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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抉擇」是一間本地的慈善機構，服務香港眾多沒有家庭的孩子和意外懷孕少女。
自1987年起，我們一直與社會攜手燃點希望、改寫生命。我們的遠景是每個孩子都擁有關
愛的家。

「母親的抉擇」 自1987年起已是香港《稅務條例》第88條認可的慈善機構。

關於「母親的抉擇」

合作夥伴

「母親的抉擇」十分榮幸獲得以下機構的支持：

親愛的朋友：

藉著我們慶祝三十週年紀念，我們希望表揚我們的創辦人。
在香港缺乏支援的情況下，他們沒有背棄這些絕望的少女
和孩子。憑著緊拙的資源和有限的經驗，他們勇敢地踏入別
人的困境，支援當時的需求。一個在1987年為意外懷孕少
女打開大門的安全家舍，今天已成為一個開創先河的專業機
構，每日燃點希望、改寫生命。

今日，「母親的抉擇」的領袖、職員和義工繼續秉承創辦人
的關愛精神和信念，我們為此感到無比自豪。團隊每日勇於
向前，為孩子和家庭作戰，而且在財務報表上清晰交代他們
的財政狀況。面對錯綜複雜的問題，團隊明白單憑一己之力
難以解決，並致力與社會各界夥伴並肩合作。

我們為過去慶祝，並展望將來。在這個重要時刻，我們衷心
感謝你繼續支持我們努力實現遠景，讓每個孩子都擁有一個
關愛的家。

謹代表「母親的抉擇」董事局感謝大家！

趙春娟、李碩培
董事局聯席主席

董事局

聯席主席
李碩培
趙春娟

董事
朱楊柏瑜
Andrew Gardener
Matthew Ginsburg
Sunita Makhija
Phyllis Marwah
Julie Parkinson
Gretchen Ryan
Gary W Stephens
張蘭欣

常務委員會

領養委員會
Gretchen Ryan
劉惠理
王陽
 
服務委員會
Gretchen Ryan
劉惠理
王嘉

籌款委員會
Phyllis Marwah
Mark Patterson
Deepak Rao
溫濟棠 
Tim Wannenmacher
張蘭欣 

財務委員會
Matthew Ginsburg
Paul Kennedy
Niklas Rowold
胡素娜

投資委員會
Jason Brown
Matthew Ginsburg
Niklas Rowold

慈善大使

贊助人
施羅孚夫人

副贊助人
王䓪鳴博士

星級大使
彭羚小姐

董事局主席的話

聯絡我們

+852 3915 5750
info@motherschoice.org 
www.motherschoice.org
香港半山堅尼地道42號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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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孩子

服務社區

服務家庭

服務青少年

2016 至 2017年卓越成績

個父母和家庭成員得到個別
的育兒培訓和支援50
個互動工作坊支援領養家庭54
個家庭透過我們的本地領養
服務而建立，包括我們第一
百個本地領養家庭

18
個志願家庭加入我們的橋樑
計劃，為有需要的孩子打開
家門

21

個孩子透過我們的幼兒之
家、寄養服務及橋樑計劃
得到安全和關愛的暫時照
顧服務

150

2,000+
小時由我們的
專業團隊提供
給孩子的早期
介入治療

個義工在我們的幼兒之家
服務，付出超過65,255小
時照顧孩子，為我們節省
約港幣$358萬

625

個面對意外懷孕的少女
得到不帶批判的關愛和
支持242
我們服務的女孩為二十一
歲以下的意外懷孕少女79%

10,000+
個學生透過142
個性通識工作坊
認識自己的價值
和健康

2,097 個求助電話得到我
們的熱線輔導支援

本法律手冊順利編寫出版，協助
社工支援面對困境的孩子1

個職員和義工得到保護
兒童的培訓588

1,480
個兒童福利工作者
和大學生透過我們
的性通識工作坊學
習如何支援青少年

280
個兒童福利工作者參與
我們的第一屆保護兒童
研討會

過去一年，58個孩子加入了他
們安全、關愛和永久的家庭！

「母親的抉擇」的摯友和家人：

衷心感謝你過去三十年來的信任，讓我們確信我們能為每個孩子爭取一個關愛的家。你
對「母親的抉擇」的支持，使我們得以緊守崗位、堅守承諾。希望你在閱讀我們過去一
年的故事時，能體會到我們每日見證的感動，見證著社會各界人士─包括你─和我們攜
手愛護面對困境的孩子、青少年和家庭。

