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推薦單位 姓名

1 大石里 李憲彰

2 大鵬里 賴金堂

事蹟

李憲彰先生出生於農村家庭，育有一子四女，敦親睦鄰，和藹可親，晨昏定省，

事親至孝。曾任電業行老闆、國術接骨館館長及多家公司行號電器顧問。

1. 在子女求學期間，以身作則，自我進修，考取中醫師檢定及格，子女在其身

教言教下習染學養，皆取得碩、學士學位。

2. 廣結善緣，樂善好施(自製數以萬計的紫雲膏與十方大德結緣)，惜福愛物，

救濟貧困不遺餘力(定期定額捐贈慈善機構或貧困急需之人)。

一. 民國41年出生於父母務農貧困家庭。

二. 民國56年父親種植洋菇之後有了收入，生活環境才慢慢好過一點。

三. 國小畢業後於父母親建議與鼓勵下，進入一家木工廠當學徒。

四. 民國61年服兵役至民國63年退伍。

五. 民國63年底與張月雲女士結婚育有三女一男。

長女賴怡雯於國立台中商專會統科畢業，現任職保險業，

民國88年與長女婿陳孟詮高中畢業結婚育有一男二女。

次女賴玲秀於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日文系碩士畢業，現任職台北日商公司，民國96

年與次女婿鄭中信畢業於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結婚育有二子。参女賴佳微於國立嘉

義大學教育學系畢業，未婚。

長子賴凱威於新竹大華科技學院電子系畢業，未婚。

六. 民國99年12月子女長大後進入台中市立西苑高中國中部補校就讀，於民國

103年6月獲得市長獎殊榮畢業。



3 上安里 拾景文

拾景文老師於民國三十八年八月隨校(山東聯合中學)撤退澎湖，隨即投筆從軍十

餘年，參與保衛台灣各項戰役，榮獲寶星獎章二座及八二三炮戰有功獲頒虎賁獎

章一座。

民國四十九年退伍考入員林實驗中學師範部，五十年起從事國小教師工作，先後

任教於台中市協和國小及光復國小共計三十五年，在民國八十五年退休。任教期

間因成績優良獲嘉獎及獎狀42次，並獲市府優良教師表揚三次，以及教師團體表

揚三次。

平日生活勤儉自制，與人為善、樂於助人、熱心公益，現任上安社區發展協會理

事，早晚養生娛樂，自助助人。

拾景文老師身教力行，教育子媳皆有博碩士學位，分別任教於國立台中教育大

學、雲林科技大學、義守大學、中臺科技大學、國立嘉義高中、台中市立東山高

中…等大學、高中院校，以教育傳家、芬芳杏壇，並擔負產官學研機構任務，戮

力從公，貢獻社會國家。

拾景文老師白手起家，建立教育世家，除了自身家庭和樂，也為社會帶來正能量

，足為社會表率。



4 逢福里 吳彥宗

吳彥宗先生於民國74年時身無分文由鄉下來到台中打拚，吳彥宗先生去學魷魚羹

製作，初期門可羅雀，還不小心燒傷全身，傷癒後夫妻共同經營，不斷研究改良

口味，每日中午開始準備，4點出攤到回家洗漱完已經天微光，堅忍刻苦，所幸

口碑建立，生意漸有起色，工作之餘與志同道合朋友合力創建逢甲夜市自治會，

推動夜市自治，協助鄉里繁榮興盛。

行有餘力後，將父親與子女接來台中孝養及讀書，每日晨昏定省，家庭和樂，雖

然辛苦，一家人卻過得開心，工作繁忙卻秉持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省也不能省

教育的信念，所幸子女爭氣，個個考上台中二中，老大大學畢業後現在任職逢甲

夜市總幹事，回饋及發展這養育他的鄉里；老二就讀外貿培訓班後，現就職於力

晶半導體；老么投筆從戎，讀完軍校任職於清泉崗捍衛國家，已服役20年以少校

