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推薦單位 姓名

1 大鵬里 王陳玉桂

2 何成里 劉沈玉

事蹟

    出生於台中縣大安鄉南甫村，父親務農家境困苦，家有八位兄弟姊妹，排行老么，平日幫其

父母做家事與務農工作，經八七水遭洪水侵襲，以致農田沖走家庭生活陷入困境，當時國中畢業

就放棄升學，趕緊找工作車縫衣服代工，賺錢貼補家用。

    於19歲那年經親友介紹嫁到夫家，相夫教子，先幫夫完成學業，幸運的考取法務部矯正署，

至台中監獄服務。並於65年遷居台中市西屯區大鵬里，在此居住40餘年載.並育有1男3女，長男

敏宏於85年正式考取法務部矯正署台中看守所，於去年調升新竹監獄，擔任主任職務工作，現在

也成家立業，生了ㄧ對男雙胞胎。大女兒曉菁嫁新北市三重區，經商冷凍廠育有二男ㄧ女。二女

兒郁雯嫁台中文心路，在橋楮貿易公司上班，育有ㄧ男ㄧ女。三女兒經營曉芬嫁台中市大安區經

營工業社，育有ㄧ男ㄧ女。

    兒女長大都事業有成、家庭幸福美滿，王陳玉桂女士責任完成，現在閒暇之餘，每天早上參

加排舞運動，照料自己身體不讓子女有擔憂，若遇廟寺法會都主動熱心幫忙做義工，並擔任社區

環保志工，在鄰近社區聽聞有弱勢家庭困苦者，常捐贈金錢或物資幫忙讓該家庭渡過難關，每月

並有小額捐款給創世基金會，王陳玉桂女士熱心公益、不落人後，待人接物常存感恩的心，當選

本年度模範母親榮獲表揚實當之無愧。

    何成里劉沈玉女士，民國33年與劉金塗先生結婚，育有一子三女，劉沈玉女士熱心宣揚手工

編織文化。劉沈玉女士為人忠厚老實，勤儉持家，刻苦耐勞，熱心公益，家庭美滿。次子劉旭銓

，華夏工專畢業，熱心社區公共事務，擔任何成里文心及第社區管委會主委。長女劉素瓊，師大

外文系畢業，任職行政院新聞局退休。次女劉素梅，東吳大學碩士畢業，任職於稅捐處退休。。

三女劉素華，高中畢業，經營自由業。兒女事業有成，熱心公益，奉獻社會。

    劉沈玉女士，平時熱心公益與鄰居和睦相處，關心社區居家安全，熱心社區服務，對於鄰里

公共事務皆能主動參與幫忙，樂於與鄰居朋友分享手工藝製作心得，深受鄰居好評，是傳統家庭

之賢妻良母，堪稱本里傑出模範母親。



3 何成里 張林阿淼

4 龍潭里 江阿月

    何成里張林阿淼女士，出生於彰化縣芬園鄉，民國53年與張煥文先生結婚，育有二男二女，

長男張哲誠，高雄餐旅大學畢業，擔任南京新晶麗酒店駐店經理。次男張哲維，警察專科學校畢

業，擔任新榮錦餐飲有限公司經理。長女張予倩，美國俄亥俄州大學碩士畢業，經營貿易事業。

次女張瓊分，中台科技大學畢業，從事自由業。兒女事業有成，熱心公益，奉獻社會。張林阿淼

女士為人忠厚老實，勤儉持家，刻苦耐勞，家庭美滿。

    張林阿淼女士，平時樂善好施，關懷弱勢族群與鄰居和睦相處，關心社區居家安全，熱心社

區服務，對於鄰里公共事務皆能主動參與幫忙，深受鄰居好評，是傳統家庭之賢妻良母，堪稱本

里傑出模範母親。

