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推薦單位 姓名

1 至善里 李元棟

2 西墩里 廖水金

事蹟

李元棟先生民國38年，幼年隨著父母撤退來台，落腳於左營軍眷區，生活條件艱苦克難，他還牢記著過年時逼仄的木門旁父親

親手寫下糊貼的春聯「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家庭教育讓他浸染儒家文化，並深信教育可以改變人生，日後對他在求

學、工作、做人處事上都有深遠的影響。

    雖然經濟環境不佳，但靠著父母全力支持、自身努力，元棟先生順利考上逢甲大學會計系，並以第一名畢業。大學畢業後

幸獲師長提攜回母校服務，於會計系擔任教職。即便如此，元棟先生抱持終身學習理念，任職期間經學校選送赴美國加州州立

大學長堤分校進行研究，嗣後再進修取得美國舊金山大學碩士，更於民國87年獲得韓國國立木浦大學授予名譽經營學博士學

位。

    元棟先生在教育崗位上兢兢業業服務四十年，同時兼任學校行政職務，歷任學校課務主任、夜間部主任、訓導長、總務

長、副校長等職，直至民國100年退休，之後續任逢甲大學終身榮譽校務顧問。

    元棟先生任教期間出版大學用書，計有會計學、成本分析、財務報表分析、成本會計等書。除了校務工作外亦曾擔任逢甲

大學校友總會第二屆會長職務，積極推動會務、服務校友，還參與組織逢甲大學校友留校聯誼會，擔任聯誼會主席，並於74年

推動成立財團法人逢大校友文教基金會並擔任董事長，向校友籌募資金，於每學期頒發獎學金，鼓勵學生向學。

    元棟先生除在職場上敬業樂群，在做人上力求認真踏實，在生活上勤儉樸實，更是悉心栽培子女，三位女兒皆學有專精，

各自在專業領域發展回饋社會。大女兒是美國南伊利諾大學的會計學博士，目前與先生在美國大學任教。二女兒是喬治華盛頓

大學財管與資管雙碩士，女婿亦獲財務管理博士學位，皆在美國任職。三女兒於台大法律系畢業後前往美國紐約大學研究所進

修取得法律碩士學位，並考取美國台灣兩地律師執照，目前在台北執行律師業務，三女婿是台大電機碩士，任職於美商公司。

三個女兒皆能學有所成，在專業領域中貢獻所學，並兼顧家庭子女，善體人意，在職場上雖然忙碌，但皆稟承固有傳統的倫理

觀念，孝順父母、友愛姊妹、敬業樂群。俗云「身教重於言教」，在李元棟先生的家庭中充分體現印證。

    父母是我們生活及家庭的重心，如果每個家庭都能落實儒家思想固有倫理道德於家庭、生活、事業中，則諸事順遂，家庭

必能和諧美滿幸福，對提升整體社會風氣亦必有助益。

廖水金先生出生於大里市一個農家，家中有8名子女，廖水金先生排行老二，父母務農維生，生活清苦，於國小畢業後即因家

庭因素無法繼續升學，後進入東興木器公司工作，秉持認真負責的態度，一路晉升擔任技術課長職務，更在工作之餘，利用晚

上空檔時間於補校完成國中學業，彌補了早年無法繼續升學的遺憾。

廖述勇先生育有二子一女，早年盡力培育子女，尤重身教、言教、品德教導，以自身勤學向上的人生歷練，鼓勵兒女們奮發學

習，如今子女均已長大成人，長女任職於盛達公司，擔任管理人員，長子為翌傳世資訊有限公司負責人，次子現經營一家速食

店，三人都事業有成，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生活貢獻己力。

廖水金先生，待人和善，真誠有禮，敦親睦鄰，並積極參與公共服務，回饋社會，並於民國88年在台中市警察局第四分局民防

特防隊擔任隊長、民國92年在第六分局民防中隊擔任總幹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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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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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安里 凃文鏞

4 逢福里 賴永興

5 大鵬里 黃OO

6 大石里 劉桓

劉桓先生育有兒女4人，有讀二專、五專、大學畢業，都已成家立業，兒女成群，生活無虞，這是做父母的責任。劉桓先生曾

擔任陸光七村自治會會長廿餘年，及負責監工陸光眷村改建，責任重大，一切為村民服務，獲得村民讚揚，並送「造福村民」

匾額。此外，亦協助處理重大車禍案件的調解，獲得民眾的讚賞與欽佩。劉桓先生畢生為人服務、照顧弱勢家戶和老人為己

任。

劉桓先生平日生活喜歡走路，每天清晨四點起床，走路2小時，閒時種花及料理花園、看報紙和練習毛筆書法，生活單純，看

著子女均成家立業，三代同堂非常融洽。

凃文鏞先生出生於西屯區廣福里農戶家庭，三歲那年搬遷至上石里湳子巷，上有一位大姊、三位哥哥，下有三位妹妹，排行老

五，八、九歲年紀就要牽牛吃草幫忙農事。因家中環境不佳，十三歲畢業後即出社會做水泥工分擔家計，民國五十九年到車籠

埔、台北、龍潭、金門當兵服役，直至六十一年退伍後從事水泥工及務農。民國六十四年經媒人介紹，與南屯區春社里陳貴花

女士結褵，婚後育有一男二女，與妻攜手共同為家庭打拼付出，辛勤養育孩子長大成人。

    民國七十年舉家搬遷至現址，七十四年經前大上石里廖里長上木推薦擔任鄰長和守望相助隊員，直至現任賴里長耀熙任內

共三十五年，也加入環保志工，從事環保公益服務。歲月匆匆，如今已三代同堂，家有兒女、女婿、媳婦、內外孫，家庭幸福

和樂。

    凃先生為人誠懇和善，敦親睦鄰，熱心里內事務，是鄰里眼中的好爸爸，深受街坊鄰居的好評，其努力盡責，為家庭奮鬥

，足堪父德楷模，值得嘉許表揚。

賴永興與妻結婚後，育有二男一女，夫妻生性儉樸，克勤克儉、同甘共苦負起養兒育女之責。如今兒女個個成家立業，家庭和

樂融融。

賴永興為人樂觀開朗，樂於助人，鄰里間相處和樂，婚喪喜慶皆主動協助，為街坊所稱道，並熱心公益参與社區環保志工，社

區居家安全守望相助隊等，期許微薄之力能回饋社區，為社會帶來正面影響，言行堪為子女楷模及地方表率，深受鄰里推崇。

不提供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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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何成里 楊憲政