官階退伍，現領有保母執照，以照顧孩子為工作，子女皆為國家安定不可或缺之

螺絲釘。

為人樂善好施，定期捐獻慈濟及何明德行善團，並協助逢甲自治會於鎮瀾宮遶境

時餐飲發送，現已退休與老伴每日扶持至逢甲校園運動，生活自在和樂。



5 西墩里 廖述勇

6 何德里 涂奮發

廖述勇先生世居西屯，退役後進入高速公路局中區工程處從事土木工程工作，配

合政府政策投入十大建設行列，祖父在日據時代曾任西屯國小校長，父親曾服務

於大里市公所，一門書香世家，對社會貢獻卓越。

廖述勇先生育有二女一男，早年盡力培育子女，尤重身教、言教、品德教導，當

孩子進入大學後，家庭經濟負擔變重了，夫妻二人更是身兼二職，經常忙到半夜

才能回家，為的就是供給子女足夠的教育費用，如今子女均已長大成人，長女任

職於臺中地方法院，次女結婚後在家侍奉公婆照顧小孩，長子於貿易公司任職，

三人都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生活貢獻己力。

廖述勇先生，待人和善，真誠有禮，敦親睦鄰，積極參與鄰里活動，兒女在父親

言教身教的教誨下，個個事業有成，一家和樂融融，堪為本里模範父親之楷模。

退伍後隻身赴台中創業，白手起家，27歲與  涂陳金鳳結婚，婚後育有一男一女

，兒子在鴻海公司任工程師，女兒在華穗養護中心當主任。

目前退休在家含貽弄孫，平時敦親睦鄰、熱心公益，頗受街坊鄰居敬重。



7 西平里 何茂雄

何茂雄先生，民國二十六年生，現年82歲，早年落腳臺中市西屯區逢甲大學一帶

，與妻胼手胝足，從事衣服修改行業，由於做事態度認真，深得客戶之信賴，使

其事業蒸蒸日上；育有三名子女，受其待人處事、接物態度之良好身教影響，各

個事業皆有成。其教子有方及待人處事行為，深得街坊鄰居敬佩。

何茂雄先生為人和藹可親，樂於助人，民國56年至91年擔任鄰長期間，遇鄰里內

生活上有困難者，總是主動積極熱心協助，適時伸出援手；街坊鄰居婚喪喜慶時

，更是主動幫忙，每每不負所託，常為人稱道，不求回報之典範，堪為鄰里之楷

模。

  『助人為快樂之本』是其掛在嘴上人生之座右銘，服務人群、犧牲奉獻之精神

，人人稱讚，更不忘回饋鄉里，長久以來擔任西屯區慈善會會員，常年贊助

會費給需要幫助的人，是人人讚揚之長者，其行為舉止，足為表率，獲選模範父

親，實至名歸。



8 至善里 王錫彬

王錫彬先生台中高商畢業，自金門服完兵役退伍後，因弟妹眾多，為負擔家計，

旋即投入職場工作，從課長、經理、協理到總經理，一路磨練養成進取務實的特

質及規律簡樸的生活態度。

王先生與妻結縭五十幾載，育有兩子，均碩、學士畢業。一子為電子工程師，另

一子領有消防士執照，分別於民間及公家單位貢獻所長，皆已成家立業。有孫女

三名，一大學畢業於公營附屬單位上班，一女就讀大學，另么孫尚在就讀省高中

，一家和睦融融平安快樂。

因年輕時曾投入獅子會青商會，從事社會慈善活動，熱心公益，緣此被推舉為社

區主委，凡八、久年之久。因待人圓融，處處與人為善，樂於助人，舉止頗有長

者之風，素有被社區暱稱為王爸爸的溫馨稱謂。

王先生喜好研讀書籍，頗有內涵，故常與好友茶座上客，閒暇之餘投入胡琴，襄

助樂團各種活動。其勤儉持家，凡事以身作則，努力盡責，守法安份，為人風趣

，深受同學、同事及街坊鄰居的好評愛戴，足堪父德楷模，值得嘉許表揚。



9 何成里 王清信

10 何成里 張木泉

王清信先生現年67歲，民國72年與陳玉美女士結婚，育有一子二女，王清信先生

創立雋越工程公司、弘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擔任董事長，榮任2017年台中青年創