    江阿月女士現年76歲出生於南屯區新生里，小時給馬龍潭庄賴清江先生為養女，養父母疼愛

如己生，阿月自小就磨成懂事乖巧的女孩，在教育不普及的時代.字識不多卻擁有豐富人生的智

慧，19歲時與林金和先生結為連理，與夫婿奮鬥做農耕，當時農業社會經濟蕭條.生活貧困，她

悲憫的胸襟.嚴以律己，刻苦耐勞.勤儉持家.孝順父母.相夫教子，家庭和樂融融，以身作則育有

三男三女，身教重言教.對上以孝對下以慈謙和修養賢淑端莊美慧.個性親和.敦親睦鄰.仁慈良

善.待人和樂。

    阿月女士於67歲喪偶，恩愛夫妻從此別離但她不喪志，母代父職扛起教養子女的重責大任，

子女各個皆已成家立業.事業有成。母慈子孝.孫賢三代同堂，家庭溫馨.子孫滿堂並把『吃苦當

進補』當老人家的座右銘，她實有傳統的美德，榮獲本年度模範母親表揚當之無愧.足堪鄰里表

率。



5 西平里 簡清子

6 大河里 陳謝月嬌

    「做事要認真、做人要有禮貌，你尊敬別人、別人也會尊敬你」這句話是簡清子女士常掛在

嘴邊耳提面命家中孩子的家訓。

    自從結婚後，與丈夫刻苦耐勞，勤儉持家，丈夫是職業軍人，薪餉只夠一家五口溫飽而已，

簡清子女士於是在家賣起雜貨等日常所需用品及幫人修改衣服貼補家用，養育子女，如今兒女已

長大成年，在社會及事業上個個皆有所成。

    簡清子女士面慈心善，在家庭經濟條件改善後，時常捐款於創世清寒中心，平時遇有家庭清

寒學子繳不出學費、午餐費時，便慷慨解囊予以資助。

平時為人和藹可親，是街坊人人稱讚之好鄰居，子女、兒媳、孫子心目中之好母親、好奶奶。簡

清子女士兒孫滿堂，其善待街坊鄰居親朋好友之舉，深得他人讚揚，是一位人人稱讚之長者，其

行為舉止，足為表率，獲選模範母親，實至名歸。

    陳謝月嬌女士自幼成長於書香世家，其父親是民初時期台灣詩人，樂善好施，曾當選台灣省

〝好人好事代表〞。陳謝月嬌女士在純樸良善的家庭環境中成長和教育，因此，具有樸實、心善

的個性，待人謙恭且樂於助人。

    陳謝月嬌女士經媒妁之言嫁入陳家，遵循傳統婦德，任勞任怨，在家相夫教子並協助夫君開

創事業，育有三名子女，為人母者以身作則，以身教重於言教之理念，不辭辛勞、含薪茹苦養育

兒女長大成人，如今兒女皆已成家立業，母慈子孝、家庭和樂，堪稱為人母者之典範。

    平時待人和藹可親，兒孫滿堂，是街坊鄰居人人稱讚之長者，子女、兒媳、孫子心中之好媽

媽、好奶奶。獲選模範母親，實至名歸。



7 潮洋里 張月女

8 福中里 蔡美玉

    張月女女士出生於民國38年，西屯福安里貧困的佃農家庭，學齡前就要負責放牛吃草、養雞

鴨鵝的工作，其生活艱辛不可言喻！早年臺灣社會生活困苦，貧困人家難受教育，張女士仍懇求

父母讓她唸書，於是在艱困環境中，堅毅的完成國小學業。18歲即為分擔家計，前往布莊做學徒

，賺取微薄工資幫忙維持家計，由於聰敏向學、工作認真勤奮，獲得老闆肯定，1年後即升為正

式裁縫師，所做的服裝樣式新穎、款式流行，頗受好評。24歲離職與何榮堂先生結婚，婚後搬到

