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實戰篇】



3.1 工作坊介紹

資源手冊「實戰篇」提供活動方案，協助導師向目標對象舉辦「提升消費

者自我保護能力」工作坊，工作坊包括以下四部分：

  第一部分（資源手冊3.2）：工作坊目標及流程

  第二部分（資源手冊3.3）：「投訴個案大解構」

  第三部分（資源手冊3.4）：「正確消費態度」

  第四部分（資源手冊3.5）：總結

整個工作坊約需2小時30分鐘完成。鑒於每位目標對象的專注度及能力或

有差異，導師可按需要將工作坊分拆為兩節，每節約需1小時15分鐘：

導師可因應情況，調整工作坊的時間及內容。

第三章 【實戰篇】

  工作坊目標及流程 2 分鐘

  熱身活動：「悲慘苦主」 8 分鐘

  活動一：「銷售四部曲之陷阱你要知」 30 分鐘

  活動二：「保護自己，堅決 Say NO！」 35 分鐘

                                                                      合共時數 1小時15 分鐘

  回顧第一節工作坊內容 5 分鐘

  活動三：「擊退銷售陷阱」 30 分鐘

  活動四：「消費者的自保之道」 25 分鐘

  總結 15 分鐘

                                                                       合共時數 1小時15 分鐘

	 教材部分	 第一節流程	 時間

	 教材部分	 第二節流程	 時間

提升消費者自我保護能力工作坊

第一、二部分

第三、四部分

請導師謹記參閱第41頁的

「導師備忘錄」，為工作坊

作好準備。

溫馨提示

第三章【實戰篇】  |  17



3.2 第一部分：工作坊目標及流程

導師首先向參加者講解工作坊目標：

• 透過展示真實投訴個案和常見的健身中心銷售陷阱，讓參加者認識有
關不良營商手法，並學習如何擊退銷售陷阱，堅決不要獨自進入健身
中心，並在安全情況下果斷拒絕簽約。

• 提醒參加者若遇到健身中心的不良營商手法時，謹記要告知父母、社工

或老師，並尋求協助。

短片中，健身中心以虛假

商品說明及具威嚇性的營

業行為迫使消費者不情願

下購買港幣48,000元的

健身會籍。

短片簡介

3.3 第二部分：投訴個案大解構

熱身活動：「悲慘苦主」                   

活動物資：PowerPoint（簡報）及短片 

活動所需時間：約8分鐘

活動目的：此活動讓參加者明白被迫購買健身服務合約後所承受的後果。

活動流程：

2. 導師指出部分健身中心利用不同銷售手
法迫使消費者購買合約，令消費者後悔
不已，接著播放短片      ，然後邀請參
加者分享對以下問題的看法：

 若參加者是當事人，不情願地購買了
港幣48,000元的健身會籍，須承受
甚麼後果？

1. 導師以問答形式調查參加者購買健身
中心服務合約的經驗：

 曾否到訪私人健身中心？

 曾否簽署健身中心服務合約？

 有否聽過部分健身中心的「不良營
商手法」及「合約冷靜期」？

8
mins

2
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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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參加者初步回應後，導師可透過PowerPoint（簡報）指出後果。

請導師翻到附錄一（第44頁）「工作坊成

效評估問卷」，並記錄參加者對部分健

身中心的不良營商手法及冷靜期的現有

認知，以便將來就參加者完成工作坊的

學習成效作前後對比分析。詳情請參閱

「導師備忘錄」（第41頁）。

溫馨提示

感到不開心， 

令家人／朋友擔心

追討過程繁複，

令你疲憊不堪
影響學業或工作

欠債累累

焦慮、抑鬱

產生心理陰影，

在往後日子憶起此事

發惡夢

4. 導師總結時可指出，消費者簽下沒有需要的健身服務合約或須承受以
上嚴重後果。因此，參加者要認識部分健身中心的銷售陷阱，並懂得將
之擊退，避免因簽下沒有需要的健身服務合約而蒙受損失。

消費者簽下

沒有需要的健身

服務合約須承受的

嚴重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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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銷售四部曲之陷阱你要知」    

