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推薦單位 姓名 孝行事蹟簡介

1 西安里 賴明慧 先生

賴明慧先生，出生在務農的家庭，養成勤勞樸實的個性，對於父母親，皆盡心盡

力侍奉，在工作之餘時常陪伴92歲高齡的母親，由於母親年事已高，病痛不斷也

行動不便，需要適時的按摩每天抱母親上輪椅到公園走走。近年又有了失智的情

形，即使已有請看護協助，但也需要在遇到各種狀況時的協調、給予關懷、傾聽

與陪伴來悅親，雖然母親已成為一個老人孩子性的老小孩，情緒行為有時不能控

制，他總是能用耐心地安撫，在物質上的滿足，也給母親在精神上的敬重和感情

上的安慰。無怨無悔的照護年老行動不便的母親，讓母親享受天倫之樂，也讓他

克盡孝道、甘之如飴，樹立了孝行典範，以每天一點一滴對父母長輩的關愛，真

正從生活中實踐孝的美德，成為子女最好的榜樣。

2 福雅里 邱梅鄉 女士

邱梅鄉女士原籍彰化縣埔心鄉太平村，其母邱劉盻女士現年86歲，父早年去世，

其兄妹遠住高雄、桃園，母親與單身之弟及姪女同住。

邱女士於70多年結婚後，家住台中，86年搬來西屯區居住，由於母親遠在彰化，

因此自70多年起平均每二星期回家探望母親、協助處理家務、添購物品。大約民

國95年母親摔傷骨折，行動不便即返家照顧，大約8年前，母親罹患阿玆海默症，

神智逐漸不清，經常胡言亂語，弟弟雖努力照顧，但力有未及。因此，這幾年來

邱女士每周都回彰化幫母親洗澡及家務，她的行為也感動了子女，穎樺及婷婷常

常撥空探望阿嬤，讓她開心。邱女士表示:父母恩大過天，凡事不能與父母計較，

有任何事一定要協助，不跟父母辯駁，凡事順著父母的說法，讓父母更開心，更

有安全感，子女才放心，家庭更和樂。

邱女士的孝心，雖是日常事務，但多年堅持，十分難得，將予推薦，以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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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潮洋里 曾綉華 女士

曾綉華女士與其夫婿柯貴元於民國85年間搬來臺中市西屯區現址居住，而其婆婆

柯曾嬌女士則與其公公同住彰化縣伸港鄉鄉下，迨其公公於民國93年間過世後，

有感於婆婆1人獨居鄉下無人照顧，遂徵得婆婆的同意，接來與兒子、孫子們同住

，四代同堂其樂融融，家務皆由曾綉華女士操持，從無怨言。

曾綉華女士原服務公職，其婆婆柯曾嬌女士長年患有糖尿病及氣喘病，為照顧婆

婆只好放棄升職的機會，提前辦理退休，專心照顧婆婆；又其婆婆於民國101年間

病倒送臺中榮總住院治療前後約1個月之久，在治療期間曾綉華女士每天在婆婆身

邊服侍，直到康復出院；出院後，每3個月要到臺中榮總門診治療1次，而且每天

早、晚要幫婆婆打胰島素針，曾綉華女士總是不辭辛勞陪伴在婆婆的身邊照顧，

由於照顧得宜，其婆婆的病情迄今仍然在控制之中。

曾綉華女士知道要讓婆婆身體好，除了要依照醫師的處方按時吃藥外，也要加強

運動身體，因此常陪婆婆在附近公園運動；同時知道婆婆喜歡到媽祖廟及九華山

拜拜，因此常和其丈夫開車載她去，讓婆婆可以陶冶身心；婆婆在家感覺無聊時

，就請街坊鄰居前來家裡與婆婆聊天，消遣時間，讓其精神有所寄託，其孝心表

現深得鄰居們讚譽有加。

曾綉華女士協助其夫婿克盡孝道，親侍久病未癒的婆婆，讓婆婆的病情能有效的

控制，經年如一日而無怨尤，深得里鄰的讚佩，足堪孝行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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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鵬里 張世明 先生