潮洋里定居，夫妻兩人共同經營機車行，閒暇時則發揮所長，幫公婆長輩免費製作衣服，遵守孝

道、恪盡媳職，深得長輩喜愛。夫唱婦隨，持家有成，家庭和樂美滿，育有3女1男，皆已成家立

業。

　　張女士勤儉持家、謙恭禮讓，個性隨和，與人為善，對社會公益不遺餘力，默默捐助弱勢族

群，對於鄰里內較為困苦的人，都盡量幫忙，期願能將自己對家庭的小愛，能夠轉換為對社會的

付出與大愛。

    蔡美玉女士，現年七十一歲， 生性勤儉安靜，雖因成長年代的限制，不識得字，但卻有著

豐富的人生智慧。她對兒女也愛也管，恩威並施，絕不溺愛。她對三個兒女公平愛護，毫無偏心

，使得他們之間也有很融洽的感情，都能身心很健康地成長。

    她手藝很巧，能織毛衣，能做許多好吃的滷味，她又能釀出梅子酒，又香又甜，堪稱人間美

味。她的愛化為許多的美食，在我們這些孩子的心中是永遠的甜蜜。

    先生生前是公務員，早年生活艱苦，個性溫柔婉約的她，無怨無悔的默默付出，凡事不與人

計較，。丁媽媽雖沒念過書不識字，但堅持要讓所有孩子受教育，無論他們可以讀到什麼層級都

要供應他們。在她堅毅的努力之下，三個孩子都讀到大學以上。

    後因先生長期臥床，丁媽媽終日辛苦親自照拂，隨侍在側，鶼鰈情深，深獲鄰里親朋及醫護

人員之動容。先生逝世後久久無法走出陰霾，最後終於接受現實，努力學習安排自己的生活，參

加社區長青活動、就讀樂齡大學、終身學習，彌補早年失學的遺憾。

    如今她的兒女都已長大成家立業，她也很有智慧的與他們都相處的很融洽，每個兒女們，孫

子們都很喜歡她，朋友和她相處的很愉快，比起兒子還更加和她聊得來。平常早晨作香功，三不

五時與鄰里舊識參加國內外旅遊，退休生活可謂充實。



9 福雅里 張碧珠

10 何安里 關林雪玉

    我是張碧珠，民國42年出生。從小在偏僻的農村長大。感謝父母親在那艱難的年代，兄妹眾

多之外，生活物資匱乏之際讓我完成中學學業。

    畢業後，先在百貨公司工作，兩年後考入公路局（現為國光客運）擔任車掌小姐（現為售票

員）。民國65年與丈夫結婚後，在中部某大學經營員生合作社，而晚上，丈夫在大學就讀夜間

部。那段時間，生活非常辛苦忙碌，但我卻感到充實及快樂。每天，周遭有許多年輕學生作伴，

生活充滿了活力朝氣。同時，我也進入了天主的大家庭，有了天主的陪伴，過著信仰的生活。

    兒女平安長大，現都各其所職。與丈夫退休後，一次在回家的路上，遇見福雅里里長，談話

後感覺里長為人誠懇，以此為契機加入了志工的行列。每週參與志工活動，除了更了解住家附近

發生的大小事之外，也認識了許多志工友人，讓生活更充實。

    我是一個平凡人，也是一個平凡的母親。我認為天下的母親都是慈祥、溫柔的。愛家、愛

人、善盡自已的本分之外，作兒女的榜樣。

    感謝王里長的推薦，實在愧不敢當，但希望自已能夠繼續作一位健康、快樂的母親。

    民國41年與關榮閣先生結婚至今67年，夫妻倆育有4子並全心全意相夫教子家庭和睦幸福美

滿，每個子女都有政當的事業，更是社會中的菁英，且都各組家庭各有房產。

具體事蹟:

