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推薦單位 姓名

1 逢福里 湯嫦娥

2 潮洋里 李黃緞

3 何成里 鄭富桃

事蹟

湯嫦娥女士於長子年幼時，即與丈夫張央昇為了生活，搬遷到臺中，當時暫時借住在丈夫大姐家的地下室，

湯女士在丈夫大姐家的一樓店面經營早餐生意，當早餐生意忙完後，緊接著幫忙大姐的自助餐生意，每天從

早忙到晚，夙夜不怠。

兩年後，次子出生，湯女士一邊忙於工作，一邊照顧年幼長子與次子，家里所有大小瑣碎的事情均由湯女士

一肩扛下，偶有的挫折更是考驗湯女士的意志，生活中的種種點滴，比起剛搬到臺中時更加的辛苦，為了擁

有屬於自己的家，更是辛辛苦苦的樽節支出，好不容易終於買了人生中的第一棟房子。

雖然現在湯女士已經退休，但呵護照顧一家大小的心，依然無微不至，她的人生信念與堅毅的性格，成為兒

子從小到大學習的典範，更是令兒子的人生感到極其榮耀的媽媽。

民國18年3月7日出生，今年93歲，民國34年結婚，民國36年大兒子出生，總共育有五男一女，丈夫58年11月

7日過世，享年47歲，丈夫過世後，以農為生，直到民國61年農地被徵收後，才沒有從事農業，此時把重心

放在兒子及女兒身上，很辛苦將五男一女養大成家立業。她是一位勤儉持家，和藹可親、做事認真負責、刻

苦耐勞、敦親睦鄰、樂於助人，有愛心的人。

一、鄭富桃女士,民國70年與鄭獻堂先生結婚,育有一子一女,

鄭富桃女士,就讀逢甲大學會計系,創立駿慧記帳士事務所,服務人群,鄭富桃女士為人忠厚老實,勤儉持家,刻

苦耐勞,熱心公益，擔任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台中市地方稅務局志工20年,教子有方,家庭美滿。長女鄭惠尹,

逢甲大學企業管理系畢業,任職台灣人壽保險公司。長子鄭賀文,台中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管理系畢業,擔任駿

慧記帳士事務所主任,兒女事業有成，熱心公益,奉獻社會。

二、鄭富桃女士，平時熱心公益與鄰居和睦相處，關心社區公共事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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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富桃女士用心做事,熱心服務的精神是年輕人學習的

典範，堪稱本里傑出模範母親。



4 何成里 許楊昭珍

5 廣福里 郭麗絹

6 永安里 耿鍾質女

7 永安里 趙黃粟

郭麗絹女士出生於台中市松竹頭家厝，結婚後育有三子，由於丈夫早逝，獨自擔起撫育三個兒子的責任，平

日除了照料公婆的生活起居外，還需前往中港路機車行做生意維持生計，每日往返不辭辛苦，無怨無悔將三

個兒子拉拔長大。

郭麗絹女士個性堅毅、勤儉持家，為家人後輩樹立良好的身教典範。如今兒子們均已成家立業，三代同堂，

相處融洽，為了讓兒子與媳婦專注工作無後顧之憂，主動幫忙料理家中大小事宜，用心經營家庭，實為學習

榜樣。

郭麗絹女士平時樂善好施、熱心助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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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加入社區守望相助隊顧問多年，關心鄰里大小事，對里內各項活動都積極參與，深受鄰里讚揚，足堪為

母儀之表率，現榮獲模範母親接受臺中市西屯區公所表揚，真是實至名歸。

一、許楊昭珍女士,民國58年與許義輝先生結婚,育有六女,

許楊昭珍女士為人忠厚老實,勤儉持家 ,刻苦耐勞，熱心公益，協助先生經營鞋業公司,家庭美滿。長女許玲

媚,大葉大學碩士畢業,服務於台中教育大學。次女許涵琇,嶺東科技大學畢業,目前就讀暨南大學碩士班,經

營貿易公司。三女許玉佳,台中科技大學畢業,擔任中國人壽保險公司副理,四女許綵蓁,嶺東科技大學畢業,

經營自由業。五女許雅茹,台中科技大學畢業,從事金融服務業,六女許玲慈,中國醫藥大學畢業,服務於中國

人壽保險公司,兒女事業有成，熱心公益,奉獻社會。

二、許楊昭珍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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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心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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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鍾質女民國57年婚，婚後專職家管，照顧公婆及小孩，讓先生工作無後顧之憂。小孩現已成家立業，家庭

