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推薦單位 姓名

1 西墩里 林嫦鳳

2 福中里 童月桂

3 潮洋里 廖尾

4
黃馨慧議員

服務處
許秋微

5 大鵬里 楊素麗

    楊素麗女士於民國65年與賴榮欽結婚後，定居於大鵬里至今已46年，育有二子一女，當時在一個五兄弟的賴氏大家庭裏，她與其他的妯

娌分工合作處理家務與農事，尤其在公婆身體不適早晚悉心照顧，不辭辛勞讓先生能安心工作，持家有成，孩子目前皆已成家立業，各有各

自的事業，家庭生活幸福美滿。

  楊女士夫唱婦隨，勤儉持家、謙恭禮讓，個性隨和，與人為善，在大家眼中是個具有傳統美德的婦女，自己省吃儉用但對待家人朋友非常

大方，平日把家裡打掃得有條不紊、把家人照顧無微不至，個性溫和敦厚善良。

    楊女士待子女成長結婚後，閒暇之餘為求上進還進入社區大學進修。平日對社會公益也不遺餘力，默默捐助弱勢族群，對於鄰里內較為

困苦的人，都盡量幫忙，並在百忙中更抽空在里內擔任愛心及環保志工及守望巡守等多項工作，楊女士也非常注重自身的健康保健，每天清

早就到附近學校參加團體活動，並參加社區歌唱班，讓自己的生活豐富精彩，她認為把自己打點照顧好不要增加子女負擔就是愛家人的表現

，做人處事均真誠相待，她的體貼善良為鄰里所稱道，為社會服務奉獻，深受大眾好評，實不愧為模範母親之典範。

事蹟

    林嫦鳳女士，出生在清寒家庭，早年社會生活堅苦，為幫忙家計，國小畢業後即放棄升學。

林嫦鳳女士在25歲時與廖柳先生結婚後，育有六名子女，先生早年服務於台灣省公路局東西橫貫公路測量工作，收入不豐，林女士勤儉持家

，刻苦耐勞，撫育6個孩子長大成人，對於子女的教育以身教言教並重，子女皆知書達禮，個個成家立業，事業有成，現兒孫滿堂，家庭和

樂，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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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月桂女士民國31年出生於沙鹿鎮的偏遠鄉下，生性勤儉敦厚柔順，因成長年代的限制無法讀書識字，卻有著豐富的人生智慧，「吃人