1.當年以一只皮箱起家，簡樸操持家務照顧全家人的健康。

2.雖是小學畢業的學歷，但都能以正確的觀念教育子女們。

3.高齡的夫婦倆，至今仍不靠子女，經濟獨立、生活自理，而健康的身體仍時時關心兒孫們的生

活狀況。

4.與左右鄰居相處融洽，互相扶持幫忙，鄰居們也都喜歡市串門子聊天。



11
陳淑華

議員服務處
李桂鳳

12 協和里 吳瓊花

    李桂鳳女士為中部草屯人，父親早逝，5歲就會協助母親帶妹妹、煮飯等家務，聰明伶俐。

    與廖清波先生結婚後夫妻恩愛，早期作農收入有限，勤勞節儉、刻苦耐勞與夫撫養4個小孩

長大，也是一位孝順公婆的好媳婦，小孩因課業、工作訴苦時，總是鼓勵孩子要以正向的積極態

度勇敢面對困難，教育孩子不要因為挫折失志，現在孩子長大後都穩定工作，貢獻社會。近幾年

丈夫因車禍受傷，行動及腦力不及以往，李桂鳳女士無怨無悔照顧丈夫起居，默默付出，也繼續

利用空暇作農，賢惠不怕辛勞是家庭的重要後盾。

    李桂鳳女士心地善良，遇鄰居、親戚需協助總是義不容辭幫忙解決，熱心助人，

主動關心需要幫助的人，是厝邊人人誇讚的好人。

    隨著歲月過去，孩子成家立業，子孫滿堂，李桂鳳女士依舊不減愛心與對地方貢獻的熱忱，

與夫互相扶持恩愛，無私奉獻是一位慈祥的模範好母親。

    吳瓊花女士畢業後就職於金融單位、倉儲財務，結婚至今育有二子，原是職業婦女，后因先

生為地政士業務繁忙，轉而擔任先生助理，協助相關行政文書工作，由於所居住處早期是個工業

區裡的新住宅區，居住人少又環境髒亂，故與先生共同出面召集社區熱心人士成立協和社區發展

協會，期間擔任8年理事長，爭取增設國小分校、美化整理環境景觀、爭取國中學生專車、催生

中工公園等等，為社區軟硬建設貢獻良多。

    雖未與婆家同住，但每月都會固定探望問暖，對子女教育盡心盡力，並在行有餘力從事多項

公益及志工服務，曾擔任安和國中家委會長、協和國小志工隊長、安和國小志工隊長，志工服務

超過20年，至今國小及國中志工服務仍持續中。

    在家庭及公益服務兩頭兼顧，子女順利長大成人，大兒子跟隨老公從事土地地政士業務，小

兒子目前準備國考，家庭和諧快樂，花費極大心力經營，實屬不易。

    劉女士敦厚賢淑，對家庭盡心盡力，待人處事和諧圓滿，對鄰里亦敦親睦鄰、熱心助人，是

位鄰里稱羨、值得推薦的模範母親。



13 廣福里 蔡葉

    蔡葉女士身為家中長女，自小嫻淑溫婉、刻苦耐勞、友愛手足，是家中最能幹的大姐，深受

敬重。

    婚後，與先生共同經營木器工廠，勤儉持家、無私奉獻，夫妻同心傳為佳話。侍奉親長至孝

，孝心令人感動，深獲鄰里好評。

    教養三名子女秉持品德良善、樂觀進取的信念，其愛心熱忱和開闊胸襟，以身教彰顯慈母的

偉大。子女們深受薰陶，各自都有穩定的工作，並對社會貢獻一己之力。家中兒孫滿堂，和藹親

切的她不只是家人們最親愛的寶貝，更是後生晚輩的最佳典範。

    她待人親切有禮，敦親睦鄰，與鄰里情感深厚融洽，更時常回饋社會，足堪為母儀之表率。



14 何源里 陳柔

    民國四十年出生於南投縣名間鄉萬丹村，一個純樸的小鄉村，上有二位哥哥，下有一位弟弟

，在一個和樂美滿的家庭長大。

    民國五十八年畢業於省立南投高商。

民國六十二年結婚，育有二女一男，先生從事電器行，經商失敗，結束營業，搬回與公婆同住，

我到安琪兒股份有限公司上班，從事樂器工作，公司同仁、老闆均很好，相處很愉快，工作快

樂；寶貝女兒結婚外孫有六位，寶貝兒子結婚育有一位男孩，目前我和寶貝兒子、媳婦、孫子同

住，一家和樂融融！

    民國八十八年先生逝世，公婆就我和兒子奉養，民國九十二年、九十七年公婆相繼去世！

民國一百零五年三月辦理退休，退休之前就計畫退休後要做什麼呢？不能每天待在家裡無所事事

吧！有天上班路上看到嶺東樂齡招生，我即報名上課，結識了好多朋友、老師，更充實自己，再

參加社大氣機導引課程，讓身體更健康，也參加社大歌唱班，生活過得很充實，好友都會相聚或

一起旅遊，真是快樂無比！

    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一月搬到西屯區何源里華美西街居住，很榮幸認識了優秀的彭琴安里長，

參加何源里長青健康促進班，讓我更增添許多知識，里長很認真對里民照顧無微不至，真是一位

很認真負責的好里長。

    人生就像舞臺，一定要相信自己，不要輕言放棄，不到謝幕，永遠不知道自己有多精彩。



15 何南里 王純純

16
林祈烽

議員服務處
魏鳯珠

    王純純女士，民國30年09月15日出生於基層勞工家庭，為家中次女，家境清寒因此從小即需

協助父母照顧家中5位弟妹，且僅能完成小學學歷。王純純女士個性善良、溫和，且積極認真，

為鄰居及長輩稱許；但是王純純女士因為家庭經濟因素，所以小學畢業後即開始從打工到服務業

，盡力幫助家庭經濟，直到後來遇到張可梅先生(時為警務工作)才嫁配予他，並生下3個子女。

王純純女士婚後悉心照顧家庭讓先生無家庭顧慮能專務於工作，後來逐級升至台北市警察局組

長、警備隊長，而後退休（現已往生）；而其3個子女亦在王純純女士言行身教下亦有所成長及

穩定的工作：長女現為自由服務業、二女兒雖已身故，但在生時擔任銀行合作社行員，而後嫁人

將膝下2個兒子栽培成為一位醫生及一位法律工作人員、三子博士畢業，擔任中臺科大、明道大

學副教授，現為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教授兼副校長及政府相關部會的審查委員、媳婦亦為中國醫藥