活動物資： PowerPoint（簡報）、短片及「銷售陷阱卡」

活動所需時間：約30分鐘

30
mins

活動目的：此活動讓參加者透過觀看不同短片，認識健身中心銷售步驟四

部曲，以及消費者最常遇到的十個銷售陷阱。

活動流程： 

1. 導師先按參加者人數多寡決定以分組或個人形式進行此活動，將十張
「銷售陷阱卡」盡量平均分配予每組／位參加者。每張「銷售陷阱卡」
上載有銷售步驟四部曲其中一項常見銷售陷阱。

2. 導師透過 PowerPoint（簡報）播放及適時暫停短片，逐一介紹銷售步
驟四部曲及相關陷阱。導師每當談及其中一項陷阱時，邀請持有相應
「銷售陷阱卡」的參加者舉起該卡並讀出卡上內容，加深參加者對各個
銷售陷阱的印象。 

3. 導師提醒參加者四部曲中的十個銷售陷阱僅為最常見的例子，由於健
身中心銷售手法層出不窮，故此參加者要提高警覺，於工作坊第二節
時，留心學習如何擊退所有銷售陷阱。此外，導師可按參加者反應與之
分享「導師備註」的部分，並作進一步闡釋。

角色介紹：

為讓參加者更易代入各銷售陷阱的處境，第 21-27頁中所載內容的相關活

動簡報加入動物插圖，導師可先向參加者介紹有關角色。

免費
試玩

健身中心男職員 目標對象 健身中心女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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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 迎 透 過 以下 連 結， 

觀看由香港電台製作的

《警訊》相關片段。

知多一點點

陷阱一：

職員在街上以抽獎、免費試玩、免費飲品、做問卷等方法招徠，哄目標對象上健身中心。                                                               

導師備註：

職員以不同方法作招徠，並以苦肉計博取目標對象的同情心，邀請他們去健身中心，目的

是得以游說他們簽約。

短片一：1:14至1:54

職員在街道上招攬

版權屬香港電台所有

第一部曲

免費
試玩

第三章【實戰篇】  |  21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144&eid=133494&lang=zh-CN


                                                               

陷阱二：

一旦邀請目標對象上健身中心，職員會邀請他們試玩，也會誇大

他們的體格缺點，不停游說。

導師備註：

職員會邀請目標對象試玩，並要求他們付錢；亦會誇大他們的體

格缺點，讓他們難以拒絕或應對，令其覺得必須購買合約或購買

多節一對一健身課堂。

短片一： 3:44至4:58

職員在健身中心游說

第二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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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三：

職員輪流一善一惡「疲勞轟炸式」推銷，甚至阻擋門口不讓目標對象

離開。

導師備註：

職員先以善良態度解釋服務計劃。當目標對象拒絕時，態度强硬

的經理出現要求他們簽約，另一職員便作出安慰，令他們放下戒心

簽約。若他們拒絕簽約並欲離開，職員便阻擋門口，要求他們簽約。

在職員疲勞轟炸下，令目標對象無奈簽約。

短片一： 6:38至8:00

職員在健身中心游說

第三章【實戰篇】 | 23 



                                                               

 

 

陷阱五：

職員要求查看目標對象手機，甚至聲

稱要控告他們。

導師備註：

職員要求目標對象解鎖手機，以套取

家人／聯絡人資料或偷看銀行資料。

若他們拒絕簽約，職員便聲稱會致電

他們的家人作出恐嚇或不斷聲稱要控

告他們，最終令他們害怕而妥協簽約。

短片一： 8:06至8:29

陷阱四：

職員誘使目標對象簽署問卷及要求他

們填寫表格。

導師備註：

問卷實質是健身中心合約，職員在目標

對象簽署合約後，才填寫銀碼，要求他

們付款。職員也會要求他們填寫表格，

以套取家人資料，若他們拒絕簽約，

職員便聲稱會致電他們的家人作出

恐嚇。

短片一： 5:25至6:05

職員在健身中心游說

職員在健身中心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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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七：

職員會帶目標對象到大型連鎖店購買

禮券，也會陪同提款或去銀行借貸。

導師備註：

職員帶目標對象到大型連鎖店購買禮

券，用作支付健身會籍。職員也會陪同

提款，若發現存款太少，趁機轉介他們

到財務公司借錢。

付款時

第三部曲

陷阱六：

職員以核實問卷、送優惠、送旅遊禮券

等理由，要求目標對象出示身份證、

提款卡和信用卡，同時套取戶口存款

的資料。

導師備註：

職員套取身份證、提款卡和信用卡用

作制訂合約或過數付款。若職員知道

目標對象的財政狀況，便可度身制訂

合約。

短片一： 2:30至2:49及6:11至6:27

付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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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八：

