 青少年賭博現象比較普遍，並且有年輕化趨勢。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認為

澳門青少年賭博現象比較普遍。我們認為，受訪者身邊的同學/朋友及家人也可

能是導致他們參與博彩活動的誘因。如果身邊親友參與賭博的數目增加，那麼

受訪者受影響而參與賭博的可能性機會也將大大增加。 

3. 目前來看，本澳青少年成為問題賭徒的情況尚不算嚴重。被訪者表示，

身邊很少有朋友是問題賭徒，這可能和年齡、經濟條件有較大關係。因為受訪

者大多為學生，屬於無收入人士，自身難以承受賭博的資金。所以，問卷結果

顯示，受訪者輸贏的資金多半在 500 元以內。不過，我們仍然要注意發現這些

不良的勢頭，做好預防賭博的宣傳教育工作。 

 

根據以上的結論，研究人員提出以下一些建議： 

1. 政府和社會機構應切實重視博彩業高速發展對青少年的負面沖擊和影

響。目前本澳博彩從業人員已經達到 4.5 萬人，包括了大量剛走出中學和大學

校門的青少年。以前，本地居民視博彩業為偏門生意，所以都會避免讓年輕人

從事博彩行業。隨著時代的變化，人們對博彩業的觀念有所轉變。但是，在賭

場這個複雜的工作環境中，如果青少年缺乏輔導，容易沉迷賭博而成為問題賭

徒。許多年輕荷官為了償還賭債而不惜走上犯罪歧途，“偷籌碼”和賭敗自殺

等案件屢見不鮮，令社會關注到本澳博彩從業人員的工作環境以及青少年賭博

問題。過去總以為澳門人對賭博有免疫力，但是，經過幾年的博彩開放，證明

澳門居民同樣不能夠抗拒賭博的誘惑。由賭博泛濫而衍生的社會問題日趨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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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引起澳門社會各界的關注。所以，政府應該結合各方面力量，儘量減少博

彩業帶來的負面影響，尤其是預防青少年問題賭徒方面。 

2. 議學校和社會團體應加強預防青少年賭博的宣傳。眾所周知，民間的賭

博活動在華人社會是相當普遍的。社交賭博更被各界認為是一種娛樂活動，也

是一種有效建立及維繫社交及生意關係之途徑。在這個社會道德標準下，再加

上親人及朋友參加賭博的影響，青少年很容易對賭博活動產生興趣。因此，有

關當局在這個問題上應採取主動，向家長灌輸正確的社會道德標準，在大眾媒

體及博彩場加強宣傳沉迷賭博之禍害，在彩票上印有警告字句。 

3. 教育市民認識何為病態賭博行為、負責任博彩及勸告他們不要縱容未成

年子女參與博彩，甚至和他們一起賭博。長遠來講，預防問題賭徒的工作比治

療工作更有效鎖，因此宜儘早制定適當的宣傳和教育開支政策，使博彩企業承

擔社會責任，將體育博彩及賭場的收入按比例用於預防和治療問題賭徒（也可

和內地政府展開合作），盡可能消除博彩業發展對澳門和內地帶來的負面影響。 

4. 進一步及迅速探討在博彩業急速發展的社會現實下，教育界及社會應如

何為“賭博”定性定位，如何在青少年學生中推行遠離賭博或負責任賭博的教

育。政府在此方面應擔當起檢討政策、統籌及提供資源的角色。特區政府將進

入賭場的最低年齡提高至 21 歲，便是一個積極及負責任的舉措。然而，更長效

及更有責任的做法，是認真研究生活及學習在以賭博業為龍頭產業的澳門中的

青少年學生的行為習慣，制定適合的青少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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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澳門青少年對博彩認知調查 

您好！我們是澳門青年研究協會，正進行有關澳門青少年的賭博行為調查，希望佔用您的

寶貴時間回答問題，幫助我們更好瞭解時下青少年對賭博的看法以及賭博行為。為了保證資料

的準確性和完整性，請您如實回答下列問題。問卷所有資料都將保密，只供整體統計和趨勢預

測分析之用，絕對不會向外透露個人資料及填寫答案，請放心填答。 

第一部份:                                                  