張世明先生為人和善，個性隨和，畢業於東海數學研究所，從事補教工作，現夫

妻倆育有一對子女，家庭幸福，工作雖繁忙，但對父母十分孝順。

張世明先生任職補習班老師，作育英才，平日也熱心參與公益活動，平日除對父

母悉心照顧外，自父親生病以來都親自開車接送就醫看診，住院時也在旁悉心照

料，盡力侍奉父母，克盡孝道，在家協助家務，為父母分憂解勞，從不讓父母操

心，常常不遺餘力細心對待父母，期間，常能見到其父母在外散步運動時，將張

世明的孝行不停掛在嘴邊，眉宇間透露著滿滿驕傲更是眾所皆知。孝心影響妻兒

甚遠，更是親朋好友間的榜樣，是左右鄰居眼中孝順的兒子，盼安康常伴張世明

一家老幼，也冀望里民間孝道長存。

張世明老師是位樂觀面對逆境與惜福感恩的人，除為家庭付出孝順父母，也樂天

知命、不與人爭，為人和藹可親、敦親睦鄰、樂善好施、受鄰里之讚揚,堪為現今

社會值得表行典範與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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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廣福社區 劉進興 先生

劉進興身為長子年幼失怙，學生時期很懂事聽話從未違背母親，自高職畢業即繼

承父業擔起一家重擔維持家計照顧弟妹。劉媽媽由於單親家庭照顧年幼子女長大

，長期身心俱疲又缺乏營養，累出毛病脊椎及腳關節嚴重出毛病，前年痛到無法

站立走路，兩次住院開刀10餘節脊椎及腳關節。劉媽媽生病、住院、復健這段期

間都是長子劉進興陪伴居家、住院、復健，尤其復健還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每天

晨昏定省並纏扶散步復健,其孝行事蹟里民有目共睹堪稱表率。同時由於出身艱困

家庭環境，對於里民各項急難救助不遺餘力，出錢出力不落人後，尤其教育子女

特別重視，在泰安國小長期擔任家長委員、家長會長、委員會顧問，對學校改

革、建設、教材貢獻良多，深獲師生、家長的肯定。並在本會廣福社區發展協會

擔任常務理事，社區各項活動、會務、社區營造也從未缺席。還有擔任廣興宮志

工及本里各社團 不勝枚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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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何厝里 林彥志 先生

林彥志先生早年從事美髮業是一位成功的設計師，目前從事自由業，是一個為人

海派、有責任心、悉心照顧家人又努力賺錢維持家計的好兒子!林彥志先生的父親

早逝，因雙親年輕時全心打拼事業讓一家人溫飽，深深影響著兒子在雙親影響下

除了延續照顧家庭的堅持，秉持著為人子、為人兄的理念；一肩扛起照顧母親及

弟弟的使命。

由於母親年輕時忙於碾米工廠事業，隨著歲數增長；健康狀況不若以往彥志在每

日忙碌工作之餘，日常生活經常用實際行動隨侍在側關心母親生活起居除了定期

回診健檢，每天再忙亦會安排時間陪母親散步、閒話家常搭配注意母親日常飲食

均衡、適度的運動、隨時提醒注意身體狀況無微不至為母親的健康把關；讓母親

過著身心都健康的生活。

彥志自小受到父母親對一家人呵護備至，用心照顧的影響深知家庭會給人溫暖可

信賴、安心的感覺，使人有歸屬感。因此每天再忙也會陪著母親一起吃飯，讓親

朋好友多陪伴母親使生活平實美滿，是一家人簡單的幸福。

林彥志先生感念母親年輕時對家庭的付出，自然長輩年邁也更加倍付出關愛：一

路走來為人子、為人兄的慈愛及奉獻精神照耀著家中每位成員，努力打拼賺錢奉

獻一家子，是母親心中的好兒子、是弟弟心中的好大哥，也是孝悌的典範；足以

為表率 值得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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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永安社區 彭至秀 女士