2016-2017年，參加我們的橋樑計劃的家庭數量增加了整整一倍，得到更多志願家庭義
務打開家門，短暫照顧面對困境的孩子。另外，自2010年獲認可代理本地領養後，我們
成功建立了第一百個本地領養家庭。我們亦夥拍香港大學舉行了我們的首次保護兒童研
討會、為社工出版了本地法律手冊協助他們服務弱勢孩子，從而加強我們在保護兒童方
面的工作。雖然「母親的抉擇」已創立了三十年，但我們從未停止開創先鋒。

我們的工作從不簡單，亦沒有一個快速的解決方案。我們每天都在踏入別人的困境，跟
他們一起走過最黑暗的時刻，帶給他們希望。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改寫他們的生命故
事，讓他們不會再次陷入同樣的危機。我們處理的家庭問題愈來愈複雜、愈來愈困難，
幾乎每個月都要學習適應新的狀況。雖然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但我們的團隊今年變得更
堅強，我為團隊感到無比自豪。

希望你在閱讀這本報告中不同人士親述他們的故事時，會對你的支持感到驕傲，當中包
括我們的社工、橋樑家庭、幼兒照顧團隊、治療師，以及我們 　 　
的領養家庭、父母和祖父母。我深信培育一個孩子需要整
個社會的支持，而且每個人都可以在不同崗位出一分
力。你對沒有家庭的孩子和意外懷孕的少女表達的
關愛與支持，令我對香港的下一代充滿希望。

在此送上最誠摰的感謝！

艾利雅 
行政總裁

行政總裁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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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香港需要「母親的抉擇」?

服務兒童
我們透過幼兒之家、橋樑計
劃或寄養服務，為每個來
到「母親的抉擇」的嬰孩
提供高質素的暫時照顧，為
有需要的孩子提供早期介入
治療，並為每個孩子爭取早
日加入安全和關愛的永久家
庭。

服務青少年
我們歡迎求助少女加入我們
的大家庭，並承諾給她愛
護。透過意外懷孕支援服
務，我們細心聆聽她的故
事、提供不帶批判的支援及
全面的資訊讓她作出抉擇、
助她建立身邊的支援網絡，
並給予她面對未來的希望。
另外，我們的社區教育團隊
亦提供全面的性通識和保護
兒童工作坊。

服務家庭
我們相信每個家庭都需要社
區的支持，才得以茁壯成
長。我們透過領養及寄養服
務，為領養及寄養家庭舉辦
工作坊、培訓和聚會，與他
們在獨特的育兒道路上並肩
同行。我們亦識別面對困境
的原生家庭，為他們提供支
援。

香港的財富及商業地位極具聲望，但社會需要卻迫在眉睫。在香港，每五個孩子當中就有
一個生活在貧困中1，而且有數千個孩子因不同原因正面對危機，當中包括家庭破碎、疏忽
照顧、家庭暴力及被遺棄等。

「母親的抉擇」專注幫助社會裡一個重要的弱勢社群─沒有家庭的孩子和意外懷孕少女。
香港現時有超過三千五百個孩子住在院舍2，缺乏一個安全和關愛的永久家庭，對他們的成
長做成極大的負面影響。香港每年亦有超過七千個意外懷孕少女3，當中大部份都是孤立無
援的未成年少女。

我們面對的挑戰是一個個難以打破的惡性循環，包括住在院舍的孩子、意外懷孕少女，以
及破碎家庭。大部份進入院舍的兒童都長年留在住宿照顧服務中，當中很多最後年滿十八
歲需要離開住宿照顧服務，永遠無法感受家庭的關愛和支持。

調查顯示在院舍成長的孩子較容易遇上身心問題、入獄和染上毒癮，如果是女孩子的話，
更有較大機會面對意外懷孕。很多時候，這些懷孕少女缺乏所需的支援，所以很大機會將
孩子交由院舍照顧－於是惡性循環又再次開始。

