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2 年度平和基金學校活動資助計劃  

(Chinese version only)  

 

 學校名稱  計劃名稱  

1.  樂富禮賢會幼稚園  關愛身心靈  

2.  荃灣商會邱健峰幼稚園  向賭波 Say ‘No’  

3.  基督教康山中英文幼稚

園  

懂得理財我明瞭，愛心捐獻要

知曉  

4.  博愛醫院朱國京夫人紀

念幼稚園  

拒絕賭博標語及四格漫畫設計

比賽  

5.  神召會華人同工聯會景

盛幼稚園  

我是理財小專家  

6.  葵盛禮賢會幼稚園  樂聚葵幼慶團圓  

7.  樂善堂鄧德濂幼稚園  齊來向賭博說 “不 ”  

8.  聖雅各福群會麥潔蓮幼

稚園  

理財有道  

9.  樂善堂張葉茂清幼稚園  賭博咪亂試  

10.  培亮國際幼稚園  認識賭博  

11.  保良局莊啟程幼稚園幼

兒園  

喜氣洋洋賀新歲親子年宵活動  

12.  深信堂幼稚園  「耕耘豐收」繪畫比賽  

13.  長洲聖心幼稚園  向賭博 say no 

14.  東華三院馬陳景霞幼稚

園  

宣揚「拒絕賭博人人愛」的道

理  

15.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幼

稚園  

理財我有計！  

16.  翰林幼稚園 (天水圍 ) 認識賭博的禍害及從小培養正

確的理財觀念  

17.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林黃

明慧幼稚園  

健康人生勿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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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東華三院力勤幼稚園  理財小博士  

19.  神召會華人同工聯會彩

蒲幼稚園  

理財小管家  

20.  保良局田家炳兆康幼稚

園  

明哲  拒賭  

21.  鯉魚門循道衞理幼稚園  拒絕賭博，家校攜手展活力，

共創健康新生活  

22.  道教青松小學  遠離賭博   美好人生  

23.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理財先鋒  

24.  聖公會基樂小學  基樂健康嘉年華會  

25.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反賭學生講解及問答比賽  

26.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

道小學 (九龍城 ) 

關愛大使  

27.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

學  

「有陷阱，要小心」  

28.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

學  

向「賭」 say no! 

29.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

小學  

賭滅 Channel 

30.  荃灣商會學校  不賭人生  幸福歡欣  

31.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

小學  

賜豪存摺  –  正面思考、六大美

德  

32.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

宏學校  

三好孩子向賭 say no 

33.  聖安當小學  第三屆校友盃足球賽  

34.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

小學  

健康不賭波 -孫小班際閃避球賽  

35.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健康人生由你創  

36.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遠離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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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Be the light  

38.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理財知多少」工作坊／講座  

39.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拒絕賭博  勇敢 say no 

40.  聖嘉祿學校  自律守規，賭博 say bye 

41.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  向賭博 say no! 

42.  神召會康樂中學  拒絕賭博  將愛萬里揚  

43.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

呂重德紀念中學  

正向生命不迷賭攤位活動  

44.  廠商會中學  「不賭，不倒」健康教育計劃  

45.  佛教筏可紀念中學   跨越新世代  前路我去創 (IV) 

46.  保良局胡忠中學  健康踢波  拒絕賭波  

47.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遠離賭博 Go Go Go‧精明理財

Ho Ho Ho 

48.  迦密愛禮信中學  抱石活動推廣及認識  

49.  衞理中學  「拒絕賭博  唔試唔學」飛鏢體

驗活動  

50.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健康生活  拒絕賭博  長跑比賽  

51.  崇真書院  不賭人生  

52.  天主教培聖中學  機不可「失」  

53.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向賭博說不」講座  

54.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齊向賭說「不」！  

55.  玫瑰崗中學  No Gambling 

56.  明愛馬鞍山中學  「反賭博。自主人生」學生大

使推廣計劃  

57.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賭博禍害及迷思講座  

58.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

學  

健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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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潮州會館中學  提防課金陷阱  

60.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

鳳中學  

防賭先鋒  

61.  賽馬會萬鈞毅智書院  謝絕賭博  用得其所  

62.  李求恩紀念中學  視若無「賭」  意志不「倒」  –  

校園反賭博教育計劃  

63.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

三）中學  

反賭博講座／工作坊  

64.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

學  

積極運動，遠離賭博  

65.  保良局姚連生中學  姚記不「賭」翁  

66.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預防賭博教育計劃  

67.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防減賭博嘉年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