生活美滿。

趙黃粟21歲結婚，婚後在家相夫教子，大兒子於上海工作，長女及次女皆為家管，長子為校車司機，趙女士

為人熱心，深受社區里民敬重，對於公共事務極為熱衷。



8 何厝里 吳美惠

9 西安里 田淑敏

美惠女士育有二子，一生為人溫和謙虛，相夫教子，任勞任怨，勤儉持家的中國傳統婦女觀念，經營家庭，

撫育及教導二個兒子，除良好美德外更有著溫柔勤儉的個性，待人更是和睦又親切，一家和樂幸福。

一路走來致力於家庭照顧，且發揮良好母職，兒子們引以為榮，教育孩子正確的人生方向及價值觀，教導二

個兒子，個個都是社會精英，在各自領域中均表現出色。

如同天下所有母親一般，皆為平凡女士，但卻都是孩子們心目中偉大的母親，傳統家庭之賢妻良母，其一生

對家庭終身無怨無悔之犧牲奉獻足堪為模獻母親。

田敏淑老師為家中長姊而照護弟妹起居，尤於就讀台中女中將畢業之際，父親意外辭世，母親須至外地工作

，就擔負家中重責，讓四位弟妹無後顧之憂，順利向學，自己亦在就業之餘完成師院與逢甲大學之學業課程

，甘之如飴而無怨言！值為敬佩！

民國六十六年田老師與湯老師結婚，兩人有相同的背景與環境，同為長兄、長姊。田老師依然照顧弟妹、照

顧小姑小叔如昔，一心為家，深得鄰里讚賞！

婚後育有二女，為讓先生課後專心法律研讀，更肩負女兒之教養責任，陪伴成長！讓女兒深受身教之薰陶，

順利完成至大學研究所碩士之學位。並均服務於教育界，分別擔任高中、小學教師。田老師相夫教子，德操

可為表率！

田老師擔任教職三十七年，作育學子無數，在西屯國小任教二十六年間均擔任高年級教師，無私的教育愛、

嚴格的班風，成就光環！深得長官、家長肯定與愛戴！

才德兼俱的田老師實勘典範！特為舉薦！



10 福雅里 張徐靜宜

11 西墩里 張雪貞

張徐靜宜出生在苗栗縣的鄉下，國小畢業就沒有繼續升學，因為底下還有4個弟妹，就到工廠上班，給弟妹

上國中、高中，後來24歲認識先生而結婚生子，當時兩夫妻從工廠基層作起，經過十幾年，因為先生為高中

畢業，在一個偶然機會，被公司提拔為業務經理，從此生活有所改善。

兒子20歲就結婚，孫子出生後因有先天心臟病，但在家人極盡心力的呵護下終於平安長大，之後又生一男一

女。但兒子及媳婦因個性不合，因而離異，當時長孫才13歲，之後張徐靜宜擔負起照顧孫子的責任，真的非

常辛苦。好像不幸的事都會接二連三的發生。首先，公司被倒債，所有資產被銀行法拍。因此，只好租房子

過日子，因為先生有中度殘障，只好打零工。夫妻就這樣扶養3個孫子。兒子也在此時因失志，因而作出違

法的事，被判12年徒刑，當下不知如何是好，但張徐靜宜還是鼓勵先生不要灰心。現在3個孫子已兩個高中

畢業，最小的孫女也將於今年完成學業，兒子也因為表現良好，已經假釋回家，一家人得以團圓。

感謝區公所的協助，目前張徐靜宜也在里內當志工，對社區內的活動不遺餘力，常帶給人正面能量。

西墩里張雪貞女士，出生在台中市太平區，家中共有8位兄弟姊妹，排行老四，生活在傳統佃農家庭，學齡

前負責家務工作，早年社會生活堅苦，貧困人家難受教育，雖因年代環境限制，卻未停止求知精神，豐富人

生智慧。

自小即為分擔家計，賺取微薄工資貼補家用，與先生賴慶錡結婚後，育有三女一男，早年收入有限，創立鞋

業家庭加工，勤奮節儉，刻苦耐勞，撫育4個孩子長大成人，丈夫因車禍受傷，行動及腦力不及以往，無怨

無悔照護生活起居，默默付出，扮演好媽媽、好太太的角色，對於子女的教育以身教言教並重，子女皆知書

達禮。

創業期間便在西墩里落地生根買房，兒女長大都事業有成，家庭和樂，現退休閒暇之餘熱心公益，懷抱知足

感恩的心待人接物，深受鄰里稱許。堪為本里模範母親楷模。



12 大福里 張和金

13 龍潭里 廖玉葉

張和金女士是一位溫婉賢淑婦德兼備之女性，年輕時與其丈夫胼手胝足共同建立家庭，其夫鄧聰惠為水電工

程師，張女士則在餐廳擔任總務，兩人育有一男一女。張女士不僅是丈夫的賢內助，更在教養孩子則注重身

教與言教，長子在電子公司擔任軟體工程師，且一邊工作一邊念完博士班，長女則是地政士，二名子女皆學

有專精，各在職場有自己的一片天，母親的教導在兩位小孩成長過程中扮演及重要的角色，且張女士是一位

典型的慈母，更是家庭重要的精神支柱。

張女士勤奮持家，平日與鄰居和睦相處，也積極的參與公共事務，擔任大福里鄰長多年。目前家中三代同堂

，家庭和樂，可見母親是以家庭為重心，更是祖孫三代親情的擬聚點+。

張女士教導子女有方，2個子女事業有成，目前內外孫女有3位。李女士含辛茹苦教育子女，不但是兒女眼中

的模範母親，在鄰里中，更是一位熱心公益的長者，足以推薦為鄰里之楷模。

葉玉葉女士屬龍年，現年81歲，出生於臺中市西屯區港尾里望族，民國48年嫁西屯區惠來里吳財本先生，因

都市重劃搬遷現址龍潭里迄今30年之久，一生隨夫婿務農持家，長期侍奉親長至孝育有二男四女，敦親睦

鄰。

  葉玉葉女士聰慧勤儉安靜，有豐富的人生智慧，因成長年代的限制無緣求學，老年求學不倦也一路取得國

中學歷甚為難得。對六位兒女公平愛護疼愛卻不嬌縱，兒女之間有很融洽的感情，都能身心很健康地成長。

她手藝很巧，能下田耕種養雞種菜，能做許多好吃的古早點心及好手藝。她的

愛化為許多的美食，在孩子的心中是永遠的甜蜜。

  葉女士對子女教導有方，在士農工商各領域皆努力工作，都是社會的精英良善公民。大兒子劍文與大媳婦

美華在家成立【名揚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從事家飾用品百貨事業，業務擴及全省商譽頗佳堪為業界翹楚。二