大學護理師並公益服務擔任本市鄰長；王純純女士出身貧苦，但其以謙良的身教影響了整個家庭

，並教育了良好的下一代，值得推薦為本市的模範母親。

    魏鳯珠女士自與廖英財先生結為連理後，勤儉持家操持家務，與丈夫和睦相處，重視教育的

夫妻二人，其女也孝順乖巧，家庭和樂幸福美滿。即使生活沒有十分富裕，但魏鳯珠女士還是支

持丈夫熱心公益回饋社會的心，在廖英財先生獲選為西屯區逢甲里里長期間，積極襄助里務，為

人熱情豪爽的魏鳯珠女士，與廖英財先生如同土地公及土地婆般守護著逢甲里所有里民，任勞任

怨為地方貢獻良多，故推薦其為西屯區本年度模範母親。



17 逢甲里 張宜民

18 福恩里 許美惠

一、熱心公益，參加環保志工多年，服務不落人後。

二、擔任鄰長30多年，對社區貢獻良多。

三、生育3名兒子及1名女兒。

   (一)大兒子公司經理，事業有成。

   (二)二兒子在科技公司擔任經理，成就非凡。

   (三)三兒子在能源公司擔任副理，表現優異。

   (四)女兒在銀行擔任專員，風評有加。

    許美惠女士，今年76歲,現任福恩里第10鄰鄰長,她謙稱是一位平凡的老大嬸,除擔任本里環

保志工外,也幫忙打理關懷據點各項事務,對里內各項活動例如排舞班、歌唱班均熱衷參與。許女

士為人原則是「不道人長短」，「凡事以和為貴」是她的處事態度,鄰里之間與人相處融洽。

許女士在原生家庭排行老二,自懂事開始,便幫忙照顧弟妹及料理家中的大小事務,讓父母工作無

後顧之憂,長大後賺錢所得,也全數交給父母貼補家用,即使在婚後,也常常拿錢回娘家,不然以其

父母當時微薄薪資,是很難養活一家七口。

    許女士和丈夫經營了20多年的委託行生意,後因當時景氣蕭條又受朋友倒債拖累,只得賣掉名

下所有不動產及盤掉所有貨物,來還清因為替朋友作保承擔的債務。之後靠著能「燒出一手好

菜」的一技之長,先從賣便當開始,而後開了家自助餐店,重新維持家中生計,讓子女們都能順利完

成大學畢業。

    回想過去,許美惠女士覺得每天都很勞碌像陀螺一樣不停轉著,而且面臨許多挫折與苦難,現

在可以說得「雲淡風輕」，但在事情發生的當下,她也曾有過「一了百了」的念頭,但為了小孩,

許女士堅強熬過難關,如今子女孝順,祖孫三代同堂、家庭和樂。許美惠女士真真實實、盡心盡力

扮演好賢妻、賢母角色,為社區付出奉獻,實為令人尊敬的模範母親。



19 何德里 魏淑端

    魏淑端女士與任職台中七信陳良道君結婚後，即毅然辭去台中縣稅捐處大屯分處工作，全心

全力照顧家庭，相夫教子 。

    長子為雙盟草本有限公司負責人， 媳婦任教於重慶國民小學。長女為台中地方法院書記官

兼股長，女婿同為台中地方法院同事，次女任職國稅局沙鹿稽徵所股長，因熱愛瑜珈，工作之餘

並取得瑜珈教師執照。

    魏女士悉心打理家人膳食，阿嬤的愛心餐點更是四位孫子的最愛。



20 福聯里 謝秀玉

老鷹 沒有掌聲依然在天空翱翔，母親 沒有回饋依然為女兒付出！

    我的母親 謝秀玉一生為了我們的家庭，為了我這個獨生女奉獻一生時光，從無怨言，愛屋

及烏，從我襁褓期手術兩次，讓她憂心、難受，一個超級難帶的小孩她都不假手任何人，日日操

煩、時時擔心的把我帶大，到我結婚、生下三個女兒，母親的擔心也沒減少過；幫我做月子，幫

我帶小孩，我的大女兒已即將升上國中，和二女兒也都跟著我的母親一起睡覺，母親對孫女們的