「母親的抉擇」致力終結這個惡性循環。

資料來源：
1. 2015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
2. 2016-17年度社會福利署的開支預算
3. 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2016年版）政府統計處

我們的工作

在幼兒之家照顧超過2,000個嬰
孩，當中不少有特殊需要，為他們
在返回原生家庭或加入領養家庭前
提供安全和關愛的照顧

透過海外領養服務，
為超過250個有特
殊需要的兒童找到
永久家庭

得到超過9,000個義工加入我們照顧幼兒的工團隊
（包括來自世界各地的義工！），在幼兒之家為我們
的嬰孩總共換了約330萬條尿片和餵了140萬樽奶

透過不同的暫時照顧
服務（寄養服務、兒
童之家和橋樑計劃）
，為超過860個孩
子和青少年提供關
愛的暫時照顧，支援
和招募寄養家庭，並
為每個孩子爭取早日
加入永久家庭

為香港不同地區
超過50萬個青
少年舉辦性通識
工作坊

服務超過53,000
個意外懷孕少女，
包括輔導、安全的家
舍、產前支援、育兒

培訓、終止懷
孕後治療和領
養支援等

自2010年起，透過本
地領養服務支援215
個家庭踏 上 領 養 歷
程，為準父母進行評
估 、 提 供 領 養 前 培

訓，沿路並肩同行，當中101個
家庭已經與他們的孩子團聚

過去三十年，我們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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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歷史

1986年，我們的創辦人留意到連串新聞報
導指出，香港的少女懷孕數字令人擔憂。
甚至有報導指，當中不少少女懷孕九個月
才終止懷孕，年紀最小的只得十三歲，我
們的創辦人得悉後深感震驚。經他們深入
了解後，發現這些少女大部分都孤立無
援，獨自面對她們人生中最大的困境。

得到社區各界人士的支持，我們的創辦人
在1987年正式成立「母親的抉擇」。他們
決心為這些被責怪或忌諱的少女提供一個

溫暖的家舍，讓她們感受到關懷與包容，為
他們提供輔導和選擇，而最重要的是面對未
來的希望。

我們渴望幫助無助的懷孕少女的心愈來愈熾
熱，並開始為沒有家庭的孩子發聲。今日，
我們更加堅決地與社會攜手，為香港的孩
子、青少年和家庭燃點希望、改寫生命。

1. 1987年，「母親的抉擇」的第一個標誌  2. 1988年，香港布政司霍德爵士為我們的女孩家舍啟用剪綵  

3. 1990年， 我們的第一個嬰兒房 4. 1990年，位於寶雲道5號的幼兒之家  5. 1994年，協助我們照顧嬰孩的義工

我們邀請了四位創辦人回顧三十年前，分享創辦「母親的抉擇」時的想法。

創辦人的回憶

Helen StepHenS 

這個支援意外懷孕少女的計劃對我真
的很重要。七十年代初期，我正值青
春期的姐姐發現自己意外懷孕，而我
們整個家庭都將這件事當成秘密。我
的姐姐被安排到另一個城市待產，誕
下女兒後從沒有機會抱她。雖然這個
安排是我們一家出於好心的決定，但
姐姐一直無法擺脫突然失去童真和完
全失去自我的創傷。我知道香港的少
女同樣承受著一樣的目光和批判，所
以我很希望支援她們。

pHylliS MarwaH 

每個人都應該有第二次機會，而且每
個懷孕少女和每個孩子都應該擁有一
個安全、關愛而永久的家庭。這個是
我們三十年來一直奮鬥的目標，亦是
我們需要傳遞給下一代的訊息。我們
永不停步，直至香港每個孩子都擁有
一個關愛的家。

ranjan MarwaH

我們不單只希望提供一個家舍，更希望
少女能感受到愛、得到面對眼前不同選
擇所需的支援。過去三十年，我們在「
母親的抉擇」見證的最大奇蹟，是社會
慢慢改變他們對意外懷孕少女和她們的
嬰孩的態度和眼光。開始時，很多人問
我怎麼會想幫這些「壞女孩」。當中一
些人今天已成為我們最忠實的支持者，
而且變得非常愛惜這些少女和孩子。這
件事令我對香港的未來充滿希望。