兒子裕彬與二媳婦妍娟於南屯創立【音樂園樂器公司】專業甚深開發能力強大，結合歐洲專業技術服務於全

國與音樂相關教學領域。二對兒媳均能承襲父風母教使事業一路順利有成。四個女兒也均有完美融洽的婚姻

，現有內外孫十餘人，如今兒女都已長大成家立業，她很有智慧很和善每個兒女們孫子們都很喜歡她，婆媳

相處的很愉快比起兒子還更加和她貼心聊得來。一手好菜仍繼續圈住著兒孫們的胃與心。目前子孫滿堂家庭

和樂，是家庭重心更是三代親情的凝聚點。平日與鄰和善、慈悲善行，足為鄉里之美傳，堪為模範母親之表

率。



14 福恩里 廖素嫦

15 大鵬里 黃美娟

一、母兼父職、慈嚴並濟

    廖素嫦女士因先生工作關係，須長年於國外工作，故常母兼父職，對外須為子女擋風遮雨，堅強能幹、

與時俱進；對內須作子女身教模範，慈愛生活、嚴格教育，因此，教育出一對優秀守份、為社會貢獻的兒女

，兒子於交通部台中港務局擔任經理，女兒服務於教育界，任職主任一職。

二、畫荻教子、孟母三遷

    為作子女表率，廖女士不斷自我精進、學習，舉凡英語、電腦、油畫、拼布…等，其好學不倦之精神，

令人佩服。為讓子女受更好教育，在不懂英語、不會開車的情形下，如現代孟母般，為子女舉家搬遷美國，

堅強母愛下支撐著她一字一字地背著英語單字，常在家事完成、子女就寢後才背著英語版的駕照手冊，用翻

譯機研讀水電帳單。子女就學期間更是刻盡母親職責，早晨四、五點即起床做早餐、準備便當，犧牲自身娛

樂享福時間，營造良好讀書環境。

三、熱心公益、投身社區

   子女的乖巧、守份，讓廖女士無後顧之憂的投身公益，擔任社區總務委員，辦理社區活動、協助社區物

業工作；更從社區走向社會，受聘國際佛光會擔任分會組長，關懷弱勢、為民服務；對於里民活動的參與更

是不遺餘力，深受社區民眾信任與推崇。

出生於雲縣土庫鎮馬光厝，父親擔任長工，母親協助農務，家境困苦。上有兄姊，下有弟妹，排行老三。為

了貼補家用，小學畢業後到工廠上班，15歲北上當美髮學徒，自立自強。

25歲結婚，丈夫在修車行工作，育有三女。大女兒出生後搬回雲林縣經營機車行，老二和老三接著出生。照

顧家庭外，需要協助車行工作，也幫忙附近的農務賺外快。三位女兒皆已結婚成家，大女兒與大女婿在精誠

路開燒烤店，工女兒是諮商心理師，二女婿是銀行法務人員，三女兒在金融公司擔任護理師，三婿是烘焙師

傅。

74年搬到台中市漢口路，丈夫到鐵工廠上班，一個人在家營小吃店，早上五點多到市場採買，晚上收攤完已

經凌晨十二點，再忙碌都能夠把一家大小照顧好。78年遷居到台中市西屯區大鵬里，經營早餐店償還房貸，

還完之後結束營業。平時除了照顧外孫和外孫女，也會協助社區里民活動，敦親睦鄰，熱心助人，擁有一手

妤廚藝，經常幫忙張羅活動餐點，目前擔任大鵬里福德祠副總幹事。



16 福聯里 李素蓮

17 何仁里 詹秀霞

18 何安里 高靖媛

詹秀霞女士出生於彰化縣竹塘鄉，其父母為人敦厚誠懇，心地善良，自幼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養成熱心

