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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以這份年度報告，向「母親的抉擇」的摯愛好友及長期支持者Richard Andrew Henry Gardener先
生衷心致敬。Richard的「母親的抉擇」之旅始於1994年，當時他離開了企業界，和家人搬到我們不
起眼的義工小家舍。原本預定為期三個月的志願服務變成八年。

永遠懷念

2012年，Richard重返「母親的抉擇」並擔任重要領導角色，更成為了「母親的抉擇」的骨幹成員，
確保我們的組織運作順暢。他以謙卑和安靜的侍服態度，為嬰幼兒 ─ 特別是那些有特殊需要的，以
及我們社區中的弱勢少女服務，改變了許多人的生命。Richard從沒追求名聲或榮譽。他身體力行，
並且是「橋樑計劃」中第一個敞開家門的寄養父母。他對香港最弱勢群體的堅定承諾和服務，將繼續
影響後續數代的生命故事。這是Richard留給我們的珍貴傳承。
我們讚揚並感謝上帝賜給Richard的一生 ─ 我們會深深懷念他。

關於「母親的抉擇」
「母親的抉擇」是一家本地慈善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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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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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人的話

親愛的朋友們：

我當義工將近三十年了，有幸見證不少孩子踏進「母親的抉擇」大門，並得以加入永久家庭。
早年的孩子們現在已長成為優秀青少年，生活在世界上不同角落。當孩子得到來自家庭的那種
無條件的愛和支持，他們便可以茁壯成長。我很自豪有機會照顧和愛護這群＂小南瓜＂。 

「母親的抉擇」過去一年的主題是＂希望之錨＂。我相信心之所願，無所不成。只要我們携手
協力，一起為香港的孩子和家庭帶來希望，一起改寫他們的故事，那麼沒有甚麼是不可能的。 

作為這家奇妙機構的贊助人，我為「母親的抉擇」的員工、義工和合作夥伴感到驕傲。他們持
續慷慨支持，為社會上最弱勢的群體築起避風港。我的角色得以發揮作用，全靠很多人的支持。
懇請各位多加幫忙，讓服務弱勢兒童和少女的火炬生生不息，永放光芒。 

謹此送上溫暖的問候！

施羅孚夫人

“如果你想讓別人聽到愛的訊息，你必須四出傳揚。要油燈生生不息，我們必須不停注油。” ─  德蘭修女

2018-2019 年度報告     03



「母親的抉擇」2018-2019年度亮點

107名孩子加入了安全、關愛和永久的家庭

服務孩子

服務青少年

服務家庭

服務社區

71 名弱勢的孩子被轉介到「母親的抉擇」作評估及安置

157 名孩子接受安全及關愛的暫時照顧；36人在橋樑家庭；56人在寄養家庭；56人在幼兒之家

2,700+ 小時提供予孩子的早期介入療法

568 名義工在幼兒之家為兒童奉獻66,194小時關顧

701 名來電者得到我們的危機熱線輔導支援

137 名少女透過我們的產前和產後計劃獲得全人關顧，我們服務的79%少女年齡在21歲以下

2,716  次緊密介入個案管理活動予以提供

7,557 名學生參加了325個性通識工作坊

109 個家庭在領養路上獲得我們支援

61 個工作坊、培訓課程及活動已為領養家庭舉行

35 個新的志願家庭加入橋樑計劃

1,057 小時的培訓已為領養及親生家庭在孩子離院前後提供

650 名專業人士和父母學習了如何在性健康和價值觀上支援青少年 

13 項兒童保護培訓資源獲得開發，包括中英文的網上課程、2套錄像製作及7套培訓材料

5 份建議書提交給立法會和政府機構，其中1份已納入香港行政長官的2018年施政報告

1,056 名專業人士參與了46個有關兒童保護和社區教育的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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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主席的話

親愛的朋友們：

每年夏天，我都會與家人在美國緬因州的一條小船上共度時光，這就是為甚麼今年的主題“希
望之錨”特別引起了我的共鳴。我們船上的錨可以防止它在港口周圍漫無目的地漂蕩、甚至漂
流出海。同樣地，個人和家庭也需要有它的錨。

在「母親的抉擇」，我們就是那些沒有家庭的兒童和陷入危機的少女之錨。他們就好像被拋進
大海、因沒有指南針或錨而失去方向的時候，我們會尋求各種方法提供幫助。我們曾看到了逆
境的風暴如何令她們偏離軌道、有時甚至將她們拋向礁石。但我也幸運地見證了許多由職員、
義工和合作夥伴的辛勤工作和奉獻精神帶來的奇蹟和充滿希望的故事。

在回顧過去一年取得的許多顯著成果時，我們相信追踪和衡量帶來改變人生的影響所投入的那
些資金十分重要，這是我們對您們、對我們所服務的社群，以及對我們機構珍貴傳承的責任之
一。我為接下來將要展示的一切感到非常自豪，顯而易見，在這個多元化的社會中，我們都抱
有一個共同遠景，那就是看到每個孩子都擁有一個關愛的家。