Gary StepHenS

作為一個父親，看到報導指有少女正孤
獨無援地面對意外懷孕，我感到非常
震驚。我們希望會有專業的有心人主動
幫助這些少女。我們都忙於工作，沒想
到自己都可以做這件事，所以甚麼都沒
有做。直至我們將這些報導告訴朋友
Ranjan，他隨即反問「你們打算怎樣
做？ 」 

我們的創辦人Phyllis Marwah、Ranjan Marwah、Helen Stephens 與 Gary Stephens，攝於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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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創立「母親的抉擇」

1988  
啟用意外懷孕家舍

1995  
「母親的愛」於

中國南寧成立

1990  
開設照顧有特殊需要

兒童的特殊幼兒組

2012 

服務青少年和家庭的

支援中心遷往觀塘

2001 
「母親的希望」於

印度納迦蘭成立

2010 
獲認證為本地 

領養服務機構

「母親的心」於

柬埔寨金邊成立

2014  
試行橋樑計劃，推廣

全新的義務寄養服務

模式 

2017  
「母親的抉擇」

慶祝三十週年！

三十年來，「母親的抉擇」不斷與時並進，服務香港
最弱勢的一群，並將我們的遠景宣揚到世界各地！

三十年的點滴

1996 
開始提供校園性通識

教育課程

1993  
開設寄養服務

1989 
開設照顧嬰兒的嬰兒組

開設海外領養服務

2007 
尖沙嘴意外懷孕支援

中心投入服務

1988  
啟發我們創辦人

的新聞報導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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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寫孩子的生命故事

個有特殊需要的孩
子得到特殊幼兒組
的照顧服務

14

黃慧冰，寄養服務經理
由於明明的父母無法照顧明明，所以他出世不久後
就被安排接受緊急住宿照顧服務。住宿照顧原意只
是短暫的安排，但明明卻在院舍待了超過一年。我
們很慶幸他來到了「母親的抉擇」。明明的個
案比較複雜，如果沒有一班專業的團隊在
背後默默耕耘，他可能整個童年都要在
院舍渡過。雖然過程很困難，但我們
終於為他找到一個很愛他的領養家
庭！

陳忠靜，幼兒之家經理
明明*初來到我們的幼兒之家時，只是差不多18
個月大。他花了很長時間適應環境，但隨著時
間過去，他開始對他最喜歡的義工放下心房。
作為其中一個最年長的孩子，他認真地扮演著
大哥哥的角色，經常照顧其他嬰孩！我們希
望明明可以感受家庭溫暖，所以我們安排他
加入橋樑計劃的志願家庭，讓他在等待屬於
自己的永久家庭期間，能獲得更多的愛和關
懷。

明明的故事
我們為一名滯留在院舍制度的孩子提供一個充滿愛
心的臨時居所，幫助他發展潛能，更為他找到一個
永久家庭。

個嬰孩得到橋樑計
劃志願家庭的照顧19
個孩子得到寄養服務
的家庭式照顧56

個0-2歲的嬰孩得
到幼兒之家的照顧
服務

61

個孩子透過家庭重聚
或領養加入了他們安
全、關愛和永久的家
庭！

58

呂俊琦，橋樑母親
自從明明來到我們家後，我們看
到他有很多轉變。我們能夠給他
很多關注，而且他很喜歡和我們
的孩子玩耍。「母親的抉擇」的
治療團隊為他製訂了療程，而且
給了我很多鍛練明明的練習。他
加入我們家只有短短數月，已經
在各方面都追上進度。他比起以
前有自信得多了，而且變得更加
活潑！他知道他可以信賴我們，
我也知道這段時期為他加入永久

家庭時，帶來正面的影響。

蕭少芹，資深治療師
初次見到明明時，我們的治療團隊為他進行評估，發現他有幾方面
的發展比較遲緩，包括溝通能力 (發音和用語) 和肢體運用 (彈跳和

跑步)。明明在每個星期的治療都慢慢作出改善，但最大的進步是
在他加入橋樑家庭後。他的橋樑母親協助他做練習，每個月都帶
他覆診，我們看得出他們已建立了感情。四個月後，明明已經
在各方面追上其他同齡孩子的進度了。我們知道他會繼續充分
發展潛能地成長！