8 何成里 洪堯建

9 大福里 謝發旻

楊憲政先生現年81歲，民國64年與呂玉舜女士結婚，育有三子，楊憲政先生逢甲大學畢業後，通過公職人員考試及格，進入金

融業服務，擔任第一銀行北屯分行經理。

楊憲政先生為人忠厚老實，待人謙恭有禮，熱心公益，教子有方，子女事業有成。

長子楊孟哲，建國科技大學畢業，擔任中國化學製藥公司研發工程師。次子楊中哲，建國科技大學碩士畢業，擔任永勝光學公

司工程師。三子楊佳哲，南開科技大學畢業，擔任中國化學製藥公司研發工程師。

楊憲政先生平時樂善好施，關心社區環境清潔。子女事業有成，品德優良，熱心公益，奉獻社會。

楊憲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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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堯建先生現年66歲，民國65年與張雪女士結婚，育有二子，夫妻鶼鰈情深，於民國74年擔任帝王薑母鴨專賣店中區總代理。

洪堯建先生為人忠厚老實，熱心公益，擔任台中市警察局警察之友會副站長。洪堯建先生待人謙恭有禮，教子有方，子女事業

有成。長子洪世杰，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碩士畢業，擔任速捷電子研發工程師。次子洪浚原，大華技術學院畢業，創立頭份百陽

薑母鴨專賣店。

楊憲政先生平時樂善好施，關心社區環境清潔。子女事業有成，品德優良，熱心公益，奉獻社會。

楊憲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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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發旻先生出生於苗栗縣公館鄉，現年61歲，因在苗栗縣客家山城長大，家中世代務農，因此有著勤奮質樸、開朗樂觀、務實

及以誠待人之性格，高中畢業及服兵役後，開過工廠，但為了家庭的穩定，最後在中科院擔任技術師，全家落腳在台中市。

謝發旻憑著勤奮之態度在中科院工作三十多年，認真工作之外，其溫和與真誠的個性深受長官與同事的肯定，並在83年榮獲中

科院之模範技術員。

謝發旻不只在個人事業努力，也很積極的參與地方之公共事務，擔任大福里春安守望相助隊隊員、與其妻子ㄧ同擔任大鵬國小

志工、大福里環保志工隊，並在107年開始擔任大福里環保志工隊隊長至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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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發旻與其妻楊淑惠鶼鰈情深，二人婚後育有三女，而謝發旻一直是妻子與孩子堅實的依靠，妻子在家相夫教子，在兩人的用

心教養下，三個孩子各自有各自發展，大女兒大學畢業，目前已結婚生子，但仍在馬達外銷公司服務﹔二女兒碩士畢業，目前

為寶成國際有限公司擔任人力資源人員﹔三女兒大學畢業，目前在慈濟大學服務。謝發旻對兒女的要求只有好好認真做正當的

事業，有餘力就多熱心服務與真誠對待他人。謝發旻事業有成三個女兒各有正當職業，在里內為眾多里民肯定，他以身作則，

為人謙卑低調與真誠，足為本里之表帥，提名模範父親，實至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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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龍潭里 林文通