1.結婚至今22年侍奉公婆，同住在一起，陪伴22年。

2.婆婆年邁89歲高齡，罹患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均在台中榮總看診，都是

夫妻兩人親自陪伴看診，控制體況，不遺餘力。

3.婆婆曾多次住院，夫妻兩人皆親自陪伴照顧。

4.最近一次是在二年多前，婆婆髖關節骨折住院開刀時服侍在側，期間還請中醫

師針灸並搭配中西醫護理照顧，使其復原良好，因本身有有護理背景知識的照顧

更是幫助良多。

5.聘請外勞，協助生活起居，避免二次跌倒，讓婆婆的生活品質提升。

6.為了讓婆婆之活動空間增加，專程改變家裡設施，訂做扶手椅，讓婆婆可以坐

扶手椅上樓，與家人共享天倫之樂。

7.老人照顧，是一天天退化，如何安排日常生活，並使其有目標認真生活，彭女

士用心的鼓勵婆婆走出家門，至永安社區老人關懷據點參與社區活動，讓婆婆能

融入社區人群，有人際互動。

8.每日安排自家的健身房，帶婆婆前往踩腳踏車，預防肌肉快速退化。

9.備下午茶咖啡點心陪婆婆聊天，就是要讓婆婆開心。連去醫院看診時，都準備

熱茶，等待看診時享用一杯熱茶，隨時樂在生活。

10.謝楊鼓瑟女士育有二子及六女，但謝老太太的生活起居全由小兒子謝志懋與彭

至秀女士這一家一肩扛起。夫妻兩平日工作忙碌，但對家庭、對社區一樣用心的

付出，其精神及態度令人敬佩，今日若能有機會當選孝行楷模，真可說是實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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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何安里 何仁方 先生

10年前仁方的父親中風，至今不良於行生活起居皆有賴仁方全力照料。上班之餘

，所有心力均以照顧父親為重心，實為難能可貴。10年前父病子幼，需要扶老攜

幼，遑論進出醫院，長期復健、生活起居均由仁方接送及照料。下班後即協助父

親復健，十年如一日。

仁方的父親原為何安里守望相助隊成員，熱心服務鄰里。父親於中風後自已無法

執勤，便囑付仁方接替其職位，仁方10年的執勤生涯，從未請假、遲到，早退。

仁方家庭和樂，為人謙躬有禮，不只其孝行堪稱楷模，熱忱服務更是值得推崇之

好人、好事代表。

9 福瑞里 李秀麗 女士

今年的母親節，對我而言特別不一樣，我媽媽當選了孝行楷模。自我懂事以來；

母親在我眼裡，就只能以「辛勞」兩字來形容。這份殊榮，對母親而言；真是

「當之無愧、實至名歸。「孝行楷模代表推薦書」，必須用三百字以上來敘述母

親的優良事蹟時；真不知該從何下筆？我想區區數百字怎能道盡母親一生對家庭

的付出。

當我一人靜靜沉思的時候；腦海裡經常出現一個畫面。一個女人，騎著一台破摩

托車，趕著帶女兒去上學，趕著去上班，省吃儉用，只為了給家人衣食無虞的生

活，這個辛苦的女人就是我母親李秀麗。在我還在幼兒中；父親就離開我們，成

了單親家庭，家中之經濟重擔，全落在母親身上。年邁的外婆要撫養及照顧，常

聽到媽媽掛在嘴中孝順不分兒子或女兒而是誰方便就誰照顧,她也無怨無悔的一肩

扛起照顧外婆的責任特別是外婆得了帕金森氏症，為了增加收入，晚上或假日她

總是自願加班。母親總是默默的為我們這個家、為照顧病榻中的外婆、為當年還

幼小的我，無私的全心付出。收入不高，僅得溫飽，但母親刻苦耐勞、勤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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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大鵬社區 吳進興 先生

