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朋友喺我地
心中總有個

特殊嘅地位
！我地嘗試比

較下朋

友同其他人
有咩唔同，點

解佢地咁重
要？唔知你地

又同

意嗎？歡迎同社
工分享。

朋友 Vs 父母
同：佢地都會一直支持你，喺你有需要時會幫助你。
異：親情係無條件、唔計較，唔需要原因佢地都會支持
你。友情係基於雙方都願意去付出維繫，能夠互相支持而
建立出嚟。

朋友 Vs 兄弟姊妹

同：佢地都會有共同嘅回憶
，朋友可能係喺學校嘅經歷

，

兄弟姊妹就係喺屋企嘅
回憶。

異：兄弟姊妹同你分享同一
個家庭，佢地同你一齊長大

，

有一齊成長嘅回憶。朋友
係出於大家互相欣賞

、志同道

合，所以選擇一齊去相處，
建立出唔同嘅經歷。

朋友 Vs 情人
同：喺佢地面前都可以將自己嘅心底話講出黎，心裡知道
佢地一定會支持你。
異：情人比起朋友更加接近真實嘅自己，但同時要承擔更
多責任，要照顧對方感受。朋友就唔洗顧慮咁多，所有野
都可以講，仲可以同朋友呻下另一半有咩唔好。

今期專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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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近諸者赤，近墨者黑」身邊有「良朋」可以
對於我地有好多正面影響，我地整合左網上普遍認
為真正朋友先會有嘅相處之道，你身邊嘅朋友又中
咗幾多項？

#1就算遲到都唔擔心影響感情，因為知道對
方會一路鬧一路等你
能夠信任對方，知道即使有衝突或者磨擦，但
大家嘅關係依然喺度。

資料來源：Dispatch、＠Lifehack

#2見到你有嘢做得唔好會直接同你講
會緊張你，想你變得更好，而唔會一味討好你。

#3知道你嘅過去
同你有共同嘅回憶，了解你嘅過去，所以更加能明
白你嘅諗法。

#4一齊嘅時候就算唔出聲都唔會覺得尷尬
唔需要刻意迎合對方，可以自在咁相處。

#5見面時唔需要特別諗衣著，舒舒服服就可以
喺真正嘅朋友面前就係可以做番真正嘅自己，唔需要
戴面具做人。

不過以上都係參考之一喇，真正嘅朋友定義都要睇
番實際相處情況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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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拉士的樂隊

荒野行動 #籃球火

*營地．經歷

今次樂隊出show邀請到星級髮型
師Joanne作我哋形象顧問！ 樂隊於灣仔鬧市中進行演出，大唱經典金曲

行到山頂，見到靚景，感覺好爽！

努力的成果，成功獲獎！

朋友就係你撐下我，我撐下你 一班隊友在背後support

1-4月份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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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玩月Talk—打氣皮革匙扣

#輕木工

塗鴉．髹你決閘
喜．義

刻上打氣字句
手工嘢係要好精準！

Keep Learning！
製作木工，男女都得∼

為社區活化！將回憶保留

社區的小朋友都好用心學習製作環保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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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秩序灣新春嘉年華

抗毒X抗壓
藝‧述

#X'mas Party 2018

*活動由紅絲帶基金贊助
#活動由蘋果日報慈善基金贊助
特別嗚謝Happy Cow、Ryze Hong Kong、SuperPark Hong Kong、道地飲品、環球電腦服
務有限公司於X'mas Party 2018中提供贊助

好多街坊玩我哋個攤位啊！

由青少年代表接受感謝旗

一齊透過繪畫，遠離壓力同誘惑

一齊畫下畫、放鬆同傾下情緒

聖誕節就係一班人一齊過先有氣氛！ 除左遊戲、表演、食野之外，我哋仲邀

請到嘉賓為我哋分享生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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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服務介紹

火鳳凰於2019年4月1日起正式加推以下兩項服務：

燃希計劃
為10至18歲以下的被捕青少年及其家人提供服務，計劃期望能在他們無助時「燃點
希望」。社工除會支援被捕青少年面對司法程序、陪同出席法庭聆訊外，亦會向他
們及家人提供輔導、情緒支援及小組活動。

星月計劃
星與月的形影不離，如青少年與其朋輩多為結伴相依。有見青少年於成長期間容易
受朋輩影響，本計劃為10至18歲以下高危青少年的朋輩提供個案輔導及小組活動，
透過及早介入其朋輩以提高他們的守法意識。

火鳳凰同工向警員介紹 
「被捕青少年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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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enager’s sharing
In order to enrich teenagers’ life, we always organize different types of programs 
such as volunteer service. Volunteering helps to create connection between our 
teenagers and the community. Through the volunteer service, our teenagers are 
able to interact with different stakeholders in the community. It helps to enhance 
their sense of belonging and involvement in the community. Here is a sharing 
from a teenager about his experience in volunteering. Let’s see what he has 
experienced in the activity!

Our teenagers coated the wall 
with adhesive.

A new ceiling was finished.

Our teenagers removed 
existing paint.

Step 1

Step 3

Step 2

“Home Repair” volunteer service on 23th February, 2019

“Home Repair” volunteer service organized by Project Phoenix was a fun and rewarding 
activity to partake in. On that day, two of my friends accompanied me, we were able to 
accomplish the task quite quickly but it took some learning to achieve this.

At first, we had to remove the existing paint from the walls and then coat it with an 
adhesive. This was a lengthy process and required lots of effort, but it was worth seeing 
the happy face of the old lady who lived there alone. 

Overall speaking, I would like to have this similar volunteer service in the future.
Benja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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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及暴雨措施 地圖

本服務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上午10時至下午2時 休息

備註： ：照常舉行  X：活動取消 
   ：請致電2528-2779查詢

3.  參與財政決策過程的成員皆要向中心申報利益，
我們亦已設有程序去處理行政人員／委員會成員
與機構之間的利益衝突的情況。

4.  會計文員會負責處理來自其他提供資助團體的資
源、捐款或贈品，我們在收到金錢捐獻後會發出
捐款收據。

5.  中心會確保資源得以有效地運用，會計文員及服
務單位會負責定期檢討和監察財政狀況，以找出
缺乏效率的地方和更有效運用資源的方法。

地址：筲箕灣愛秩序灣道15號愛秩序灣綜合服務大樓1樓
電話：2528-2779
傳真：2520-5401

電郵：csss@methodist-centre.com
網址：www.methodist-centre.com/csss

督印人：伍志珊
編 輯：陳敬譽
印 刷：300份

如課程及活動舉行前3小時，仍未取消颱風或暴
雨訊號，將按以下措施安排：

颱風訊號及暴雨警告
室內
活動

戶外
活動

歷奇活動
(行山澗、
露營 )

黃色暴雨警告訊號
一號戒備訊號

 

X
紅色暴雨警告訊號
三號強風訊號

 X

黑色暴雨警告訊號
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

X

雷暴／山泥傾瀉警告  X
酷熱天氣警告／其他

警告
  

SQS-7-2 財政管理
1.  中心希望維持有效和有效率的財政系統，以促使
中心有秩序井然的財政交收，以及財政資源的有
效管理。

2.  為符合財政管理的責任，機構會聘請有關專長、
資格和經驗的員工。會計部同工在財政管理上的
角色與職責會於其職責說明內列明，有需要時，
我們亦會尋找財政管理專業人士的協助。

服務質素標準 
（SQS）話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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