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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家庭沒有強大的支持網絡，他們的孩子可能最終會進入住宿照顧服務制度系統。這些孩
子通常整個童年都會留在制度中，而沒有來自永久家庭的那份關愛與安全感。當他們成年
離開這個系統或回到他們面對掙扎的家庭時，他們較大機會入獄、有吸毒問題、成為露宿
者，如果他們是女孩，則可能面對意外懷孕危機。

這些年輕女孩成為無法照顧自己孩子的父母，同時社區仍然不關注或不了解如何應對，於
是惡性循環又開始了。「母親的抉擇」提供的每一項服務都是為了打破這種惡性循環。在
現今充滿挑戰的環境中，兒童和青少年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脆弱。

“世界的問題是，我們將家庭的圈子畫得太小了。”德蘭修女的這句話最能說明「母親的
抉擇」如何相信社區能夠參與打破惡性循環。作為一個城市，我們需要擴大對“家庭”的
定義。如果沒有一個安全、關愛和永久家庭，兒童成長的代價和長期影響是巨大的。兒童
面臨的創傷可能會對他們的整個生命，以及對他們的後代造成負面影響。在「母親的抉擇」，
我們相信家庭應以愛與承諾，而非單憑血緣關係界定。當我們成為這些孩子、年輕父母及
其家人的家庭時，這將轉化我們的整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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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寫生命故事。我們的遠景是看見每個孩子都
擁有關愛的家。

為甚麼香港需要我們



02   年度報告 2019-2020

名香港青少年提供全
面性通識教育。

為580,000

歡迎了來自世界各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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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370萬塊尿片和餵飲了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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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對了永久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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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支持和招募寄養家
庭，致力倡導每個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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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產前和產後計劃為

支援 1,300+ 個
本地領養家庭，與他們攜手
同行領養路程，在領養前後
期幫助他們適應新的身分，
授予親職育兒技巧，並提供
情緒上的支援。

為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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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朋友們, 
 

作為「母親的抉擇」的贊助人，我很幸運地親眼見證他們為我們城市中的弱勢兒童、少女
及其家庭所做的意義不凡而成就卓越的工作。我當義工超過三十年了，有幸看到不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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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真的是變革性的。  
 

今年「母親的抉擇」的主題是“我們的香港家庭”。為了展開這美妙的工作，需要我們的
幫助去實現這一集體遠景，讓每個孩子都擁有一個關愛的家。如果我們攜手為香港弱勢的
兒童、少女和家庭燃點希望、改寫他們的生命故事，那就沒有甚麼是不可能的。「母親的
抉擇」給予的支持至關重要。

我為「母親的抉擇」大家庭的員工、義工和合作夥伴們感到驕傲，他們讓自己成為了我們
社會中最弱勢群體的“家庭”，一如既往的給予忠實支持。懇請各位和我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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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人的話

“我們所做的不過是滄海一粟微不足道，然而，沒有了你的那一滴水，
大海就會變的不一樣。” – 德蘭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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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度工作亮點

兒童服務
名弱勢孩子被轉介到「母親的抉擇」作評估及安置推薦

名孩子接受安全及關愛的暫時照顧；35名在橋樑家庭；56名在寄養家庭；62名在幼兒之家

小時提供予孩子的早期介入療法

名義工付出了57,963小時，在幼兒之家關顧兒童

個橋樑家庭在他們家中義務照顧我們的孩子

次提供全面照顧項目 – 374項家舍服務；63項產前干預；28項育兒支援；10項領養支援

個提供予懷孕少女的個案管理活動，包括諮詢輔導和家庭探訪

名義工提供了927小時，在家舍服務我們的女孩，並到學校進行性通識教育

137

153

2,400+

523

51

名父母、青少年和醫療專業人士學習了如何在性健康和價值觀上支援青少年

名專業人士參與了19個兒童保護和社區教育的工作坊

名員工和義工完成了「母親的抉擇」保護兒童線上培訓

獲 Keeping Children Safe 認證的第一家本地機構為「母親的抉擇」

份建議書已提交給立法會和政府機構

203

501

816

1

6

475

2,821

56

名被領養者及家庭成員參與領養後的活動項目

個工作坊、培訓課程及活動已舉辦予永久家庭

小時的培訓已提供予領養及親生家庭

115

337

1,027

青少年服務

家庭服務

社區服務

761 次回應求助諮詢以支援懷孕少女

126 名懷孕少女接受全面個案跟進及項目支持

88 名孩子加入了安全、關愛和永久家庭

139 個家庭在領養旅程中接受支援

5,664
717

名學生參加了全面性通識教育工作坊

名危機邊緣青少年參與了我們的青少年項目兒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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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主席的話