一口，還人一斗」、「做事要認真，做人要有禮貌，腳踏實地，互相尊重」這些話都是她常掛在嘴邊耳提面命家中子女的話，教養子女方面

，小時候絕不溺愛，公平愛護使能健康成長，長大後恪守工作崗位扎實努力工作為社會盡一己之力。

    她的手藝很巧我們小時候的衣服都是她親手做的，過年過節的蘿蔔糕、年糕、紅龜粿、粽子…都會做，平日又會做酒釀、紅糟、豆腐

乳、鹹豬肉樣樣都讓人讚不絕口，她的愛化為我們的美食，是子女心中永遠的甜蜜。

    父親生病時，母親終日辛苦親自照拂，隨侍在側，鶼鰈情深，深獲鄰里親朋好友及醫護人員感動。父親過世後久久無法走出陰霾，最後

終於接受事實，努力學習安排自己的生活，參加社區老人會長青活動、歌唱班、插花班，終身學習樂在其中，現在子女均已成家立業，平日

早上做香功，三不五時和鄰里舊識參加國內外旅遊，充實每一天，是兒女、兒媳及孫子的心目中的模範母親。

    廖尾女士與先生結婚後育有兩男三女，從小就幫忙務農無法讀書，結婚後更是為了養育孩子去西屯菜市場賣菜不辭辛勞，一早就去田裡

種菜，每天早出晚歸，手把手把孩子拉拔長大，在鄰居眼中也是好人緣的代表，去附近的公園散步，總能和人說上一兩句，也會去參加活動

中心的歌唱班，沒事寫寫國字，可謂活到老學到老，雖然之前脊椎開刀，行動比較不方便，她還是能將自己的生活打理好，不讓孩子操煩，

在今年的土地公抽籤更是抽到爐主，代表平時敦親睦鄰待人和善的精 神土地公都看在眼裡，過年子女都會回來聚餐，中秋節也會一起烤肉

，可說是和樂融融的幸福家庭，做一個好母親的角色絕非易事，過程中或許會犧牲掉自己的時間或小孩的各種問題都是一大挑戰，世上沒有

不辛苦的媽媽，每個媽媽都是值得表揚的、每個媽媽都是如此的偉大。

    許秋微女士，現年88歲育有一男一女，小學畢業後便到台中學四年裁縫，後經友人介紹到生產縫紉機公司任職，負責倉管、採購、會

計。後因公司兄弟分家，改採白天在大哥處做，晚上折轉至么弟處；如此般過四年，太累了！就專心在大哥處服務；一待就是25年，被老闆

推薦模範勞工。後因先生開設工廠，便辭去工作，專心輔佐夫的事業，現年事已高居家虔修佛理。



6
楊正中議員

服務處
賴張淑梅

7 福林里 萬金月

8 福林里 蔡秀家

9
林祈烽議員

服務處
張　雲

10 福安里 賴馬玉梅

    賴張淑梅女士現年78歲，與先生賴昭雄結縭52年，婚姻幸福美滿，婚後育有三子並專心在家相夫教子，因為她用心經營家庭，家中氣氛

融洽和諧。如今孩子個個各展長才，戮力於職場將所學貢獻國家社會。先生賴昭雄長期熱心公益，投入公共事務工作多年，現為台中市市政

顧問。長子經營水電公司；次子經營汽車事業；三子投身軍旅報效國家，現為陸軍少將東引指揮官

    賴張女士個性淳樸敦厚、勤儉持家，不僅與街訪鄰居互動良好，更常常主動關懷社區的獨居老人，深受大家的讚賞。

    萬金月女士，與張世輝先生結婚，育有一男兩女，自結婚後與丈夫共同經營一流燈飾美術燈小本生意，相互扶持，平時教導孩子們做事

要認真努力腳踏實地，從小並不要求孩子需要多會讀書擁有多高學歷，只要求一點就是人品要端正，做一個善良快樂的人。

平時在家花上一兩個小時虔誠誦經，抄寫經文，保佑家中大大小小，每個月贊助偏鄉孩童營養午餐並固定捐款到紅十字和流浪貓狗協會，家

裡有領養兩隻貓一隻狗，讓小小生命有了溫暖的家，希望能夠盡一己之力讓社會變得更美好。

    蔡秀家女士，與劉尚豪先生結婚，育有一男兩女，結婚後與丈夫開了吳炒手餐廳，一個負責廚房一個負責外場，互相扶持幫忙，並和公

公同住，照料公公的生活大小事，如親生父母般孝順，除了餐廳的事務，也每日照3餐亨煮食物，深怕我們外食吃的不健康，且總是教導我

們做人處事的道理，及適時的幫助有需要的人。

    自己還身體力行，已在澄清醫院擔任急診醫療志工20餘年，除了特殊情況，都是全勤出席，貫徹了責任精神，還在慈濟擔任志工及委員

10餘年，盡心於環保回收，為這世界的環境盡一份心力，並訪視需要幫助的民眾，關懷並提供協助。

   「就算自己再苦，也不能讓孩子跟著我一樣辛苦」張雲女士秉持這個信念，堅持一定要讓四個女兒完成學業和有一份正當工作，並組成

幸福的家庭。回想過去，重男輕女的舊時觀念讓女性被社會看輕，因此張雲女士對於孩子的身教、言教格外重視。所幸，孩子們在求學階段

都一切順利完成學業，並謀求正當的職業，也經營新的家庭，對張雲女士來說是最大的欣慰，也是她的驕傲。

　　「從別人的需要，看見自己的能力」張雲女士自從孩子們成家立業後，民國98年起陸續在國安國小擔任交通志工外，也擔任社區的環保

志工，熱心助人的個性也讓她陸續獲得最佳志工表揚，張雲女士更表示在擔任志工期間，無論是每天上學孩童向她問早道好，或是彎下腰來

撿拾資源回收美化環境，都讓她的心情愉快，日子更加充實，這也是她志工生活中最大的快樂。

    賴馬玉梅女士出生於臺南縣柳營鄉，兄弟姊妹5位，五歲時隨父母遷移居住臺東縣卑南鄉。因家中務農，從小要幫忙作家事及耕種。賴

馬女士於20歲時，與賴總振先生結婚，生育三子，在家相夫教子，俟子女稍長，在國泰人壽公司上班，提升家庭經濟並購屋居住。

    賴馬玉梅女士平時勤儉持家，刻苦耐勞，敦親睦鄰，重視三位兒子的品德，鼓勵兒子要有積極奮發、樂觀進取的精神。三位不負媽媽的

期待，均為大學畢業。賴馬女士於家庭經濟改善後，自認有能力幫助他人。認養兩位孤兒，每年資助學費。當義警指揮交通，遇天災時全家

都會捐款。

    教養並勉勵兒子，努力服務造福人群，如今三位皆有正當職業，長子在矽品科技公司擔任部經理、次子任職高鐵行控中心、三子為科技