服務、健全人格，相夫教子，家庭幸福美滿，在兒女成家立業後，繼續學習成長，為社區奉獻，深受大眾好

評。

詹女士學校畢業後，幫忙父母從事農業工作，平時從事於縫紉製作成衣衣服職業，努力認真，深受老闆好

評。25歲時與何國照先生結婚，孝順父母，育有二男一女，家庭幸福美滿，全家子女皆靠夫妻刻苦耐勞，勤

儉樸實、扶養子女長大，實足為模範母親楷模。

詹女士夫婦有感於家庭教育的重要，因此非常重視子女教育，三個子女都學有所成，在各自的崗位上，恪守

本分，發揮所長，其夫何國照先生從事於協鴻精密工業公司台中地區總務主任，推動精密工業生產及管理業

務，業績日日增長，成效非凡，著有口碑；長子畢業於靜宜大學會計系，從事於玉山銀行襄理職務，業績非

凡，次男畢業於大葉大學研究所，目前任職於潭子工業區電子公司，當任技術員工作，長女畢業於僑光科技

大學會計系，現從事家管，服務家中大小事，其夫婿更尊師重道，孝順長輩，實不餽詹女士教育子女之偉大

及模範母親之典範。

由於子女品行優異、守份，讓詹女士無後顧之憂的投身公益活動服務，擔任里內鄰長、環保、愛鄰守護及學

校愛心媽媽等志工服務工作，為社區奉獻，深受大眾好評，關懷弱勢、為民服務，對於里民活動的參與更是

不遺餘力，深受社區民眾信任與讚揚。

李素蓮女士，出生於臺中市西屯區福安里，現年64歲，家中排行第五，因兄弟姊妹眾多，從小就養成勤檢、

刻苦耐勞的習性。

25歲時憑藉媒妁之言嫁給洪春進先生，婚後育有兩男一女，家庭生活融洽美滿。參加警察局志工多年，亦是

環保志工隊成員，社區有任何活動或宣傳事務均積極參與並協助辦理。品德端正，嫻熟能幹，秉持傳統婦女

美德。

李女士一生勤儉持家、刻苦耐勞、認真奮鬥、知足惜福，是大家公認的賢妻良母，對孩子的照顧無微不至，

總是在背後默默的付出，是全家人的精神支柱，更是凝聚家庭和諧最偉大的力量。

出生於雲林古坑鄉，排行老二，上有大姐，下有3個妹妹、3個弟弟，家中共有8個小孩。從小幫忙檢材、挖

竹筍，照顧弟妹。婚後幫忙夫家種田、伺奉婆婆，扶養3名兒子。個性溫和。是左右鄰居公認的好媳婦，不

辭辛勞，認勞認怨為家庭付出



19 福安里 陳月梅

20 何德里 蘇瓊枝

21 福和里 姚翠貞

陳月梅女士現年66歲，出生於臺中市沙鹿區，從小便乖巧懂事，在教育不普及的年代，雖未能受到高等教育

，卻有滿滿的人生歷練與智慧。為分擔家計，十幾歲便隻身前往臺北打拼，憑藉自身的努力，很快成為正式

裁縫師傅，一雙巧手打版剪裁在當時頗獲好評!婚後搬至西屯區福安里定居，為全心全力照顧家庭未能繼續

裁縫師傅的工作，但閒暇之餘，仍時常發揮所長為家人縫製衣服。

陳女士平時勤儉持家，刻苦耐勞，敦親睦鄰，十分堅持並重視子女的教育，常常以身作則，鼓勵子女要有正

向積極、樂觀進取的人生，照顧家人無微不至，家庭和樂幸福美滿，3位子女都受到良好的教育，都已成家

立業。

陳女士是一位偉大的女性，其一生含辛茹苦操持家務，為家庭默默付出，犧牲奉獻，無怨無悔，其風範典型

可堪模範母親之表率！

蘇瓊枝女士，為人務實，和善，熱心助人，敦親睦鄰，45年前與盧啟民先生結婚後，育有2女1男。長女與次

女均在學校從事教育工作，長子於中科園區任職，從事半導體相關工作。子女們皆因母親的辛苦教導，學有

專長，有所成就，成為社會中堅份子。

蘇女士和先生從商35年，是台中地區的經銷商，專賣達新牌的相關產品。不僅是先生事業上的好幫手，更是

子女們的好媽媽。數年前於職場退休後，轉而協助照顧、教導孫子孫女們，是孫子孫女眼中的「超級阿嬤」

，生活雜事一手包辦，讓子女們能致力於工作而無後顧之憂。此外，也會和鄰長盧先生一起服務里民，處理

里民事務，貢獻一已之力於社區。

蘇女士於公於私皆能盡心盡力，全力以赴，深受肯定與讚許，足為模範母親楷模並給予表揚。

自小在都市成長，因緣際會來到純樸的農村生活。為了三個孩子的成長及陪伴，放棄了外地的高薪挖角，進

而搬遷到這個充滿人文氣息及城市文化的社區。卻因上代的租約問題，一時的經濟重擔瞬間落於肩上。幸得

鄰里間的支持、長輩的愛戴，走出了生命亮麗的一面，於民國101年受推舉為臺中市地政學會之理事長一

職。回首望去，兒女教育有成學歷亮眼，並也成家立業。其奮鬥挑戰的勇氣扣精神，堪稱為偉大的母親，值

得表揚。



22 福中里 黃許金花

23
張廖萬堅

立委服務處
張玉鑾

金花女士誕生於1940年代,歷經了日治時期及國民政府接管的動盪時代,身為長女的她為了照顧家中陸續出生

的八個弟妹放棄了就學機會,擔起長姐的責任義無反顧協助父母撫育弟妹。

這一路一直到她嫁為黃家婦後,也開啟金花女士自組家庭的另一個人生樂章,在她為人妻為人母的階段,全力

扶持先生的工作無怨無悔,對自己的五個子女也盡心盡力,兒女成人後不敢說成就非凡,但也都善盡個人的角

色對社會做好螺絲釘的功能,這一切當然也都歸功於金花女士對家庭的付出,在兒女也都有自已的家庭後,金

花女士也都還是持續在協助兒女照顧第三代孫,直到第三代孫也都成人,金花女士才又進一步思考是否有機會

回饋於社會,於是在機緣巧合下加入了慈濟的環保志工,在能力所及之處協助處理環保回收物,並推己及人讓

家族成員都能隨手做環保,讓地球及社會多一分環保力量,這也將成為金花女士的終身志業,只有享受不是福

氣，有能力為他人付出，才是真正恆常的福。

張玉鑾女士出生於民國36年，小時父親經營傢俱工廠，母親經營雜貨店。國小時，父親染病健康每況愈下，

無法工作，僅靠母親經營的雜貨店的微薄收入維持家計。張女士聰敏向學，13歲時考上忠明國小，卻因家裡

經濟狀況不好，難受教育無法就學，便前往大東紡織做童工，幫忙維持家計。民國57年與林正雄先生結婚，