我謹代表董事會對您一直以來的支持表示感謝，是您令「母親的抉擇」能夠為社區中最弱勢的
群體帶來希望，成為她們的希望之錨。

謝謝！

李碩培
董事局主席

“生命中的狂風暴雨印證了希望之錨的力量。” ─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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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您的錨

我去世的爸爸，Richard。他以身作則教導我，憐憫之心和正義感不應光用嘴說，還要用實際行

動體現出來，尤其是他怎樣深愛著那些處於弱勢、最需要關懷和支持的一群。

ANDREW GARDENER

我去世的姐姐Teresa，她是我生命中一個重要的錨。她在暴風雨中給予我庇護，漂泊中給予我

堅毅意志，懦弱時給予我力量。

溫濟棠

MATTHEW GINSBURG
有太多了 ── 就好像得到奧斯卡金像獎時的致謝名單一樣！「母親的抉擇」的領導團隊、員工

和義工們都啟發了我很多。他們不辭勞苦地幫助他人，對個人生活和香港社會作出正面和啟發

性的影響。

GRETCHEN RYAN
我的母親，Sharon Lee Gates。我媽媽很信任我，她讓我成長，並常常讓我知道自己有甚麼優

點。她寫給我的信件裡充滿着關於希望的經文和字句。她每次聽到我的聲音都會很開心，而當

我感到絕望的時候，她喜歡陪伴著我。她提醒我甚麼事情是最重要，而且她從不放棄。她自己

不斷在成長！

劉湯敏儀

家庭是我生命中重要的錨。我很感恩能擁有一個充滿愛和互相支持的美好家庭。當我面對挑戰、

困難和挫折，或感到壓力的時候，家人永遠都在我身邊支持我。他們非常鼓勵和支持我在「母

親的抉擇」的工作，我的女兒亦每週在「母親的抉擇」參與義工工作。 

2018-19年董事局成員分享了自己一生中的堅定之錨，這些錨啟發並幫助他們奠定了穩固的基礎，
塑造了今天的他們。誰是您的錨？

我的錨就是我的丈夫，他在我身邊與我共同經歷了50多年的時間，在家庭生活和事業上給予我

愛護、分享和支持。我們擁有非常美滿的婚姻，我們很感恩一路以來所收穫的祝福！

朱楊柏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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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惠婷

我生命中的錨包括我的父母、Sam 和 Beth Horney，他們塑造了我人生的價值觀：我的信念、

熱情好客、愛心、慷慨和對我身邊的人的關懷。
我的孩子，Alia、Yael、Hanaan、Azan、Shaphan、Sharah和Arman，他們亦讓我面對挑戰

將無條件的愛和寬恕付諸實行，教懂我怎樣去面對挑戰，以及明白團結的重要性。我的孫兒們

則為我帶來滿溢的愛和喜悅。

馬利思

我夫人是我生命中的錨。作為父親、兒子，或在工作中和各種情況，我們都會時常面對著挑戰

和困難的抉擇。懂我的太太會永遠支持和愛護我，讓我無後顧之憂地接受任何挑戰，這也不斷

提醒我，家庭就是我的生命，其他一切都排在其後。

TIM WANNENMACHER

JULIE PARKINSON

我的太太經常帶給我信心和愛，幫助我面對將來，而我日漸擴展的家庭鞏固了我的實在感。看

著我的孫兒們來到這充滿挑戰的世界，但他�同時賦予和接受各種無條件的愛，這不斷的提醒

我愛是可以征服一切的。

PATRICK SHERRINGTON

我的三個孩子，Nicholas、Ariana 和Allie 是我生命裡眾多重要的錨的其中三個。他們不斷的提

醒我如何建立愛、耐心、同情和寬恕；如何鞏固所有人與人的關係；和這些關係是必要和豐足

心靈的。

在六個月前離開了我的母親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錨。她給予我無條件和無私的愛，幫助我建立

自信和價值，給我信心去面對生命中所有挑戰。

SUNITA MAKHIJA

張蘭欣

「母親的抉擇」大家庭謹向張蘭欣（Nancy）和 Julie 
Parkinson表示衷心的感謝，她們經過多年來的忠實服
務，終於在2018-19財年末辭去董事局職務，並專注
於其他承諾。她們敏銳的洞察力和積極的態度帶領我
們越過無數的風暴。Nancy和Julie，我們會想念妳們
的，感謝妳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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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香港青少年提供全
面性通識教育。

為580,000

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 9,000+ 名長期義工在我們的
幼兒之家服務，他們為我們的嬰兒一共更換了370萬塊尿片，
餵了約170萬瓶奶！