11 西平里 廖財德

12 逢甲里 葉桂藩

我姓葉名桂藩，祖籍廣東省陽江縣，民國40年1月23日出生於台灣省嘉義縣，民國60年舉家遷居台中市。祖父芳津字液波積仁

潔行，望重鄉里，曾久任鄉長，大陸淪陷後失去聯絡，先君弧公，於抗戰劇烈，屍滿長城之掘，血染南北河山之際，獻身報國

，投效中央軍校畢業，屢戰屢勝，積功官至上校，忠黨愛國，忠貞不貳，歷久彌堅，平日亦本「做到老，學到老」的精神，無

日不學習，苟一日不讀書，即若有所失，生活雖然清苦，自奉則甚勤儉，並常以「忠孝節義，誠實勤儉」以訓勉子女，家慈林

氏秀蘭女士系出名門溫文嫻淑，現仍健在，平日處理家務井井有條，財務收支量入為出。在家中我排行老大，下面有一弟四妹

，均已長大自立各有正當職業。我於70年春與北港閨秀覃少勤女士結婚，妻現服務於輔導會彰化訓練中心保健組護士，婚後生

子女二人，長子植椲，長女植婷，家庭生活美滿幸福。

小學時就讀嘉義市垂楊國校，56年畢業於省立嘉中，59年畢業於省立後壁高中，60年以第一志願考入空軍機械學校退伍後，繼

續升學畢業於逢甲大學國際貿易學系。65年自空軍退伍後曾於空軍航空發展研究中心任職，70年特考乙等稅務行政人員及丙等

會計審計人員考試及格，分發財政部財稅人員訓練所接受為期三個月的職前訓練，結業後分發苗栗縣稅捐處任稅務員，辦理房

屋稅稽徵工作，嗣因就讀逢甲大學夜間部，請調分發到彰化縣稅捐服務，辦理地價稅、屠宰稅等業務，先後蒙受記功2次，嘉

獎7次，我個性內向，做事負責，善與人處，喜好桌球、音樂，生活嚴謹，平日腳踏實地奉公守法，在工作崗位上任勞任怨，

故深得長官器重。76年請調審計部台灣省審計處服務至95年7月於審計部台中縣審計室九職等審計退休。民國104年加入逢甲里

環保志工隊及每週二督導社會役志工，107年當選績優鄰長表揚。

文通先生出生於臺中市太平區農村，共有11個兄弟姊妹，從小就愛讀書，父親就讓他升學，他很刻苦努力，一路讀到大學畢業

，是村里唯一位大學生，他結婚後在長輩的支持下自己創業，夫妻倆人胼手胝足一起創立了崇倫製網，雖是一家小工廠，但他

每天辛勤工作、不辭勞苦，一心一意為家庭付出，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家庭，對子女教育。身教言教並重，如今子女均有成就

，大女兒擔任護理師，二女兒擁有台大碩士學位，目前在公立學校任教。林先生在家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是子女的好父親、

妻子的好丈夫，家庭幸福美滿。

林先生熱心參與社區事務，以其超然的德行良善純樸的風氣、待人很真誠，樂於助人珍視有情，凡事己身為教，言出必行，為

人和藹可親、知足常樂、樂善好施,平時敦親睦鄰，夫妻默默行善，不為人知，為家庭盡心，為社區盡力。教育英才為社會國

家的棟樑，實足鄰里推崇，足堪表率。

廖財德先生，平時生活樸實，是一位中庸且誠懇、為人腳踏實地的在地西屯人，於西屯區土生土長，雖然成長過程沒有顯赫的

背景與頭銜，但年少時刻苦耐勞，養成了其堅忍不拔的精神，也造就了其個人在事業上的成就，一生努力工作，給家人無虞的

生活環境。

平日雖不善言詞，但總是以行動來表達對家人的關懷。育有三名子女，總以身教來教導子女為人處事，也無怨言盡其所能栽培

子女接受教育。總是告知子女要「以善待人」，能力範圍所及，要時時刻刻回饋社會，幫助社會亟需救助的人。

廖財德先生為人和藹可親，樂於助人，熱心地方事務，曾數十年擔任鄰長為民服務，也擔任西屯區清隆福宮監事一職，為地方

宗教奉獻心力；參加西平里常年守望相助隊巡守業務數十年，服務鄉里，現雖已退休仍每年持續贊助地方經費，回饋鄉里，為

人稱道，不求回報之典範，堪為鄰里之楷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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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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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福和里 劉日錢

14 何德里 朱清亮

15 福恩里 林中文

16 何厝里 許長懋

1、 民國98年~105年擔任大坑、玉佛寺、十號、九號、六號步道環保義工。

2、 安和國中、校園安全、環境綠化志工。

3、 台中榮總志工。

4、 福和里環境綠化義工。

朱清亮先生自幼家貧，身為家中長子，對於照顧家庭不遺餘力，父母在世時，事親至孝，菽水承歡，天資聰穎，在初中還要考

試的民國四零年代，雖然考上臺中一中初中部，卻因經濟因素無法就學，便隻身外出當玻璃行的學徒，吃住在老闆店裡，生活

簡樸，吃用節儉，所賺取的微薄薪水也全數拿回家中，期盼家人能過上較好的生活。

因為這些人生歷練，造就 清亮先生的家訓〜「勤儉」，至勤至儉，感恩惜福，跟 楊月品女士結婚後，生養六位小孩，為拉拔

孩子成長，與 賢內助每天早出晚歸、全年無休的努力工作。深知教育的重要，力行身教、言教，全力栽培六位小孩，目前分

別擔任檢查事務官、教師、室內設計師、電腦工程師、醫師、會計師，在各行各業發光發熱，盡心竭力貢獻社會，本身經營的

清亮玻璃行服務地方已逾半世紀的光景，親切、專業、誠信的服務態度，深獲鄰里好口碑 !今日獲得模範父親之殊榮，實至名

歸。

林中文先生,台南縣後壁鄉出生,在家中兄弟裡排行老二,少時個性刻苦肯拚,因其父早逝,不捨母親一人持家艱苦,故於高中時便

毅然放棄學業,支身離鄉背井,北上賺錢養家。十七歲年紀輕輕從水電學徒做起,至能獨當一面,率領團隊負責多起大樓建案之水

電工程。最重要是曾參與高雄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建設一案,在建案中受聘擔任機電顧問一職,並實際投入機電工程之設計,退休

前則於台東一家飯店工程案中任職工地經理。

林先生於民國98年任職福恩里鄰長迄今,熱忱服務里鄰,積極投入活動,是鄰居口中的好鄰長。與妻子育有一子二女,期間也曾經

歷過自營生意失敗,但一家人始終不離不棄,互相扶持度過難關,家人感情更加堅定,便是因為林先生時常教育兒女遇磨難時當不

怨天、不尤人且不貳過,更應該學習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但求不愧於心、無愧於人。所以在妻子兒女心中,林先生如此坦

蕩寬厚的人生哲學,不但給了家人穩定、向心的力量,也成就了子女們日後在待人處事方面,多了份柔軟度、包容心及韌性。

如今林先生已屆71歲年紀,退休後人生態度轉趨隨遇而安,就如他常掛嘴邊說的：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這