職員要求目標對象簽署聲明、拍攝開心自願相片或影片。

導師備註：

職員會威迫目標對象拍照或拍片，甚至被迫簽下聲明，證明他們是

在自願的情況下簽訂合約。

簽約後

第四部曲

陷阱九：

職員在目標對象簽約後，隨即哄他們使

用相關服務或向目標對象贈送禮物。

導師備註：

若合約設有冷靜期條款，接收禮物、

簽約後隨即使用相關服務或觸碰器

械，會令有關條款失效，因而失去取消

合約的權利。

短片二： 0:15至1:21

簽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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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可觀看完整短片二及三，認識更多

關於冷靜期條款的資訊及健身中心不

良銷售手法。

短片二 短片三

知多一點點

陷阱十：

職員會在目標對象第二次去健身中心時繼續推銷，甚至游說他們去財務公司借貸。

導師備註：

職員會在目標對象第二次去健身中心時繼續推銷，當職員了解他們的經濟狀況，

或會帶他們去財務公司借錢，簽下更多合約，令他們欠債累累。

短片三： 2:00至2:27

簽約後

第三章【實戰篇】 | 27 

https://www.consumer.org.hk/ws_chi/news/videos/report/cooling-off.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ntGXErJ6P4


活動二：「保護自己，堅決Say NO！」

活動物資：PowerPoint（簡報）及投訴實錄－健身中心銷售陷阱短片

活動所需時間：約35分鐘

活動目的：此活動旨在讓參加者透過觀看個案短片進行反思活動，進一步 

加深對健身中心銷售陷阱的印象。

活動流程：

1. 播放「投訴實錄－健身中心銷售陷阱」短片     ，當中展示四個銷售 
陷阱。

四個銷售陷阱片段：

一. 免費參觀試玩  利誘上門硬銷

二. 強迫簽約  合約魔鬼細節要看真

三. 買禮券支付會費  付款形式要留神

四. 強迫櫃員機提款  財政狀況被看清

2. 導師與參加者觀看短片之陷阱一片段：「免費參觀試玩  利誘上門硬
銷」，當出現「保護自己，堅決Say NO！」畫面時，導師暫停短片。

短片中，健身中心以各種不良營商手法

迫使自閉症譜系障礙人士購買了港幣

9,000元的健身會籍及簽下港幣25,000

元的合約。詳細個案描述可參閱資源手

冊第13-15頁。

短片簡介

35
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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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導師用 5分鐘與參加者一起思考以下問題：

遇到哪些情況要「堅決 Say NO！」？

陷阱一：遇到職員要求你獨自上健身中心。

陷阱二：遇到職員強迫簽名及付錢。

陷阱三：遇到職員陪同購買連鎖店禮券。

陷阱四：遇到職員陪同提款。

思考問題建議答案：

4. 導師可鼓勵參加者舉手回應或分成小組進行討論。

5. 討論完畢後，導師透過 PowerPoint（簡報）讓參加者認識健身中心職員
在該陷阱片段中使用的常用對白，以幫助參加者應對健身中心的常見銷
售陷阱，導師可參考附錄二（第 45頁）「工作坊活動二：短片文字稿」。

6. 導師繼續播放短片，讓參加者知道遇到哪些情況要「堅決 Say NO！」。 

7. 導師完成陷阱一活動後，重覆步驟 2至6，繼續進行陷阱二至四的反思
活動。 

8. 導師與參加者完成以上反思活動後，觀看「專家話你知」片段。專家會
提供專業意見，讓參加者明白自己的消費弱點，亦會講解目標對象被迫
簽下合約後的後果，並提醒參加者若被健身中心職員哄上健身中心並
要求簽約，謹記在安全情況下要堅決拒絕。

9. 看畢片段後，導師可綜合「專家話你知」的內容（參考第 30頁），再次
提醒參加者不要獨自進入健身中心，亦切勿隨便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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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話你知」片段內容

