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G Man- 負責任博彩主題綜合競技賽 

< 章程 > 

一、 參與單位  

主辦：澳門博彩業職工之家  

協辦：澳門博彩業志願者協會、醫護志願者協會、博彩從業員志願互助支援隊  

贊助：社會工作局  

 

二、 比賽目的：  

讓博彩從業員及澳門居民參與考驗負責任博彩知識、智能與體能的競技遊戲，以團體趣味比賽緩

解他們的工作生活壓力，加強他們對負責任博彩及賭博失調的正確認知，把負責任博彩概念融入

於工作及生活中。 

 

三、 比賽日期：2019 年 11 月 2 日  

 

四、組別及對象：  

a.)博企組：4 人一隊，最多 8 隊，所有參賽者必須是博企員工(澳門居民及外勞均可參賽)；                            

b.)公開組：4 人一隊，最多 8 隊，18 歲或以上之澳門居民。 

  

五、活動時間： 

    比賽時間： 

a.) 公開組︰10:00 開始，全程時間 120 分鐘， 

(所有隊伍最遲於 12:30 回到大會終點，否則不獲任何計分)； 

b.) 博企組︰14:00 開始，全程時間 120 分鐘。  

(所有隊伍最遲於 16:30 回到大會終點，否則不獲任何計分)； 

集合時間： 

a.) 公開組，09:00~09:30 檢錄； 

b.) 博企組，13:00~13:30 檢錄。 

集合地點： 

a.) 公開組，消防局前地 

b.) 博企組，消防局前地 

六、 報名日期： 

由 2019 年 9 月 19 日至 2019 年 10 月 19 日  

 



 

 

七、 比賽形式：  

1. 主辦單位在澳門指定的地方設置多個遊戲關卡，參賽隊伍從起點出發，按大會所提供的地圖指示以步行或跑

步的方式到達各個遊戲關卡並完成所有預設的遊戲任務；  

2. 獲勝準則是以總分制（遊戲關卡分數及全程比賽時間）綜合計算︰  

3. 每個遊戲關卡將考驗參加者的團隊合作精神及負責任博彩知識的闖關遊戲，本比賽的負責任博彩知識題目

來源於澳門博彩業職工之家出版的《負責任博彩教材》。  

 

八、 增大獲勝機會小提示：  

1. 隊伍中含熟悉澳門街道及地標的隊員；  

2. 所有隊員能快速行走；  

3. 所有隊員具團隊精神；  

4. 所有隊員均需閱讀澳門博彩業職工之家出版的《負責任博彩教材》。(每一隊伍將獲派發《負責任

博彩教材》4 本)。  

 

九、 報名資料及方法：  

1. 需親臨本中心遞交報名表、所有隊員的身份證或護照副本及健康證明書/團體免責聲明書；  

2. 博企組隊員需遞交員工證副本； 

3. 每隊需邀交按金 MOP500； 

(完成比賽後憑收據可退回全數款項，如出現缺席比賽本機構將沒收該缺席隊伍之按金)   

4. 報名表索取方法：  

 親臨本機構索取，地址：澳門俾利喇街 163 號美林花園 1 樓 A-D 室；  

 可於本機構網頁 http://www.gehome.org.mo/  下載；  

 可於本機構 Facebook 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gehomemo/ 下載。  

5. 名額有限，先報先得，報完即止。  

6. 倘若需要取消報名，必須於報名期內，否則不獲退還按金。  

 

十、 獎項：  

1. 博企組：  

冠軍(1 名) 獎金 MOP2,500，獎牌及獎狀； 

亞軍(1 名) 獎金 MOP1,500，獎牌及獎狀； 

季軍(1 名) 獎金 MOP1,000，獎牌及獎狀； 

2. 公開組：  

冠軍(1 名) 獎金 MOP2,500，獎牌及獎狀； 

亞軍(1 名) 獎金 MOP1,500，獎牌及獎狀； 

季軍(1 名) 獎金 MOP1,000，獎牌及獎狀； 



 

 

十一、 比賽規則：  

1. 本比賽以 4 人為一隊，接受 4 名正選隊員及 2 名後備隊員報名；  

2. 每個參賽隊伍於比賽開始前決定 4 名出場人員，中途不得更換；  

3. 企組的所有參賽者必須是博企員工，同一隊伍中可有不同博企的員工組成；  

4. 參賽隊伍必須使用主辦單位所提供之地圖進行比賽；  

5. 參賽隊伍需於出發起計 120 分鐘內完成比賽，並返回終點，逾時將不獲得分；  

6. 比賽開始後，所有參賽隊員一律禁止使用手機、平板電腦等相關的電子產品，  

主辦單位有權取消違規者比賽資格；  

7. 步走是唯一的前進方式，不得使用任何的交通工具，經發現並證實後，主辦單位有權取消違規者比賽資格；  

8. 每隊伍的所有隊員必須同步到達各遊戲關卡才能進行遊戲以及同步到達終點 

才能計算完成時間；  

9. 計算獲獎隊伍方式包含三部分， 

以遊戲關卡總積分（關卡分數）、全程比賽總時間（時間分數）及女性隊員制(額外加分)，加總後得出的總 

成績(比賽總分)作排 列並得出獲獎隊伍。  

1.) 遊戲關卡總積分（關卡分數）： 

是指完成每個遊戲關卡所得的總遊戲分數，會按比例轉化為分數。  

2.) 全程比賽總時間（時間分數）： 

是指完成比賽並返回終點所花費之時間，會按比例轉化為分數。  

3.) 女性隊員制(額外加分): 