照顧無微不至，尤其小孩感冒生病的夜晚都是他最難熬的時間；每天晚餐她都希望給孫女們最溫

暖的一餐飯，和孫女們說說談談，母親經常說身教、言教非常重要，也要求孩子們的品德更重

要！

    母親常說她一生扮演的角色是多重的；一生從商，自喻從事商場要戰死商場，雖然已近七十

高齡，仍然半退休式的經營不動產仲介行業，自營品牌已有26年之久，也成立公關行銷企業社，

目前擔任台中市仲介從事人員職業工會，監事會召集人之職已18年之久；年紀較輕時和父親經營

餐飲業20年，非常辛苦培植我長大，讓我從小學時就學習音樂，在經濟最困難時買鋼琴、買豎笛

讓我主、副雙修順利音樂科畢業，而我也都跟在她的身邊學習、成長。

    母親樂善好施；朋友、鄰居們需要幫忙絕不吝嗇，幾年前任職福聯里鄰長職務時，幫忙：戰

後退輔榮軍張先生由黑龍江返回西屯故鄉安享天年，時為村長佳話，也曾為一位阿麼因故無法入

殮火葬，幫忙促成讓阿麽順利火葬且募得塔位讓故人安心無罣礙。

    母親閒暇之餘甚至加入公益社團；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曾經擔任：分會長、中C區主席、台

灣總會40屆財務長，歷屆各委員會主委、首席行政等職，她的熱心公益是我學習的榜樣，我也在

2016年創立臺中市康熙國際同濟會為公益活動盡一份心力；我和母親承辦台中市政府幾屆升旗典

禮、模範父親表揚、模範母親表揚等等活動。母親常鼓勵我：要創造他人利用的價值，人生才有

意義！



21 何厝里 王林秀鳳

22
張廖萬堅

立委服務處
劉美純

23 西屯區公所 方䕒敏

    王林秀鳳女士，平時勤儉持家，刻苦耐勞，敦親睦鄰，待人謙和有禮並樂於助人，教育子女

用心成功，照顧家人無微不至，一家和樂融融，相處融洽，默默的付出，更致力於家庭照顧及扮

演好一個稱職母親的角色，讓子女引已為榮，良好美德，對於子女的教育身教言教並重，除了學

業上注重，更要求品德之上，子女在薰陶之下，在社會上事業均有所成，表現卓越，家庭幸福美

滿，子女個個孝順，一生對家庭付出。終身無怨無悔，其風範典型可堪模範母親之表率。

    劉美純女士身為一名家庭主婦，打理了家庭上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情，不抱怨任何情緒，讓這

個家和諧的成長茁壯，在當時艱苦的生活中省吃儉用，對夫家盡心盡力，勤儉的養大了兩名子女

，在子女的孝順下也開始過著輕鬆的退休生活，退休後也常去參加環保志工為這社會貢獻一份心

力，有這麼一位有負責任的女士，應該讓市民知道，值得向大家介紹並公開表揚。

    與吳賢龍先生婚後育有3名子女，她一面要協助丈夫的事業，另一方面又要照顧年幼子女，

相夫教子，可說非常的辛勞。為人熱心經常參與宮廟、鄉里、社團等活動，並與先生創建廣福獅

子會、台中市營建土木工會等社團服務群眾，態度認真負責受到多方表揚。近年因眼疾嚴重弱視

，起初難以接受而後坦然面對，持續傳遞正能量給周遭的朋友，常常開玩笑:「再苦有我這眼睛

看不到的苦嗎?」，

    其子女因她的正能量在工作上也都有傑出的表現，長女芳瑜於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擔任總務