業協會理事長。王清信先生為人忠厚老實，待人謙恭有禮，教子有方，子女事業

有成。長子王雋富，勤益科技大學碩士，擔任中國大金空調工程師。長女王奕捷

，中正大學外文系畢業，擔任桃園中興國中老師。次女王奕婷，嶺東科技大學畢

業。

王清信先生平時熱心公益，關心社區環境整潔。子女事業有成，品德優良，熱心

公益，奉獻社會。

王清信先生平時與鄰居和睦相處，主動幫忙鄰里公共事務，深受鄰居好評。熱心

服務精神足為地方表率，堪稱本里傑出模範父親。

張水泉先生現年70歲，民國63年與游麗華女士結婚，育有二男二女，張木泉先生

創立偉鋼機械工程有限公司擔任董事長職務。張木泉先生為人忠厚老實，待人謙

恭有禮，教子有方，子女事業有成。長子張哲瑋，宜寧高中畢業，擔任楓稑實業

有限公司總經理。長女張瓊文，澳洲ABC Childcare College畢業，駿凱實業有

限公司負責人。次子張博勛，開南高職畢業，擔任偉鋼機械工程有限公司總經

理。次女張瓊方，南台科技大學畢業。擔任偉鋼機械工程有限公司財務經理。

張水泉先生平時熱心公益，樂善好施，主動關心社區公共建設。子女事業有成，

品德優良，熱心公益，奉獻社會。

張水泉先生平時與鄰居和睦相處，主動幫忙鄰里公共事務，深受鄰居好評。熱心

服務的精神足為地方表率，堪稱本里傑出模範父親。



11
林祈烽

議員服務處
王天佑

12 永安里 廖福志

13 永安里 蘇福樑

我的父親王天佑，於民國43年出生於永安里的農家，下有三個弟弟的他，是家中

的長子。在物資匱乏的年代，孝順的父親為了分擔家計，離家北上，前往新竹，

學習汽車內裝的手藝。在20歲那年出師，開設自己的汽車裝潢行，後來更跨足到

家具、運動器材等領域，憑著一身好本領與靈活的生意頭腦，把我們拉拔長大、

撐起這個家。

對於孩子，父親本著尊重不放縱的態度，「適性」是他的原則、「溝通」是他的

做法，透過身教教導我們。即使現在我們已經成家立業、有了自己的家庭，父親

仍然不時叮嚀關懷，做子女最大的避風港。

廖先生為人勤儉樸實，家庭幸福，教導子女以身教代替言教，作子女典範，兄友

弟恭，家庭和樂融融，由於為人熱誠，里民有需要協助，均能熱心幫助。熱衷里

鄰服務工作，敬老尊賢樂善好施，深受好評。

蘇先生為人勤儉樸實，家庭幸福，教導子女以身教代替言教，作子女典範，兄友

弟恭，家庭和樂融融，由於為人熱誠，里民有需要協助，均能熱心幫助。



14 惠來里 葉明順

15 惠來里 柯憲明

 柯憲明先生完成學業及服兵役之後，即投入汽車製造業工作，在裕隆汽車公司

由基層工程師做起，直至處長任內退休，參與國內汽車工業由起步至興盛的完整

過程。做事認真負責，待人寬厚。為人處事，眾所讚譽，為兒女優良模範。

    家庭生活方面，極重視子女教育，教導子女勤奮好學，努力讀書，並鼓勵從

事正當職業。ㄧ子ㄧ女皆培育至國立大學碩士畢業，目前皆已成家，並任職於國

內企業，對社會經濟發展確有助益。家庭和樂，素為鄰里眾所稱羨。

    妻子李雅玲女士任職於銀行業，夫妻在閒暇之餘從事志工工作，且多次擔任

社區管理委員會義務幹部。

    柯憲明先生退休時父親已87歲高齡，每週至少2~3天回到大甲老家與兄長輪

流孝順父親，每週從無間斷，直至父親94歲辭世，陪父親走完人生最後一程。親

身力行孝順尊親，身教重於言教，維持中華民族傳統美德。

 葉明順先生與妻子王金蘭女士育有1子2女，教養兒女皆有所成，鼓勵子女從事

正當職業，對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具有貢獻。長子現居大陸江蘇省昆山市，從事投

資房地產公司工作。長女現居澳洲布里斯本，辦理澳洲郵局業務。次女未婚，從

事電影製片剪接工作。

    葉明順先生教導孩子勤奮好學，努力讀書；對待別人要尊重、體諒、寬容、

同理心。平時對於鄰居皆能關照幫忙，對於子女教育也是以身作則，身教重於言

