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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堂有英式下午茶食?! 

女孩子獨門手藝   

不得不知 8 個 PGS 同事 的小秘密 



編姐的話:  
致各位親愛的讀者: 

 

     萬眾期待的意外懷孕支援服務部(Pregnant Girls Services)的刊物終於

出世了!  

     我們希望藉由此刊物, 讓大家對部門的服務﹑同事及服務使用者有

更深的認識。季刊之所以名為”PassenGerS” , 是因為我們常形容經歷意

外懷孕猶如一個旅程。由發現意外懷孕, 到尋求援助﹑接受不同選擇的

全面資訊﹑作出抉擇及重返社會, 每一步的心情高低起伏。而 PGS 就

成為女孩子們生命中的其中一個旅客, 與她們相遇並同行。 

     於這一趟的旅程之中, 我們會一同經歷分別有四個重要的站, 第一

站是「印象」, 亦是這一期季刊的主題。我們邀請不同嘉賓參與, 大大

地提高刊物的豐富度! 當中包括有女孩子最真實的分享﹑同事職場上

私底下的專業和興趣﹑不同精彩活動的預告和花絮, 更有 萬萬不能

「走寶」的有獎問答環節!!! 

     希望正在閱讀的你, 帶著開放﹑勇於冒險的心,  

跟我們一同遊歷吧!   

偶爾感性的助理項目主任  
王梓晴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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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雖然愛書的你不可能跳過任何一版精彩的內容, 

專業上都不能缺少「目錄」 

StoryTellers 

創作達人    

活動精彩點滴 

豐富活動預告  

有獎競賽            

P.3 

P.8  

P.9 

P.13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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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teller  
 

想說故事，想分享故事， 

你說，我聽。 

其實每個別人的故事，都是你和我的故事。 

感受別人，也是感受自己。 

沒有「你」的故事也是你的故事。  

一個盼望藉故事消除標籤和誤解的平台， 

也是勇敢說述自己生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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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名在 20 歲時意外懷孕的女孩子。意外懷孕會令讓社會上不

少人士對青年人掛上標籤，認為大部分都是喜歡出去玩、夜生活豐富、甚

至可能會覺得他們一定是不負責任的人。在我親身經歷後發現，這個第

一印象是誤解，因為並非每個意外懷孕的青年人都是這樣，只是大家都

慣常會用有色眼鏡去看待這件事。而在我懷孕的時侯，家人都十分擔心

我在街上受到他人的歧視，擔心別人會用不友善的目光去看待我。意外

懷孕對青少年的影響可以是十分深遠，可能會影響將來的工作、自我肯

定等等。 

            我很幸運自己當時有尋求意外懷孕支援部的社工姑娘幫助。她讓我

知道自己當時有什麼選擇，亦沒有用有色眼鏡去看待我。我也被自己對

意外懷孕的形象定型，因為我也曾懷疑自己是否一個壞女孩，才會發生

這個意外。事實是在這件事中，我讓家人及身邊的人知道自己是一個負

責任的人，令大家都對我刮目相看。 

Karen, (2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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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多月的住宿服務，讓我的生

活變得更有規律，更順利誕下了一個

健康的小女孩。 
 

希望為孩子選擇更好 
         

雖然我為孩子選擇了領養服務，但我

並没有想像中這麼情緒化。孩子出生

三天後，我們便要分隔兩地。她需要

留在醫院，我十分不捨地出院。經過

一個多月，終於收到一個好消息。那

就是孩子可以離開醫院入住「母親

的抉擇」的幼兒之家。我期待這一天

很久，因為深信她可以得到更好的照

顧。感謝幼兒之家的同事，每天無微

不至地照顧我的孩子，她入住後，皮

膚明顯改善了很多，亦長大得很快。

我倆在之後的兩個月增添了不少經

歷，但我知道是時候要放手，讓她可

以去到一個永久的家庭得到更幸福

的生活。簽紙不久，她便去到屬於她

的領養家庭。這段經歷令我成熟了很

多。每當回想「母親的抉擇」遇到的

人，他們給了的支持與陪伴不是一言

一語可以形容的。没有母親的抉擇，

也可能没有現在的我。 

感謝你們！ 

Meow Meow  ( 15 歲 )  