公司工程師。皆成家立業，三代同堂，家庭和樂幸福美滿。

    賴馬女士一生含辛茹苦、操持家務，為家庭默默付出，犧牲奉獻，無怨無悔，素為鄰里眾所讚譽，其風範堪為模範母親之表率！



11 福雅里 李昭容

12 西安 江錦雲

13 何仁 陳月雲

    李昭容女士嫁人為婦後，辛苦持家照顧丈夫、已故前妻遺留之子女四人及本身所出子女三人，因丈夫為公務員薪資微薄，所以兼做家庭

手工貼補家用。

李昭容女士照顧家人永遠以丈夫及子女為第一位，所以大兒子曾說如果沒有媽媽，我們無法活到今日。李昭容以兒女皆受高等教育，工作順

利，是人生最大安慰。

 子女給媽媽的話：

大哥說：「老媽您無怨無悔對我們的愛，不是用文字及言語所能表達，老媽我永遠愛您」

大姐說：「媽媽無限的母愛豐富了我們的心靈。即使在物質缺乏的年代，我們的內心充滿了幸福感，這種甜蜜伴隨了我們一生，謝謝老媽」

大女婿說：「媽媽謝謝您給我滿滿的愛，我也永遠愛您」

二女兒說：「媽咪的巧手，會做美食，會做衣服，會編織，溫暖我們的身與心」

三女兒說：「媽媽的愛是最偉大，點滴在心頭」

四女兒說：「媽媽的愛永遠深藏在我心裡，永遠安慰著我」

小女兒說：「媽媽任勞任怨，無私的愛，是我永遠的楷模」。

    江錦雲女士出生於臺中市南屯區，22歲時嫁給身為大家庭長

子的謝森永先生，婚後育有4名子女，身為長媳負擔起照顧夫家大家庭的重任，除白天務農外尚要照顧年幼子女，生活非常辛苦。命運捉弄

人，丈夫謝森永於30歲時過世，自此江女士1人撫養4名子女，還好子女懂事，幫忙做家務並在年紀輕輕時外出工作，減少負擔，錦雲女士也

拼命賺錢一刻都不休息，只為了給子女好的生活。

    江錦雲女士現子女已長大成家，也都有穩定工作，兒孫滿堂，在子孫眼中她為人親切有禮好客，親朋好友都喜歡到她家作客，她熱心助

人凡事替人著想，退休後幫忙照顧孫子，每天親力親為定時做好三餐，讓子女安心工作養家。

    江錦雲女士一生不追求名利，只求盡到媳婦、母親和阿嬤責任，不與人爭利，辛苦的事都留給自己做，在子孫心中是最棒的母親及阿嬤

，值得推薦為模範母親表揚。

    陳女士出生於彰化縣，父母從事農業為生，生活樸實、克勤克儉，安居樂業，民國76年與吳錦銘先生結婚，定居於西屯區何仁里，丈夫

早期從事麵線製造，技術優異，生意興隆，現已退休，從事鄰長及環保志工社區服務，熱心公益，深受里長及民眾讚美，陳女士從事於美髮

工作，為社區服務及里內辦理端午佳節義剪活動，皆參與為民服務工作，任勞任怨，熱心服務工作長達34年之久，深受消費者讚揚美譽。

    婚後盡心盡力侍奉公婆，無微不至，育有一男ㄧ女，長子畢業於中央警官大學，現任於南投縣警察局刑事局分隊長，專門打擊犯罪工作

，學識及專業經驗豐碩，深受長官讚美及嘉許、長女明新科技大學畢業，現服務於日商公司全家便利商店總公司，負

責APP開發工作，工作認真、掌管行銷管控作業，深受公司器用，兒女的成就，印證父母的認真教導，用心良苦，實屬不易，深感敬佩。

    每位子女在陳女士夫婦平日的教導下，一步一腳印，刻苦耐勞，教育有成，並熱心服務公益、關懷弱勢、事業成功，努力不懈，為鄰里

所稱道，社會服務奉獻，實不愧對孩子教育的偉大及為模範母親之典範代表。



14 協和 連淑椒

15
陳淑華議員

服務處
張何鳳

16 龍潭 陳秀娥

17 何成 廖碧桑

18 何成 蔡雪

蔡雪女士，民國59年與陳錦良先生結婚，育有三子一女，家庭幸福美滿。蔡雪女士為人忠厚老實，勤儉持家，刻苦耐勞，教子有方，熱心公

益。

長子日本國立岡山大學研究所經營管理碩士，目前擔任佳能半導體設備公司資深協理。

參子國立台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目前擔任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組長。

長女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數理教育系畢業，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教育碩士，台中市南屯區惠文國小專任教師。兒女事業有成，熱心公益，奉獻

社會。

蔡雪女士，平時熱心公益，關心社區居家安全，熱心社區服務，主動幫助鄰里公共事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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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至名歸。

廖碧桑女士，民國45年與何國清先生結婚，育有三子一女，家庭幸福美滿。

廖碧桑女士為人忠厚老實，勤儉持家，刻苦耐勞，教子有方，熱心公益。

長子南開科技大學畢業，經營建築事業。次子南臺科技大學畢業，經營貿易事業擔任總經理。參子亞東科技大學畢業，經營房仲事業。長女

僑光科技大學畢業，經營食品進出口生意,擔任 經理。兒女事業有成，熱心公益，奉獻社會。

廖碧桑女士，平時熱心公益，關心社區居家安全,熱心社區服務，主動幫忙鄰里公共事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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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表揚。

