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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8章12節

編者的話
喺呢個資訊發達嘅香港社會，無論用咩社交媒體都見
到好多資訊，好似避唔開咁，咁多資訊點樣分真假？
呢啲資訊為我哋帶嚟壓力同種種嘅情緒，愈望就愈感
到壓力，可以點做呀？一齊討論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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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混亂狀況持續多月，面對無間斷的社會消息、以及所帶來的情
緒和壓力等，我們應如何自處？

有時看到社交平台上的貼文好像在
影射自己，雖然發帖者沒有指名道
姓，但容似是在描述自己，而且有
其他朋友留言加入討論。這些貼文
會讓人徹夜難眠、反覆地想著，令
我很困擾。

最近的新聞接踵而來，看
到社會上充斥著負面的訊
息，也會感到難過，同時
面對社會狀況亦感無力。

 ① 資訊帶來情緒
人們對資訊有不同的反應，可能是難
過、焦慮、無力感等。單是一件事件，
在不同社交媒體上都有報導，當中有不
同的立場和角度去演繹事件。有些資訊
帶來憤怒，而社交媒體的功能會加深了
情緒的傳遞，就如當人看到一個貼文收
到大量「嬲嬲」表情，憤怒像是會傳染
的一樣，讓人染上憤怒的情緒。當意識
到自己的情緒受資訊影響時，可以先遠
離資訊，容讓自己有空間處理情緒。

今期專題—資訊與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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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如何過濾資訊
在後真相時代，人會選擇看見所期望的資訊，以此為證據去鞏固自己的想法。為了
減少不必要的錯誤訊息傳遞，我們要分辨準確的報導和資訊，以下是幾個事實查證
(Fact Check)的要點：
∙  檢查報導來源，確定資料是由可信賴及有聲譽的機構提供，如資訊來自不認識的

機構，不妨在其網頁內參閱「關於機構」部份，來一個「起底」，了解背景，分
析其可信程度。

∙  檢查照片的來源，由於修改圖片或影片的工具處處皆是，使假新聞容易配上被修
改的圖片或影片，可喜的是於網絡搜尋驗證它們的真偽亦很方便。

∙  查看新聞提及的日期，假新聞有機會包含沒有意義，或沒有用的時序或日期。
∙  驗證事實的根據。依據作者提供的資料來源，檢驗是否準確。如資訊來自不知名

的作者或缺乏例證的新聞，其可信度因此而減低。
∙  查看其他相同的報導，看看有否有很大的落差。

情緒字典
近年經常聽到一些跟社會和心理學有關的詞語，例如「同理心」、「後真相」和「情
緒勒索」等，你又知道這些詞語是什麼意思嗎？

「同理心」(Empathy)
設身處地理解、將心比
心，亦即設身處地地對他
人的情緒和情感的認知性
的覺知、把握與理解。摒
棄自己的立場，透過他人
的眼睛去感受、了解，換
一個視角去看世界。

VS
「同情心」(Sympathy)
帶著自我的觀點對別人的
遭遇感到憤怒、悲憫等。

「後真相」(Post-truth)
即不是真相，即沒有真相。在
網絡時代，人人都可以在社交
媒體發放訊息，這些訊息的真
確性未必經查證，心理學研究
指出，人們的思維和判斷傾向
維護自己的世界觀，許多人都
以個人情感與信念去選擇網絡
的「同溫層」，並「製造」或
相信一些符合自己期待的消
息，代替相信現實，或有根
據的報道。而同溫層的網民
又分享有關消息，令資訊廣
泛流播。

「 情 緒 勒 索 」

(Emotional blackmail) 
指的是有些時候我們為
了維繫與重要的人的關
係，為了不想要自己被
貶低、為了降低焦慮，
會重複被迫去做一些自
己不想做的事情。

 ③ 與人交流—意見相同或不同
當能夠穩定情緒和完整地了解事情真相後，我們可以跟別人分
享。分享的過程也讓我們好好整理這些想法和感受。同樣的經
歷、同樣的情感可能會令人產生共鳴，即使意見不同，多聆聽
也能讓我們從不同角度看事情、擴闊視野、互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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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同工介紹
新一年！新開始！中心都有新社工加入，經常上來中心的你們可能已經見過幾位，
看看他們的自我介紹再認識他們吧！

我係火鳳凰嘅社
工李姑娘。我鍾
意打排球、羽毛
球、做手工、行
山同食嘢，所以
近期我都研究整

啲健康野食！快啲嚟同我分享你地鐘意玩
啲咩啦！每個人所經歷過嘅野都係好寶貴
㗎，因為呢啲經歷先能夠成就依家嘅自
己。所以有時都要讚下自己，因為你已經
做得好好啦！