處處長、向日葵基金會服務群眾、長子鴻鑫於工會團體及台中市吳姓宗親會擔任總幹事服務，次

子哲瑋相當優秀於北屯區民眾服務社擔任主任、救國團總幹事、青年工作委員會擔任總幹事、鵬

程社區發展協會擔任總幹事。三個子女皆屬非營利團體事業並傳遞愛的能量服務群眾，她是一位

偉大的母親，含辛茹苦、堅忍不拔，足以成為社會典範，亦為婦女們的表率，值得表揚。



24 上德里 葉王彩珠

    受表揚人非常勤儉持家、省吃儉用，很照顧家人及朋友。子女就學期間，受表揚人為了讓他

們能吃到新鮮健康的飯菜，每日早晨五點就起床、洗米煮飯，準備營養的午餐讓子女帶到學校。

    為人樂善好施，菩提仁愛之家老人照護、太虛紀念館屋頂漏水維修、老人家長照等，皆有合

力贊助支援協助重建，期盼念佛同道及老人家們能有一個安全舒適的共修場地與養老的照護中

心。

    此外，受表揚人慈悲、念佛，對於路上遭車子輾過或不知原因死亡的貓狗，會安葬牠們並祝

禱回向小動物們往西方極樂世界，使得流浪無依的小動物能有好的善終。

    在子女眼中，受表揚人一直以來告訴晚輩，要能夠熱心公益、幫助需要幫助的人，而她身體

力行所顯現的各種慈悲善良作為，就是子女最好的模範及典範，同時也是子女行善的導師。



25 何仁里 何秀節

26
黃馨慧

議員服務處
蕭林秋桂

    何小姐在民國75年與李明華先生結婚，定居於台中市，婚後盡心盡力侍奉公婆，無微不至，

並且育有三位兒子，現皆大學畢業，就業服務社會，全家過著幸福溫馨快樂的生活。

    民國83年與先生攜手共創事業，在西屯區何仁里開設印刷工廠，服務各行各業，印刷各種宣

導、廣告及紙箱類等資料用品、更親自照料家人的三餐及家務，兼顧印刷工作與養兒育女的責任

，任勞任怨，給孩子們良好的成長環境及培育教育，深受鄰居好評。

    日子過的真快，家中三位兒子皆已大學畢業，長子從事服務業工作，次子及二媳婦一同在永

慶房屋仲介工作，在不景氣房地產時代，其子及媳婦靠著服務及不畏辛苦的毅力精神，每月銷售

業績日日增上，深受購屋者讚譽;三子在台北市印刷公司從事業務專員工作，在雙親印刷專業領

域傳授及努力學習，更提升業績績效，深受主管肯定。

    何小姐在百忙中更抽空在里內擔任愛鄰守護隊、愛心及環保志工等 志工服務，曲指數數已

有二十多年載，維護社區環保衛生更無微不至，深受讚揚美譽，平時更承當何仁里35鄰鄰長，服

務里政，為民昨舌，並接受市府及區公所表揚。

    假日期間，更偕先生参與社區打掃環保志工服務，一直持續從不間斷，每星期也會陪同先生

一起回南部家鄉，關心孝順年長婆婆，閒話家常，一切一步一腳印，熱心公益、關懷弱勢、事業

有成，為鄰里所稱道，為社會服務奉獻，深受大眾好評，實不愧為模範母親之典範。

    桂姨是一位熱心又愛幫助人的長者，只要鄰居有困難讓桂姨知道，一定二話不說馬上幫忙。

    桂姨手藝也很好，常常煮好料端給街坊鄰居、比較清寒或行動不便長者。平日也常常關心社

區小朋友，所以常常當媬姆，一直是熱心公益、大家敬愛的長者。其夫蕭文昌也愛幫助街坊鄰居

，社區行動不便或沒辦法騎車，只要桂姨一喊，馬上充當司機，帶者鄰居就醫或踏青。

    桂姨育有一男二女，女兒有很好的歸宿，兒子尚未娶妻，孝順有加，全家和樂融融。



27 鵬程里 孟何金

28
楊正中

議員服務處
郭張鑾

    孟何金女士自小出生於農村，協助父母從事農事耕作工作，過著純樸、快樂而勤勞的日子，

長大後憑藉媒灼之言嫁與夫婿孟廣田君。

    夫婿係榮民老兵退役，在台灣可謂是一無所有，嫁到夫家後，  女士對困頓之生活周遭並不

氣綏，依然如故一本勤勞、任勞任怨，一步一腳印協助夫婿努力打拚工作，而後子女相繼出生，

生活重擔與日俱增，但絲毫不減孟何金女士照顧家庭、照顧孩子之決心，不向命運低頭。

    長子從事冷凍空調裝修工作，次子於台中工業區任職工作，皆能獨當一面，從事服務社會工

作。

    而夫婿於去年此時，因重症須住院醫療一段時間，亦全賴其悉心照料得以健康康復。

孟何金女士從年輕至今，處處表彰出台灣女性剛強堅毅的一面，行有餘力之際亦積極擔任志工，

