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 101 年母親節多元形象現代媽媽表揚活動推薦表－區公所用
被推薦者姓名

洪素貞

推薦類別
■家庭照顧形象母親
(限一個類別，請
打ˇ)
具體事蹟及背景
資料至少 500~
1000 字
(說明：請敘明勾
選類別之具體事

□力爭上游形象母親

性別

女

□新移民形象母親
□自強媽媽形象母親

□另類媽媽形象母親
◎生活歷程：
我是素貞，台中人，因為先生在台中當兵而相識、相戀、
結婚，當時我才 19 歲。結婚後搬到高雄市前鎮區邁入新的人生、
新的環境，與先生共同建立新的家庭，四個小孩相繼出生，家

蹟，並描敘被推薦 庭的擔子也變重了，先生白天在化學公司上班，晚上兼差到中
者之家庭情形、經 鋼打工，而我也身兼二職，白天在加工區工作，下班後也不休
濟狀況、就業狀況 息的到漁港打零工，處理漁船剛釣回來的「小管仔」，工作中最
及如何發揮母職 快樂的是不定時有「小管仔」可以帶回去給孩子們當晚餐，當
角色)

我與丈夫都在工作時，小孩都拖育在鄰居家，每日辛苦工作到
深夜兩點，日復一日不休息，就是為了要擁有自己的房子，建
立完整的家庭。
第一次購屋時，因為買到「沙地屋」，每次下雨必淹水，總
是在自家中拿著水瓢舀水往外倒，雖然換屋很麻煩，卻是夫妻
倆共同心願，換了兩次房屋，也背負了一些債務，購屋費用有
些是向親戚借款、有些是標會，夫妻共同努力，勤儉工作，短
期內就將債務還完，孩子在父母的辛勞中也漸漸成長，非常懂
事。
不料先生在操勞中身型日漸消瘦，我也因為長期工作沒有
好好休息，而引起血尿，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辭去漁港的工
作，因此想著「父母的健康亮起紅燈，將要如何維持一個家庭
呢？」
，想著年幼的四個孩子，堅強的母愛讓我有了想自己創業
的念頭。經由朋友的介紹，賣起了果菜榨汁機，而先生也辭退
化學公司以及中鋼零工的工作，夫妻倆一同打拼專心開創果菜
機的生意，數十年前的果菜汁機，不像現在的大賣場就有得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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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在住宅區展示，然而夫妻同心協力，生意日漸好轉，發展也
越做越大；不論是進貨、運貨、會計方面都夫妻一起工作，不
怕辛苦的做，心裡一點怨言也沒有，此時因為時常搬運貨物，
怕吵到鄰居安寧，又再一次面臨搬家的窘境，由草衙搬到籬仔
內，一住就是二十多年。
因緣際會下，先生公司以前的老同事來訪，因化學工廠擴
建，在印尼設廠，希望先生能去幫忙，因著果菜汁機的生意逐
漸穩定，我也能獨當一面處理業務，於是先生便前往印尼工作，
此行，也埋下婚姻破裂的伏筆。
起初在印尼工作的先生，有假期就會回來，但是隨著日子
過去，回來的次數卻越來越少，連打電話回台灣的次數也減少，
我總是能體諒先生的辛苦，直到先生去印尼的第二年，大女兒
結婚，先生才從印尼回來。喜氣洋洋的將女兒嫁出去後，先生
卻心繫印尼，想趕著早點回去，這一趟夫妻一同去印尼，到了
印尼，人生地不熟、語言又不通，先生安排到旅館住，讓我開
始猜疑，直覺有「第三者」。質問下，才知道自己的另一半，來
到印尼的第三個月，就因工作關係認識別的年輕女子而結婚
了。這突如其來的打擊，叫人難以承受！我要求與女方見面，
但先生怕引起糾紛，遲遲不肯，她心裡想：只要對方沒有孩子，
一切都是可以挽回的。在印尼的日子真的是求助無門，傷心欲
絕。後來找到了第三者，卻被第三者的老母親痛打，以為她是
要來欺負她的女兒。此時，了解到這段婚姻已經難保了，因為