教，家庭生活幸福美滿，素為鄰里眾所讚譽。並以「誠信待人，不貪不取，感恩

每一天，歡歡喜喜過日」為圭臬。



16 何源里 林燄甑

個人進駐何源里也有35年了，加入“社區巡守隊”也有20多年的時光。我今年67

歲，擔任社區巡守隊員的時日，在人生歲月裡也已佔了1/3，現還在職中。也加

入“大眾愛心工作關懷協會”擔任志工約20年，主要工作在於關懷偏鄉原住民部

落的獨居老人及弱勢家庭等，也都是利用假日載運民生物資深入部落分送，並進

行訪視。也在協會推選為“理監事”一職。個人會投入這些工作，還是有感於受

到社會照顧了幾十年，理當在有生之年貢獻一己之力回饋社會，使社會更詳和、

健康。

我們家是小康家庭，夫妻倆育有一男一女。在夫妻倆胼手抵足共同努力下，也總

算把他(她)們栽培到大學畢業，女兒也已經結婚生子，兒子未婚但也有一份政當

職業，這也是較值得欣慰的，目前我倆夫妻還在上班，雖不愁吃穿，我也已經屆

於退休年齡，但總覺得身體狀況還好就不應該這麼早放下工作，或許還會造成社

會負擔，目前我還利用假日研修易經風水，學成之後或許還能幫助更多需要幫助

的人。



17 潮洋里 張光安

18 逢甲里 陳木扶

張光安先生現年82歲，出生於抗日時代因生活困苦無法繼續升學但不失到哪裡都

能生存堅韌感自信，從小學會所有生活起居樣樣都得自己來，一生力求簡樸。

   而在婚後育有三男二女由於為了生活安定白天務農夜晚抓魚，沒時間顧及家

庭，幸好有賢內助的賢慧；內人的四維八德理念以身教代替言教，修德守法，實

踐倫理孝道，子女們也都很孝順聽話，造就子女的優良人格。

   平時不與人計較熱心實在，為人處世都非常寬容，只要是里內的各種活動都

很熱心參與。雖說種菜是為生計，但後因閒不住的個性把工作當運動一樣的在活

動而把成果當作敦親睦鄰的禮物，看著親朋好友的笑容成就感那種快樂是無法消

失的 ，現退休後一同與兒子媳婦常參與本社區、里鄰的環保志工隊各項活動，

諸如社區清潔巷道綠美化公園環境、環保垃圾減量等。與他一起回憶著一路走

來:相信天公疼憨人讓他可說是苦盡甘來，越老越精采。

一、陳木扶先生為人和善，敦親睦鄰，當鄰長直多年熱心公益。

二、陳先生育有一子一女，均事業有成， 妻子廖貴花女士也是現任鄰長，夫妻

共同為社區服務，頗受好評。

三、陳先生早年投身軍旅，對國家社會貢獻良多，品性端正，生活勤儉，足堪表

揚。



19 福中里 廖萬樹

20 福聯里 蘇慶忠
多年來義務協助中老年人做外丹功，健康運動。減少因缺乏運動的醫療資源的浪

費。

廖萬樹先生民國29年出生於務農世家，身為家中有7個小孩的長男揹負著照顧弟

妹孝順長輩的大家庭傳統責任。

民國52年跟方柑女士結婚後，隨著8個小孩陸續出生，其一直堅守對這個家庭的

責任，日日夜夜努力辛勤的工作讓8個小孩衣食無憂完成學業並結婚生子，在其

慈愛的教養下，孩子也是克盡本份在每個領域兢兢業業為社會盡一份心力，每個

孩子都是乖巧懂事。所以，廖萬樹先生是孩子心中慈祥的爸爸，老婆心中的好伴

侶，更是父母心中孝順的好兒子。

廖萬樹先生目前高齡80歲身體仍相當硬朗，不僅平日忙於田園農作還會幫兒女接

送孫子上下學，更負責家中三餐的料理，煮得一手好菜讓妻小都能吃到外面餐廳

無法比擬的美食。跟親朋好友的相處更是人人稱讚的大好人，從不會吝嗇跟人分

享他所栽種的蔬菜，只要有盛產就會看他分送給親朋好友跟鄰居，甚至鄰邊田園

老者搬動肥料吃力就會出手相助，其樸實敦厚不與人計較的個性，實著為晚輩學

習仿傚的對象。



21 福恩里 林德興

林德興先生為人熱心,左鄰右舍一有需要幫忙,總是義不容辭,樂善好施,他常說服

務別人是種滿足與快樂的事,只要讓大家過得幸福舉手之勞當仁不讓,也就是這種

助人的個性,林先生與擔任本里第4鄰鄰長的太太熱心社區事務,是大家心目中的

好好先生。在家裡林先生是個好爸爸及好阿公,家庭生活美滿,對外他與人相處謙