恪盡媳職，遵守孝道，家庭和樂美滿，育有3子，皆已成家立業，不幸其夫已於民國107年辭世。其夫婿林正

雄先生自民國75年當選第13屆潮洋里里長起，至其歿，共任職32年，林女士在林里長任內時，協助組成環保

志工隊、家政班，夫唱婦隨，對鄰里事務，親力親為，盡心盡力。於民國69年加入慈愛會，民國94年至97年

任理事長，對公益慈善事業不遺餘力，默默捐款弱勢族群，愛心感人。曾於民國93年協助市政派出所招募志

工，成立志工隊並任隊長一職，為人謙恭禮讓，與人為善。張女士對鄰里及社會公益不遺餘力，期願能將自

己對家庭的小愛，能夠轉換為對社會的付出及大愛。



24 何福里 趙王素蓮

25 港尾里 許玉華

26 何明里 王張霞

 趙王素蓮女士(下稱趙王女士)出生於南投縣，3歲時父親被捉去當日本兵，死於南洋瘧疾，她從小就跟隨舅

母生活，家境非常清寒，8歲時就出來幫傭、帶小孩，從來沒有上過一天的學校，因而不識字。12歲時在工

廠當女工。在鄰居的姊姊介紹下，趙王女士17歲嫁給大陸來臺的阿兵哥，當時生活過地非常清苦，但趙王女

士的先生對她非常好。趙王女士的先生是公路局的員工，薪水雖然不高，僅堪養家活口，但趙王女士從不埋

怨，除了幫忙打理家務之外，她還去建築工地打零工貼補家用。趙王女士的先生心疼她，要她不要再去建築

工地打零工了，所以趙王女士改去學手藝，在市場擺麵攤。趙王女士夫婦倆育有5名子女，她們不只是賺錢

供小孩上學讀書而已，同時也教育小孩正確的人生觀。趙王女士這一生一直都扮演好自己該扮演的角色，孝

順父母到其終老，以身作則教育子女，子女個個都非常孝順，讓趙王女士感到相當欣慰。趙王女士對於弱勢

需要幫助的人都能在能力範圍內儘量幫忙，雖然沒讀過書，與人為善的處事態度，讓鄰里都稱讚，足堪為本

里模範母親。

許玉華女士出生於台中市西屯區港尾里貿易九村，就讀新民高中畢業後，考上「空軍航空工業發展中心」，

從事行政管理之工作。

經媒人介紹認識其外子白義柱，在許女士23歲時與白先生結婚，婚後育有一男一女。結婚後相夫教子,協助

白義柱先生開設「育生堂蔘藥行」，幫忙中藥材批發零售及白先生之整復中心，幫忙里民整脊推拿之工作。

許女士不僅是丈夫事業的好幫手，更是子女的好母親，子女們謹遵母親的教導，在成年後皆有正當職業，家

庭美滿，ㄧ家三代同堂，溫馨滿溢。

許女士不僅把家中打理得很好，本人也充滿熱心公益充滿熱情，參加里內的環保志工協助里內環境打掃、其

夫擔任台中市白姓宗親會理事長，更是協助其夫推動會務、目前更是協助推動港尾里日語班開課事宜、也在

社區內擔任委員，推行各項活動，照顧年長者，在社區與里內頗受好評，今日被推選為模範母親，實至名歸

，足堪表率。

王張霞女士是一位傳統的女性，先生在銀行上班。兩人育有4子2女。王張女士自20歲結婚後奉獻心力於家庭

，照顧6名子女與公婆、小姑小叔。六名子女在其細心照顧及教養下，在各領域皆有所成並且熱心公益服

務。有感於子女皆事業有成，王張霞女士開始參與社區插花班並積極回饋鄉里且為善不欲人知，默默付出。

王張霞女士經常協助社區長者與兒童課輔共餐的資源連結，提供社區關懷活動所需物資，也鼓勵大媳婦與孫

子主動擔任志工服務民眾。在其熱心公益及服務鄰里的影響下，子女、孫子女皆主動積極擔任志工協助活動

及服務里民等，與鄰居也相處融洽，互動良好，在現今社會中尤屬難能可貴，堪為表率，榮獲本里模範母親

實至名歸、當之無愧。



27 上德里 洪蔡麗妙

28
楊正中議員服

務處
張李香

29 惠來里 汪碧娥

30 上安里 蔡陳正華

汪碧娥女士現年六十五歲，與賴秋火先生結為連理，夫婿為車床加工事業，辛勤協助先生工作，夫妻相敬如

賓，勤儉持家，事親至孝，教育子女更本著身教言教並重原則，子女在其教誨下，學業、事業皆有所成。

    汪女士一生為子女犧牲，相夫教子，關心鄰里，平時熱心助人，參加惠來里志工關心弱勢族群，並以身

作則，栽培長子賴如農先生接棒父親事業，長女賴湘羽小姐當音樂老師，次子賴思帆在長榮航空從事公關工

作，教導子女奉公守法，品德善良，與人為善，家庭生活幸福美滿，堪為鄰里楷模。

洪蔡女士是一位傳統的女性，先生是省政府公務員退休。原本家庭小康，生活很美滿。但是幾十年前，小兒

子罹患了《漸凍人》這個怪病後全家生活都變了調。但是這個當母親的不僅沒有怨天尤人，更是照顧兒子，

無微不至。但是上天總是不斷的考驗這位媽媽，幾年前丈夫脊髓手術失敗，全家的生活都落在她一個人的身

上。但她非但努力作好媽媽的角色，而且還熱心公益、幫助里長推動里政。足堪大家表率！特別推薦她當模

範母親以為表彰。

張李香女士，民國36年10月01日出生於原台中縣農家，為家中長女，個性善良、溫和，聰慧且積極認真，從

小即需 協助父母照顧家中5位弟妹，為鄰居及長輩稱許；但是張李香女士因家境清寒，為家庭經濟因素，初

中僅念了一學期即休學，盡力幫助家庭經濟，民國56年與張信夫先生結婚，婚後生下4個子女，並悉心照顧

家庭讓先生無家庭顧慮能專務於工作；而其4個子女亦在張李香女士言行身教下均有所成：長女張麗江高中

畢業，現為品冠食品公司生鮮肉品部負責人、次女張年子大學畢業，現在三軍總醫院擔任護理長職務、長子

張裕宗大學畢業與次子張智翔碩士畢業現為品冠食品公司共同負責人；張李香女士出身貧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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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母親蔡陳正華女士，出生在南屯區福安里的務農家庭，身為長女，從小就在父母農忙期間，一肩扛起