我們相信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
都應該擁有一個關愛的家，而且
培育一個孩子需要整個社會的支
持。兩歲的明明*今年得到不同
人士的愛護及照顧，一起聽聽他
們的分享。

過去一年，得到625個幼兒之家
義工、38個橋樑家庭和50個寄
養家庭的支援，我們改寫了許多
孩子的生命故事：

*這是化名，以保障當事人私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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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女孩向「母親的抉擇」求
助時，我們的首要任務是讓她看
到希望，讓她感到被愛惜，並裝
備她面對自己選擇的未來。這對
於我們過去一年年並肩同行的
242個少女可能不盡相同，因為
我們會因應每個少女的需要作出
調節。阿寶的故事提醒我們，每
個人都需要朋友和家人的支持。

2,097
個求助電話得到支援

10,000+
個學生得到性通識教育

過去一年，

為懷孕少女燃點希望

阿寶，接受意外懷孕支援服務的少女
當我懷孕時，我以為將嬰兒交給別人領養是對她最
好的決定。我真的不確定自己是否有能力照顧她，
但她出生那刻，我感受到很多的愛，而且不知道自
己能否離開她。在我作出決定前，「母親的抉擇」
安排了一個橋樑家庭暫時照顧我的嬰兒。我本來十
分緊張，但當我看見橋樑母親溫柔地抱起我的女兒
時，我就知道她會很安全。但即使如此，眼見他們
帶走我的女兒，我的心依然隱隱作痛。

我的媽媽和我發覺，原來我們具備照顧嬰兒的一切
所需。我家人給我的支持，讓我可以選擇成為一個
母親。一起養育我的女兒，令我們的家充滿歡欣。
能夠跟我的寶貝女兒一起生活，我感到十分感恩及
安心。我正在學習成為能力範
圍內最好的母親。

阿寶的媽媽，嬰兒的外祖母
看見自己的女兒面對意外懷孕，實在十分傷感和痛心。有時候，我的心絞痛得讓我以
為快要裂開了。但即使在我絕望時，社工都一直陪伴著我。要是沒有她的支持，我真
的不知道我們怎樣走過這段路！

我很感激「母親的抉擇」讓我們認識我們的橋樑母親。她無微不至地照顧我的外孫
女。我打從心底裡感謝「母親的抉擇」的每一位。我們的外孫女為我們的家庭帶來無

盡的喜悅，如果沒有你們的幫助，我們現在也不會這樣快樂。任何言語也無法表達我的
感激。

242
個少女得到不帶批判的關愛
和支持

楊嘉寶，社工
對於一個 像阿寶的少女而言， 懷孕帶來沉重的罪疚感、痛苦

和無力感。在這段思緒混亂的期間，阿寶極度渴求父母的安
慰和支持，而他們愛的承諾，改寫了她的一生。

當阿寶的父母 決定支持她，我看到他們的轉變。他們真
誠地 期待接嬰兒回家，並努力得到親友的支持，令阿寶能
感受到身邊的愛和關懷。他們甚至為嬰兒佈置房間，讓他

們終於可以感受到迎接初生嬰兒的雀躍！每一個準父母都
需要幫助和支持，但像阿寶這樣的年輕媽媽就不常獲得家人

的關愛和諒解。要是父母在他們的女兒面對風暴時，能走進她
的人生，他們就能夠引領女兒回到安全的避風港。

renata，橋樑母親
第一次和阿寶在醫院見面時，我們感受到她承受的痛楚，因為她極度渴望當一位母親，卻沒有所
需的支援。我的丈夫和我承諾照顧她的嬰兒，讓阿寶和她的家人可以有時間作好準備， 重新出
發。

那段期間，阿寶會定時過來探望女兒，學習如何照顧她，而我就經常鼓勵她。有一晚，我們哄完
她的女兒睡覺後，她主動伸出雙臂，我們相擁而泣了好一會兒。我們本來是陌生人，甚至不說同
一種語言，但我們永遠都會有一種聯繫，因為我們愛著同一個孩子。