1. 您認為澳門已經成為國際知名賭城？ 

a) 是           b) 不是        c) 不瞭解 

2. 您同不同意近年來澳門博彩業的發展導致對澳門的負面影響有增加？ 

a) 同意         b) 不同意     c) 沒有變化    d) 很難判斷 

3. 目前博彩業對澳門最大的負面影響是：（請依次選出三項）  

a) 問題賭徒     b) 治安惡化    c) 通貨膨脹 

d) 樓價飆升     e) 交通擁擠    f) 外勞過多 

g) 青少年犯罪   h) 其他（請寫下您的看法）                      

4. 您認為澳門青少年賭博是否普遍現象？ 

a) 極為普遍     b) 比較普遍     c) 一般   d) 個別情況  e) 不瞭解 

5. 您認為澳門青少年是否很早接觸賭博？ 

a) 極為普遍     b) 比較普遍     c) 一般   d) 個別情況  e) 不瞭解 

6. 您認為問題賭徒有年輕化的趨勢？ 

a) 極為普遍     b) 比較普遍     c) 一般   d) 個別情況  e) 不瞭解 

7. 您認為身邊朋友存在問題賭徒的情況？ 

a) 極為普遍     b) 比較普遍     c) 一般   d) 個別情況  e) 不瞭解 

8. 您認為學校預防沉迷賭博的教育是否足夠？ 

a) 非常足夠     b) 比較充分    c)仍需加強  d) 不足夠   e) 不瞭解 

第二部份:  

9. 過去 12 個月中您計劃去賭的情況有幾次？ 

a) 沒有         b) 1-2 次       c) 有時      d) 經常  

10. 您需要越來越多投注才能達到賭博應有的刺激  

a) 是           b) 不是  

11. 您花在賭博上的錢是否比您計劃中多  

a) 沒有         b) 1-2 次       c) 有時      d) 經常  

12. 當您嘗試停上或減少賭博時，您是否感到不舒服或厭煩  

a) 沒有      b) 1-2 次     c) 有時     d) 經常   e) 沒有嘗試減少  

調查員輸入專用 

1. 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 

 

3-1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 

 

5. _________________ 

 

6. _________________ 

 

7. _________________ 

 

8. _________________ 

 

 

9. _________________ 

 

10. _________________ 

 

11. _________________ 

 

12. 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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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您有沒有透過賭博來逃避個人問題或避免不快樂的情緒  

a) 沒有          b) 1-2 次      c) 有時      d) 經常  

14. 您有沒有經歷今天輸了錢，第二天再賭以求回本 

a) 沒有         b) 偶爾會      c) 多半會   d) 每次  

15. 您有沒有因為賭而對您家人、朋友等說謊  

a) 沒有         b) 1-2 次       c) 有時      d) 經常                                                                           

16. 您有沒有未得家人同意下用零用錢或家中的錢去賭博：  

a) 沒有    b) 1-2 次          c) 有時          d) 經常  

17. 您有否因為賭博而與家人/朋友爭執或不上學：  

a) 沒有    b) 1-2 次          c) 有時          d) 經常 

18. 首次接觸賭博是幾歲？ 

回答：____________ 

19. 過去 12 個月中您接觸最多的博彩種類？  

a) 賭場      b) 賭波（英超、NBA 等）  c) 六合彩   d) 賭馬/狗    

e) 角子機 （摩卡）   f) 社交賭博（麻雀）    g) 沒有 

20. 您曾經最高投注的上限？ 

a) 沒有  b) 500 元以下  c) 501－1000 元  d) 1000-3000 元  e) 3001 元以上 

21. 您曾經贏取的最高金額？ 

a) 沒有  b) 500 元以下  c) 501－1000 元  d) 1000-3000 元  e) 3001 元以上 

22. 您曾經輸掉的最高金額？ 

a) 沒有  b) 500 元以下  c) 501－1000 元  d) 1000-3000 元  e) 3001 元以上 

 

個人資料：  

23. 性別： a) 男 b) 女 

24. 年齡： a) 13-18 歲  b) 19-24 歲  c) 25-29 歲  d) 30-40 歲 

25. 教育程度： a) 初中  b) 高中（職中） c) 大專或本科 d) 研究生及以上 

26. 出生地：   a) 澳門  b) 國內  c) 外國 

27. 請問您目前的職業： 

a)  中學生  b) 大專學生/研究生     c) 專業人士和公職人員 

d)  服務業   e) 博彩業（包括荷官） f) 其他          

28.  您個人每月收入：(澳門元) 

a) 無收入   b) 6000 以下   c) 6001-12000   d) 12001-20000  e) 20001 以上 

 

訪問員姓名：_________   訪問日期：____________     問卷編號：_________ 

13._________________ 

 

14._________________   

           

15._________________ 

 

16.__________________ 

 

17._________________ 

 

18._________________ 

 

19._________________ 

 

 

20._________________ 

 

21._________________ 

 

22._________________ 

 

 

 

23._________________ 

24._________________ 

25._________________ 

26._________________ 

27._________________ 

 

 

28.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