親愛的朋友們,
 

我和我的家人已經在香港生活了26年，和這裡有著深厚的淵源。 這就是為何今年的“我們
的香港家庭”這一主題特別引起我共鳴的原因。由於我們的延伸家庭遍布世界各個角落，
香港人對我來說已經成為“家庭”。我們都需要家庭。
 

在香港超過三十年的時間裡，「母親的抉擇」已為成千上萬的家庭提供服務。我們依然努
力不懈致力於解決此跨代難題 － 我們城市中有許多人沒有家庭的這個事實。我們尋求既
提供危機干預服務，同時在問題發生前積極預防，從根本解決問題。我們通過以下方法：
 

小模型：秉持開拓精神，我們不斷學習國際最佳做法並應用到我們的七個前線服務。為滿
足不斷轉變的社會需要，我們在寄宿兒童照顧、領養、青少年意外懷孕、全面性通識教育
以及保護兒童範疇，發展創新的“概念驗證”多項計劃。
 

拓潛能：我們投入資源於機構能力，因為我們相信惟有透過投放資源予人才、制度系統、
及基礎設施方面的必要性，才能創造真正而持續的影響。
 
大影響：我們不能單靠自己實現遠景。我們尋求通過創建協作模式和公開對話，並慷慨分
享自己的經驗、專業知識和資源，以啟發其他社會人士發揮自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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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對我們所服務的社群、我們的捐助者，以及我們機構珍貴
傳承負責。我為接下來將要展示的一切感到非常自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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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感謝，是您令「母親的抉擇」能夠成為社區
中最弱勢群體的“家庭”。    
 

謝謝。

李碩培
董事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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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總裁的話
親愛的「母親的抉擇」的摯友和家人,
 

1986年，一連串的新聞報道指出香港少女意外懷孕數字十分驚人，使史堤芬夫婦和馬華夫
婦 (Gary & Helen Stephens 和 Ranjan & Phyllis Marwah) 非常感慨。當他們聞見這些少
女的困境時，並沒有坐等他人為此行動，反而鼓起勇氣問自己：“我們可以做些甚麼？”
三十三年後，我們為處於危機中的弱勢少女和無家可歸的孩子服務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時
候都更加重要。我們今天的工作重點更加明確：
 

‧ 我們為住宿照顧制度中的兒童尋找家庭，因為我們知道一個孩子的生命故事會隨著他們
在一個安全、關愛和永久的家庭中成長而改變。

‧ 我們與面臨意外懷孕危機的少女並肩而行，因為我們知道沒有絕望的個案這回事，而最
大的危機時刻可以成為改變我們生命的最大催化劑。

‧ 我們為家庭提供照顧孩子的知識和技能，並使他們獲得社會支持，因為我們知道，沒有
人可以獨自走過養育孩子這個終生旅程。

‧ 我們與整個社會協作，因為我們知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我們可以一起為我們
的城市帶來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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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年度的主題是“我們的香港家庭”。我
們已經見證過，當我們的社會共同努力將危機變成希望時，它的力量是多麼強大。每個人
都有自己的角色，而每個人都能夠帶來改變。
 

在此我們向您表示誠摯的謝意，感謝您的支持並成為「母親的抉擇」大家庭中特別的一份
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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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利雅
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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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兒童及青少年需要與資源》評估工具拓展至兒童與青少年服務

項目評估的“黃金標準”《兒童及青少年需要與資源》(簡稱CANS)，是一種標準
化的報告工具，基於永久性、安全性及提升生活質量等主要目標，全面評估兒童
個人及其家庭的需要及資源／能力領域，引導服務計劃的制定。這項工具使我們
能夠對每個兒童個案的複雜性及進展給予評分及監察，並提供一種可靠的方式以
判斷兒童接受的照顧強度是否適當，以及這樣的照顧是否遵
向正面的成果。

我們已經製作了一套適合0至6歲兒童的香港版CANS
，並將該工具完全融入我們的個案管理程序，並用來
評估我們照顧的每個孩子，以追踪我們的項目和服務
的有效性和一致性。

推出用於兒童服務的電子個案管理系統

「 母 親 的 抉 擇 」 運 用 了 在 客 戶 關 係 管 理 工 具
Salesforce軟件上的投資及CANS的認證，為幼兒之家
、橋樑計劃及寄養服務，設計了一套電子個案管理系
統。這套量身定制的系統將會幫助我們獲取、監察及
分析服務使用者的數據、已提供的服務、個案趨勢及
成果。