就是林中文先生。

里民許長懋居家簡樸、生活美滿、謙沖有禮、處事圓融豁達，與妻從事公部門退休後就投入志工行列迄今，育有子女三人，孝

悌詩禮傳家，治家教養嚴謹而不失敦厚，與鄰居互動和諧相處，守望相助，廣受親友稱譽有佳。教子有方，育女有成，長子東

海大學法律系畢業，任職員林就業中心為民服務；長女靜宜大學國貿系畢業，外語流利在萬達人力開發公司擔任組長，為客戶

溝通翻譯甚獲好評；次女中原大學特教系畢業遠赴日本留學，目前在臺灣日商公司，日語能力強擔任行政公關工作。

許君為維護中華文化傳統建築之美盡一份心力，首創”人文古蹟導覽研究學會”是文化資產保護的守護者之一，目前也專任中

華民國促進勞動力發展協會理事長乙職，為爭取勞工專長職訓奔走，同時又擔任勞資爭議調解人，為勞、資雙方排難解紛調處

而努力，所擔任協會等要職皆為無給榮譽職義務服務性質，其事蹟足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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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何源里 宋萬壽

18 福聯里 錢立華

19 上德里 朱明君

20 何明里 張炳村

21 西安里 廖椿洲

為人和藹可親、樂觀進取，做事認真負責，生活簡單平凡，高職畢業前往憲兵學校受訓，當官9年，上尉退伍後在國立歷史博

物館服務31年，公職生涯共40年，感恩。

朱明君先生自述:

我於民國三十八年跟隨流亡學校來到臺灣，在員林實驗中學讀完初中及高中，考取國防大學測量系，畢業後分發至軍中服役十

年，退役後被分發到退除役輔導委員會，又被分配到台中港建港(榮民工程服務處)。從六十四年建港開始到八十八年為止，共

計二十四年，我已六十五歲，達退休年限。現已八十五歲，正享受天倫之樂，與太太、兒子、孫女全家住在西屯區青海路。

本里推薦人張炳村先生，自台中醫院人事主任退休後，與太太高玉蓮女士常參與里內活動，熱心助人。兩人育有兩個兒子，皆

事業有成且孝順父母、子孫成群，可說是家庭和樂、生活美滿。受表揚人與太太兩人在鄰里間相處融洽也保有良好互動及往來

，在現今社會中尤屬難能可貴，堪為表率，榮獲本里模範父親實至名歸、當之無愧。

廖椿洲先生是土生土長的西屯人，在幼時困苦的年代，為了幫助家計，13歲時就開始學習西裝手藝，雖然吃了不少苦，但也因

此奠定了扎實專業基礎，於西屯區開立超過45年的西裝店-「永豐西服社」。愛運動的廖先生，早期也開設健身房，除了本身

練就一身結實健美的肌肉，也帶起健身風氣，並訓練許多學員參與各類健力舉重比賽，獲獎無數。

廖先生不僅事業有成，對於家庭也是全心奉獻，對待父母盡孝侍奉，教導子女為善為正並且以身作則，是子女最好的榜樣。與

太太更是鶼鰈情深，共同經營美滿的家庭，育有三名子女各有所成，女兒女婿經營經營食品公司，大兒子投身社會公益，小兒

子則是擔任國小主任，孩子們即使成家立業後也常與父親討論生活中遇到的課題，因為父親的智慧總能為大家解惑，並用豐富

的人生閱歷及積極的處事態度，持續給子女們正向的引導。

廖先生也相當熱心待人，不僅擔任鄰長三十多年，致力於鄰里服務從不間斷，個性溫和誠懇的他也擁有極佳人緣，店裡客人朋

友總是絡繹不絕，是大家公認的好鄰長、好朋友、好先生、好父親。

生長於澎湖，16歲初中畢業，因家境清寒，無法繼續求學，帶著一只舊皮箱，唱著一條舊皮箱的流浪兒，離開了故鄉-澎湖，

來到異鄉的城市-高雄，當過學徒、木工、模板、土木包工業(建築工程)，民國69年一波房地產不景氣，波及建築業的蕭條，

連帶影響到一些建築工程，這是危機，也是個轉機，帶著一家大小，來到人生地不熟的-臺中，本著三點水的不屈不饒的精神

，還有內人的相助，開設了「江昌記行」從事自家生產的丁香魚乾生意，然後再逐漸到南北雜貨及一些澎湖名產一些系列產

品。

現育有二子，老大服務於警界，老二從事「伸烽車業」，經營機車修理買賣，還有兩個孫子，就讀高中，來到臺中也42年了，

雖然不是很有成就，但闔家平安，和樂融融，知足常樂，自己也感到很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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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福安里 張廖貴得

23 惠來里 林俊傑

24 港尾里 廖炳輝

港尾里辦公處提報廖炳輝先生為本里模範父親，廖炳輝先生與林祝美結婚後，育有一男三女。倆人攜手打拼開設(土木工程行)

，毎天從早到晚，汗流浹背辛勤工作。

在地方人士推薦下於民國75年開始參選台中農田水利會小組長，四年後進而參選台中農田水利會會務委員至今。先後擔任﹕台

灣省農會理事、台中地區農會理事，台中市農會小組長、台中果菜市場董事、財團法人臺中環境綠化基金會常務監察人等多項

職務。

現今在地方的宗教信仰中心港聖宮擔任主任委員ㄧ職，服務地方宮廟宮務，和里內大小事務，及參加社區發展協會常務監事，

為更多鄉親來服務。

廖炳輝先生一生服務奉獻，為地方爭取建設，為鄉親協助與服務，為其小孩最佳典範，足堪為楷模，今日提報模範父親，實至

名歸。

張廖貴得先生為人吃苦耐勞、克勤克儉、知足常樂、樂觀進取也常把慈祥的笑容掛在嘴邊。因為對朋友真心付出、真誠對待，

因此他的人緣很好;在父執輩中是一個熱忱負責的新好男人。對孩子全心的付出奉獻與栽培，並且給予最好的環境與最大的父

愛。從二個兒子現在的成就，就能知道他的偉大。常常警惕孩子做人品格最重要，如能日行一善則不亦樂乎。

張廖貴得先生自評不論里內轄區、社區或親戚關係者，有婚喪喜慶都自動幫忙及張羅，常為人稱道，且不求回報，只覺得助人

為快樂之本，並做到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境界。往年在社區發展協會當理事長，任內致力於建設社區發展，聯繫里民關係等