    連淑椒女士出生於彰化田尾鄉，20歲結婚，婚後育有1男3女，原住西屯路，83年移居至工業區38路，為養兒育女，夫妻2人胼手胝足，

任勞任怨辛勤工作，提供子女最佳的生活環境與教育資源，如今兒女早己成家立業，各有事業，子女從事不同行業，生活平實小康，家庭幸

福美滿，外孫5位，過年節慶團員熱鬧無比，盡顯溫馨家庭風情。

    連淑椒女士個性隨和，廚藝精湛，常與他人分享，與左鄰右舍相處和樂融洽，擔任協和社區發展協會志工及里辦環保志工，熱心社區公

益服務，服務至今未間斷，生活悠然自得，每天快樂過活，平凡卻偉大的母親，是傳統家庭之賢妻良母，堪稱本里模範母親。

   張何鳳女士早年與先生一起經營雜貨店,並兼做手工補貼家用分擔家計,勤儉持家,無怨無悔,含辛茹苦把五位子女拉拔長大,子

女們長大後也不負母親期盼,在各領域中都有所成就。

張何鳳女士退休後,熱心參與社區各項活動,平日也會下田種菜,保持身體健康,讓子女不用擔心,子女也因為媽媽的身體健康而感到

驕傲。

    陳秀娥女士出生於西屯區馬龍潭庄(今龍潭里)陳家望族，自小就磨練懂事乖巧的個性，與廖清淋先生結婚後，同出生龍潭里是個農村的

大家庭，當時農業社會生活困苦，身為廖家長媳，與夫婿早出晚歸種菜、賣菜維持家計，刻苦勤儉持家，相夫教子、盡善職責，是個不平凡

的婦女。

    夫婿於30年前身故，陳女士從此母兼父職，並以身教重以言教對上以敬、對下以慈，謙和修養、賢淑端莊美慧個性，值得仿效.子女事

業各有所領域，頗有成就，兒孫滿堂、母慈子孝，家庭溫馨和樂幸福，時光如梭，轉眼已近90歲，高齡身體健朗，閒暇之餘種菜並到市場自

賣，讓自己充實生活、作息起居從不依賴子女，秀娥女士待人處事和樂，任勞任怨、敦親睦鄰，熱心公益，具有傳統婦女美德，堪為模範母

親楷模，足為鄰里表率。



19 上安 張珮菁

20 西平 廖春春

21 逢甲 吳施梅花

張珮菁女士婚後育有三名子女，早期一方面協助丈夫影音事業發展，頗有成就，先生更進一步擔任影視公會理事長，另一方面也扶養三名子

女長大，讓先生無後顧之憂。其教育子女言教身教並重，子女在薰陶下，在社會上事業均有成就，現在家庭幸福美滿，子女各個孝順。

張女士教育子女用心成功，照顧家人無微不至，一生默默為家庭無私奉獻，不斷付出，終身無怨無悔，值得嘉許表揚，足堪母德楷模。

    廖春春女士是一位不平凡的家庭主婦，雖已年高75歲，每天仍體力充沛，為家裡的大小事忙進忙出，閒暇之餘還到市警局第六分局西屯

派出所擔任志工，服務數十年，獲得績優志工表揚，

為社會默默的辛苦付出，是孩子心目中最偉大的母親。

生在那個農業、生活物質不豐厚的時代，與丈夫結婚後勤儉持家，相夫教子，教養兒女長大，提供子女讀書、長大成人，平時為人和藹可親

，是街坊人人稱讚之好鄰居；兒孫滿堂，是子孫心目中之好母親、好奶奶。

廖春春女士為人平易近人、待人和睦、誠信待人、生活樸實、無私奉獻熱心助人，具有傳統婦女美德，向來為鄰里所稱揚、他人敬佩，是一

位人人稱讚之長者，其行動舉止，足為表率，獲選模範母親，實至名歸。

    吳施梅花女士出生於彰化縣埔鹽鄉，孩童時期幫助家庭農作至民國五十六年時與吳純忠先生結為連理，並於該年搬至西屯區逢甲里居住

至今，生有二男一女，三個孩子。

    吳施梅花女士自年輕時期相夫教子，幫助夫吳純忠創立中聯食品行，從事豆類加工製造，工作勤奮、節儉持家，用心扶養三子，在吳施

梅花女士的扶養下，三子都已長大成人並成家立業且創立各自的事業，家庭和樂幸福美滿。

民國六十至七十年代，社會發展由農業轉為工業社會，家庭即工廠的新潮流在家家戶戶盛行，吳施梅花女士白天忙於協助丈夫豆類製造事

業、打理工作三餐伙食，晚上督促著孩子們的學習、課業，身兼多職、刻苦耐勞、勤儉持家，如此不屈不饒、天無絕人之路的台灣民族性精

神值得晚輩們學習。

    吳施梅花女士平日敦親睦鄰、樂善好施、厚待親人、助人為善，尤其特別關懷弱勢族群，深受鄰居好評。

    吳施梅花女士非常注重子女家庭教育，期許子女們長大要成為能夠貢獻社會的有用之人，並時時教育孩子“以善待人、以儉持家、以信

從事”。不求子女榮華富貴，但求無愧於心、踏實為人，家族平安健康、家庭幸福美滿。

我的母親吳施梅花女士雖不擅言詞，但卻身體力行，秉持著身教大於言教的精神在教育著兒女，用愛及關懷呵護著他所愛的家人，我想她就

如同天下的母親一樣平凡，但也如此不凡，用無私的母愛守護著我們、灌溉著我們，使我們成長茁壯，如今這份精神將繼續延續下去，使這

份愛的力量永不止息。



22 何源 蕭慧伶

23 何德 陳麗華

24 逢福 朱美月

    我是來自彰化社頭的鄉下農家長女，國中畢業因家境關係曾至台北三槍牌內衣廠擔任三班制女工一年，深深體會要改變自己的人生唯有

「讀書」，因而半工半讀完成彰化高商畢業，參加青輔會特考進入交通部高工局服務八年。

民國72年底和阮耀棠君共組家庭，定居台中市西屯區何源里，受制於不婚條款而選擇離開公職，而後到俊國營運集團上班，從基層會計做起

，當中經歷工務部採購發包和管理部及租賃部經理，而且一做就十幾年。婚後育有三子，先生任職金融機構，爭戰北部金融圈，曾任華僑銀

行板橋分行經理、復華銀行中壢分行經理、元大金控竹北分行經理…。我留守台中，直到兒子考進學區外太平國小資優班，我被選為班親會

會長，召集學生戶外教學，安排科博館、省圖、自來水公司、台中火力發電廠、市警局消防局…參訪。

    先生不捨我蠟燭兩頭燒，讓我辦理留職停薪，從此回歸家庭，接送小孩上下學，在平凡的主婦生活中有餘暇，擔任志工。

但我在45歲那年，我的家庭碰到一個危機，先生於上班途中被一個沒有駕照，17歲的單親小孩撞倒，拖行300公尺，左眼球破裂，肋骨斷七

根，脛骨粉碎性骨折住院一個多月，復健半年多，我照顧他、陪伴他，在他重回職場時，我是他的專職司機，負責接送上下班。

109年8月先生右眼黃斑部破洞，視網膜剝離，在榮總緊急開刀，現近乎全盲，感謝社會局福利政策，我陪他到盲人重建院上定向課及手機語

音操作課和白手杖的應用，少年夫妻老來伴，值得安慰的是三個小孩都不需我操心，有穩定的工作。老大，逢甲大經濟系畢業，任職台南市

政府文化局；老二，台大法律系及社研所雙主修碩士畢業，任職總統府總統辦公室編審。老三，中國醫藥大學畢業，高考及格，任職衛生福

利部中央健保署。

經歷與榮耀：1.青輔會特考，任交通部高工局雇員約8年。2.俊國營運集團管理部，租賃部經理約10年。3.1992年帶領棒球奧運代表隊於北

京比賽獲得銀牌。(以俊國熊、棒球隊球員為主)4.1997年任心耕讀書會會長，著手辦理社區型讀書會立案，並辦理書香穿越高牆，至台中女

監推廣讀書會至今。5.重慶國小愛心志工服務至今28年。6.五權國中愛心志工服務4年。7.1999年~2000年文建會書香建家園專案秘書處總幹

事，並任讀書會領導人培訓專業講師。8.2000年進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任導覽解說志工至今22年。9.2011年內政部志願服務達3000小時，

績優銅牌獎。10.2016任西屯區何源里環保志工至今6年。11.2016年台中市志工服務達4745小時榮獲二等獎章。12.2017年教育部教育業務志

願服務金贊質獎。13.2019年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達5000小時，績優銀牌獎。

陳女士夫婿 蔡克宗原任職和信興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元駿有限公司董事長，現己退休。