自閉症譜系障礙人士的消費弱點

自閉症譜系障礙人士一般不擅長換位思考，他們難以察覺健身中心職員的

不良意圖。當部分健身中心職員在街上運用不同方法哄他們前往健身中

心，他們都不知道別人欺騙他們。加上有部分自閉症譜系障礙人士應對與

解決問題的能力較弱，當職員誇大他們體型上的缺點、要求他們簽約時，他

們都不懂拒絕，或不懂表達沒有簽約需要。如果職員使用威迫的手段，迫使

他們緊張，那就更難應對，最終導致他們簽署了不願購買的健身合約。

被迫簽下合約的後果

自閉症譜系障礙人士被迫簽下健身服務合約後，有些仍然不知道自己已經

受騙，直至合約越簽越多，金錢散盡，才被家人發現；有部分人士情緒控制

能力比較弱，有機會出現異常的行為，例如抑鬱、焦慮、暴躁和改變自己

的生活習慣等。

作為這類人士的家人或照顧者，平日要多關心他們，多些留意他們的情緒

及消費模式有否出現變化，如突然急需要錢、突然節衣縮食等，一旦出現

異常行為，謹記尋求醫生或社工的協助。

要懂得堅決拒絕

消委會提醒自閉症譜系障礙人士，如果在街上被人哄你上健身中心，要毫

不猶豫及堅定地說：「沒有需要，謝謝！」然後立即離開，千萬不要讓他人

帶你去健身中心；萬一被人帶到去健身中心，迫使你簽約和付款，仍要懂

得說：「我真的沒有需要，謝謝！」或「我不會簽任何文件！」，千萬不要為

求脫身而隨便簽約。謹記在安全情況下，盡快離開店舖，如有需要，要即時

通知家人、朋友或報警求助。此外，若不幸地被迫簽署第一份合約，應立即

告知家人、照顧者、社工或老師，如有需要，可向消委會求助。

若自閉症譜系障礙人士想去健身中心健身，可以與家人一起決定，若有

懷疑，就不要急於簽約，避免招致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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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第三部分：正確消費態度  

回顧第一節工作坊內容

導師若把工作坊分拆兩節進行，可於進行活動三前與參加者重溫上一節

工作坊內容，邀請參加者說出消費者最常遇到的十個銷售陷阱，考考他

們的記憶。

活動三：「擊退銷售陷阱」

活動物資：PowerPoint（簡報）、擊退銷售陷阱角色扮演小劇本（見資源

手冊附錄三（第48頁），導師可將之列印方便參加者練習）、「銷售陷阱卡」

及「擊退陷阱卡」。

活動所需時間：約30分鐘

活動目的：透過模擬情景，參加者可以設身處地扮演一個成功擊退健身

中心銷售陷阱的角色，從而掌握箇中技巧，堅決不要獨自進入健身中心，

在安全情況下要果斷拒絕簽約。

活動流程：

1. 導師先將附錄三小劇本分發予每一位參
加者，將參加者分為兩至三人一組。

2. 導師安排每組綵排其中一個小劇本，並
從旁協助。

3. 導師邀請感興趣的組別演出四個劇本。
若時間許可，可邀請參加者輪流扮演不
同角色。

4. 導師可留意參加者的反應，參加者抗拒
分組或表演活動，可安排義工協助或自
行調節活動流程。

5. 角色扮演活動完成後，導師先按參加者
人數多寡決定以分組或個人形式將十張
「擊退陷阱卡」盡量平均分配予每組／
位參加者 (或按人數自行複製更多卡) 。

• 導師扮演健身中心職員，唸出小劇本
及/或「銷售陷阱卡」上關於銷售陷阱
的對白或處境，考考參加者能否果斷
拒絕職員的游說。

• 每張「擊退陷阱卡」上載有一句拆解
銷售陷阱的「Say NO金句」。接著導
師提問參加者哪一句「Say NO金句」
適用於拒絕職員的游說，持有相應金
句的參加者鬥快站起來，由導師指出
是否正確及解釋原因。

導師可鼓勵參加者多重溫「擊退銷售陷阱

角色扮演」的四個小劇本，以加深印象。

溫馨提示

5
mins

30
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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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劇本一

在街上遇上職員游說時

先生／小姐，幫手填份問卷呀，
要追數呀，唔該你，爭呢份就可
以收工啦！（陷阱一）

冇需要，唔該！

職員

求下你呀！填一填，幾分鐘時間。

消費者

職員

都話冇需要，唔該！

消費者

職員

消費者

填一填，上去健身中心俾個免費
試玩你，你當幫下我。

趕時間，下次啦（果斷拒絕，
然後堅決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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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劇本二

被職員游說，並帶往鄰近健身中心繼續向你推銷時

免費試玩完！見你上氣唔接下
氣，平時係咪好少做運動呢 ?