Provided safe and nurturing care for

與親生家庭團聚或加入領養家庭前的
嬰幼兒提供安全、關愛的照顧。

3,000+

名有複雜或特殊需要的孩子配
對永久家庭。

主要透過
跨國領養服務，為

300+

名孩子和青少年提供
關愛的暫時照顧，同
時支持和招聘寄養家
庭，推動每個孩子加
入一個永久家庭。

透過寄養服務、小組
家庭和橋樑計劃，為

2,000+
名懷孕少女和她們
的另一半提供
及時諮詢、
安全住宿和
支援服務。

54,500+ 
通過產前後計劃為

支援 1,300+ 個
本地領養家庭，與他們攜手同
行他們的領養路程，在領養前
後期幫助他們適應新的身分，
指導他們育兒技巧，並提供情
感上的支持。

為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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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總裁的話

艾利雅
行政總裁

「母親的抉擇」的摯友和家人：

自從「母親的抉擇」於1987年成立以來，在機構規模、服務範圍和社會影響力方面都有很大變化，
但有很多東西仍然保持不變。在我們為社區中最弱勢的群體提供服務時，“每個孩子都擁有一個
關愛的家”這個遠景一直像北極星一樣引領著我們。這是一個我們的文化和城市完全改變的遠景
，因為每個孩子都能在他們的家庭中茁壯成長，每個家庭都得到社區的包容和連繫，每個香港人
都知道自己可以如何燃點希望、改寫生命。

我們相信，讓兒童和青少年在安全、永久、關愛的家庭中長大會改變他們的人生、下一代以至整
個社區。從一開始，「母親的抉擇」就不僅是要滿足眼前的需求和提供安全的空間，而是著眼於
打破循環、處理潛在問題、通過預防工作和社區教育解決根本問題，以及全面的危機干預服務。

為了實現這樣的遠景，我們希望成為促進整個社區發生積極社會變化的催化劑，因為我們面對的
問題相當複雜。從少女懷孕到在住宿照顧系統中生活的兒童，這需要社會各界的許多個人和組織
共同努力，帶來持久的變化。這就是為甚麼我們的使命是與社區攜手合作 ── 從政府、企業、學
校、學術界、宗教團體、同行機構到社區合作夥伴，大家一起燃點希望、改寫生命。這將需要我
們所有人共同努力。

如果沒有一班作為先導發聲者、導師、董事局成員、顧問和慈善大使的出色夥伴們給我們支持和
鼓勵，這一切都是不可能實現的。在此我們向您表示誠摯的謝意，您的支持就是我們的避風港和
庇護所。您的慷慨和善心，使我們對香港的兒童和未來下一代充滿希望。

衷心感謝！
 

“希望就是在無邊的黑暗中能夠看到光芒。” ─ 德斯蒙德．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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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香港需要「母親的抉擇」

儘管「母親的抉擇」一開始的服務是為懷孕少女提供支援，但我們的聯合創辦人很快意識到
幫助那些不在安全、永久和關愛的家庭中的弱勢嬰幼兒的迫切需要。儘管香港擁有國際大都
會的形象，但這個城市中有五分之一的兒童仍然生活在貧困中，成千上萬的兒童有被忽視、
虐待和遺棄的風險。

處於危機中的兒童通常會被轉介到住宿照顧服務制度。香港的兒童住宿照顧服務制度由兒童
之家、院舍和寄養服務所組成。由於疏忽、虐待、家庭暴力、遺棄、經濟困難和家人身陷囹
圄等因素，許多兒童需要與家人分開生活，從而令此服務制度不勝負荷。於任何時候中，香
港都最少還有400至600多個孩子在輪候名單上，等待進入這個＂系統＂，在輪候期間，他們
仍要住在不安全的環境或獨自一人住在醫院。對於那些＂幸運＂進入系統的人來說，大多數
人將在住宿照顧服務中度過數年，而其中許多人在18歲之前從未擁有過安全、關愛和永久的
家庭。

在住宿照顧服務中長大而沒有家庭的兒童，無論在成本代價上還是延續至下一代的影響都十
分巨大。從統計數字上講，他們會較容易遇上身心健康問題、入獄、成癮問題，如果是女孩
子的話，她們在青少年時期會有較大機會面對意外懷孕。誕下年幼嬰兒的青少年媽媽更有可
能將她們的孩子放到住宿照顧服務制度中 —— 然後再次開始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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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scilla*在17歲時經歷意外懷孕，讓她了解到希望就是發現不同的可能性，並
找到力量繼續向前。

我剛開始和男朋友交往時還是個17歲的中五學生。我的經期一直很有規律，因此當我發現月
經遲來了兩個星期的時候，我開始擔憂起來，便讓男朋友買來了一盒驗孕棒，結果證實我懷孕
了。

此時的我還不願接受現實，假裝一切正常。在確認懷孕後，我的情緒馬上崩潰了，並且抽泣不
止。此刻的我十分害怕。我不知道該如何面對父母、家人和朋友。我不斷質問自己他們知道後
會怎麼看我。我惶恐萬分，感覺在這個世界孤立無援，只有自己獨力面對意外懷孕。