和可親、和藹近人,值得推薦為本里模範父親。



22 大河里 廖継村

廖継村先生，家中有六兄弟，排行老大，自幼家中不算富足，從19歲那年起，扛

起家計，外出打拼貼補家用，從學徒做起的他卻也沒有放棄繼續學習，每日辛苦

工作之餘，不忘晚上繼續拿起書本努力。隔年遇到了他人生中重大轉捩點「八七

水災」，一聽聞臺中災情慘重，遠在臺北工作的他即刻趕了回來，看到家中慘烈

的情況使他下定決心出來創業，從修理小型家電、磨石機、捲揚機到現在的水泥

攪拌機製造，一路上經歷經濟不景氣以及許多波折，因此決定重回學校學習新知

，他秉持著刻苦耐勞的精神，靠著不斷的改良商品、精進品質，最終拉攏了一批

忠實顧客。

在事業有成之外，他也不忘對子女的教導，熟知專業知識重要性的他時常鼓勵自

己的子女，多多去接觸與學習，現在兒子們分別在外貿、保險、機械方面都有所

成就，儘管他現在已經80歲，每天仍然在使用手機從事網路上學習新的知識，這

種精神相信就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廖継村先生早年與妻子拼手胝足，成立家業，如今兒孫滿堂，承歡膝下，家庭

和

樂融融，是兒媳心目中之好父親、孫輩們之好爺爺；其平時為人誠懇親切，並常

存感恩之心，敦親睦鄰，其言行舉止，深得街坊鄰居之稱讚，是人人讚揚之長者

，獲選模範父親，值得嘉許。



23 何福里 徐淮堆

24 福和里 黃有福

幼小家境貧困，半工半讀台北工專畢業後從事於台電公司電機及土木工作，歷經

服務41年，於民國100年退休。育有長女現為國小教師，長男現為警政人員，都

各個成家立業，家庭美滿幸福。平時為人與鄰敦親愛鄰，和睦相處，退休後更關

懷社區老人事務，及參與里鄰道路增設紅綠燈等等建議與會勘，參于關懷愛鄰獨

居老人服務，熱心公益獲得里民肯定，值得模範表楊。

黃有福年幼喪父，成長過程相當艱困，也沒有受過很好的教育，故養成勤儉刻苦

的生活習慣，國小畢業後，離開故鄉外出工作，由學徒做起，經多年經驗的累積

，成就一身專業技術。長大以後經由媒妁之言撮合，與協和里張菊小姐結成夫妻

，婚後兩人勤奮工作，累積財富。育有二男一女，均已成家立業。有福先生一生

對家庭、妻小之愛護與照顧無微不至，且其為人誠懇踏實，生活習慣單純，善於

敦親睦鄰，如今退休，在家含飴弄孫，安享晚年。



25 大福里 王焯欉

王焯欉先生出生於花蓮縣光復鄉，現年63歲，因在花蓮縣鄉下長大，有著勤奮質

樸，開朗樂觀，以誠待人之性格，在15歲時全家搬來台中居住，高中畢業及服兵

役後，一步一腳印的發展其事業。

王焯欉服兵役後，在文化出版公司服務，從基層業務員做起，憑著勤奮之工作態

度，一路高升之經理，之後為方便照顧家庭，則大膽創業，開設長樂書局至今31

年。

王焯欉不只在個人事業努力，也很積極的參與地方之公共事務，曾擔任大福里人

山大庭園社區主委、大福社區發展協會理事、大福里鄰長、大福常年守望相助隊

隊長、大福春安守望相助隊隊長與大福里福德祠副主委，為大福里重要之地方仕

紳，對里內貢獻良多，為眾多里民所肯定與敬佩。

王焯欉在26歲時與其妻結婚，婚後育有一男一女。王焯欉與其妻子鶼鰈情深，一

直是妻子與孩子堅實的依靠。而兩個孩子各自有各自發展，王焯欉對兒女的要求

只有好好做正當的事，有餘力就多熱心服務他人。王焯欉事業有成，兒女各有正

當職業，在里內是人人肯定之長者，他以身作則，為人謙卑低調，足為本里之表

帥，提名模範父親，實至名歸。



26
楊正中

議員服務處
廖英信

廖英信生於台中市西屯區墩仔頂，父親廖德柱，母親廖凃蘭，家中有兩位哥哥一

位姐姐三位妹妹；對父母至孝，對兄弟姊妹至情有愛，在他身上落實”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 ；經常有口頭禪”忍一下又不會少塊肉，吃虧就是占便宜，家不