這經驗令我更熱心支援年輕母親 – 我們只是照顧一個嬰兒兩個月，但已經能夠給這新家庭他們所
需的時間，讓他們能緊守在一起。跟嬰兒道別是我們目前遇過最困難的事，但如果我們能幫助另
一個孩子和他的家人，我們絕對會再次打開家門。

阿寶的故事
我們為一位面對困境的女孩提供支援，助她為自己和孩
子作出抉擇。現在，她知道她值得被愛、被珍惜，而且
有一個強大的支援網絡在她身邊。

79%
我們服務的女孩為二十一歲
以下的意外懷孕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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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 和 andrea，領養父母 
在我們五年前搬來香港之前，已經領養了大女
兒Zara。我們在這裡認識了一個領養家庭，於
是又開始考慮領養，為家庭增添成員。「母親
的抉擇」的社工Janice在進行評估期間，一直
為我們提供很多指導，確保我們可以為孩子提
供一個安全和關愛的家。獲批准成為領養父母
後，我們就開始等待孩子。我們知道每個月的
第三個星期四，社署都會進行準領養父母和等
待領養的孩子的配對，所以我們每次都熱切地
期待收到電話通知。

等待的過程很漫長，我們亦開始感到氣餒。終
於，在某個星期四，我的電話響起，我看到熒
幕上顯示著Janice的名字。我惶恐得把電話都
摔掉了！跟她說話時，我感到十分緊張，但她
給我們帶來了好消息，就是我們和一個女嬰成
功配對。雖然我們有時間可以考慮，但我們一
早已經有答案！

幾天後，我們初次見我們的女兒Johanna。
她六個月大，一直都住在「母親的抉擇」的
幼兒之家。她被抱到房間，然後她的照顧
員親手將她交給我。她用她啡色的大眼睛
望著我們，因為太不知所措開始哭了起
來。然後她慢慢地平靜下來，並讓我抱著
她、餵她吃奶。接下來的兩星期，我們每
天都去探望她，讓我們可以互相熟悉、建
立穩固的家庭連繫。我們對幼兒之家的職員
和義工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們與孩子互動的
方式非常專業和體貼。

建立更穩健的家庭

過去一年，

個原生父母和祖父母得
到育兒培訓

2010年，「母親的抉擇」獲社
會福利署認可，為本地家庭提供
領養評估和支援服務。2017年2

月，我們正式透過本地領養服務
建立了一百個家庭，並很高興第
他們樂意分享他們的故事！

個家庭透過我們的本地
領養服務而建立

個領養家庭學習到如何
照顧他們的嬰孩

個領養家庭工作坊順利
舉行

個未來父母在領養過程
的早期階段獲得支持

個志願家庭通過審核，
為孩子提供暫時照顧
服務

我們帶Johanna回家那天，收到一份很精美的禮物，就是她的《生命
冊》。裡面記載著她出生以來的照片，和她在幼兒之家生活期間的

不同里程碑。我們相信她永遠不會忘記「母親的抉擇」的團隊
幫助她建立的愛的根基。我們亦收到Johanna與她親生媽媽的

照片，這張照片是在Johanna出世後幾個月拍的。對我們來
說，這是一份非常珍貴的禮物。我們亦知道當我們告訴女兒
關於她勇敢的親生媽媽，這份禮物將對她有很特別的意義。

我們希望與領養申請者分享的心得是：千萬不要失去信念。
有孩子正在等待一個關愛的家。不論前路如何，作為父母的

角色是要愛護和支持你的孩子。很多人認為我們領養孩子十分
偉大，但我們從來不這麼認為。我們很有福氣，能夠透過領養

得到兩個女兒 ，這是最美妙的禮物。

一個家庭的故事
我們在整個申請領養的過程支援這個家庭，直
到他們遇上他們漂亮的女兒，並將在他們一生
的領養旅程上繼續支持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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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年度財政狀況