   陳女士現任何德里社區發展協會婦女會會長、第八屆理事，於民國55年結婚至今共56年，育有一女三男，現有外孫二位，內孫四位。

   4位兒女都在台灣接受小學教育畢業後才至美國求學，大兒子在美國哥倫比亞受完研究所畢業後在美國工作，其它3位兒女也畢業後留在

美國工作。

   6位孫子輩，1位就讀化學工程，1位就讀商業會計，己畢業出社會在公司上班多年，內孫1位今年法律系研究所畢業，另2位就讀大學，最

小孫小學1年級。

    民國39年出生於台中，身為長女的她，自幼聰慧，從小就非常懂事，除了幫父母分擔家務，照顧年幼弟妹，也每天幫忙家裡的生意，賺

錢養家。與新竹縣胡珠盛先生婚後，育有2子，皆已成家立業，之後也不辭勞苦地幫忙照顧孫子，使子女無後顧之憂，安心工作，家庭生活

幸福美滿，和樂融融。

朱女士深具傳統女性之美德，勤儉持家，養育子女，在侍奉公婆方面更是子女的榜樣。雖然公婆皆以辭世，但其孝行在鄰里間是有目共睹，

待人處事方面，與人為善，敦親睦鄰，個性隨和。平日除了參加拉筋氣功班外，每周也積極參加溪頭健行活動，鼓勵鄰里健康養生，開啟樂

活人生，另外也參與里內守望相助委員，協助里內舉辦各項活動，出錢出力，是鄰里間公認的好媽媽、好婆婆、好長者，此次獲選年度模範

母親，實至名歸。



25 何安 廖雪卿

26 福聯 陳金滿

27 大福 林慧熔

28 廣福 廖OO

29 至善 蘇潘阿美

    我從母親的身上看到了上帝的榮光！

上帝無法照顧好每一個人，所以創造了“母親”這個角色。「信，望，愛」是從她身上散發出來的基督徒特質。

我母親是在南投埔里的農家成長的孩子，有著刻苦耐勞誠實善良的性格；早年離鄉到台北工作認識了父親，然後共組了家庭。當時父親正在

創業期間，母親日以繼夜手足胼胝的辛勞工作，有好婦德的她，含辛茹苦養育這五個孩子長大成年。現今子女皆已成家立業，也培育出下一

代，家族有22名家庭成員，彼此感情融洽，子孫在各自的專業領域中對社會國家貢獻所學，而這些都來自母親嚴謹優良的家庭教育。

母親除了將生命奉獻給家人以外，她對長輩也極其關照。現今78歲的母親身心健康常常跟著教會去養老院宣傳福音關懷鰥寡孤獨，給與充滿

平安與盼望的訊息。

蘇潘阿美女士為人仁慈良善，待人寬厚，謙和修養，端莊嫻淑，除了自身的責外任，更是熱心公益樂於助人。在上帝的祝福中，充滿著對生

命的熱情享有喜樂平安的恩賜。

「才德的婦人誰能得著呢？她的價值遠勝過珍珠。（箴 言 31:10）」

    廖雪卿女士於民國38年出生於台中市何安里，她是位賢良淑德的妻子，對家庭無怨無悔的付出;她是子女心中第一名的媽媽，對子女呵

護備至;她是個孝順的女兒，持續不間斷，對芳齡96的的母親，噓寒問暖，出遊踏青;她是個善良大愛的朋友，常年參與宮廟、警察、社區志

工活動，風雨無阻，為社會服務奉獻。

    從小到大，媽媽您無私的奉獻，您就是世界第一，媽媽您真偉大，模範母親，實至名歸。

    感謝這有愛的社區，有愛的志工夥伴們對母親的關照，謝謝何唐文玲里長姐姐的愛護，謝謝您們讓這世界愛越來越多，越來越滿。

    陳金滿女士，出生於嘉義市，現年67歲，年幼時父母先後早逝，由祖父、姑姑及姐姐們撫養長大，高中就讀補校，年輕時即自立更生。

婚後時經商勞心勞力、刻苦勤儉、早出晚歸養育我成人，女兒產後她也是盡心盡力協助女兒一家照顧年幼孩子，在親人姊妹之間也是姐友妹

恭，常常聚會遊玩，若姐姐生病住院也是陪護在側，非常重視情義。

    現今兒孫皆長大，故熱心公益於福聯里辦公室，凡遇媽媽教室課程、選舉活動及節日晚會，都會看見陳女士穿梭其中的身影，陳女士與

人和善、常常笑容滿面，更是熱衷公益，時時參與義賣園遊會捐出義賣所得和參加讓環境更美麗的淨灘活動。

    林慧熔女士是一位溫婉賢淑堅毅之女性，年輕時與其丈夫胼手胝足共同建立家庭，夫妻二人共同創業，經營「丁記炸粿」與環保市集，

兩人育有三女。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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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女與女婿接手「丁記炸粿」﹔次女為美容師;三女在會計