電子個案管理系統將能夠讓社工記錄服務使用者的需要及
已提供的服務，追蹤服務計劃的進度、意外事件及進度註釋，
並記錄評估結果。它對個案的優先和嚴重程度進行系統化，並提供自動化的標準
報告和表格，有助提高工作效率。

重整推出兩項全新義工計畫於青少年服務

我們推出了一項全新的義工計劃，以支持意外懷孕少女服務 (簡稱PGS) 家舍項目，
幫助面臨意外懷孕危機的年輕女孩通過體育、康樂、教育和職業活動建立自信。
我們在全面性通識教育 (簡稱CSE) 義工的招募及就任過程中進行了培訓，使其符
合我們兒童保護框架下的新義工事務標準程序。義工們擁有擔任CSE工作坊導師
和CSE教學助理的資格，以支援CSE等項目。

2019至2020年，「母親的抉擇」持續投資於提高服務質素，主要項目如下。

投資於服務及項目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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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我們的跨國領養項目

2019至2020年，「母親的抉擇」在美國獲得了三個新合作夥伴的批核，完成了為
期三年的跨國領養項目。我們專注於確保新的合作夥伴順利開始運作，並支援他
們展開香港家庭的招募。

作為這個項目的成果，我們為很多有複雜的醫療及行為治療需要的孩子找到更多
潛在領養家庭。我們的團隊仍繼續為去年的美國之旅中獲得配對家庭的孩子推進
領養程序。這是得來不易的成果，在為有嚴重特殊需要的香港兒童尋找更多領養
家庭方面有顯著的增長。

將性通識教育擴展至“目標”及“危機邊緣”的青少年

融入我們以證據為本的學校CSE課程，我們為正面對意外懷孕危機的青少年開發
並試行了一個共五節的CSE小組項目，重點關注沒有穩定照顧者的年輕人。我們
成功與同業機構合作展開了此項目，其中包括社會福利署兒童及青少年院舍、聖
公會聖基道兒童院、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以及職業訓練局旗下的展亮技能發展中
心。這個目標群組中的大部分青少年曾遭受不同程度的創傷或有特殊需要，這對
他們在親密關係中為照顧兒童做出健康決定的能力造成負面影響。此項目的目的
是使目標青少年獲得性健康知識、價值反映能力及溝通技巧，以作出及實行健康
的決定，從而有效地避免意外懷孕。

為我們橋樑計劃中獲批寄養家庭提升能力

2019至2020年我們招募並批核了12個橋樑家庭，令自2016年開始的橋樑計劃中
的家庭達到了89個，其中58%是中文母語家庭。我們致力維持活躍的橋樑家庭數
量，並提升他們的能力以配對更複雜的個案，同時繼續積極尋找及招募更多家庭。

於我們的早期介入服務中推出“擁抱我”項目

在「母親的抉擇」，為我們所服務的無家可歸的嬰兒
和兒童提供早期干預服務，對於支持他們發揮最大潛
力至關重要。如果未能立即評估並獲得密集的語言、
物理及職業治療和其它健康服務，這些兒童可能會在
制度中等待多年，以致較少機會能達到他們的發展里
程碑及加入永久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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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由「母親的抉擇」照顧的兒童是早產兒及／或曾在母體中受到藥物的影響。
全新的“擁抱我”項目在去年試行，現已成為我們為這些幼兒提供的早期介入服
務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這個項目是為不能由家庭照顧、有發展滯後風險的幼兒量
身定制的，有技巧的擁抱（早期嬰兒按摩、一對一互動與即時反應）有助於減少
嬰兒啼哭、改善健康睡眠、減輕疼痛、穩定體徵、促進體重增加及發育、縮短留
醫時間及改善嬰兒的心理健康。研究進一步表明，擁抱可以有效地令嬰兒感受到
被照顧及被愛，讓孩子終生受益。

2019至2020年，來到幼兒之家的早產及／或曾在母體中受到藥物影響的兒童增加
了71%，共有535小時用於擁抱這些嬰兒。為了保持項目的質素及可持續性，我們
有10位合資格擁抱員及兩位合資格擁抱導師支援此項目。