我係火鳳凰嘅謝S i r。我鍾
意打乒乓波，羽毛球同打
機㗎，雖然唔係好勁，但
都歡迎你地搵我玩。間中
我都會去健身㗎，歡迎有
興趣健身嘅年青人搵我交
流。另外想同年青人講，
記得人生有難關時唔會得
你一人獨自向前，仲有關
心你既「我和她／他」。

我係火鳳凰嘅社工黃姑
娘。身為文青嘅我鍾意
寫西洋書法、玩水彩畫
同和諧粉彩，仲有我做
手工都好叻㗎，有時我
都鍾意打吓機！年青就
係要咩都試吓！以開放
嘅態度接觸新事物，過
程中可能會遇到新嘅朋
友、搵到自己嘅興趣！

哈囉！我係火鳳凰嘅社工梁S i r。我鍾意同
「山」有關係嘅活動，越野跑、行山、影
相，以及各種球類運動，想知我識啲咩，記
得嚟搵我傾吓玩吓啦！我好鍾意一句聖經金
句 「Faith Can Move Mountains」，訂立實
際可行嘅目標，
配合持之以恆嘅
練習，最終你會
達到你嘅夢想同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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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華裔中文班

 #FIT保齡球
Board game Fun Day

*心甜一刻 #FIT排球

9-12月份活動花絮

以遊戲學習中文 非華裔學生正在專心練習講中文

青少年投入地參與競技遊戲透過專注和不斷嘗試，球技躍進！

大家親手製作甜品，分工合作
很有默契

假日早晨一起打排球，
人也更精神

年青人親手製作
又獨一無二的

心太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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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月夜

行山抗毒

音樂吧

#Summer End Game

行山時不忘拍照留念

展示刀工—一刀
不斷地切碌柚皮 暑假最後聚一聚

師傅教義工開油，
計算比例好重要

*愛‧攻防

與隊員商量策略中

以音樂分享正能量

開始前專心聽清楚指示

繁華鬧市下的Busking活動

齊齊行山，培養健康生活

認真預備製作
冰皮月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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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夢旅程

#Summer End Game

#活動由蘋果日報慈善基金贊助
* 活動由「紅絲帶動力」愛滋病教育資助計劃贊助

#義在維修2.0

#親子夏日Tea Party

董事探訪日

青少年專注地「偷師學藝」

師傅教義工開油，
計算比例好重要

當子女清理廚房時，媽媽們
向花茶師「取花經」

有教練指導，青少年落力練習

青少年義工落力油牆

服務使用者與一眾董事交流後的大合照

全人手製作專屬
花茶包

親子一同製作的
雪花酥

特別鳴謝S u p e r P a r k  H o n g  K o n g於
Christmas Party 2019中提供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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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Corner
When it comes to teenagers’ potentials, what have popped up in your mind? In the last 
quarter, Project Phoenix have organized two programs for the Non-Ethnic-Chinese teenagers 
including Cantonese Class and Football Training. These activities aimed at enhancing their 
confidence and better integrating them into the community in Hong Kong. Here are two 
teenagers’ sharing:

I really like this Cantonese Class, very good, the teacher also supports me. In this 
lesson, I learned a lot of interesting things, including how to make an emergency call 
or what to do if your brother and sister are sick. 

I think Chinese is very difficult, but in this class I think that if I try harder, Chinese 
will not be very difficult. I am very excited to be able to continue with more courses 
at the Methodist Centre. I look forward to more classes with social worker and class 
tutor, as well as nice classmates.

- Teenager B

In these six Football Training lessons, the coach had taught me many things, for 
example: juggling, balance, free-kick, etc. I want to thank the coach, social worker 
and the other players playing with me. I wish there will be more activities like this.

 - Teenage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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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及暴雨措施 

本服務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上午10時至下午2時

備註： ：照常舉行  X：活動取消 
   ：請致電2528 2779查詢

5.  協調主任或指派職員出席地區會議及與地區團體和轉介團體保
持聯繫，從中以了解地區需要或動態，以作制定服務計劃之參
考。如有需要有關職員於每月部門會中報告有關會議的情況。

6.  每年協調主任與其他職員開會分析統計的資料，計劃下一年度
的服務及活動，並撰寫年度工作計劃。

7.  定期檢討服務工作及服務能否滿足服務的需要，並檢討評估方
法是否能夠有效評估服務對象對服務的需要。

8.  需要每年最少一次定期更新服務使用者的資料。附有個人資料
更改登記表，讓服務對象更改個人資料。

9.  擺放年報以供會員及公眾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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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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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評估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1.  本服務須於每半年評估服務對象
對服務的需要。

2.  本服務設置意見箱，從中於搜集
服務對象對服務及活動的意見。

3.  透過多元化形式搜集服務對象對
服務的需要及意見，詳見評估及
滿足服務對象需要流程圖。

4.  綜合收集的意見及資料，以改善
有關服務質素。

服務質素標準 
（SQS）話你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