事務所擔任會計，三名子女皆有自己的專業，在職場有自己的一片天，母親的教導在三位小孩成長過程中扮演及重要的角色，且林女士是一

位典型的慈母，更是家庭重要的精神支柱。

    林女士勤奮持家，平日與鄰居和睦相處，夫妻二人為人仗義熱腸樂善好施，為了許多攤販的生計，與其夫成立環保市集，協助其生計問

題，為諸多里民所肯定讚揚。幾年前林女士丈夫因病往故，林女士獨自撐起夫妻二人事業，令人感到不捨與敬佩。目前林女士家庭和樂，母

親是以家庭為重心，更是家庭親情的擬聚點。

    林女士教導子女有方，三個女兒皆有正當事業。林女士不但是三名女兒眼中的模範母親，在鄰里中，更是一位熱心公益與事業有成的長

者，足以推薦為鄰里之楷模。

個資不提供



30 福和 楊施須美

31 鵬程 何萬碧

32 惠來 盧林金枝

33 惠來 詹美玲

    我們的家庭成員非常簡單和單純，三代同堂，雖不富裕，但大家相處和樂融融，很少吵架，奶奶平時為人和善、勤儉持家，大家都非常

依賴奶奶，奶奶對於晚輩也是細心照料，為了一個家，總是默默為大家付出，年輕時辛苦的努力經營布業養孫子，現在好不容易可以好好稍

微退休，為自己好好的活，希望奶奶能活出快樂的每一天，活到老、學到老，珍惜每一天。

    何萬碧女士民國18年出生於四川省巴縣，為家中獨生女，民國38年新婚不久後便隨夫婿謝義儒先生來台，並陸續生下三女兩子。

    在當時動盪的社會氛圍下，身為國軍軍眷，丈夫職業軍人的薪餉只夠一家七口圖個溫飽而已，於是乎何女士發揮勤儉持家，刻苦耐勞的

精神，利用閒暇經營雜貨店、家庭手工代工等等，賺取微薄利潤貼補家用。

    雖然當年物質環境十分清苦，但在子女教育上仍是非常注重，兒女成年後，分別在醫療、國軍及教職上為國家社會效力，不但各個事業

有成，家庭也經營的美滿成功。

    如今何女士雖已年邁，在家是子女、兒媳、孫子心目中之好媽媽、好奶奶；在鄰里為人和藹可親，是社區人人稱羨之好長輩、其心善慈

祥深受鄰居好評，堪稱本里傑出模範母親。

    惠來里盧林金枝女士民國37年次，出生於南屯區樹仔腳，自小家境清寒，純樸良善的家庭環境中成長，性情乖巧懂事又孝順，家有六個

兄弟姊妹，身為家中長女，需要分擔家務，幫忙照顧年幼弟弟妹妹，國小畢業後就放棄升學，少女時期就到理髮廳當起學徒，減輕父母經濟

壓力。

    成年後，經由友人促成下而認識丈夫，於23歲嫁入盧家，育有二女一男，勤儉持家，孝順父母，相夫教子，家庭和樂美滿，對上以孝，

對下以慈謙和修養賢淑端莊，是公婆心中的好媳婦。中年時，因爲丈夫長期頭痛原因無法工作，為此扛起了家計重擔，刻苦耐勞，不畏逆

境。

    盧林金枝女士於二十多年前喪偶，恩愛夫妻從此別離，但她不喪志，不向命運低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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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苦盡甘來。

    雖然已是退休身份，仍喜歡在理髮廳勞動，其工作之餘，照料自己身體不讓子女有擔憂，將心投入熱愛的運動和旅遊，參加過多項比賽

，光榮得獎，增添生活多姿多彩。盧林金枝女士平時為人忠厚老實，待人和樂，個性親和，開朗樂觀，敦親睦鄰。是街坊鄰居人人稱讚之長

者，也是子女、兒媳和孫子心中的好媽媽、好奶奶，獲選模範母親，實至名歸。

    詹美玲女士因先生參加國際性四大社團中的國際同濟會，因此跟著先生在同濟會中付出，參與各種社福活動也有二十幾年歷史。期間含

辛茹苦的將四胞胎教養成人，出生順序為女、男、女、男合成兩個好字，真的是好好喔！兩男兩女四胞胎，如今已長大成人，均在自己的工

作崗位，努力奉獻心力，對社會經濟具有貢獻，堪為地方表率。

    詹女士相夫教子、克盡母職。家庭生活幸福美滿，彼此相處和睦，感情融洽，素為鄰里眾所稱羨。

    詹女士目前閒暇之餘，除了參加同濟會的社團活動，也致力於志工服務，目前在少輔會擔任戲劇宣導志工，到各個學校做反毒、反詐

欺、反竊盜的宣導，利用戲劇演出的方式，期能達到預防的效果。也在西屯區和西區的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和交通大隊擔任志工，讓自己能為

社會貢獻出一份心力。親身力行，身教言教，鼓勵子女對國家社會付出與貢獻，為眾所讚譽。



34 林厝 張鄭赺

35 上石 陳秀珠

36
張廖萬堅立

委服務處
廖余梅美

37 上德 林趙素鈴

    鄭女士出生於台中市西屯區林厝里，平日除了幫助父母做家事與務農工作外，身為家中長女，還要照顧5位兄弟姊妹弟妹。

    於23歲嫁入同為林厝里的夫家，夫家為傳統農家，鄭女士奉養公婆，婆媳間感情融洽，獲得鄰里稱讚，且鄭女士勤儉持家、刻苦耐勞，

除了要幫忙農事外，還要擔菜到西屯市場販售，以補貼家用，發揮了傳統婦女韌性的精神。

    鄭女士育有三女一男，家庭幸福美滿，夫妻間相處更是夫唱婦隨，從沒有吵架過，也因為家庭相處模式，其子女皆覓得好姻緣。

    鄭女士樂心公益，敦親睦鄰，更身教重於言教，本著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精神，教導子女對社區社會無私的付出，其子女皆秉持母訓，