不遺餘力，並向區公所爭取承辦大大小小活動，盡量使社區變得更盡善盡美，

大家可以過優質生活。目前身兼數職，同時擔任葉心慈善會會員、福安里福德祠委員、環保志工隊志工、福安里春安守望相助

隊隊員;為社會服務不遺餘力，不論在什麼崗位上，均能犧牲奉獻、服務社會造福人群。以身作則，教導子女奉公守法，熱心

公益，其言行堪為地方表率，素為鄰里眾所讚譽。

林俊傑先生為人熱心公益，擔任惠來里鄰長職務，至今已服務滿30年。現任惠來里福德祠主任委員，為福德祠資深委員，從民

國85年服務至今，已滿24年。做事認真負責，待人寬厚。為人處事，眾所讚譽，堪為地方優良模範。

家庭生活方面，極重視兩位兒子教育，教導勤奮好學，並鼓勵從事正當職業。目前長子及次子兩人事業有成，共同經營安晟科

技公司擔任負責人；另因興趣所及，照顧有機茶園，種植紅玉18號紅茶，自產自銷。對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確有助益。且家庭和

樂，素為鄰里眾所稱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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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林厝里 張其正

26 何安里 何國璋

27 福中里 張泉勲

張其正主任世居西屯區林厝里，農業社會生活環境塑造勤勞簡樸的個性，一路求學取得教師資格在學校服務，曾服務大肚區瑞

峰國小、大雅區大雅國小，而後74年起至西屯區永安國小擔任主任職務直到退休，前後33年教職生涯認真負責，為國家社會培

育無數人才。

民國62年和妻子何翠花締結連理，下班後仍協助務農及教育三位子女，大女兒屏東師範大學畢業，繼承衣缽擔任教職，次女東

吳大學畢業後進入長榮航空任空服員，後去瑞士餐飲碩士畢業，現轉任一家化工公司擔任要職，獨子清華大學碩士畢業，現在

連永公司任研發工程師。

張其正先生退休後仍繼續為學校、社會服務，目前擔任永安國小校友會財務長、林厝里永興宮委員及林厝里守望相助隊、福德

祠、13公墓萬姓堂財務長為社區居民服務，並擔任臺中市西屯區公所一區一特色編輯委員，協助推展社區活動奉獻智慧，另擔

任永安國小退休教師聯誼會會長，號召退休教師返校服務。編寫地方文史-咱的家鄉水崛頭第一集、第二集及咱的家鄉-林厝庄

，協助協和社區出版-咱的故鄉-下七張犁，樹立教育人之典範，做為後輩學習之楷模，張其正先生退而不休，為學校、社區、

社會服務精神令人敬佩。

張其正先生並於108年榮獲全國及臺中市教育奉獻獎。

何先生育有2男2女，長男及次女已成家立業，4名子女本著父母親的教悔皆於各行各業中，努力盡心服務;兩名女兒於補教界服

務，擔任老師教育英才。

何先生為何安里本地人，世代居住於何安里。早年務農，後因對於植物的熱愛，也從事植物栽種工作。何先生擔任何安里常年

守望相助隊隊員20年、從未遲到或缺勤，保衛鄉里不落人後。

何先生夫婦熱心公益，退休後夫妻倆投入志工行列，除了照顧子女有成，更是貢獻社會，堪稱楷模。

張泉勲先生原住於花蓮，因工作關係於民國63年遷入臺中市居住，任職於勞委會職訓局中區職業訓練中心行政課，負責行政業

務，規劃行政聯合辦公大樓興建及招標。在中區職業訓練中心服務期間，深受上級長官的賞識與信任，同事間也相互扶持，留

下難忘的回憶。

民國83年退休後轉換跑道，在霧峰武聖宮一貫道大道場宣揚助道，結識多國道親朋友。大兒子專職於內外銷包裝用紙箱或木箱

工作；二兒子高職畢業，現服務於溫泉觀光飯店，負責水電管理組長職務。張泉勲先生是一位富有服務熱誠、熱心及愛心的人

士，育有二子有成，平日敦親睦鄰，與妻子服務鄉里與人為善，足堪為「模範父親」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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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何仁里 何萬金

29 廣福里 廖誼爐

30
張廖乃綸

議員服務處
簡文生

98年8月25日贊助龍井區四箴國中原住民舞蹈團訓練和課後閱讀寫作班經費。

98年9月15日贈送龍井區瑞井國小20顆籃球，30顆躲避球；四箴國中50顆籃球，20顆足球。

98年10月6日贈送南投縣中寮鄉清水國小大鼓1個、扁鼓2個、三十六簧笙1支、檀木二胡2把、老紅木中胡1把、老紅木中阮1

把、老紅木琵琶一把全部經費189400元。

99年1月23日推舉沈杏姿、林峻銘、陳美嬿三位碩班同學領取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每位同學各得12萬元獎學金。