是講理的地方，家是講情的”。與老婆郭月雲女士結婚40年，育有兩女一男；栽

培子女用心，每個小孩均碩士畢業；廖君對老婆倍加呵護，常說”愛”要說出口

並要付諸行動；舉凡家中大小修繕自己動手，是解決問題的高手，是兒女眼中最

棒最厲害的爸爸；他經常告訴子女沒有比健康更重要的事，因此他生活有節律規

律運動重養身；他愛家人也要愛自己，也常帶家人出國旅遊，經營家庭生活有一

套，家庭幸福美滿。廖君擔任鄰長，對里政工作熱心，深獲里民信賴與肯定，曾

獲台中市績優鄰長。廖君大學畢業後任職台灣電力公司，任職期間積極主動關懷

弱勢同仁，對主管交辦工作均以不伎不求、負責之態度來完成；另對工業安全衛

生業務非常的嫻熟，曾多次榮獲台電公司推行安全衛生優良人員暨89年度全國勞

工安全衛生推行優良人員。



27 西安里 劉俊介

劉俊介先生今年75歲,就讀日本大阪齒科學院畢,劉先生為人謙和誠懇,總是笑臉

迎人,熱愛工作、服務社會,擔任台中市鑲牙齒模牙體職業工會理事長、劉氏宗親

會副理事長、台中市總工會監事等職,舉凡工會大小事務,全由劉先生親自處理,

直到做好圓滿完成。劉先生在工作中總是抱持「造福人群、澤惠勞工」信念,故

博得會員們信任、鼓

掌與歡樂。

劉俊介先生與妻子於民國62年結婚,育有一男二女,長女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畢業現

職教書,次女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畢,現在湖口科學園區擔任人資,長男是國立中央