吳進興先生高職畢業服兵役後，自營連發鋼鋁門窗行，夫妻倆育有一女，家庭幸

福，事業雖繁忙，但順遂。其父歿於民國八十二年，吳進興更加倍珍惜與其母相

處，時常陪伴在其母身旁。

吳進興於民國八十七年始參加守隊相助隊至今，目前擔任大鵬里鄰長及守望相助

隊委員曁隊員，盡責職守協助守望隊部財務工作，做事認真又負責，里辦交待工

作均順利完成任務；亦擔任何安派出所義警，熱心參與各項公益活動。

如今，其母年事已高，行動愈來愈不便，視覺、聽覺等感官日漸衰弱，需花費更

多時間與精神，耐心照顧，吳進興仍不遺餘力細心對待，空暇時常與妻子陪伴母

親出外散步運動及旅行，其為人客氣和善，個性敦厚善良，除對父母盡孝外，也

常常在別人有困難時伸出援手，是親朋好友間的好榜樣，在其薰陶下家庭氣氛融

洽美滿。

吳進興先生是位樂觀面對逆境與惜福感恩的人，除為家庭付出孝順父母，也樂天

知命.不與人爭，為人和藹可親、敦親睦鄰、樂善好施.受鄰里之讚揚,堪為現今社

會值得表行典範與表率，實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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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廣福里 賴永祥 先生

賴永祥先生,家中有5位兄弟姐妹.排行老么,自幼受父母兄姐的教誨,個性善良,對

長輩恭謙,家庭和樂融融!

父親在里內擔任鄰長達20多年,服務鄰里熱心公益,母親是家庭主婦,年邁雙親都已

有86歲,身體狀況日漸衰退,兄弟姐妹們一同盡心盡力照顧,一同陪伴父母親讓老人

家享有天倫之樂!

賴永祥先生承接父親的志業,繼續服務於里內的守望相助隊,廟務工作,志工打掃,

熱心公益…。感念父母親的養育及辛勞,工作之餘時常關心父母親日常生活起居及

健康,克盡人子孝道,侍奉雙親,默默行孝,在其父母及親友中,是一位既客氣又孝順

的晚輩,足為孝悌楷模!

12 上德里 姚林秀端 女士

姚林秀端女士自民國60年結婚後返鄉，不忍單親婆婆不知午晚寒暑從事田園農作

，於是接回台中同住，雖也間斷住髙雄大伯家，但仍大多長住台中並由林女士陪

伴照顧，迄今近50年。

而婆婆今已邁入103歳高齡，近年常遇病痛，姚林秀端女士總是即時陪伴送醫，並

按時親侍湯藥，侍親至孝，任勞任怨。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夫家有兄弟姊妹8人，雖

長期扛起照顧責任，也沒有計較這樣的偏勞和生活負擔。

生活繁忙之中，姚林秀端女士也心懐慈悲參予慈濟志工扶弱濟貧，且為人正直、

勤儉持家、相夫教子、修德守法，值得讚歎並表揚作為本里孝行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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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上德社區 張憲戴 先生

張憲戴先生是中小企業家，平常不僅熱心公益，對公益事務及社區關懷皆是無怨

無悔的父出。張先生對95歲高齡的母親係無微不至的照顧，雖然係最小的兒子，

但對母親的尊重與愛護更是非常人所能比擬，不僅平時的照顧，有時外出踏青或

母親的需求，更是儘力付出。此外，即使張先生在辦公，為讓母親安心並能在工

作的同時照顧母親，也會帶母親到辦公室。

最難能可貴的是，照顧母親30年如一日，讓母親快樂且尊嚴地生活著，真不簡單!

14 何南里 郭瓊英 女士

郭瓊英女士父親現在因中風，臥病在床無法行動，所以每隔兩日郭女士便至床前

幫他按摩手腳並復健，雖看見父親細弱的身體常感到不捨，心中還是希望父親早

一天能夠醒來。

如今郭女士把精神都放在母親身上，因目前她是一個人，所以郭女士常會回娘家

和她作伴，以解除母親因父親的病情讓她太傷心，也可以知道她前陣子因膝蓋開

刀復原狀況還好嗎？有沒有依照醫師叮嚀的方式做復健的動作。傍晚時便和母親

至學校做吊單槓的動作，有時因沒她在旁邊注意母親做復健，母親便開始草草了

事，甚至就沒做醫師交待復健的動作，所以她要常常回家注意母親有無做復健。

而如有空閒時間則會帶至郊外散散心，不要整天悶在家裡，多多走出戶外去接近

自然，看看外面的世界，要不然每天待在家裡，擔心母親會想到父親的樣子。郭

女士雖然兩地奔波，主要的是要使母親能從悲傷的心情可以走出來，不要一直陷

於父親的病情而整天憂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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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逢甲里