99年3月24日申請扶輪社WCS全球獎助金美金15000元幫助大肚區瑞井國小設置電子看板及建置「扶輪愛圖書室」，並募得台幣

15萬元購買圖書1097冊、募得圖書1265冊，共2362冊以充實「扶輪愛圖書室」書籍。

109年協助西苑高中、安和國中、福科國中三所學校每校各10名清寒學生，每名學生申請西屯扶輪社獎學金12000元30名，共36

萬元正。

何先生原籍為桃園縣，身為長子，因家境清苦，十幾歲就去鐵工廠當學徒，工作過程中造就了刻苦耐勞、堅忍不拔的毅力態度

，在沒有長輩及經濟環境援助下，於民國73年來台中定居，成立創能實業有限公司，從事熱熔膠貼合加工，當時經濟剛起飛，

工作相當忙碌，孩子也很乖巧，懂事會幫家裡的忙，不但要事業上辛勤工作，更要兼顧家庭圓滿和樂，所幸憑藉夫婦倆人共同

攜手努力，奮鬥有成，家庭和樂融融。何先生創業多年，除了全心全力投入事業外，更注重家庭教育，總認為孩子的身心健康

與人格發展，跟家庭教育息息相關，期望子女都能獨立自主，朝向理想與志向一步步邁進，在其嚴謹並充滿愛的教育教導下，

各個品性善良，學有所成。子女們也都各有所歸，生活幸福安穩，為自已的家庭努力奮鬥，讓何先生備感驕傲，也同感欣慰。

退休後，在樸實生活中充實的過每一天，人生最大的財富就是健康，誠心的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父親節快樂，身體健康、心想

事成。

廖誼爐先生為人誠懇，勤奮樸實。生長於傳統農業社會，是家中的長子，自幼便得幫忙農作與飼養家畜。國小畢業後便出外學

習裝潢與木工技術，並幫忙協助家裡的經濟開銷。

民國68年與曹阿桂女士結婚後，育有兩男兩女，為了撐起家中的經濟，與手足一起創立『鴻錩木器廠』，兄弟一起同心同力經

營至今，家和萬事興-兄弟、妯娌大家庭相處和樂，至今尚未分家，一家人待人和善，深獲親友及街坊鄰居之讚許。

廖先生非常重視孩子們的教育，並栽培孩子們到大學、研究所，如今子女們在各自家庭與職場都有傑出表現。每逢過年過節，

家中熱鬧非凡，三代同堂大家齊聚，共享天倫之樂。

在孩子的心目中，他是個對家庭負責任的好父親，工作認真，生活樸實、簡單，刻苦耐勞給予家人無虞的生活環境。

廖先生敦親睦鄰，與街坊鄰居互動良好，熱心公益，奉獻心力，為社會正面學習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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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何福里 王OO

32 福雅里 邱金池

33 何南里 呂鴻池

不提供個資

邱金池先生畢業於逢甲大學紡織工程學系第七屆，畢業後任職於遠東紡織總廠，擔任工程師持續為公司盡心盡力，升遷至廠長

一職，服務屆滿退休。邱先生於中壯年時期與家人居住在板橋30-40年，後搬至台中過著愜意10年生活。平常注重小孩教育，

於小孩就讀國中小時，任職學校委員，協助捐款、幫忙服務等等。每天也會載小孩上下學、接送至補習班。每個星期假日都會

帶小孩至遠東百貨選購玩具，並允許兒子玩 電動玩具兩小時。全家人也時常光臨板橋特香齋西餐用餐，寒暑假經常安排國內

外旅遊。其中印象較深刻的是小孩喜愛台中飯店，經常在台中遊玩，每周未在台中度假，由此可見父親對小孩的愛無微不至。

雖然在教育上看似放任，但是在所有的娛樂享受前都是要求小孩自主成績達到標準，因為這樣兩位兒子也都就讀名校建國中

學。

兩位兒子畢業於長庚、中國醫學系，現皆為主治醫師，忙於看診、演講，事業有成。

呂鴻池先生年輕時為正常上班族，朝九晚五用心養家，終晉升公司管理高層。惟自民國 78 年起大陸投資熱潮，為更上一層樓

，以本身之飲料食品及管理專長投資大陸之飲料市場，並與當地合資設廠，民國 86 年因股東意見不合及中方的強勢而淨身退

出。回台後轉而開設餐飲小吃，這一做做了17年，刮風下雨，如苦含辛，將一對正值求學的兒女栽培至大學畢業，兒子並成家

立業。

此時本該含飴弄孫、安養天年，不料因過往操勞過度傷了腎臟而必須洗賢。為了不給家人添麻順，洗腎之餘當起社區保全,每

月賺取萬餘元，省吃儉用，自食其力;惟女兒尚未出嫁，在飯店任管理階層，因須值夜班，尤其週日假日遊客多，往往忙到深

夜，為了女兒的安全，做父親的便至公司接送，風雨無阻，從不間斷。「呂先主為虔誠佛教徒，身為慈濟人，亦為王母娘娘之

契子， 假日之餘，經常至宮廟當志工，服務信眾。呂先生一生雖無顯赫事蹟，然安份守己，勤儉持家，夫妻相處融治，以誠

待人，灑掃應對之間克盡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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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永安里 孫士鼎