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博士畢,現任工業技術研究院研究員,子女個個敬業認真、負

責並敬愛父母長輩,家庭生活和樂與鄰居和睦相處。



28 何仁里 張廖萬能

張廖萬能先生出生於西屯區張廖家族，民國63年與黃麗春小姐結婚，生活簡樸，

負責盡職，夫唱婦隨，相敬如賓，開創幸福家庭，育有一男二女，三位子女皆培

育至大學畢業，服務鄉梓，全家家庭和樂融融。

   萬能先生是位尊師重道、個性活潑開朗，平易近人，為本里第1鄰鄰長、環保

志工及愛鄰守護隊隊員，平時從事於自營電力開關生產製造，服務銷售全台灣，

事業非凡，以專業、誠信、品質、服務及創新，所生產之產品，深受消費者喜愛

，業績飛皇騰達，響有名望，假日及空閒時間常與內人參加里內志工打掃服務，

深受里民推崇及讚揚，長子服務於水湳空軍機場，負責飛機維護工作，是位優秀

資深士官長、長女在大雅區自營小吃店，生意興隆，次女從事大批發會計工作，

認真負責，子女皆成家立業，事業有成，萬能先生更以服務社會為快樂之本，為

民服務及参與社區公益活動，捐助善款，造福社會人群，為人謙恭，實為模範父

親楷模之典範及眾人所推崇。



29 何南里 童士誠

童士誠君是一個堅毅踏實的軍人，也是個愛家愛子女的爸爸。他從小是個孤兒，

靠自己的力量及遠房親友的幫助，勉力學習刻苦成長，人生最寶貴的青春奉獻軍

旅，退伍後才逐漸放重擔，與兒媳、孫子隔街而住，安享天倫之樂。

　　童士誠君受軍職工作影響，做事一絲不苟，即使退休仍維持規律生活，早晚

運動健身，數十年如一日，至今近90歲仍能健步行走，他的恆心毅力是孫兒們讀

書工作的好榜樣。

　　童士誠君三個子女分別擔任工程師、教師、中醫師，對於社會多有貢獻。他

也是知足感恩的人，對於曾經提攜共事的長官同袍，逢年過節總是一一電話問

候、或親自拜訪，心裡總想著飲水思源，心懷感恩。也許他不是聲威顯赫、家財

萬貫，但一生毫無保留地奉獻給家人兒孫，這就是他最偉大的不平凡。



30 協和里 林秋江

本人生於民國42年，6位兄弟姐妹排行第二，從小生長在儉樸務農的家庭，父母

對我們十分的嚴格，教導我們要腳踏實地做人，更要在有能力的範圍內服務於他

人，婚後育有一子三女，並延續父母親教導的觀念給我的4個子女，取之社會用

之社會的理念，在能力範圍內做回饋社會之事。

國小畢業後投入學習機踏車修理，迄今從事機車修理業己逾50多年，曾擔任台中

市機踏車修理業職業工會理事、中華民國機車修理業職業工會聯合會理事，服務

全國機車同業，更利用公忙之餘在民國68年加入台中市義消至今已逾40年，民國

88年創立協和義消分隊及並擔任首任分隊長，近年升任至第六大隊義消副大隊

長。

我畢業於協和國小，在民國65年開始認為自己能力範圍內可以回饋母校，因此加

入了協和國小的家長會，擔任過顧問、委員以及常務委員目前家長會職務接續給

兒子益煌(兒子目前是家長會常委)。

    本人從事社會公益服務多年，受到各相關政府機關肯定，獲獎無數，84年當

選勞動部全國模範勞工，受總統李登輝先生於總統府召見，97年當選內政部消防

署全國義消楷模，受總統馬英九先生於總統府召見。

 雖然一生辛勞，但為人父母者，應該好好保養身體，注重身體健康，讓子女們

無牽無掛，才是最大的財富，今生活得健康自在、心安理得、家庭和樂、子女團

結、孫子貼心，夫復何求！



31 何明里 陳泉源

受表揚人陳泉源先生父親早逝，身為長子立即扛起家庭經濟的重擔，一開始擔任

消防隊員，陸續在不同單位服務，從事公職幾十年，於彰師大人事主任退休，秉

持著人生以服務目的，以服務代替管理。並在公職生涯中持續精進自我，陸續進

修取得碩士學位及博士候選人，學無止盡的精神也是子女的最佳學習典範，以身

教及言教直接影響子女，三名子女皆有碩士學位且獨立自主。目前長子從事行銷

企劃及人力資源管理、次子留日且在日商公司上班、長女在私人公司服務。

陳先生退休後仍秉持著服務的精神，持續為社會群眾服務，陸續在文官訓練所、

屯區藝文中心及中興堂擔任志工，現在也在西屯區公所及政風處擔任志工，親切

有熱忱地為民眾服務。陳先生從工作、退休乃至現在的生活充實精彩，終身秉持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及以誠待人為宗旨，不僅落時在工作及擔任志工的服務上，對