跟自己立下婚約的先生，心都不向著自己，更何況他們已經生
下孩子了，心軟的我心想：這孩子何其無辜，也不能沒有爸爸。
但自己該怎麼辦？怎麼跟孩子交代？回想這一生，也沒有對不
起任何人，總是為生活努力打拼，為何老天爺要如此安排？讓
她面臨家庭破碎的困境，打電話回台灣，將這事告知孩子，總
希望有家人可以傾訴，希望孩子也能諒解爸爸的作為。
在印尼的心情是灰色的，曾一度想不開，在海邊什麼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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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就往下跳，不知是老天憐憫？還是命不該絕？被漁夫給救了
起來。經過先生公司主管調解，先生每個月的薪資有一半要寄
回台灣，貼補家用。帶著破碎的心回台灣，但先生卻也只寄一
個月的薪資回來，就再也不連絡了。有人說男人有外遇，心不
在自己身上，就算是千軍萬馬也拉不回了。經過一段時間的等
待、期盼，到徹底的失望，便向法院訴請離婚成立，內心的傷
痛，誰能彌補？白天藉著忙碌的工作麻痺自己，但一到夜深人
靜時，總會想起自己的遭遇為何會如此坎坷？針對先生的離家
另組家庭，既然已成事時總需面對，更需一肩挑起家庭照顧責
任，母代父職，陪伴兒女們成長，值得安慰的是，孩子們都非
常乖巧、懂事，直至兒女長大獨立後，透過朋友的關心帶領之
下，來到社區活動中心學習語言、歌唱、舞蹈，並接受志工訓
練，同時愛歌唱的我，也參加大大小小的歌唱比賽贏得許多獎
盃，更透過活動中心社工的安排下，參與關懷訪視獨居老人服
務，擔任社區服務志工，將時間投入社會服務工作，是我最快
樂的時刻，看見失去信心的人，我會主動去幫助他們。回想不
堪回首的往事，感謝老天的眷顧，在社區活動中心認識新的朋
友，在學習中漸漸找回自信，成為一個勇敢走出婚變陰霾的女
人，但是每年的父親節時，一想到子女們不能慶祝父親節及孝
順父親，總是熱淚盈眶，因為自己的境遇，讓子女沒有父親疼
愛，爲了不讓子女擔心，面對生活必須更堅強更勇敢，活的更
精彩更有意義。
自從 93 年開始和前鎮區崗山仔中區老人活動中心結緣，成
為他們的一份子，從老人基礎課程訓練開始，到收集相關資料、
閱讀老人議題的文章、書籍，漸漸地建立信心，成為我最大的
助力，從無經驗到如何和老人相處，也是我做志工最大的樂趣，
，參與獨居老人關懷訪視，及支援老人中心的活動，如母親節、
端午節、中秋節、重陽節、年終圍爐、社區安養院團康活動，
配合善導社會服務中心的活動，全力投注於社會公益上，及其

高雄市 101 年母親節多元形象現代媽媽表揚活動推薦表－區公所用
他各慈善團體辦公益活動也義不容辭的參與活動。在跟老人互
動的同時，也讓我感受到人與人之間最真誠的情感對待，使我
做起志工也做得很歡喜，目前我持續在『高雄市前鎮區崗山仔
老人活動中心』擔任志工，負責關懷訪視及社區服務志工，於
98 年獲得高雄市志願服務－銅牌獎，感謝機構的肯定及提供服
務老人機會，也很榮幸經機構推薦於 97.11.1 前鎮區公所前鎮
區婦女社會參與促進小組出版的「疼愛前鎮-崗山仔的査某人」
專訪發表「堅強女性」的報導，也期許我自己能成為「堅強女
性」
，貢獻力量服務社會。
除了服務獨居老人外，我參加『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青溪
分會前鎮支分會』，擔任 97~101 年隊長，負責推動會務，為婦
女聯合會盡一份心力，並於每星期三上午於『高雄長庚醫院』
擔任醫院服務志工，全心全力投注於社會公益上，從事社會服
務工作，為社會為自己做有意義的事，感謝周圍志工朋友互相
鼓勵，願這份綿薄之力能為社會盡一份心力，勇敢的走出婚變
陰霾，自力自強力爭上游，做個堅強的女性，努力投入社會公
益服務。