35
黃馨慧議員

服務處
何錫宗

36 協和里 鄭玉柱

我今年68歲，出生於平凡的家庭的我沒有光鮮亮麗的頭銜，也沒有優秀的學經歷，因為家庭並不是很富有，所以沒讀什麼書，

雖然如此但是我還是擁有樂觀進取的心也不怨天尤人，因為我從年輕便堅守本分，努力工作，生活雖簡單刻苦，但仍盡力給家

人無虞的生活。

我與妻子結婚40年，育有四名子女，各個都樂觀進取，也都有份穩定的工作，這就是我最大的安慰，已退休的我，還是有顆熱

忱的心，經常參與社區的活動，也擔任過社區發展協會的監事，只要鄰里內有需要我幫忙的，我都熱於參加，生活平凡但很知

足，雖然年紀大了，但生活的健康自在，家庭和樂，兒孫滿堂，這就是我的最大財富了！

為人剛正不阿，律己甚嚴，待人寬厚，熱心參與社區再造各項活動，曾任慈濟東大園區環保志工十多年，亦為中科里仁社區長

期綠化志工，深得社區住戶敬重。長女台北師大畢業，國中老師退休；次男政大財稅系畢業，長榮航空地勤主管；三女台中科

大畢業，任職律師事務所。目前獨自居住社區，家人每週前往陪伴，生活完全自理，不須他人照顧，擅長烹飪、書畫，生活起

居規律正常， 除聽力退化外，視力、胃口、精神皆正常，頭腦清楚，表達條理分明，家庭生活美滿幸福。自創”三夠二好”

養生之道，營養夠、睡眠夠、運動夠；情緒好、排泄好。

參與台中市103年度都發局社區規劃競賽社區提案「中科後花園計畫」活動

104年度文化局社區規劃競賽社區提案「中科里仁綠活圖計劃」活動

104年度都發局社區規劃競賽社區提案「文化有氧走廊計畫」活動

105年度都發局社區規劃競賽社區提案「乘著風的翅膀在音樂中飛翔」活動

擔任成果維護及長期綠化志工、關懷志工，盡心負責

1.民國74年進入中華郵政服務迄今35年.

2.81年與林美滿小姐結婚育有2女皆已大學畢業,長女服務於捷美通運公司,二女服務於視覺傳達設計公司.

3.85年間師承北管新傳藝師 林水金老師習藝並固定參與公益演出.

4.89年進入台中市合唱團,每年參與公益演出以及參與台中市孔廟祭孔典禮禮詩詠人員,配合國立交響樂團西施歌劇全國巡演等

等多項藝文活動.

5.91年起擔任惠來里第37鄰鄰長至今.

6.目前擔任惠來里福德祠財務委員,規劃學生績優獎學金,清寒助學金及西屯區五育獎勵金等各項公益活動,並積極推動文化教

育解說地方文化,將在地信仰中心的文化特色推廣成為西屯區的觀光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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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大河里 范善朗

38 鵬程里 謝國振

39 永安里 陳瑞雄

范善朗先生，自幼家中不算富足，從15歲那年起，即離開家鄉至臺中市打拼，剛開始從最基本學徒磨練起，一步一腳印從沒有

放棄學習的機會，雖然以民間俗稱的「黑手」為業，但皇天不負苦心人，努力總是有代價的，最後成立一家餐具工廠，從此事

業蒸蒸日上，直至退休。

25歲結婚後，與太太育有三名子女，在事業有成之後，也不忘對子女的教導，時常鼓勵自己的子女，多多去接觸與學習，現在

兒子們分別在教育界、餐飲方面有

所成就；如今兒女各已成家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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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善朗先生早年與妻子拼手胝足，成家立業，其平時為人誠懇親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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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國振老先生出生於廣東省，幼時見證國內軍閥割據四分五裂情景、暨長期日軍侵華，乃投筆從戎，報效軍旅，抗日抵禦外侮

，唯抗日勝利未久，又陷國共內戰，旋又參與古寧頭戰役，雖獲最後勝利，唯砲彈所留碎片迄今仍留在腳部，行動略受影響，

誠可謂用生命保家衛國也。

謝老先生育有三女，均學業有成且已婚嫁成家，並時相關懷謝老先生，家庭和樂融融。

謝老先生雖己百歲嵩壽，但與鄰居融洽，待人和氣有禮，長者風範表露無遺，左鄰右舍固有此一老，春風和睦。

1.注重子女教育，二個兒子事業有成，一個在台北作汽車修理；一個在玉山銀行工作，家庭幸福，孫子國中畢業獲市長將，父

慈子孝。

2.與人為善，關心左鄰右舍，鄰里之間相處和睦。

3.熱心公益，不計報酬，不怕辛苦，天天主動為社區種植、修剪花草、澆水。受到社區住戶高度贊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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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惠來里 潘光聖

41
陳淑華議員

服務處
張文義

42 潮洋里 江漢欽

江漢欽先生，民國二十年出生於本市大雅區，早年隨同父母落腳臺中市西屯區潮洋里，世代務農。江老先生於少年時期，不論

插秧、耕田或收割稻米等工作，其態度均相當認真，深得地主客戶之信賴。

在成年結婚後與妻胼手胝足，從事農作並育有三子一女，因受其待人處事之良好身教影響，子女事業皆有成就。 其教子有方

及待人處事行為，深得街坊鄰居敬佩。

江老先生一生為人刻苦耐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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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為人豪爽海派，里民如有需要協助，均能熱心幫忙，並且熱衷里鄰宮廟活動與服務工作，敬老尊賢、樂善好施，深受地方人