我父母一直對我有所期望。他們期望我在學校循規蹈矩，成績優異。自小就上教會的我也自然
背負著成為一個好的基督徒和好女兒的期望。我能想像他們會有多失望，因為人們普遍對意外
懷孕的年輕女孩抱有負面印象。我們常被標籤成又叛逆又愛派對的一群。我既羞愧又擔憂，根
本不敢告訴別人，因為我不想其他人對我有不好的評價。

起初只有孩子的爸爸和他母親知道我懷孕，但他們並沒有說太多或特別照顧我。我開始感受到
很多懷孕期間常有的情緒和生理症狀，但孩子的爸爸沒有安定下來的打算，在我最需要他的時
候他卻不見蹤影。我這時發現自己根本無法獨力面對，感覺好像溺水一樣 ── 我需要幫助，
需要人給我依靠。

*我們在此使用別名以保護服務對象的私隱。

「我能想像他們會有多失望，因為人們普遍對意
外懷孕的年輕女孩抱有負面印象。我們常被標籤
成又叛逆又愛派對的一群。」

為懷孕少女燃點希望
我們是一個安全的地方，擁抱危機中的女孩，裝備並賦予他們充滿希望的未來。 

2018-2019 年度報告     11



當一個女孩向「母親的抉擇」求助時，我們的首要任務是歡迎她來到一個安全的地方，讓她感到
被關愛並裝備她面對自己未來的抉擇。我們過去一年並肩同行的137名少女選擇的路不盡相同，
我們會因應每位少女的個人需要作出調節予以幫助。Priscilla的故事提醒我們，只需一個電話便可
以得到幫助。

當我在網上搜尋＂堕胎＂和＂意外懷孕＂的時候，我發現了「母親的抉擇」這個機構。但那時
我還未準備好求助，一直拖延至胎兒日漸長大，肚子也鼓起來了。當我終於鼓起勇氣撥打意外
懷孕支援服務熱線時，我已經懷孕23週了。當時接聽電話的工作人員跟我談了差不多兩個小
時，細心聆聽我的問題和憂慮。在那一刻，我放下了心頭大石。我終於在這條昏暗絕望的隧道
盡頭看到一絲曙光。很快我便和負責我的個案社工第一次會面。由於我已懷孕四個多月，我必
須作出很多選擇和計劃。在輔導過程中，我們一起探討不同的選項，討論利弊，並準備決策計
劃。每當我心情低落或需要找人傾訴時，我總能透過電話或WhatsApp短訊找到我的個案負責
社工。她總是陪在我身旁。

負責我的個案社工給我很多支持並建議我如何告知父母。我以為告訴他們我懷孕的事後，他們
會變得歇斯底里、發怒，甚至和我斷絕關係。當我帶他們來到「母親的抉擇」時，我察覺到他
們的不安，我想他們已經猜到將會發生甚麼事。猶記當天甫在輔導室坐下一言未發之際，父親
張開了雙臂抱著我，並著我不用擔心，他們是來保護我、支持我的。我會永遠記著這一刻。我
這才發現到父母是如此愛護和支持我。此刻對我來說是一個轉捩點。

701 個來電者得到了我們
的危機熱線輔導支援 137 名少女透過我們的產前和產

後計劃獲得全面照顧 79% 前來尋求幫助的少女年
齡在21歲以下

自我第一次與孩子的父親初相識後，我便開
始有寫日記的習慣，一直記錄懷孕期間的點
滴、我的情感和想法。我跟寶寶說：「這本
日記還沒有寫完，裡面還有很多空白頁，我
相信我們之間的故事不會就此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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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決定的過程有些出人意表。我最初是打算堕胎的，然後我決定要當單親媽媽，而最終我選
擇了領養。雖然我起初十分抗拒領養這個選擇，但當我仔細審視自己的狀況時，我改變主意了。
我不禁問自己可以給孩子甚麼。在了解到領養對我和孩子也更好之後，縱然悲傷不捨但我也能
接受這個選擇。我父母叫我不用擔心他們倆和金錢的問題，著我重新考慮。但我想給這小孩的
不只是物質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在她的成長過程中給予時間養育栽培和關心照顧他。我開始
想像要是我選擇領養而不是自行撫養，我和寶寶十年後會是甚麼樣子？這考慮以至決定的過程
充滿掙扎。情感上來說，我決心已定，但真的不捨得把孩子送走，尤其當我懷胎十月，每天感
受他在我體內各種生命跡象甚至踢動我。雖然孩子不是在我預期想的時間來到這世界，但終究
是我的孩子。但從理性和現實的角度來看，我也清楚知道甚麼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每晚只要想到要與孩子分離，我便會流淚痛哭。我常常把手放在肚皮上，邊痛哭邊撫摸和安慰
我的孩子，請求他的原諒。我甚至會抱著他的衣服和玩具，但隨著時間流逝，我開始漸漸讓這
種感覺沈澱下來。那是一種難以形容的失落感。自我第一次與孩子的父親初相識後，我便開始
有寫日記的習慣，一直記錄懷孕期間的點滴、我的情感和想法。我跟寶寶說：“這本日記還沒
有寫完，裡面還有很多空白頁，我相信我們之間的故事不會就此告終。”