◎志工經歷：
01.『前鎮區崗山仔中區老人活動中心』－志工隊志工
02.『天主教善導社會服務中心』－獨居老人關懷訪視隊志工
03.『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青溪分會前鎮支分會』－隊長
04.『高雄長庚醫院』－醫院服務志工

◎志工歷程：
＊志工服務年資：93.4.1~101.02 迄今 (約 8 年)
＊志工服務時數：1626.5 小時
＊專業技能訓練：
.志工基礎+特殊教育訓練共 18 時
.自我探索暨同理心層次 共 16 時

高雄市社會局長青中心
93.05.22~93.06.05
溫馨病人之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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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6.19~20
.九種人格成長營
共 16 時 高雄市社會局長青中心
94.10.8~9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工作人員基礎訓練-3.5 時 長青中心
96.04.20
.繪本導讀技巧
共 6時
牧愛生命協會
95.04.24
.關懷訪視服務技巧
共6時
牧愛生命協會
95.04.25
.安寧療護傳愛種子培訓班 共 8 時 康泰醫療教育基金會
96.09.01
.志願服務之禮儀教育訓練 共 2.5 時
長庚醫院
97.02.23
.97 年上半年感染管制訓練
共 2.5 時
長庚醫院
97.05.03
.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工作人員中階教育訓練-3.5 時 長青中心
97.07.19
. 器官捐贈與感染管制教育訓練 共 5 時
長庚醫院
97.10.25
.98 年上半年感染管制訓練
共 2.5 時
長庚醫院
98.04.25
.98 年下半年感染管制訓練
共 2.5 時
長庚醫院
98.10.17
.禮儀教育訓練
共 2.5 時
長庚醫院
99.02.27
.上半年度感染管制教育訓練 共 2 小時
長庚醫院
99.04.24
.特殊教育訓練
共 2 小時
長庚醫院
99.06.05
.99 年志工成長訓練
共 18 小時
高雄市服務與
學習協會
99.06.09-99.06.11
.悲傷止步-點燃希望情緒管理課程 共 2 小時 天主教聖功醫院
99.08.09
.性別評等教育訓練
共 3 小時 長庚醫院
100.02.26
.認識失智症教育訓練
共 3 小時 長庚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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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6.04
.如何展現優質志工形象育訓練
共 3 小時 長庚醫院
100.08.27
.下半年度感染管制教育訓練
共 2 小時 長庚醫院
100.10.22
-------總共 130 小時

◎受獎紀錄：
1. 94 年天主教社會慈善福利基金會頒發社會服務－感謝狀
2. 97 年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青溪分會前鎮支分會－感謝狀
3. 98 年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青溪分會前鎮支分會－感謝狀
4. 98 年高雄市志願服務－銅牌獎
5. 98 年天主教社會慈善福利基金會頒發社會服務－感謝狀
6. 99 年天主教社會慈善福利基金會頒發社會服務－感謝狀
7. 99 年高雄市敬老楷模
8. 99 年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青溪分會前鎮支分會－感謝狀
9. 100 年天主教社會慈善福利基金會頒發社會服務－感謝狀
10. 100 年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青溪分會前鎮支分會－感謝狀

推薦原因

刻苦耐勞、勤儉持家
熱心公益、服務熱忱
認真負責、處事積極
服務親切、謙遜有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