「母親的抉擇」的兒童保護標準達“Keeping Children Safe” 一級認證獲國際認可

2019至2020年，「母親的抉擇」向超過800名員工及義工推行《兒童保護行為準
則》，介紹如何預防、應對和報告兒童保護關注的最高標準。除了簽署《行為準
則》外，所有員工以及有機會接觸兒童或服務使用者數據的義工，均通過「母親
的抉擇」的電子學習平台完成了“保護兒童導論”的雙語線上培訓。學習者均受
到訓練，以理解、識別、應對及報告虐待兒童的情況。

此外，「母親的抉擇」還就機構自身的政策及程序從國際兒童保護網絡 Keeping 
Children Safe 尋求了外部審核。Keeping Children Safe 對我們的兒童保護框架
進行全面審核，與員工進行訪談，為概述本機構的兒童保護標準製作審核報告，
並證明我們已達到一級認證 —「母親的抉擇」是首間獲得這項認證的香港機構。



我們的財政
我們正在與您攜手並肩努力帶來改變！我們致力謹慎明智地使用財務資源。這
是您的捐款如何被有效運用，為弱勢女孩和孩子們帶來希望和改寫他們的生命
故事。

籌款、市場推廣及傳訊
$ 4,399,285

$ 2,885,315
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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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

支出

* 財務摘要摘自2019-2020年度已獲審核的財務報表
(財政年度: 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

嬰兒服務
$ 13,293,176 

特殊幼兒服務
(為有特殊需要兒童而設)

$ 9,426,018

兒童服務

領養服務
$ 5,015,458

寄養服務
$ 12,423,509

橋樑計劃
$ 1,699,154

家庭服務

意外懷孕支援服務
$ 6,498,894

青少年項目
$ 3,491,976

青少年服務

社區教育
$ 2,225,790

義工事務
$ 372,352

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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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摘自2019-2020年度已獲審核的財務報表（財政年度：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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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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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銀碼單位為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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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的抉擇」緊急儲備
由於我們是許多沒有家庭的孩子和弱勢少女的家，即使捐款收益浮動，我們也必須保持服務開放。因此，「母親的
抉擇」的目標是將每年非補助年度支出的150% 保留在緊急儲備中，以便我們可以在最嚴峻的情況下繼續營運。在
一年中的任何盈餘，首先會用於確保儲備的最低金額保持不變。在滿足最低緊急儲備金額的要求後，多餘的資金將
分配給一些基建項目，例如建築修繕或系統升級，以及投資於為我們的服務使用者提供的潛在新項目和服務。

支出

41,421,173

17,230,722
3,689,700
2,441,565

114,176
64,897,336

38,798,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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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119
61,469,628

13,293,176
9,426,018

12,423,509
1,699,154
5,015,458
6,498,894
3,491,976

2,225,790
372,352

4,399,285
2,885,315

61,730,927

3,899,217

13,385,951
9,605,053

12,451,036
1,934,283
4,581,453
7,241,588

-
4,396,758

-
4,351,321

2,986,887
60,934,330

788,351

嬰兒服務
特殊幼兒服務（為有特殊需要兒童而設）
寄養服務
橋樑計劃
領養服務
意外懷孕支援服務
青少年項目
社區教育
義工事務
籌款、市場推廣及傳訊
行政
總數

資本性支出

合作夥伴
「母親的抉擇」十分榮幸獲得以下機構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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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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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為我們城市中的弱勢群體服務。無論是義務提供您的
專業技能，寄養一個正在等待回家的孩子，還是支持我們的籌款活動，捐獻您的生日禮物
以籌集資金和提升關注，或是和您的同事參與一個項目，每個人都可以發揮作用，服務社
會中沒有家庭的孩子和懷孕少女。再次衷心感謝大家的支持。

聖誕頌歌
威爾斯男聲歌詠團
在我們幼兒之家歡唱

香港中文大學之賽馬會
「衡坊」培訓計劃
一個很好的機會透過效能評估
分享「母親的抉擇」的旅程

清水灣「母親的抉擇」
慈善高球賽

第20屆意大利阿爾巴
白松露國際拍賣會慈善晚宴

與宜家家居的
即興美術興趣坊
他們的員工和幼兒之家
的孩子們在MessyJam
分享繪畫的喜悅和樂趣

守護兒童政策論壇
倡導強而有力的兒童保護政策，
對所有員工和義工進行培訓，
並確保兒童權利受到保護

「母親的抉擇」2019年慈善晚宴
主題為“海洋之下 － 希望之錨＂
希望是一個錨，它提供了在生命的
磨難和逆境中成長和治癒的勇氣



每個孩子都擁有一個關愛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