照顧弟妹的責任。一直以來兄弟姊妹相處融洽，對於他們口中的大姐更是相當敬重。

爾後於民國六十年間進入職場工作，不久後便與先生蔡天生相識相戀，婚後並育有一女一子，支持先生創業

，辛苦持家，一同經歷了人生風風雨雨。一路走來也對子女及公婆的照顧悉心打點，不假他人。為人親切和

善，也有人常讚美她氣質非凡。如今子女也各自成家，有著兩個漂亮的孫女及一個可愛的外孫，令她很滿

足。現為志工隊的她，更有時間能為鄰里服務，將她的愛分享出去。



31 大石里 黃錦菊

32
黃馨慧議員服

務處
劉顏金秀

33 福瑞里 王玉琴

黃錦菊女士於民國67年與許樹福先生結婚，在家做個專職主婦，在家教導小孩，侍奉公婆，等三個小孩都上

學後，曾在國泰保險公司上班，小孩上台中市大德國中，就在大德國中做愛心媽媽，陪著小孩一起成長，民

國88年黃錦菊女士的先生許樹福擔任西屯區後備軍人輔導中心主任，錦菊女士也擔任青溪婦聯會主任委員，

同時也擔任西屯區婦女會理事長，現在在大鵬國小擔任導護阿嬤，現在三個小孩各自都有自己的職業，老大

炳宏在新北市成州國小當教師，老二炳南在仲介業上班，現在管理自己的出租大樓，也結婚育有一子一女，

老三炳銓任職福建省福州市閩江學院副教授，未婚。一家和樂。

金秀女士婚後在家當全職家庭主婦，相夫教子，先生在工廠上班，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隨著孩子陸續出生

，家中的生活開銷也變大，生活壓力與日俱增，夫妻倆經過多次討論，最後決定創業，開立一間工廠-榮利

工業社。不論機械操作、搬運貨物、資金調度，樣樣難不倒金秀女士，是先生的得力助手。即使遇到蠻橫不

講理的客戶，依然笑臉迎人，心平氣和的處理每件事，和氣生財。創業初期訂單寥寥可數，生活過得很清苦

，在克服萬難，生意也愈來愈穩定，事業也愈來愈發達，一切苦盡甘來。

除了工廠事務，金秀女士還需照顧3個小孩，即使已經身心疲累，還堅持陪孩子做功課，接送孩子上放學；

並常常提醒課業要方面上課要專心、認真學習；為人方面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做事要有始有終，不可半

途而廢。孩子在其教誨下皆有所成，是鄰里心目中的模範母親。

王玉琴女士是位軍人的老婆，育有一子一女。

在五十年代，軍人眷屬都沒什麼錢，生活清苦，要幫忙養家餬口，都得外出打工，賺一些錢回來添補家用。

好不容易子女大學畢業，仍需幫忙子女成家，更需幫媳婦帶小孩，直到孫子上幼稚園，方有自己的空閒時

間。

接著投入志工行列十多年，在西屯區福科國中、國安國小及福瑞社區發展協會擔任專屬志工，服務青年學子

及社區老人直到現在。

總是希望自己能多付出一些關懷。

一生中走過心酸的點點滴滴，成就了現在的王女士，感覺到了〝自豪〞。



34 林厝里 林金葉

35 至善里 羅陳春美

36 逢甲里 牛美娟

林女士早期與夫經營雜貨店，而後轉型為福利中心，養育子女成長，於83年丈夫因跌倒，腦溢血導致癱瘓在

床，林女士憑著堅強意志，照護全家生活。

育有一子二女，皆成家立業，長子從事服務業，長女於宏達電科技公司工作，次女於元大銀行工作。

林女士樂心公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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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人和藹可親治家有方，家庭生活美滿，祖孫三代和樂融融，敦親睦鄰，樂善好施，堪稱本里傑出模範母