不如咁啦，你幫我係份問卷簽個
名先？（陷阱四）

咁收入幾多呀？你要多健身呀，操下會
靚仔／女啲，你俾張信用卡同埋身份證我
先，我幫你 check下有咩優惠？（陷阱六）

你體格真係好一般喎（陷阱二），
你做緊野（工作）定係仲讀緊書？

唔係呀！

我真係冇需要，唔該！

我唔會簽任何名！我都冇需要做 gym。

做野。

你已經試玩咗，要俾錢。（陷阱二）

免費試玩做乜要俾錢，我真係冇需要，
唔該（果斷拒絕，然後堅決離開）！

消費者

消費者

消費者

消費者

消費者

職員

職員

職員

職員

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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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劇本三（三人一組）

被職員在健身中心繼續以「疲勞轟炸式」高壓游說時

 

 

l

職員

其實個健身會籍好平，兩年一
萬五千蚊，又可以分期，仲考慮
啲乜野？真係好平喎！

我真係冇需要。

消費者

你知唔知你填咗form，有你屋企人資
料，我哋可以ca l你屋企人。（陷阱四）

經理

我真係冇需要，我想走先，唔該！

消費者

唔走得，簽咗約，俾咗錢，先走得。
（陷阱三）

經理

冇需要，我唔會簽任何野。

消費者

係咪玩野，浪費時間，我報警！（陷阱五）

經理

咁啦，乖啦，簽一年先啦！（陷阱三）

我真係冇需要，我唔會簽任何野，
我會報警，等警察決定。

消費者

職員

我真係冇需要，你唔俾我走，
我真係會報警。

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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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劇本四

已簽下第一份合約，第二次去健身中心使用服務時

職員

第二次做 gym，見你唔係好識選擇適
合你的健身器械。其實你需要教練幫
你強化肌肉，有個特別 p lan超平，兩萬
蚊30堂私人健身課程，我親自幫你，
你一定會勁 f it。（陷阱十）

唔使啦！我想自己一個做 gym。

消費者

職員

你試下 15堂先，一萬蚊好抵，見同
你 fr iend，又幫我填問卷，出面唔止
一萬蚊架。

冇需要，唔該！

消費者

職員

其實真係好平，我真心想幫你，只要有我
幫你，好快就會 f it啲。信用卡可以分期，
唔使擔心，每個月俾好少錢。係咪唔夠
錢呀？隔離財務公司超低息可以幫你，每
個月大概一千二百蚊，好低息。（陷阱十）

消費者

我真係冇需要，唔該，我要
返屋企啦（果斷拒絕，然後
堅決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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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四：「消費者的自保之道」

活動物資：PowerPoint（簡報）、               自保之道線上遊戲、

投影機及投影幕

活動所需時間：約25分鐘

活動目的：此活動考考參加者能否掌握工作坊中所學習的內容，從而鞏固針

對健身中心銷售陷阱的自保方法。活動透過線上遊戲「           」進行比賽，

邀請參加者鬥快選出正確答案。 

活動流程：

1. 導師點擊圖案     、輸入網址或掃描二維碼以進入遊戲，進入網頁後，導
師點擊"Play as guest"按鈕。若個別參加者沒有電子設備，可選擇以小組
形式進行遊戲。導師亦可按需要，選擇以工作紙完成此部分的活動（見附
錄四第50頁）。

25
mins

導師如想預覽及試玩，可先準備兩部電子

設備（如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於平

板電腦掃描上面二維碼進入網頁，點擊

"Play as guest"按鈕，選擇以個人或小組

形式以進入遊戲及獲取PIN碼；並於智能

手機輸入www.kahoot.it，輸入平板電腦

顯示的PIN碼及名字以進入遊戲試玩。

溫馨提示

導師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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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導師選擇遊戲形式是以個人或小組進行，將此遊戲投射到投影幕上。

3. 導師選擇遊戲形式後， PIN碼隨即出現。 PIN碼每次更新，請導師留意，
以每次進入遊戲所提供的 PIN碼為準。

4. 邀請參加者以自己的電子設備（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輸入網址 
www.kahoot.it 或掃描二維碼，並輸入遊戲 PIN碼及名字以進入遊戲。

 

 

  
 