(張廖乃

綸議員)

廖述宏 先生

述宏長年謹身節用，母親在照顧父親這部分缺席，便落在他肩上，陪伴高齡父親

爬山復健、旅遊、就醫、親自下廚煮飯給父親吃、生活起居無微不至，照顧也不

忘父親生日祝壽，數十年如一日，生活事蹟在里鄰間傳為佳話，雖其不擅於言詞

表達，但可看出其對父親的愛，平凡中散發出不平凡的光芒，其平日待人和善與

左鄰右舍相處融洽，孝行深得讚揚及感動，堪為表率，另也積極參與里內公共事

務，推薦廖述宏為孝行楷模代表。

16

惠來里

(黃馨慧

議員)

鄭裕松 先生

鄭裕松在家排行老么，有一個哥哥、三個姊姊，因家境困苦，從國小就要幫忙父

母挖蘆荀，挖完他負責的部份才能到學校上課，所以每天必需一大早起床，但又

很晚才能到校，因此常被老師責罰，後來老師進行家庭訪問，才瞭解鄭先生從小

就知道幫父母分憂解勞，特別在全班面前讚譽他孝順的行為。前幾年岳父中風，

鄭先生愛烏及屋，又因他自己所學，就提出把岳父接來家裡住，前後一年，因岳

父有糖尿病，把小腿鋸掉，他每天幫岳父洗澡、按摩、復健、餵飯、把屎把尿，

街坊鄰居都錯認為岳父是其親生父親，因復健成效良好，大舅子才接回高雄，這

幾年父母年紀也大了，父親91歲、母親90歲，因為不習慣都巿生活，現住老家嘉

義，鄭先生只要有空就會帶妻子回嘉義探望並帶他們四處看看親戚朋友，儘可能

抽出時間陪伴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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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上安里

(林祈烽

議員)

蔡宗胤 先生

蔡宗胤先生從小就乖巧聰穎，是雙親、鄰里眼中的好孩子。高中畢業後，除了白

天在工廠做黑手以外，晚上更要協助在菜市場擺攤賣甜甜圈的父親備料。出師以

後，憑一身好本事，工廠內佔有一席之地，不曾讓父親擔心。

兩年前，母親的身體出了狀況。他一肩扛起照顧母親的責任，日夜隨侍在病榻前

，也不曾喊過一聲苦。雖然母親最後仍撒手西歸，但這一年多來的辛勞與疲憊，

可想而知。

或許沒有感人肺腑、賺人熱淚的過往與事蹟，只有平凡的生活點滴，然而為人子

女的一片孝心，靠得絕非光鮮亮麗，而是身體力行的付出累積。

18

何明里

(陳淑華

議員)

洪子木 先生

自小就是貼心懂事的小孩，父母雖已近80高齡仍熱心里內服務，深知父母親年邁

經常陪伴父母一同參與里內公益，只要有餘力即協助父母親的志工清掃，只要里

內舉辦活動等事務，都看的到子木熱心協助的身影。

父親是里內福德祠委員，會體諒父親健康狀況幫忙福德祠宮務處理，只要工作之

餘有時間就是和父母一起主動關懷里內長輩，協助需勞力的工作從不喊累，總是

默默付出不求回報，也經常協助載鄰里內行動不便的年長者就醫，愛心廣及地方

，讓年邁的父母親更具熱情及動力參與活動、走出戶外。

孝順就是每天的生活照料，多一點讚美、多一點關心就是最貼近父母的感受，子

木無微不至照料父母親健康，前陣子母親生病身體不適，子木雖需兼顧工作仍隨

時照顧，鄰居對子木的貼心都看在眼裡非常感動讚美，是做到身體力行的模範表

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