榮獲績優環保志工表揚..等等，今日獲提報本年度模範母親選拔推薦，實為名至實歸。

    郭張鑾女士於民國27年出生於西屯區水崛頭，家中兄弟姊妹有六人，排行第三，父母務農，

當時農業社會，重男輕女，自幼要幫忙農務，無法上學。23歲時與當地的郭定先生結婚，夫妻攜

手離鄉背井，在台北從事建築業，育有一女。當時要幫忙先生的工作也要照顧女兒，相夫教子，

先生於15年前過世，失去家庭支柱，自己要掌起家庭重擔。郭張鑾女士性格開朗，敦厚樸實，在

地方上廣結善緣，常常幫忙地方上需要協助德里民。4年前投入福和社區關懷據點擔任志工，今

年81歲身體健壯和志工隊員們共同照顧據點的長輩們，熱心公益，實為楷模。



29 福和里 楊惠珠

30 林厝里 莊陳麗華

    楊惠珠女士生長於台東市，為人親和善良，個性開朗，樂於助人。在高中求學階段因家庭因

素不得已放棄了學業，負起照顧弟妹的責任。民國57年結識任職於台東農改場的徐萬來先生，並

結成連理。

    婚後兩人回到台中市定居，夫妻同心協力為生活打拼，建立一個和樂的家庭，育有一男一女

，平時即要求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並以身作則，嚴格的教育下一代，目前服務於工業及教育領

域。內外孫共四位，均就讀於國立研究所、大學及各級學校。各個循規蹈矩，積極進取，且非常

具有上進心。此乃歸功於楊女士對於家庭無私的奉獻，值得表揚。

    陳女士出生在梧棲的一個小鎮上，排行女生的老二，因為當時家裡環境困苦、所以將我送到

舅舅家當養女、因為環境比較清苦所以在養母家從小就要照顧三個弟弟一個妹妹，以及家務勞動

，因為這樣的辛苦生活所以養成了、我刻苦耐勞的個性。為了生計很早就離家工作，薪水都要幫

忙家裡生活養弟弟妹妹。

    到了適婚年齡之後，與先生結婚。婚後忙著照顧家庭養育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為了經驗做

過許多工作，賣布、賣養樂多、做窗簾⋯

    後來協助先生公司經營，但是因為經濟不景氣影響，廠商都外移，公司結束營業。經歷許多

磨難，不過都樂觀且咬牙渡過了。

    現在兩位兒子都事業有成，也成家立業，各有一對子女，女兒也有自己很好的工作，全家和

樂融融。

    陳女士更是熱心鄰里事務目前擔任鄰長，樂心公益，為社區服務不遺餘力，並熱愛旅遊，熱

愛生命，珍惜生命。用心快樂過生命中的每一天。



31 上石里 張吳粉

    我的婆婆吳粉女士生於民國十九年，原姓黃名粉，幼時因家境清貧以至於黃粉女士於八歲時

被送入吳家做童養媳，改姓名為吳粉。到了吳家，因吳家家境並不富裕所以不能就學讀書，只能

在吳家幫忙打理家務，服侍吳家的老阿嬤，照顧老阿嬤日常生活起居，洗衣做飯及一切雜務。直

到吳粉女士18歲時，由吳家的老阿嬤做主嫁給林厝里張家的張阿立先生，倆人攜手相互扶持共組

家庭，生兒育女。吳粉女士與張阿立先生共育有四子一女，那年代是以務農為主，而家中又無莊

稼農地可耕作，夫妻倆只能靠做零工賺取微薄的工錢，維持家中生計，養兒育女，雖然夫妻倆沒

有讀什麼書，但對於子女的教養卻是不含糊，教育子女待人處世以樸實誠信為主。

    吳粉女士的丈夫張阿立先生於51歲那年因肝病過世，那年吳粉女士年僅43歲，大兒子在服兵

役，其他子女尚年幼，面對丈夫的驟然過世，及5個尚要養育的子女，經濟頓時面臨困苦，三餐

幾乎無著落，但吳粉女士仍然不畏艱苦，一人扛起生活家計，千辛萬苦將5個孩子扶養長大。

    現在吳粉女士的5個子女業已成家立業，各自事業有成。吳粉女士現今已90歲高齡，每天總

是笑咪咪地與鄰居共處。日常生活起居有兒子及媳婦照看，假日子孫們都會陪同吳粉女士聊天話

家常、出遊，共享天倫之樂。此生的辛苦都在子女的身上，展現出偉大的女性，偉大的母愛，親

愛的婆婆吳粉女士，您辛苦了，我們都愛您，謝謝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