親。。

羅陳春美女士操持家務刻苦耐勞無怨言，辛勤養育子女，對子女的發展總是給予鼓勵與支持，使子女均能向

善而奉公守法。羅陳春美女士個性親切且心地善良，平日與鄰里或同事相處，低調老實從不道人長短，也從

不會算計別人，此身教影響了四名女兒之做人處事態度。

羅陳春美女士雖然沒有很高的學歷，但是她一直在生活中把握機會充

自己，藉著閱讀報紙和看電視新聞，使自己的觀念和思想，跟得上時代的腳步。退休後她也參加社區辦的英

文班，挑戰自我有新的學習，這是子女非常好的榜樣。

羅陳春美女士不是完人，她也有一些糾結，但這一路走來，她能面對

自己，用積極的生活態度使自己跨越那些生活中的困境，這樣的人生哲學與實踐也使子女深受影響，並且在

子女心情低落或面臨困境的時候，鼓舞子女不要輕易放棄，堅持下去。

    一位母親的影響是深遠的，特別在兒女、後代的身上，羅陳春美女士為家庭奉獻心力，為子女無悔付出

，其美德足堪典範。

牛嬿琳(美娟)身心健康、品德端正、熱心公益，擔任富貴春大樓主委、副主委員，共20多年。為社會出錢出

力且富正義感，社區如有大小事找她，都熱心助人，不落人後，育有一子一女，兒子在台北名醫院擔任住院

醫師，表現優異深受同仁肯定;女兒就讀社會學系對照顧老人弱勢頗負專業。子女均向上，奉公守法。先生

為前至善國中家長會長，熱心公益。家庭幸福康維地方表率。



37 惠來里 留梅桂

38 西平里 魏根

劉梅桂女士育有三名子女，和李憲政先生夫妻兩人都在銀行界工作，先生為彰化台灣銀行經理退休，而李媽

媽退休前則是鹿港信用合作社經理，李先生因工作忙碌，在三個孩子求學期間外派至台北十餘年，李媽媽任

勞任怨一肩扛起養育孩子的重任，在繁重的工作之餘仍然用心的照顧孩子們的起居和課業，三個孩子也未辜

負父母的養育，大兒子李俊毅認真進取成了醫師，目前擔任彰濱秀傳醫院的耳鼻喉科主任，二女兒則考進高

雄師範大學，畢業後與同樣從事耳鼻喉科專科的先生開設診所，成為彰化地區頗負盛名的開業醫師，小兒子

則往大陸發展，在父母的協助下也逐漸站穩腳步，開設自己的公司從事音響製造。

劉梅桂女士十多年前退休後，仍然活力充沛，含飴弄孫之餘，也和李爸爸一起關照三個孩子的家庭，經常任

勞任怨的協助接送孫子們，讓為事業打拼的兒女有喘息的空間。同時，李媽媽對許多事情都有旺盛的學習欲

望，也頗有藝術細胞，退休後投入繪畫創作，常常徹夜不眠的創作，作品豐富成熟，也曾和老師辦過師生聯

展。除此之外，更難得的是李媽媽是極有愛心的人，行善不落人後，從年輕開始即常常捐款給孤苦老人和啟

智中心等，雖然三個孩子讀書家用開銷不小，但慈善捐款卻從不吝嗇，經常一捐就是幾萬元以上，逢年過節

也必定配合慈善機構買米送物資，到了現在也常常勸晚輩們要經常行善，才有後福，或勸發家人共同發心捐

款，很讚嘆李媽媽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以慈悲喜捨的心帶動家人，除了將家庭照顧的幸福圓滿，也

為這個社會帶來溫暖和光明。

魏根女士出生於嘉義縣，自小因家境因素被養父收養，在家中排行老大，身為長女的她自幼即需幫忙家務，

扶持弟妹們長大成年，雖因當時環境關係，本身無法多讀書，但在早期農業社會時代，犧牲奉獻之精神，深

得弟妹們及家人敬佩。

結婚後勤儉持家，相夫教子，教養二個兒女、接受教育，如今而兒女皆已成家立業；平時為人和譪可親，是

街坊人人稱讚之好鄰居、兒媳、孫子女心目中之好母親、好奶奶。

魏根女士為人平易近人、待人和睦，勤儉持家、刻苦耐勞、無私奉獻、誠信待人、生活樸實、熱心助人，深

具傳統婦女美德，向來為鄰里所稱揚；善待街坊鄰居親朋好友之舉，深得他人敬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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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何源里 詹淑美

40 鵬程里 王吳神捒

41
張廖乃綸

議員服務處
劉美綢

劉女士是台中東勢客家人，20歲出頭嫁來西屯，從一個不諳台語、不會煮飯的客家細妹，變成台語嚇嚇叫、

家事廚事一把罩的閩南媳婦。

剛嫁來時，先生家十分熱鬧，上有阿公、阿嬤、公公、婆婆，下有三個在學的小姑，劉女士憑著過人的堅毅

及學習力，不僅學說台語、練出一手好廚藝，也入境隨俗地學習許多習俗及禮節，她每每拿著香，嘴裡念的

都是祈求全家大小平安、順遂。她總是將家人擺在第一位，公婆生病住院時，她在醫院照料；孩子們放學回

家時，她備好滿桌佳餚，她是先生最強大的後盾，撐起全家人的生活起居。時光更迭，如今三個子女都已長

大成人，劉女士將以往照顧家人的用心與愛心，推己及人至整個社區，不僅時常協助里長籌劃各項活動、增

進鄰里情誼，更號召街坊鄰居投入上安里掃地隊，為提供更好的社區環境盡一份心、出一份力。

劉女士個性樂觀、向上，兼具勤勉、愛家之美德，因為她對家庭的奉獻，才有每位家庭成員現今的成就。更

難能可貴的是將愛傳至整個社區，堪稱模範。

詹淑美女士彰化埔鹽鄉人，於民國66年和同為埔鹽鄉的林若孜先生締結連理白手起家。夫婿從事建築水泥業

，詹女士支持丈夫並相互扶持，夫妻育有4個子女，平日照顧長輩及料理家庭並兼顧丈夫事業，實屬不易。

四名子女目前皆成家立業，女兒在國稅局服務，長子任教於國中，次子任職於科技公司，三子繼承父業從事

於建築業，內外孫共6人，都由詹女士親自帶大，讓孩子們全心於職場，無後顧之憂。

詹女士長年茹素，照料94歲婆婆至往生，無任何怨言。期間受眼疾所苦，但並沒有怠慢為人媳之職責，事親

至孝。在社區中擔任鄰長一職獲得資優、績優鄰長榮譽表揚，同時也參加了環保志工及守望相助隊推行委員

會委員一職，回饋社會出錢出力不餘遺力。

詹女士三代同堂家庭，皆能相處和睦。每日16位家族成員共餐，以及為兒孫們準備便當，在現今工商社會實

屬難能可貴。應驗了一句話，家是講愛的地方，家不是講道理的地方，家族的興旺由這位偉大的母親帶領之

下正在發光發熱中。

王吳神捒女士生長於農村鄉下，家庭生活艱苦，養成獨立堅強、勤奮儉樸個性；其後嫁與軍人夫婿而成為軍

眷，先後育有四子，由於生活環境並不寬裕，王吳神捒女士在家管之餘兼以包水餃代工貼補家用，分担家中

生計，充分發揮吃苦耐勞、勤儉持家之軍眷刻苦精神。

王吳神捒女士育有四子，成長後均能在職場一展所長，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

王吳神捒女士一向熱心公益，舉凡里辦公處有任何活動，均能協助推廣辦理，而其一手好廚藝，時常分享左

鄰右舍，更讓大家讚不絕口，其待人誠懇、和藹可親，善良淳樸美德為鄰里推崇，堪為楷模。



42
陳淑華議員服

務處
廖玉秀

43 福林里 廖秀圭

44 上石里 廖千維

45 協和里 張施淑美

廖玉秀女士46年出生於台中市南區家中務農，典型農家子弟，也是家中唯一女生，自幼父母諄諄教誨，養成

負責勤儉個性，為人和善和樂，民國62年結婚，育有三子，為體恤夫君辛勞，便於家中專心教養小孩，同時

兼任保母一職，貼補家用分擔家計，勤儉持家，無怨無悔，堪稱鄰內好媳婦。

今三子均已成家，且均在台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任正職人員，子孝孫賢，三代同堂共享天倫之樂。