「母親的抉擇」在我的人生以至事業和人生規劃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要是沒有「母親
的抉擇」，我真的不知道該怎樣面對意外懷孕。「母親的抉擇」一直陪我走過漫長旅程，直至
現在仍繼續給予支持，讓我有機會向其他面對相似情況的女孩分享經歷。這更幫助我找到新的
人生意義，也啟發了我選修社工這專業，讓我有機會去幫助其他人尋找希望。

（「母親的抉擇」）直至現在仍繼續給予支持，讓我有機會
向其他面對相似情況的女孩分享經歷。這更幫助我找到新的
人生意義，也啟發了我選修社工這專業，讓我有機會去幫助
其他人尋找希望。

7,557 2,716名學生參與了性通識工作坊 次緊密介入個案管理
活動予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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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賴有568個幼兒之家義工投入了66,194小時的義務工作，81個義務橋樑家庭及33
個寄養家庭的支援，我們服務了:

在「母親的抉擇」，我們相信每個孩子都是特別的並都應該有一個關愛的家庭。
以下是Joshua及Thompson一家從地球的兩端尋找到對方的故事。

我們領養的故事看似簡單，但如細心觀察，便會發現更多豐富的內容。我和丈夫Richard結婚
至今已有15年。我們中學開始交往，畢業後兩星期便結婚。其後我離開了我的教學生涯，當
三個女兒的全職媽媽，而當時家裡滿佈粉紅色的物件。之後我們很高興神再賜給我們一個兒子，
我們以為這一切已經十分完滿。
 
當我懷著兒子時，Richard的妺妹和她的家人決定要實現一個他們一直以來的夢想，就是要領
養一個嬰兒。他們在本地未能找到合適的配對，從而被介紹得知香港的「母親的抉擇」跨國領
養服務。他們一見到Max便立刻愛上了他，而Max亦很快融入了他們的家中。我享受看著他們
建立緊密的關係，而不知不覺間，我的生命也起了變化。我的侄兒Max患有唐氏綜合症 —— 
這是我一向視為負面的。然而，看著Max，我看到唐氏綜合症的美麗之處，也看到唐氏綜合症
的兒童實在是一份禮物。他們提醒我們要放眼欣賞世界的美麗，並向我們展示一些我們一向認
為理所當然的事物的奧妙之處。

Richard和我與孩子們談論過無數次領養的念頭。他們一開始便十分認同，並要求我們立即安
排。Richard和我感到我們不應再受＂規範＂，也在反覆思量領養會對我們這個模範家庭帶來
甚麼震撼的影響。

2,700+ 65小時提供給孩子的
早期介入治療 71

名弱勢的孩子被轉介
到「母親的抉擇」作
評估及尋求安置

名孩子在我們的幼兒之
家等待收養或與親生家
庭團聚

改寫孩子的生命故事
我們是孩子們的擁護者，也是主張＂每個孩子都擁有一個安全、關愛的
永久家庭＂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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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6
名孩子在我們的幼兒之家等待
收養或與親生家庭團聚嬰孩參
與橋樑計劃，這個

名孩子在我們的幼兒之家
等待收養或與親生家庭團
聚孩子透過我們與

在2013年12月，Richard對我說：＂我想不到為何我們不可以進行這計劃＂，於是我們就作了
決定。在2014年1月，我們參加了第一次的領養會議。在3月，我們看了Joshua的照片及閱讀
了他的資料。4月我們落實了決定，並獲接納成為他的等待領養家庭。一年後，Joshua完成了
由香港到美國三藩市14個小時的旅程，第一次投入我的懷中。這個小男孩，實在是一份上天
賞賜的禮物。我們時常都談及不能想像沒有他的生活會是怎樣。他是神親自安排給我們作兒子，
我們每天都為他的天份和才能感到驚訝。

Joshua出生的頭3個月都待在醫院裏，接著的9個月他住在「母親的抉擇」的特殊幼兒組。之
後的13個月他住在一個橋樑計劃的寄養家庭中，這段時間改變了他的生命。橋樑家庭的夫婦
對他傾注了滿滿的愛，讓他感受並明白到作為家庭一份子的溫暖和意義。我們將永遠感激他們
對Joshua為加入我們家作的一切準備和幫助。

Joshua來到我們家也經歷過一段適應期，他對離開他的橋樑家庭及熟悉的環境感到憂傷，但
很快他便變成一個活潑可愛、有自信的小男孩。神亦改變了我們對領養及有特別需要的兒童的
看法。對於家庭的期望，我們往往以一幅完美圖畫和既有觀念開展
生活。其實生活是美麗的一團糟。衣服永遠洗不完，碟子經常
高高叠起，但我們充滿愛和喜樂。我們得到了一份名為家庭
的禮物，而這根本不是我們期望的那樣⋯⋯比我們想像的
好太多了！