在鄰里、學校擔任志工，堪稱本里傑出模範母親。

    陳秀珠女士(下稱陳女士)於民國49年出生在新北市純樸藝術之鄉-鶯歌。陳女士上有3位兄長，下有1位妹妹，在父母辛苦工作賺錢養育

教導下，將他們拉拔長大，現在各個都有正當職業，成家立業。陳女士出社會的那段時期剛好是鶯歌陶瓷外銷歐美最暢旺的年代，陳女士當

時是從事彩繪代工的工作，經歷了胼手胝足，臺灣經濟起飛的那段經濟黃金時期。

    民國77年陳女士與先生結婚後，先定居在臺北市，婚後育有1子。民國84年陳女士夫妻在本(臺中)市購屋，隨即遷居至本市西屯區本(上

石)里，也開始從事餐飲業以維持家計。在陳女士夫妻齊心協力下，除了給兒子良好成長環境，也悉心栽培他接受教育，完成學業。民國103

年陳女士的兒子結婚成家，婚後育有1子1女，一家三代同堂，家庭和樂，幸福美滿。由於陳女士的兒子及媳婦皆是醫護人員，需要輪班，上

班時間較不固定，所以2個孫子女都由陳女士幫忙照顧。陳女士的婆婆獨自住在臺南市，因為婆婆年事已高，陳女士的先生不放心，搬去與

婆婆同住便於照顧她。陳女士每月數次前往探望問暖婆婆及先生，照看生活起居。陳女士除了家庭生活盡心盡力照顧之外，也擔任本里第16

鄰鄰長、環保志工、愛鄰守護志工，積極參與里內事務、社區服務及據點奉茶，深獲鄰里認同及讚賞。陳女士在家照顧家庭用心盡力，在里

服務里民深具熱忱，熱心積極服務，受推薦為本里模範母親，實是實至名歸。

    梅美女士33年次，婚後與丈夫白手起家成立華文印刷文具行，二人共育有三位子女，年輕時為了讓丈夫專心打拼事業，梅美女士在幫忙

公司工作之餘，一肩扛起照顧3名子女生活起居與課業學習，數十寒暑甘之如飴，協助丈夫創業、扶養兒女成人。

    一個平凡卻又偉大的媽媽，她的辛勞與用心全看在家人眼裡，兒女用功學業，出社會積極努力工作，別讓她操心，更希望能為媽媽的驕

傲。

    在丈夫事業穩定後，梅美女士把她對家人的愛擴及到社會上，她熱心公益、關懷社區、並長年捐助西屯慈愛會，讓整個家庭在社區成為

楷模。

    林趙素鈴女士平常在家相夫教子，在先生公司輔佐公司，使先生事業伸展到大陸、越南。而在鄰里上，不僅出錢出力，況且熱心公益，

勘可讓里民作爲榜樣！對子女教養方面，更是讓子女無後顧之憂的去衝事業，且下一代更是在大陸、越南有一番事業。足為大家遵奉學習。



38 何明 張瓊文

39 永安 王林愛

40 永安 楊招

41 大石 羅瑞燕

42 何福 賴廖月嬌

43 大河 謝玉綿

    賴廖月嬌女士育有二子一女，平時勤儉持家、相夫教子，為人熱心協助社區活動，敦親睦鄰，友善好鄰居並隨喜功德。教養之子女皆為

社會支柱，長女及長子皆在政府部門為群眾服務，健全社會良性秩序，次子為公司負責人，事業有成，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積極回饋社會。

綜上，賴女士教養子女成功，足為模範母親。

    謝玉綿女士，民國73年與羅能棕先生結婚，育有一男一女，夫妻倆白手起家，齊心經營機車行，辛苦照料家庭，勤勞節儉、刻苦耐勞的

個性，總把最好的留給小孩！

    熱心助人的個性，也散播在社會角落。曾隨著慈善單位到北部偏鄉小學、臺中、臺東、泰國、紐西蘭、馬來西亞…等地，關心偏遠地區

孩童活動。路途雖然遙遠，過程儘管辛苦，但看齊其開心模樣，令人相當感佩！

    身體力行、默默付出的精神，是孩子們最好的身教，她常對小孩們說：「我無法時時刻刻陪伴在你們身邊，所以當我照顧其他人的孩子

的同時，自然而然～也會有人在地球上的某一處疼愛我的孩子！所以她有很多稱號：【羅媽】、【謝姨婆】、【謝姨嬤】，這份愛～不只是

自家小孩感受到，連身邊的朋友、街坊鄰居也深深被感動，獲選模範母親，值得表揚。

    羅瑞燕女士現年69歲，於民國62年結婚，婚後育有1子1女，羅瑞燕女士年紀輕輕就肩負起全家的打理與照顧的責任，每日辛勤工作為家

庭付出、孝順父母、勤儉持家、相夫教子、充分表現婦女美德，頗受鄰居讚譽。

    羅瑞燕女士總是把孩子及家庭放在第一位，每日精心準備溫馨的三餐滿足一家人的溫飽，注重孩子的學習與成長，給予孩子無微不至的

照顧與良好的身教教養，為社區的媽媽模範。

    羅瑞燕女士的丈夫以經商為業，長子擔任飛官，英姿颯爽，保家衛國。長女任教於補教業，教育英才。孫子亦從事軍職。羅女士侍親至

孝，照顧婆婆事必躬親，直至婆婆於109年逝世。

    羅女士平時熱心公益，熱心參與社區活動，其任勞任怨、犧牲奉獻、熱心公益的精神，足為楷模。

    我的母親，張瓊文女士，現年68歲，看起來超級年輕，走在路上像我的姐姐，母親出生於斗六市，由於那個年代生活艱苦，嫁給父親後

，陪伴著父親白手起家，從無到有，箇中的辛酸實在難以在此敘述。從小看著母親刻苦耐勞，勤儉持家，像個永不停止打轉的陀螺，忙裡忙

外，對內無微不致的照顧著父親、我和姐姐，對外幫忙打理生意、照顧員工。由於母親一直以來都是古道熱腸、熱心助人的人，於20年前加

入獅子會，一直以來默默為社會付出，也常常去偏鄉服務，關懷老人與幫助弱勢兒童。父親過世後，母親亦不喪志，幫助我照顧妻小，時常

煮美味料理餵飽我們，我們一家6口由大到已40歲的我小到7歲的小孫女，一直享受著母親無私的愛與奉獻。母親的愛不只表現於家中，她也

時常關懷鄰里，對於鄰里公共事務都主動參與，2019年當鄰長後更是熱心幫助大家處理大大小小事務，近年武漢肺炎發生後我常看到母親通

知社區老人最新資訊，幫忙勸導正確觀念，是大家口中的好鄰居好鄰長。我們祖孫三代同堂，家庭溫馨，我的母親真的是擁有傳統美德又兼

具時代女性的模範母親，這次能被推薦當模範母親，我們全家都很替她開心，真的是實至名歸。

    王林愛女士為人勤儉樸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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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誠懇熱心，於鄰里間深