是指出賽隊員中如有女性隊員，會按比例加分。 

4.) 總成績（比賽總分）: 

是指(關卡分數)、(時間分數)及(額外加分)的總和 

10. 獲勝準則是以總分制（遊戲關卡分數及全程比賽時間）綜合計算得出冠軍、亞軍及季軍；如有出現同分，

會進行額外遊戲以決定排名；  

11. 參賽者不可作出任何影響其他參賽者完成任務之行為，一經發現將予以警告，若再違反者即取消該隊之比 

賽資格；  

12. 參賽者須遵守所有賽事規則及服從賽事工作人員的指示。 

 

十二、 計分標準： 

1. 公式：(關卡分數)+(時間分數)+(額外加分)=(比賽總分)  

2. 時間分數名次順序:  

3.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得分  20 分  18 分   16 分   14 分    12 分   10 分    8 分   6 分  

4. 額外加分比例：上限最多加 4 分； 

 如有一名女性出賽之隊伍加 2 分，如有兩名或超過兩名女性出賽之隊伍最多可加 4 分； 



 

 

十三、 上訴機制：  

各隊如有不滿可由隊長先向本會提出上訴及在裁判報告書上簽名確認，並在 24 小時內修函及將上訴費澳 

門幣 800 元交來本機構(上訴費得值與否，概不發還)。  

 

十四、 免責聲明：  

1. 主辦單位對本比賽規則內未有提及或不可預見之事項，有最終解釋和決定權；  

2. 主辦單位對本比賽的賽果有最終裁決權。  

 

十五、 備註：  

1. 若參賽者於比賽當天之檢錄時間內未能到場，主辦單位則有權取消其隊伍參賽資格；  

2. 主辦單位會為所有參賽者購買意外保險；  

3. 建議參賽者根據天氣情況攜帶雨具及防曬用品；  

4. 比賽當日若遇惡劣天氣，主辦單位將取消比賽或比賽改期進行；  

5. 各參賽隊伍必須遵守公共秩序和交通規則；  

6. 更多比賽相關資料可瀏覽 Facebook 專頁「博彩業職工之家」、 

或瀏覽 http://www.gehome.org.mo/ 、或關注本會微信官方帳號「GE-Home」；  

 

十五、 查詢及聯絡方法：  

澳門博彩業職工之家綜合服務中心 

地址：澳門俾利喇街 163 號美林花園 1 樓 A-D 室 

電話：2848 7343 (戴先生 / 梁先生)  

電郵：gehomelawrence@gmail.com / gehomedaniel@gmail.com   

十六、 報名資料：  

1. 在報名表所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只供本機構作比賽有關之用途， 

在報名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純屬自願；  

2. 本機構不會把參加者的資料提供給本機構以外之組織及人士使用， 

並於活動完結後銷毀；  

3. 報名所提交的資料必須真實，如有虛假，本機構將取消比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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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 Man- 負責任博彩主題綜合競技賽 

博企組-報名表 

隊伍名稱  

領隊姓名  聯絡電話 
 

正選隊員資料 

編號 姓名 身份證/護照編號 員工證編號 

1    

2    

3    

4    

後備隊員資料 

1    

2    

註： 1. 須提交參加者健康證明書/團體免責聲明書;  

2. 須提交任職公司工作證副本及身份證/護照副本;  

3. 須繳交按金澳門幣 500 元  

4. 報名所提交的資料必須真實，如有虛假，本機構將取消比賽資格並沒收按金。  

 

領隊/負責人簽署  

 

                                                                                   

                                                                             

日期：2019 年____月____日 



 

 

RG Man- 負責任博彩主題綜合競技賽 

公開組-報名表 

隊伍名稱  

領隊姓名  聯絡電話 
 

正選隊員資料 

編號 姓名 身份證/護照編號 

1   

2   

3   

4   

後備隊員資料 

1   

2   

註： 1. 須提交參加者健康證明書/團體免責聲明書;   

2. 須繳交按金澳門幣 500 元  

3. 報名所提交的資料必須真實，如有虛假，本機構將取消比賽資格並沒收按金。  

 

領隊/負責人簽署  

 

                                                                                   

                                                                             

日期：2019 年____月____日 



 

 

免責聲明書  

  本（機構/公司/團體/隊伍）               ，現聲明接受 2019 年「體育精彩睇波

不博彩」系列活動－RG Man 負責任博彩主題綜合競技賽(世界盃版) 之活動章程及則，

並知悉承擔可能因活動中引致之一切傷亡，如在活動中發生意外亦不會向主單位及相關

機構追究任何法律及醫療等相關責任。   

 

  特此聲明。  

 

 

 

 

 

 

 

領隊/負責人簽署  

 

                                                                               

     

                                                                             

日期：2019 年____月____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