在2019年初，Thompson一家來到香港並探訪幼兒之家，
在那裡，Joshua在我們的特殊幼兒組生活了9個月。之
後他搬到一個橋樑計劃的寄養家庭中住了13個月，再加
入他的永久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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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親的抉擇」，我們相信家庭的定義不只是血緣關係，還有愛與承諾。以下
是Tyrrell一家的故事，告訴我們愛與承諾，可以怎樣改變等待領養兒童的生命故
事。

我在香港出生及成長。在我成長的期間，我有很多朋友都是被領養的。我一直認為領養是平凡
不過的事，從七、八歲起我便有領養兒童的想法。

我和丈夫Simon一直都打算領養兒童，可是當我知道自己已經懷孕，便把這計劃暫時擱置。我
們有了Poppy，而在她滿一歲時，我們再次追尋領養的夢想。我們獲配對了Lox，其實他比
Poppy稍為年長一點！他們一見面便緊緊盯著對方，真是可愛！在我的第二個女兒Rosie出生
後，我們便再領養了Tian。他們四個孩子各有不同卻又能互補不足，並擁有不同的目標，追尋
自己熱愛的事物。家中每天都有新鮮事，有四個將要成為青少年的孩子，生活就如乘坐過山車
一樣！

我們在很久以前已開始了我們的寄養旅程，但因當時我們需要經常外遊，對於我們為寄養兒童
提供一個暫時的關愛家庭有一定的掣肘。當我們得悉橋樑計劃後便十分雀躍，因為這可以和我
們其他的工作配合，我們即時申請成為這個美妙計劃的一份子。

我們被要求當四個星期大的Andrew*的寄養家庭，雖然Simon和我很雀躍，但我們認為需要給
孩子們發表他們的意見，所以便召開了一個家庭會議。孩子們熱切歡迎Andrew進入我們的生
命、家庭及心裏，特別是Lox，因為他本身也是一個寄養兒童。無論是看到我們15歲的女兒踱
步中抱著Andrew及餵他進食，或是看著我們11歲的兒子希望幫忙換尿片，他們在過程中都十
分投入，這是一個奇妙的學習過程，看著也覺十分窩心！

雖然我們已有兩個領養的兒子，但今次是一個全新的美妙經驗。我們在瑪麗醫院見到Andrew
的時候，他手上還戴著醫院的手環。護士剪下手環，交給他的親生媽媽。他媽媽不想保留手環，
所以護士便決定把它扔掉。

109 個家庭在領養路途上獲得我
們支援 61 個工作坊、培訓課程及活動已

為領養家庭舉行

建立更穩固的家庭
在培育孩子的終生旅程中，通過提供所需的支持和社區，我們可以建立更加強大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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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個新的橋樑家庭已通過審批，為等待
領養家庭的孩子提供暫時照顧 1,057 小時的培訓已為領養及親生家庭在孩子

離院前後提供

幸運地，我們見到這一幕，便搶著說：「啊！不！不要扔掉，請把手環留給我們！」。因
為我們有Lox和Tian的經驗，明白這些實物有其重要性。這些物件往往帶著回憶，而我們之
後也把手環交給他的領養家庭。能為他保存具有歷史意義的物件十分重要，而我們也很高
興和榮幸有機會能為Andrew保存一份珍貴的物件。

不用多說，對於我們，甚至對於孩子，分離也是十分困難。Poppy和Rosie都在哭，Tian也
非常難過。因為知道Andrew將會加入一個美滿的家庭，所以我們懷著苦樂參半的心情和他
說再見。當然，知道他在哪裏及和誰在一起，著實減輕了他離開我們後遺下的空虛難耐。

我們的家庭也答應會作為友伴家庭繼續支持橋樑計劃。當然，如果再有適當的機會，而孩
子們也同意的話，我們絕對願意再成為寄養家庭。Poppy已經談及希望長大後寄養或領養兒
童，Lox也一樣。

這次的經驗令我們一家更緊密及穩固。這肯定了我和Simon一直想向孩子灌輸的觀念 —— 
家庭的定義並不單是和你有血緣關係的人，還包括了愛你的人，希望和你在一起並時刻願
意在你身邊關顧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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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 名兒童福利專業人士和父母
通過全面性通識教育工作坊
學習了如何支援青少年

13 項兒童保護培訓資源
獲得開發

在「母親的抉擇」，我們相信培育一個孩子需要整個社會的支持。Alison的故
事向我們展示了，社區各部門的參與和義工的奉獻，對於我們與社區攜手燃點
希望、改寫生命的使命至關重要。