士好評 。

潘光聖先生是一位逆境中成長，刻苦謀生，願為家庭子女社會付出奉獻的人。

從小家庭困苦,十六歲就報考陸軍士官學校分擔家計，二十一歲退役後就業從送貨員晉升到業務員，二十四歲更自創鞋面裁斷

機，開設鞋面加工廠，二十八歲結婚後轉而設廠中國東莞代工國際知名品牌海灘鞋，經濟起飛事業有成，經常捐款賑災及孤兒

院、老人院、偏遠地區孩童便當費、醫療費用、弱勢家庭等。

潘光聖先生是一位(不忘本)原則，因為不忘本，對孩子教育特別重視都送國外留學，彌補自己曾經措失求學機會，並輔導子女

在職場上的競爭力，教導他們端正品格生活良好習慣禮儀身教。

十年前開始學習水墨畫，都以神桌為畫櫃學習畫作，並對家中觀世音菩薩發誓，畫作有成就，出售金額做為捐贈公益之用。

潘光聖先生成長於貧困單親家庭，一生努力，不只耕耘家庭，回饋社會，是家中的支柱，更有高尚品格，是一位值得學習與欽

佩的社會菁英。

張文義先生民國 40年出生於台中，家中務農,典型的農家子弟，自幼父母敦敦教誨,養成勤儉負責的個性，為人和善和樂。與

朱麗雲女士結縭40多年，夫妻兩人鶼鰈情深，育有四名子女,為使家中子女有更好的環境，開了一間工程行，幫客戶搭建鐵皮

屋、採光照等等。

今子女個個都非常優秀傑出，老大張裕龍擔任醫檢師、老二張艷霞擔任國小老師、老三張裕智任職於聯電、次女張雅晴擔任會

計師，子孝孫賢，三代同堂共享天倫之樂。

張文義先生對地方士的事務也非常積極參與、熱心服務。曾擔任林厝里鄰長，目前擔任林厝社區發展協會常務監事萬聖堂監

事、林厝福德祠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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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上石里 林顯文

44 福林里 黃尚堅

45 福瑞里 蔡慶達

46
楊正中議員

服務處
謝宗興

林顯文先生民國46年出生於南投縣埔里鎮，家中共有6個小孩，林顯文先生排行老二。國小畢業後，林顯文先生14歲就隻身北

上工作，3年之後又回到家鄉從事漁業一直到服役前。退伍後，改從事鐵工及不鏽鋼門窗業。民國82年與張廖阿琴小姐結婚，

並於民國83年生下1子。林顯文先生個性和善，與妻子感情融洽，家庭生活和諧美滿，妻子與前夫所生的一對子女他也視如己

出，愛護有加。林顯文先生待人接物謙謙有禮，與鄰居相處互動良好，是大家眼中的好好先生。林顯文先生對里內事務也是積

極參與，不但是本(上石)里第19鄰的鄰長，也是本里環保志工、愛鄰守護志工，服務里民不遺餘力，是里長的好幫手。林顯文

先生足堪為本里模範父親，當之無愧。

黃尚堅先生為人和善，在社區也曾擔任主委及委員，平日熱心助人。父親目前罹患阿茲海默失智症，黃先生除了工作之外，還

需要協助照顧94歲老父親。而且本身也是一位好父親，將自己的女兒教育得品學兼優，去年也順利考上醫學系，可以繼承自己

的衣缽。

黃先生是一位臨床醫師，目前擔任失智症中心主任的工作，在門診診療之餘，還承接衛生福利部和台中市政府計劃協助籌設七

個失智據點，讓失智長輩在診斷後，可以就近至據點參加延緩失智的活動。而且於103 年榮獲大台中醫師公會頒發醫療貢獻獎

項，也曾獲商業周刊推選為百大良醫推薦好醫師。

黃先生不僅在專業上協助民眾，而且在家是位好父親、把孩子教育十分成功，希望能藉此在父親節予以表揚。

蔡慶達先生出生於民國31年臺中縣人，退休前是經營男裝西服公司，為人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熱心社會公益。

育有一子二女，家庭和樂，子女孝順。如今子女事業有成，男的經商，大女兒在國小當校長，小女兒在長榮公司當協理。

退休後積極參與社區服務，在福瑞社區發展協會擔任老人服務志工，醉心於公益，回饋社會，堪稱模範父親。

1951年出生於彰化縣芳苑鄉，1970年來臺中市西區創業，1975年舉家定居於臺中，1984年移居西屯區（現居地）。

為人和善、溫良恭儉，在里內積極參與各項活動；樂善好施，常幫助弱勢團體，捐款及物資為里民稱頌，以身教代替言教實為

子女模範。

妻子在大鵬里經營香金小舖，家庭小康。育有兩女一男，皆已成家立；長女大專畢業，次女大學主修英文系畢業，兩女各自創

業。兒子碩士畢業，現於補習班任教物理中。

謝先生從小喜愛美術，退休後重拾畫筆並在中部多所社區大學美術班執教，同時也作為畫家常在各地文化中心及藝廊舉行個

展。中部及南部美展各入選一次；法國藝術家沙龍展入選三次。近期畫展為108年7月於國父紀念館展出，現在籌備明（110

年）年度於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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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張廖萬堅立委

服務處
廖國安

48
林祈烽議員

服務處
江文楠

江文楠先生出生於民國42年7月27日，一生專注於製作帽子及各項背心、衣物設計及印製。年輕時在帽子工廠工作時，認識了

現在的妻子張靜茹女士，婚後兩人相互扶持，創立了東山帽航商號，並育有1子1女，家庭幸福美滿。

在事業逐漸穩固後，文楠先生也投入台灣帽子協會，擔任總幹事與其他同業共同交流精進。文楠先生的兒子鑑庭,為了要讓爸

爸的事業得以傳承，決定跟著父親學習相關技術, 並引進更現代化的工業科技來讓所加工產出的商品種類更多、品質更優良。

看著子女逐漸擁有自己的家庭及事業，文楠先生決定將多餘的心力貢獻給鄉里，之前除了加入何厝守望相助隊,也擔任何厝庄

福德祠委員。因自身熱心公益、敦親睦鄰的個性，也使他於今年被推舉當選為何厝庄福德祠主任委員,為地方信仰中心貢獻一

己之力 。

廖國安白手起家自創財神爺滷肉飯，經營得有聲有色，子女也都教育的很好，兩名兒子也繼承父業，目前也有多家分店。廖國

安平常也關心地方事務，擔任廟宇委員或顧問，幫助弱勢團體，值得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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