廖秀圭住居在福林里已有30餘年，育有兩子，皆為社會之中堅，廖君長期以來致力於福林里社區樂齡關懷活

動，且身為現任福雅路聖奉宮宮主，利用宗教關懷弱勢團體，定期發放生活物資給需要的信眾及里民，家庭

幸福，為鄰里稱羨。

廖千維女士(下稱廖女士)出生於臺中市務農的農家，家中排行老么，高職畢業後，在臺中市立仁愛綜合醫院

藥局部擔任出納會計。廖女士於民國69年與巫東瀛先生認識並進而交往，在民國70年與巫東瀛先生步上紅毯

，婚後相夫教子，打理先生開設的機車行包含機車排氣檢驗在內的大大小小事務。廖女士與先生育有2子1女

，廖女士相當重視子女的教育，盡全力栽培子女，如今子女都已長大成人，長子在跨境電商公司工作，次子

則繼承先生的機車行，已經結婚的長女亦有正當職業，子女各個事業有成，安居樂業。廖女士持家有成，不

只家庭氣氛和諧融洽，也協助先生的事業，閒暇之餘更幫忙里內武兌宮處理會計帳務，積極參與公眾事務，

足堪為本里模範母親。

淑美女士生於南屯區，婚後與夫婿奮鬥從事農耕，當時農業社會經濟蕭條、生活貧困，家庭經濟狀況不佳，

為養兒育女，淑美女士將自產之芭樂載到成功路圍市場販賣，當時路途遠且交通工具不便，芭樂多有損傷，

雖賣相不佳，大家仍不嫌棄樂於購買，讓淑美女士感動不己，後來市場友人及顧客得知淑美女士手藝不錯，

所做粿類食品美味可口，鼓勵她在做粿類食品販售，因此先做菜頭粿、草仔粿販售，生意及風評越來越好，

後來專賣粿類食品，包括紅龜、粽子、芋粿、碗粿、芋圓、蕃薯圓、米苔目等等諸多粿類食品、遇到節慶日

常常忙到晚上12點後方能休息，自28歲起在市場做生意迄今不間斷，己逾50年，著實令人敬佩。

原本夫家農地因為民國62年台中工業區的開發，大部份土地被徵收，對家庭經濟及生活打擊甚大，夫婿往生

後，淑美女士更自勵自強，不怨天不尤人，如今兒女長大事業有成、家庭幸福美滿，但仍不得閒，到現在仍

會到市場販，淑美女士為人勤儉持家，待人善良又寬容，雖己80歲但注重照料自己身體，不讓子女有擔憂，

深受鄰居好評，其行為舉止，獲選模範母親，實至名歸。



46 何南里 張王翠娥

47 大河里 廖陳碧霞

48
林祈烽議員服

務處
陳張雪

與陳炎火結婚後育有3子1女，與夫為自耕農/水泥工，含辛茹苦撫育子女長大成人，兒女皆有正當職業，有

一份穩定的工作，在社會上貢獻一己之力。

長子：大河里長陳資源

長女：福恩里長陳桂香

母親協助農耕事務，另與父親也於百忙之中抽時打水泥零工，貼補家用，母親年輕時刻苦耐勞、無私奉獻。

母親一生的辛勞，做孩子的都看在眼裡，她不屈不撓、刻苦耐勞及待人處事的精神，是我們兄弟姊妹學習的

榜樣。

張王翠娥是一位溫雅嫻淑的女性，19歲嫁入張家，由於婆婆早逝,剛進門就擔負起大嫂如母的角色，照顧姑

叔大小十人的大家庭，後陸續生育了七名子女，承負的擔子更重大，由於夫婿經商失敗,翠娥一度到孤兒院

當媬姆,而後被選為模範褓姆，至今曾被照顧過的孤兒都會感懷養護之情，登門拜訪述說當年。張王女士一

生從未與人爭執，也從未看不起任何人，他的人生觀是「助人為快樂之本｣，別人快樂，她看了更快樂，抱

持著能幫助人，何樂不為的精神。

廖陳碧霞女士93歲與夫廖金地先生結婚後育有6女1子，婚後與夫從事自家農耕事務，含辛茹苦撫養子女長大

成人，兒女

如今在社會上皆有正當職業，穩定工作，在社會貢獻一己之力。

廖陳碧霞女士結婚後，相夫教子，總是默默的協助農耕事務，在繁忙的農耕外，「刻苦耐勞、勤儉持家、任

勞任怨、無私奉獻、熱心助人」是子女及街坊鄰居平時對其最崇敬的評語。

廖陳碧霞女士為為了討生活的辛血淚史，以及為人正直的待人處世，皆為子女們的好榜樣，有一首歌:「母

親像月亮一樣，照亮我家門窗，聖潔多慈祥，發出愛的光芒」，她愛的光芒，除了照亮整個家外，也溫暖了

整個社會，其行為舉止，堪為表率，獲選模範母親，實至名歸。



49 本所 吳智惠

先生白手起家，於民國79年創立喬詮金屬設計有限公司，主要從事帷幕牆設計、安裝、指導等工作，育有一

子一女。

長子畢業於國立中正大學資工博士班，任職於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今(109)年二月榮陞系主任

及研究所所長。媳婦目前任職台中科技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夫妻倆育有二子，目前就讀國中及國小。

長女任職於天下旅行社，團控經理職務，同時擔任臺中巿觀光景點服務人員職業工會總幹事。

一雙兒女在智惠女士的教誨下，於學術界及觀旅界奉獻一己之力，皆有所成，廣受肯定。

在日常生活方面，智惠女士為人和藹可親、敦親睦鄰，曾擔任多屆社區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熱心服務，深

受住戶信任。

智惠女士不論持家、打理公司或服務社區皆克盡己力，足堪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