在香港大學攻讀法律專業的第三年，我見到「母親的抉擇」暑期學生計劃的廣告，就決定鼓起
勇氣一試，懷抱一份心願，就是希望能夠協助完成一些與法律有關的工作。我一直對公益事業
充滿熱情，因為這是一個運用自己的法律技能回饋社會的機會。我很幸運地加入了隸屬社區教
育部門的兒童保護組團隊。主要任務是提供研究以協助起草一份將由「母親的抉擇」向香港法
律改革委員會遞交有關性罪行檢討的建議書。

在為期兩個多月的實習期間，我花了很多時間進行法律研究，協助完成了這份由「母親的抉擇」
呈遞的建議書，其中突顯了16至18歲青少年面臨的種種弱勢情況。在我的研究過程中，我了
解到家庭內部性犯罪案件的嚴重性。2018年，社會福利署報告指出超過52%兒童性侵個案中，
受害者是被家庭成員或親密親友侵犯的。這些故事和統計數據令我非
常震驚無法想像，也顯示了問題的嚴重性。我無法想像受害者，尤
其是幼兒遭受了多麼嚴重的信任撕裂感和精神創傷。由於法律
上的灰色地帶和社會壓力，這類案件極少會在法院出現，但閱
讀法院關於這極少數案件的受害者遭受性虐待的陳述令人十
分震驚，我覺得自己必須要做些甚麼。

成為改變我們社區的催化劑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為照顧我們社區中最弱勢的人群發揮作用。只要有一個人挺身而出，
便可以改寫兒童或青少年的生命，並影響整個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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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法律改革委員會發表了報告書，其中包括了我們提交的所有建議！這是邁向積
極改變強力而重要的一步，以保護兒童免遭性虐待，以及賦予青少年做出健康決定的權利。我
很榮幸作為社區的一員推動了這項意義深遠的改革。當法律改革委員會的建議被採納並成為香
港法律的一部分，我希望這將為社會中的弱勢群體提供更好的保護。這次經歷也改變了我的人
生。能夠為社會帶來積極影響的經歷給我帶來了巨大的成就感，我相信投身公益事業將成為我
一生的追求。
 
我很高興有機會通過香港大學法學院的人權實踐課程再次加入「母親的抉擇」，並與Mayer 
Brown跨國律師事務所的公益支援團隊合作，針對社工和前線工作者需要為一個關於兒童性侵
犯的法律課程開發內容。在學習了解許多有關兒童福利之政策、實踐和系統差距方面後，我很
自豪自己已經為30位「母親的抉擇」前線的兒童福利專業人員提供了6個小時的培訓，我當然
希望可以做得更多。另外，我還參與了非法律部門的法律知識教學。

現在，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堅信，無論擁有何種背景或技能，我們每個人都可以通過志願
服務為社區帶來積極影響。只要您懷抱熱情和積極投入就可以參與。您會為志願服務旅程的見
聞體會而感到驚嘆。因此，請走出這一步，為創造一個對兒童安全和友好的環境而努力，讓每
個孩子都能被尊重、保護和聆聽。

5 份建議書被提交給立法會
和政府機構，其中1份已納入
香港行政長官的2018年施政報告

1,056 名專業人士參與了46個
「母親的抉擇」提供的
兒童保護及社區教育工作坊

蔡銘蕙（Alison）是香港大學法律
系二年級生，透過暑期學生計劃加
入了「母親的抉擇」大家庭。我們
為Alison的成就和貢獻感到非常自
豪，包括進行法律研究和為我們前
線的兒童福利專業人員提供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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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財政

$ 214,119

我們在一起作出改變！每分每毫的財政資源，我們都珍而重之審慎運用。以
下數據顯示您的善款如何為香港的弱勢少女和孩子燃點希望，改寫生命。

*財務摘要摘自2018-2019年度已獲審核的財務報表(財政年度:2018
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

一般捐款
$ 38,798,378 

社會福利署資助
$ 15,874,931 

香港公益金

$ 3,000,000 

其他收入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 3,582,200 

港幣$

收入

*財務摘要摘自2018-2019年度已獲審核的財務報表(財政年度:2018
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

嬰兒服務
$ 13,385,951

領養服務
$ 4,581,453

社區教育
$ 4,396,758

行政
$ 2,986,887

社區聯繫
$ 4,351,321

意外懷孕支援服務
$ 7,241,588

寄養服務
$ 12,451,036

橋樑計劃
$ 1,934,283

特殊幼兒服務 (為有特殊需要兒童而設)
$ 9,605,053

港幣$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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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夥伴

*財務摘要摘自2018-2019年度已獲審核的財務報表（財政年度：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
*財務摘要摘自2017-2018年度已獲審核的財務報表（財政年度：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
*財務摘要摘自2016-2017年度已獲審核的財務報表（財政年度：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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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87年起，「母親的抉擇」是獲香港《稅務條例》第88條認可的慈善機構。

「母親的抉擇」十分榮幸獲得以下機構的支持。

所有銀碼單位為港元。

財務狀況

雖然我們每年的財政狀況都充滿挑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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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繼續珍惜您們透過捐出生日和結婚禮金、義賣手作品和
蛋糕、收集零錢、參加在2018-19年舉辦的希望之錨慈善挑戰等籌集的每一份捐款！