支出

「母親的抉擇」一直在成長，致力提供最完善的服務、投放資源在橋樑計劃和社區教育等
創新項目，並鞏固我們的團隊和服務大樓。

以下數據顯示你的善款如何為香港的孩子、青少年和家庭改寫生命：

收入

今年是為孩子、青少年和家庭服務籌募所需經費極具挑戰的一年。2016至2017年期間，我
們籌得的善款並未能完全資助我們的支出。

為確保我們能在遇到經濟不穩的情況時持續照顧社會裡最弱勢的一群，我們過去一直努力
存下足夠儲備。因此，即使過去一年善款不足，我們仍能持續提供所有前線服務。

意外懷孕支援服務
$6,426,467

寄養服務
$8,686,447

橋樑計劃
$966,332

特殊幼兒組
$6,643,084

嬰兒組
$11,006,602

領養服務
$2,998,769

社區教育
$3,203,056

中國項目
$404,846

社區聯繫
$7,364,272

其他經費 (營運、人力資源、 
財務、資訊科技及設施管理)

$10,818,075

總數
$58,517,950*

香港公益金*
$3,708,000             一般捐款

$30,517,483

其他收入
$289,000

社會福利署資助
$12,948,617

總數
$50,700,400*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3,237,300

雖然今年的財政狀況充滿挑戰，我們仍然為社會各界利用極具創意的方法為「母親的抉擇」籌款
而感到非常鼓舞！我們會繼續珍惜你們透過捐出生日禮金、義賣自製手飾和蛋糕、收集零錢、慈
善步行等籌集的每一份捐獻！

財務狀況
2014-2015  

審核數據**

2015-2016  

審核數據***

2016-2017 

估算數據*

收入
一般捐款 37,383,178 38,534,069 30,517,483 

政府及公眾資助
• 社會福利署資助 11,726,724 13,623,467 12,948,617 

• 香港公益金 3,182,600 3,438,100 3,708,000 

•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3,237,300 3,237,300 3,237,300 

其他收入 281,409 351,303 289,000 

總數 55,811,211 59,184,239 50,700,400 

 支出
意外懷孕支援服務 6,258,186 6,497,045 6,426,467

寄養服務 8,299,471 8,305,900 8,686,447 

橋樑計劃 - 1,005,977 966,332 

特殊幼兒組 6,739,030 7,451,256 6,643,084 

嬰兒組 8,998,205 10,181,291 11,006,602 

領養服務 3,018,690 2,719,467 2,998,769 

社區教育 997,124 2,387,970 3,203,056 

中國項目 914,224 887,346 404,846 

社區聯繫 4,422,759 6,083,447 7,364,272 

其他經費 7,632,421 9,804,857 10,818,075 

總數 47,280,110 55,324,556 58,517,950 

所有銀碼單位為港幣。

*2016-2017 估算數據來自十一個月未經審核的財政報表 (1 April 2016 to 28 February 2017)，以及一個月的管理層財政預算 (1 to 31 
March 2017)。
**2014-2015 審核數據來自已獲審核的財務報表 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1 April 2014 to 31 March 2015)。
***2015-2016 審核數據來自已獲審核的財務報表 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1 April 2015 to 31 March 2016)。
 歡迎瀏覽我們的網站，查看經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KPMG) 審核的年度財務報表：www.motherschoice.org。

「母親的抉擇」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成員，亦是獲《稅務條例》第88條認可的慈善機構。

Emma在她的百日宴
籌得$14,000！

社區裡的孩子
一共籌得$198,349！ 

馬拉松跑手
一共籌得$281,318！ 

*包括新鴻基地產慈善基金捐出$53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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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孩子

到底需要甚麼？
有時需要親生家庭，有時需要另一些家庭。

無論父母、兄弟、姐妹、你和我，對孩子都同樣重要。

最重要的是，家庭中有愛和承諾。

培育孩子需要整個社會的支持

觀看短片：www.motherschoice.org

read the english version here:

www.motherschoice.org/app/
uploads/2017/06/Impact-Report-

2016-2017-EN.pdf

www.motherschoice.org/app/uploads/2017/06/Impact-Report-2016-2017-Eng.pdf
www.motherschoice.org/app/uploads/2017/06/Impact-Report-2016-2017-Eng.pdf
www.motherschoice.org/app/uploads/2017/06/Impact-Report-2016-2017-Eng.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