從一個青少年變成媽媽，當中幸好有

「母親的抉擇」中每個人的陪伴，讓

我順利誕下一個健康的孩子。 

 當我第一次致電「母親的抉擇」的熱線

時，對接觸同事的印象就是體貼入微，因

為她正正是我將來的個案工作員。她的提

問十分仔細，而且她的聲音很温柔。工作

效率亦非常高，很快便約我面談。及後，隨

即就安排到家舍參觀，以及確定入宿日

期。 

溫暖的家讓我不再一樣 

 家舍中的舍監與同事都好體貼﹑幽默，

關心每一位入住的女孩，令我從不言不

語﹑害怕接觸陌生人，也可在短時間內熟

習環境。我亦由一個家中的小公主，變得

學會獨立﹑煮飯，還讓我更認識自己。除

了發現自己的長處之外，更從中確定自己

的理想和目標。家舍中開放與接納的氛圍

讓我可以暢所欲言，並放心分享自己的心

事。還相識到兩位志同道合的好姊妹。 

即使離開家舍，我們和舍監都成為了很好

的朋友，閒時會相約返教會﹑食飯，還會

回家舍幫忙做義工。這裡就像我們的家，

每次回去都感覺很温暖。 



        每當我經過金鐘、灣仔，我腦海中很自

然便浮現出與女孩們、舍監們吃力地行上

斜坡返回家舍， 與女孩們、舍監們在菜市

場格價買菜準備晚餐的點點滴滴。 

        在家舍中生活了短短 2 個月，當中的回憶在我心中留下了烙

印，也使我現在活得更堅定成熟。每一次我想起家舍，我的心都充滿感

激和溫暖。 

        當初我只是想找個避風塘，在家舍靜心養胎。不過，我漸漸覺得

這裏真是一個溫馨的家，女孩們在家舍裏一起煮嘢食，一起織頸巾，一

起做家務，最重要的是互相分擔大家的憂慮，也分享為人母親的感觸。

舍監們都會貼心地照顧我們的需要，不論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提供他們

的建議，讓我們敞開心扉表達自己的感受。Case Worker 也會不時前來

探望我，了解我的生活狀況和在我整段經歷中擔當聆聽者，在我難過

時陪伴我給予支持。在這段期間，他們是我的支柱，少了他們一個，我

也沒有足夠的信心面對抉擇，所以我很感激他們的出現，讓我下了個

無悔的抉擇。 

        可能對於他人來說，意外懷孕是個黑歷史，但其實我從中意識到

自己得到很多的愛和力量，從挫折中學習，這些片段令我更珍惜現有

的東西，也令我更成熟，向着自己目標發奮。沒有人的路是平坦的，溪

流也需有小石的衝擊才能流得更澎湃。在 MC 的幫助下，我成功克服

了心中的恐懼，從原來絕望的處境，慢慢提起勇氣面對這一切，讓我再

不退縮，積極面對人生。 

Becky  (17 歲) 

 



踏出家門，別人總會用奇異的眼光注視著我的大肚子。一步一步走著，家人的關

係破裂，朋友一個個離開，甚至你連身體都甘願獻給他的伴侶都走了。我的世界

彷彿變黑了，失去希望… 

 

對！我是一個未成年未婚的單親媽媽。 
 

我在醫院認識了母親的抉擇的社工 Ivy，她不像一般人對我投注奇怪的眼光，

反而會心的微笑叫我放下心中的防禦。我的一言不發換來的是她源源不絕的

開解，我的人生好像突然多了一盞明燈。她不住的為我禱告，為我尋回人生的

意義，讓我做回最真的自己。 

  

後來我認識第二位社工 Clare,她給我的印象是友善又聆聽別人的需求！她不

單單給我意見，且耐心的去了解我和幫助我。亦教我要學會要放下，放下一個

不愛你的人，才有空間接受愛你的人。這句話我仍然刻骨銘心！ 

 

最後亦想說說四位活動的同事！ Charis 跟我素未謀面, 也可以給予她的支持

和擁抱。謝謝她救了一個抑鬱症的女生,也救了我肚中的孩子。 

 

曦敏給我的印象是勤奮，每個失眠的晚上總有她陪我聊聊天，讓當時以淚洗面

的我得到了一些安慰。 
 

Mable 和 Monie 跟我分享她們的人生經驗，讓我不斷思考將來的路要怎樣走，

包括對婚姻的價值觀。Mable 更給我一個機會與幼兒之家的義工分享我的經

歷，讓我學會以生命影響生命。 

 

我就是我！永遠不要被人介定我是怎樣的一個人。 
 

在這裡的回憶，多少年也依然美好。母親的抉擇的每一個員工，謝謝你。縱使你

我互不相識，你們總在背後幫助我們每一個懷孕的女生。謝謝你，放下世俗的

眼光，用真心對待我們。加油！世界因著你們變得更美好！ 

  沛宜 (16 歲) 7 



不知你知不知, 都要話你知!!  

在我們接觸的女孩子當中, 很多都是隱世的創作高手! 

今次向大家介紹的兩位, 都是製作頭飾的能人! 

最近不約而同地推出她們的作品, 實行做個創業者 ! 

創作達人  創作達人 

Maggie 是一位年輕媽媽 !  最近創作了多款以  花作主題

的頭飾 !! !更找來寶貝女兒 Emma 做模特兒呢  

近鏡 Emma 示範圖 

Kayan 也是一位漂亮的年輕媽媽 !  擅長創作了不同款式的頭飾 !! ! 