收入
一般捐款
政府及公眾資助
• 社會福利署資助
• 香港公益金
•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其他收入
總數

支出
意外懷孕支援服務
寄養服務
橋樑計劃
特殊幼兒服務（為有特殊需要兒童而設）
嬰兒服務
領養服務
社區教育
中國項目
社區聯繫 
行政
總數

32,879,016 

13,801,924 
3,708,500 
3,237,300 

379,066
54,005,806

6,759,865
8,546,218

965,308
7,082,563

10,652,139
3,324,320
2,965,207

556,864
7,015,474

10,974,033
58,841,991

40,609,990  

14,512,410 
3,477,800
3,000,000 

141,880 
61,742,080

5,892,967
9,018,713
953,036

7,600,974
10,667,522
3,376,358
2,890,077

-
4,000,965

10,775,800
55,176,412

38,798,378

15,874,931
3,582,200
3,000,000

214,119
61,469,628

7,241,588
12,451,036
1,934,283
9,605,053
13,385,951
4,581,453
4,396,758

-
4,351,321

2,986,887
60,934,330

審核數據*** 審核數據** 審核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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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捐獻
今天開始送上祝福，改寫生命

每年，「母親的抉擇」需要籌得超過六千萬港元以應付我們日常的營運需要，持續服務本
港的孩子、青少年及家庭。我們只有少於四分之一的收入來自政府資助，其餘收入則依賴
社會上個別人士的捐款。我們的城市到處都有正在面臨危機的兒童、青少年和家庭，他們
都迫切需要「母親的抉擇」的支持。我們承諾與他們同行每一步。

您送給我們嬰幼兒的禮物可以有各種形式和規模，少少無拘，多多益善！

‧  $500 - 為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提供 1 小時的個人化治療
‧  $3,000 - 支持我們所有孩子 1 星期的膳食
‧  $10,000 - 提供 1 星期的外出費用，包括交通和相關支出
‧  $15,000 - 支持一個兒童在幼兒之家家舍住宿 1 個月的費用
‧ 或您樂意捐助的任何金額！

無論是一次性的禮物還是每月定期捐款，我們都會珍惜收到的每分每毫，因為這使我們能
夠在香港繼續我們的工作。

以銀行轉帳捐獻

或掃瞄二維碼前往「母親的抉擇」網頁

•  銀行名稱: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  銀行地址: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1號
•  戶口名稱: Mother’s Choice Limited

•  戶口號碼: 048-082739-001

•  銀行國際代碼  Swift code: HSBC HK HHH KH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您電郵至donate@motherschoice.org或致電+852 3915 5739聯絡我們，或
到www.motherschoice.org之「捐助」頁面查看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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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

常務委員會

慈善大使

聯絡我們

info@motherschoice.org

www.motherschoice.org

香港半山堅尼地道42號B

求助熱線：2313�5678

一般查詢:�3915�5750

母親的抉擇 Mother's Choice

motherschoicehk

香港半山寶雲道5號

幼兒之家
(嬰兒服務、特殊幼兒服務、早期介入)

觀塘成業街寧晉中心21樓A, H室

家庭服務
(領養服務、寄養服務／橋樑計劃)

青少年服務
(懷孕少女支援、全面性通識教育)

青少年服務
(懷孕少女支援、全面性通識教育)

社區聯繫
(籌款、市場傳訊)

香港半山堅尼地道42號B

一般行政

香港半山波老道10號

社區教育

一般行政

義工參與

主席

董事

李碩培

市場推廣及傳訊委員會籌款委員會

贊助人

副贊助人

星級大使

財務委員會 投資委員會

服務委員會領養委員會

Andrew Gardener
Gretchen Ryan
溫濟棠
Julie Parkinson
Matthew Ginsburg
劉湯敏儀

Andrew Gardener
王嘉頴
劉馬露明
Erica Liu Wollin
Gretchen Ryan
溫濟棠

Anna Woo
Deepak Rao
Matthew Ginsburg
Niklas Rowold
Paul Kennedy

Andrew Gardener
Deepak Rao
溫濟棠
Mark Patterson
張蘭欣
馬利思
曹惠婷
Tim Wannenmacher

Andrew Gardener
Charlotte Felix O’Conor
譚君傑
Kaye Dong
Lauren Chung
Mark Patterson
Peter Cheung

雷鴻傑
Jason Brown
Matthew Ginsburg
Niklas Rowold

王嘉頴
劉馬露明
Erica Liu Wollin
Gretchen Ryan
溫濟棠

張蘭欣
朱楊柏瑜
Patrick Sherrington
馬利思
曹惠婷
Sunita Makhija
Tim Wannenmacher

施羅孚夫人

王䓪鳴博士

彭羚小姐



每個孩子都擁有一個關愛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