獲好評。

   楊女士生活樸實，夫妻相伴相隨，伉麗情深，共同創造一個親情洋溢的溫馨家庭，而子女也不負寄望在各自職場及家庭都有傑出的表

現。

   楊女士待人親和，性情開朗，長期熱心於社會服務，深受里民喜愛，實為時下母親之楷模，足堪表彰，這份殊榮可謂實至名歸。



44 福恩 王廖秀霞

45 港尾 林文娟

46 福瑞 秦陳月淑

47 何厝 邱美吟

48
張廖乃綸議

員服務處
陳淑惠

    陳淑惠女士三歲時母親過世，有兩個哥哥及一個弟弟，從小就扛起照顧弟弟的責任。

13歲時就陪伴父親一起在惠來市場賣魚，非常的乖巧及懂事。

27歲進入婚姻，生下了三個女兒與一個兒子，用心照顧四個小孩，淑惠平時生活節省，對公公婆婆孝順，對兒女細心教育，除了平時辛苦的

工作外，兼併照顧全家大大小小的生活。

    王廖秀霞是位賢淑良母，與夫育有4個孩子，早年王廖女士丈夫因工作性質需經常出差，一出差長達1個多月，王廖女士1天需上2個班，

還要趕回家做飯，餵食家中年幼小孩，於家庭、工作間往返、奔波，以家庭為重心勤儉持家，為家庭、子女付出，任

勞任怨。

    王廖女士在子女成家立業後，仍協助子女撫育襁褓幼小子孫，讓孩子在工作上可以無後顧之憂認真打拼。她不辭辛勞，從無任何怨言，

只要是她可以處理的事情，總不假他人之手。她無私為家中奉獻，是家中重要的精神支柱。王廖女士待人接物總是客客氣氣、輕聲細語，從

不與人發生衝突，現子孫已成長、漸有自己的時間後，每逢初一、十五會到廟宇誦經，因誦經讓她更覺沉靜心淨,善念的她慈眉善目，宜室

宜家，為現代社會模範母親楷模。

    林文娟女士原生家庭居住台北縣，於65年考取交通部公務人員鐵路特考，調派任職彰化車站播音員，73年與李義裕先生結婚居住台北，

因工作關係與先生南北分離又無法請調回北部，故，毅然決然離開公職北上，並與先生從事炸雞速食行業，77年生育一子。

為拓展業務開發門市南下，80年間成立佳喬食品(股)公司與頂安速食店，遷居至台中。

父親在89年底意外跌倒造成腦部嚴重傷害，導致重度失智並癱臥在床，為照顧父親生活起居，將父母遷居暫住台中，並安排在台中榮總就醫

，雖有外勞協助，為了全心照顧失智的父親及年邁的母親，林文娟女士選擇提前離開創業的職場，並與台中榮總神經內科主治醫師與失智患

者的家屬草創成立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失智者照顧協會，擔任理事的期間，除了宣導認識失智症外，並積極的協助病患家屬照護技巧的訓練，

父親在93年離世，林文娟女士發願，將終身為失智者照顧協會擔任志工，陪伴失智長輩及家屬。

林文娟女士秉持助人為快樂之本的信念，在100年參與伊甸基金會，成為身障者的志工，曾經陪伴照顧肌肉萎縮症的孩子長達10年…。

    1952年落地於〝好山、好水、好文化〞的南投雙冬。在簡樸純善的家庭照料下，完成了高商的學業。隨著時代轉變下，因緣際會來到大

台中與秦先生茹辛養育三個兒子，在溫馨的無數日子享受，體會教育下一代的酸、甜。秦先生一生忠於國家，但較早離開人世。基於〝母親

〞這平凡而堅毅的職責，秦陳月淑女士毅然的挑起一家之主的所有事務。

隨著歲月的成長，更有幸遷居西屯區福瑞里，在這社會福利完善的幸福裡，繼續開枝散葉。

基於〝取之社會，用之於社會〞的初心下，98年秦陳月淑女士投入台中市政府志工培訓，在市政府招募志工下，於惠中樓、文心樓服務。更

於工作退休後，致力於福瑞社區志工的服務行列中，參加了〝環保〞〝供餐〞〝活力站〞等志工服務。投入志工服務同時，也讓自己學習成

長更多。希望未來社區更加美好，人人老有所歸。

    邱美吟女士 現年六十七歲 與丈夫皆為身障人士並育有三女，早年為養育子女讓家庭生活無慮，沒日沒夜做過很多類型小生意，三姐妹

從小跟著爸媽在市場幫忙生意，透過環境學習及雙親身教，體會(內心強大者從來都不是身體可以禁錮，也不是學歷可以衡量)，即使長年在

外打拼，孩子們依然能從漂亮的衣服跟豐盛的食物裡感受到父母細緻的愛跟陪伴。

    而後夫妻倆從事彩卷經銷商十餘年，期間丈夫因病離世，為平復哀傷心情和樂觀面對生活，邱美吟女士把照顧三女當成人生責任，管教

更是細潤無聲，三姐妹亦不負所托各個成家、立業，並時刻讓媽媽感受家庭陪伴笑逐顏開；以告慰父親，一家和樂。

    邱美吟女士善持家務、母兼父職；深受鄰里稱揚。培育子女有成，養成子女腳踏實地、知足而樂的家風是子女人生最大的助力，培育純

樸家風、家庭和諧；充分表現婦女美德，足為天下為母者之楷模。



49 何南 王家溱

    王家溱女士出生於雲林口湖鄉鄉下，上有三位姐姐一位哥哥兩個妹妹，自幼很懂事照顧阿嬤及幫忙家庭務農，小學畢業後與全家搬遷到

台北。半工半讀學一技之長（美髮設計）協助家濟。出社會除了工作以外對社會公益義工服務只要有時間，助人是件快樂的事，放鬆簡化平

常工作的壓力。

    為人之母的王女士工作還是工作，家中撫養三個小朋友目前都大學畢業也各自有工作（開公司），老二已嫁人生下我們家第1位孫女升

格當阿嬤。

    人生一路走來心酸苦辣過程都當成飯在吃，為上一代的家與現在的家是無怨無悔，人，就是為生活而生活。很慶幸這一生當中也碰到幾

位很棒的好朋友在飯後茶餘之下相約閒話，回想過去曾經共同創業的甘苦談及現在小孩至今長大的點點滴滴真的很棒！無所不談的甜美回

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