於子女也是最好的模範父親典範。



32 福林里 江耀卿

33
陳淑華

議員服務處
洪文斌

江耀卿先生幾經辛苦學習，完成高中學歷。深知教育之重要性，所以堅持六名子

女要完成學業，每位子女在完成學業步出社會後，皆有正當職業。

江君育有六子女，食指浩繁，為擔負一家八口之生計，曾為市場攤販，亦為室內

裝潢師父，吃苦當吃補，只為家庭生活無虞，教育子女無缺，身心得以健康成

長；與妻子共同維持家庭穩定成長，並秉持著第三代也應接受完整教育之觀念，

培育人格為前提，教育子孫。

民國47年出生於彰化縣（芳苑鄉）一個偏僻的小農村，從小家境沒有很好，為了

分擔家計，國中畢業後，即外出到台中半工半讀，直到當完兵回來，就成家自行

創業，夫妻同心協力，認真打拼，經營文具印刷事業，稍有點積蓄，轉而投資不

動產開發建設成立(三創建業有限公司。

婚後育有兩子，因自己無法受高等教育，所以對孩子的管教及教育別有用心，兩

子皆完成大學、碩士學位，並已結婚生子，家庭幸福美滿，兒媳均在自己的專業

領域上班工作。

目前公司聘交於專業經理人員管理，夫妻倆專心在家照顧孫子，但只要有閒暇時

，即參與服務里、社區宗教等活動，並且熱心加入城中獅子會、玉玄救濟會，擔

任福和青埔協會顧問，協和義消婦宣隊顧問，惠來國小家長會顧問，文財廟委員

，玉玄宮-主任委員等等慈善公益團體。



34
張廖乃綸

議員服務處
何清涼

35 何安里 關榮閣

歷經日本侵華、國共內戰，民國38年隨長白師範學院冒生命危險，倍極艱辛轄來

台。擔任教職期間，教學態度熱心，對生採啟發式的教育，自創數學簡易演算法

，讓學生易懂易，也曾多次獲得科學展比賽名列前茅;在遷移台灣途中，身為藍

球隊隊長，沿途參校際比賽練就了強健體魄，上課之餘，教導學生球技及規則，

並擔任縣級、省級裁判，深獲各級學、師生感戴。

 於民國41年與林雪玉女士結婚，育4子，對孩子的教育，依興趣發展培育，平日

灌輸正向的人生觀，現有正當職業與事業，而且都身強體健，這也歸功於內人勤

儉持家，養育孩子正常發展，自上無遮雨片瓦，下無立足之地，這是我引以為傲

的地方，也是我娶了一位賢內助。

  現今在台灣近70年，同學已凋零僅存兩位，任得近，常有來往，感情甚佳，平

日喜歡說說笑笑，鄰居也愛來串門子，聊聊天，憶當年，相處極為融洽。

何清涼民國47年生，土生土長的西屯何眉庄人，與廖錦珍女士結為連理育有2男1

女，從商退休，目前擔任台中市何安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同時為台中市環保志

工與何安里守望相助隊隊員，並任聘為台中市福壽宮董事與何安福德宮委員，為

人忠厚老實，平時熱心公益，關懷社區治安與環境整潔，與志工隊一同打掃社區

，熱心服務奉獻社會，樂善好施，與鄰里相處和睦且配合政府長照活動，常在社

區關懷據點服務長輩，為社區盡一份心力。

在家庭觀念中萬事以和為貴，不與人爭執，家庭倫理與對子女的教育皆用心教導

，長子服務於大同公司擔任中區經理，次子栽培取得博士學位服務於科技業，女

兒在雄獅旅遊擔任副店長，子女皆以成家且事業有成家庭美滿，以升格為爺爺，

對於孫子的照護更是用心教育疼愛。



36 龍潭里 張萬傳

 張萬傳先生出生於民國39年馬龍潭庄農村子弟排行最小的兒子，自幼即捲起袖

管下田耕作，溪中抓魚是快樂幸福的童年，高商畢業後服兵役，退伍後在六信倉

儲合作社服務。

    民國70年與楊玉葉女士結婚育有ㄧ男ㄧ女，女兒在電子公司服務，兒子在北

部大型醫院擔任肝膽腸胃科主治醫生，兒媳在醫院擔任護理長，視病如親是位盡

責的護理人員亦是一位難得的好媳婦，現育二兒都在幼稚園就學中是個小康美滿

家庭。

    萬傳先生與賢內助共同從事房屋銷售辛苦磨練同甘共苦，自創營造建設公司

自建自售房屋，一貫作業並承接工廠房屋改建業務，至退休之齡。但萬傳先生卻

退而不休並做起區公所志工，警局派出所志工分隊長、環保志工，均10年以上，

尤其在4月份花博閉幕志工服務期間更是早出晚歸，雖辛苦但為善和樂，甘之如

飴，在社區任理事，長青會任總幹事亦擔任啟興宮委員等職，張先生為人和藹可

親樂善好施，敦親睦鄰，家庭幸福美滿，是妻子心目中的好先生，兒女的好爸爸

，街坊鄰里人人稱許之長者，其行為舉止足為表率，獲選模範父親，值得表揚，

實至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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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馨慧

議員服務處
俞畢愛

俞畢愛先生是一位樂觀敬業，熱心公益、及重視孩子教育的好爸爸，平常「身教

重於言教」2個兒子也在他的影響下，陸續進入漢翔公司上班，俞畢愛先生在漢

翔公司上班時，從不遲到早退，對己甚嚴，但公司同事只要有困難需要幫忙，他

一定是第一個伸出援手，所以同事們也非常喜愛他，5年前從漢翔退休後，就積

極在社區幫忙，每星期會自發性到公園打掃平常社區的花圃，也會幫忙澆水、除

草、施肥、修剪，也到處當志工，只要鄰里間有需要幫忙，他一定義不容辭，看

在小孩眼中也在默默學習父親待人處世及對人的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