參加者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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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已進入遊戲的參加者名字會在投影幕上出現，待所有參加者進入後，
導師便可以點擊 "Start"按鈕開始遊戲。

6. 參加者須觀看投影幕上的題目和答案選項，然後利用自己的電子設備
選擇正確的圖案和顏色。

 

 

          

    

    

7. 導師亦可於完成線上遊戲「 」後派發附錄四（第 50頁）的工作

紙，並作簡單總結。

1. A 2. A 3. A 4. A 5. A 

6. B 7. B 8. B 9. B 10. B 

線上遊戲／工作紙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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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第四部分：總結 

活動物資： PowerPoint（簡報）、健身陷阱及擊退陷阱海報、「銷

售陷阱卡」、「擊退陷阱卡」及紀念品

15 
mins

活動所需時間：約15分鐘

活動目的：向參加者總結工作坊內容，並向其派發載有忠告字句的紀念品

（第42頁）。

活動流程： 

1. 導師將十張「擊退陷阱卡」平均分配予每組／位參加者，並透過  
PowerPoint（簡報）向參加者介紹擊退部分健身中心的銷售陷阱的
「擊退口號」。當導師隨機說出其中某項陷阱時，邀請持有相應「擊退
陷阱卡」的參加者舉起該卡並讀出「擊退口號」，進一步幫助參加者應
對部分健身中心常見的銷售陷阱。

一 . 堅定拒絕－切勿獨自進入健身中心。

二 . 不玩不聽－切勿隨便試玩及盡信健身中心職員的說話。

三 . 冷靜思考－切勿隨便簽約，請保持冷靜及果斷離開。

四 . 不簽不填－切勿隨便簽名及填寫任何表格。

五 . 保護手機－切勿隨便將手機給予職員。

六 . 保護私隱－切勿出示身份證，提款卡和信用卡，以及讓職

員知道你的財政狀況。

七 . 小心付款－切勿以不尋常付款途徑支付費用，及讓職員陪

同提款及去銀行借貸。

八 . 拒絕拍照拍片－切勿讓職員拍照或拍片，請拒絕不合理

要求。

九 . 善用冷靜期－若合約設有冷靜期條款，切勿收取禮物及簽

約後別立即使用相關服務或觸碰器械。

十 . 適時求助－在不情願下簽署第一份合約後，要立即求助，

切勿再去健身中心。

陷阱 擊退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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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導師其後將參加者分成兩組，導師將五張「銷售陷阱卡」和相應的五張
「擊退陷阱卡」次序調亂（洗牌）並給予第一組；再將餘下五張「銷售
陷阱卡」和相應的五張「擊退陷阱卡」次序調亂，給予另一組。兩組在
指定時間鬥快比賽，看看哪一組能最快將五張「銷售陷阱卡」和相應的
五張「擊退陷阱卡」配對，最先完成的組別勝出。導師可將兩組持有的
卡交換，讓第一組和第二組都可以就全部卡進行配對。 

3. 如想提升難度，導師可自行複製更多「銷售陷阱卡」及「擊退陷阱卡」。
安排參加者分成二人一組，每組所持各款卡的次序被打亂後，各組在
指定時間鬥快比賽，看看哪一組能最快將十張「銷售陷阱卡」和相應的
十張「擊退陷阱卡」配對，最先完成的組別勝出。 

4. 導師派發紀念品，紀念品上載有忠告字句、消委會的熱線電話及相關
專頁二維碼。 

5. 導師可邀請參加者掃描二維碼，下載健身陷阱及擊退陷阱之海報，並提
醒參加者對相關健身中心的銷售陷阱提高警愓。 

6. 導師可在總結或其他活動時，靈活運用「銷售陷阱卡」及「擊退陷阱卡」
進行不同遊戲，以增加參加者的學習動機。

家長／照顧者小貼士

讓子女盡早認識正確的理財概念。

時刻留意子女財政狀況，特別是信用卡申請，如有需要，為子女
申請有消費限額的附屬卡 。

叮囑子女作任何預繳式消費前，一定要先告知。

要多關心子女、多留意他們的情緒和消費模式有否出現變化，
如出現異常行為，謹記尋求醫生或社工協助。 

請導師於「工作坊成效評估問卷」（第 44

頁）記錄參加者能否掌握工作坊內容，以

便將來就參與工作坊的學習成效作前後

對比分析。詳情請參閱「導師備忘錄」 

（第41頁）。

溫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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