髮圈﹑髮夾﹑胸針等等, 大人小朋友都適合 8 



星 

連同事都羨慕的英式茶點 

吃貸女孩~  每次掃清光  

HOME 

「星 HOME」， 乜東東？ 

簡單來說，是一個綜合產前產後知識及個

人成長的課堂！ 

學習照顧自己和ＢＢ的身心靈健康之餘，女

孩子可以認識同路人，即使有不同抉擇互

相支持。 

全面內容包括：產前產後的護理方法﹑與

男友及家人的關係密室﹑生涯規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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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Service 合作無間 

我們更設有法律咨詢室和性通識課堂, 邀

請 Becky  & CE Team 將貼地的知識，用不

同有趣的活動帶出。 

一行 12 人去 cafe大吃大喝 

女孩子都表示來到星 Home,  不但學懂護理
技巧, 更可以跟一班同路人每星期去分享自
己的經歷和心情, 非常珍貴! 

 
她們很喜歡和感激助產士義工 Debbie 每個
星期三都用自己休息的時間來關愛自己, 又
解答了很多疑問!! 



藉此，同樣鼓勵大家 

夢想不是一場夢,也不可只有想! 

所以要落地了解本地市場的走勢,工作員會帶大

家實地考察, 認識社會上的龐大資源及機構,尋

找升學就業最新資訊!! 

「你」想人生 

齊用職業卡,探索夢想工作 

參加者除了是現正住在家舍的女孩子,更邀

請了過去曾接受住宿服務的女孩子一同參

與。大家紛紛在緬懷在家舍的回憶 XD 

 

工作員會透過不同的遊戲跟參加者一同尋找

人生方向﹑目標,了解自己的理想工作。 

人生當然不可只是上課和玩耍!食!運動和獎勵是推

動大家有更精彩的生活的重要元素~ 

食完親手泡製的午餐，齊齊做產前瑜珈,再食三點

三下午茶! 

活動結束後,工作員更會悄悄準備好一份同你理想

職業相關既禮物!非常窩心 

除此之外, 參加者都表示很高興可以透

過活動認識到其他女孩子，互相分享自

己的人生方向和過程中的憂慮。 
 

課堂後亦發現只要願意付出努力就有出

路!大家都非常認同活動對實踐自己的

理想人生很有幫助,又可以 keep 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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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Lives  

於 2017 年 3月31日至4月1日, 

我們的合作夥伴 YoungLives(YL)

為年輕媽媽破天荒地,於沙田突破

青年會舉辦了第一次的兩日一夜

親子營。 

YL 為大家預備了很多精彩的節

目!! 自家製珍珠奶茶﹑指甲彩

繪﹑專人按摩﹑Live Band 

Show﹑滋味窩夫等等。 
 

不得不提的是強大的幼兒照

顧團隊,令平日「無法脫離媽

媽一秒」的小孩,都可以跟義

工留在玩具房/室內操場,讓

媽媽可以專心的參與小組。

同事 Ann 同 Mabel那天明明

放假,都去了做義工,有機會

一定要問她們當日的經歷! 營會另一個目的是希望加強一眾義工跟年輕媽

媽之間的關係!! 透過不同激烈的分組遊戲﹑

小組分享, 大大增加了對彼此的認識和信任! 

每一個人對是此破格的親子營感到非常滿意! 

急不及待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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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至 月 

 

月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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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抉擇路 

星 HOME 

下一站… 
放心擁抱 

星 HOME 

星 HOME 

星 HOME 

愛的抉擇路 

愛的抉擇路 

Baby千日宴 

Baby一日遊 



預 動 活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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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觀塘 / 金鐘 

報名: 如有興趣請致電 28682022 黃姑娘/賴姑娘直接報名 

＊所有活動均設有交通津貼，經濟情況有困難的參加者, 

     可向個案工作員提出申請。 



有獎競猜環節 
試就你對 PGS 同事的印象, 配對圖片中的物品。 

並將答案寫在 P.16 的答案紙上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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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2.  6.  

3.  7.  

4.  8.  

 

答案紙 

參賽者姓名: ______________ 

部門: ____________________ 

截止日期為 2017 年 8月 31日 

TingTing 

Helen 

Connie 
Mabel 

Maggie 

Charis Ann 

Sophie 

Candy 

Romy 

Monie 

Clare 

Esther 

Judy 

參賽方法: 

1. 沿虛線剪下已填寫好

的答案紙, 並投進觀

塘辦公 A 室接待處的

收集箱中;或 

透過電郵傳送至 
chariswong@motherschoice.org 

2. 我們會於 9 月頭將禮

物送出。 

大獎 (答對 7條或以上): 

電影禮卷兩張  (兩份) 
 

二獎 (答對 4-6條): 

星巴克$25現金卷一張 (4份) 



 

不論是對季刊的建議, 

還是想鼓勵女孩子的說話。 
 

可以善用右手邊的心意欄 

剪下後放進收集箱中。 

 

你的一字一句都是非常珍貴的 

謝謝你!!! 

歡迎你寫下閱讀後的感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