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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 104 年模範母親： ●資通所／王定國之母～王陳來有　女士

●飛彈所／吳其涎之母～吳黃寶貴  女士

●企劃處／宋美燕之母～宋邱窓明　女士

●客服辦公室／張博雄之母～張詹粟　女士

●航空所／王盟方之母～鄭惠珍　女士

●電子所／謝英瀋之母～謝林罪　女士

●系發中心／盧銀華之母～吳玉女　女士

●系維中心／葉東明之母～陳桂香　女士●軍通中心／呂柏勳之母～呂蔡寶彩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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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設計／曾　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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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張博雄

　母親於民國25年出生於台南白河

仙草埔小鎮，19歲與父親結婚，育

有四名子女，一路辛苦拉拔子女長

大成人。在農忙之餘最喜歡看歌仔

戲與布袋戲，每一齣戲所演繹之忠

孝節義故事，無形中培養她的國

家、民族意識，諄諄告誡她的子

女要忠於國家、要移孝作

忠。在母親教化下，大哥

在高職畢業即投考警察學

校，後再進修警官學校，

個人也受鼓勵報考軍校成

為職業軍人。在那個時

代，這是在鄉下、在鄰里

之間極為少有之事，卻是

我母親最引以為傲之事。

　母親身教重於言教，常

教導我們要今日事今日

畢，工作要盡心盡力。從

來不曾聽過她對工作負荷

有過抱怨，總是將吃苦當

作吃補，在母親薰陶之

下，兄弟姐妹在職場都是負責盡職

且受人器重，大哥為警界硬漢，大

姐是業務高手，小弟是科技達人。

而個人於民國81年自飛指部退伍

後，考試進入國軍科技研發重鎮中

科院服務迄今，家中兄弟姐妹皆有

正當職業，且在各行各業都有亮麗

表現，為台灣的治安、經濟及國防

◎撰稿／吳其涎

　「今天天氣變冷了，要多

穿件衣服」、「吃飽了嗎？

我幫你弄點東西吃」……在

媽媽的眼裡，子女永遠是小

孩。從我有記憶以來，我的

母親吳黃寶貴女士，就是這

樣一位無微不至照顧家裡的

傳統女性。

　她民國46年5月1日出生於

純樸的嘉義朴子，家裡務

農，從小因為家貧，所以國

小未畢業即輟學在家中幫忙

農務和照顧弟妹，也養成了

刻苦耐勞的個性。和父親結

婚後，一同開了家西裝店，

她負責縫紉和店內所有大小

雜事，以及照顧哥哥和我兩

個小孩。後來因為手工西裝

式微，父親改行投入壽險

業，為此母親還去夜校補完

國小的課程，平時白天就協

助父親的壽險事業，晚上回

到家還幫鄰居工廠做家庭手

工，貼補家用。

　母親是個刻苦耐勞又脾氣

好的家庭主婦，一邊要幫忙

增加收入，又同時要肩負照

顧家人的責任，奶奶仍在世

時，她從不和奶奶爭吵，她

總想說「陪伴父母的時間是

有限的，凡事忍讓長輩，盡

心服侍就是」，我從她的身

上看到她為家庭的付出與智

慧。

　我的母親雖然教育程度不

高，但很注重我們兩兄弟的

教育，家中經濟再怎麼辛

苦，也要我們好好念書，當

時透過學校老師的介紹，便

鼓勵我進入軍校中正理工學

院就讀，一方面可以

繼續大學的課業，也

替未來工作做好了鋪

路。

　現在父母親已經退休，平

時晚上到夜市買賣服飾，白

天有空時會參與鄰里活動，

如在里民活動中心擔任環保

志工、里民健檢服務志工

等，也熱心公益，家裡附近

有位獨居婆婆平日以撿拾環

保回收物維生，媽媽每週就

會把家裡的環保物品分類收

集好後，全部拿給這位獨居

婆婆，讓她增加收入。

　我的母親刻苦耐勞，一生

跟隨先生打拼事業、照顧家

庭，目前我和哥哥都已獨立

自主，這都歸功於她平實刻

苦的個性，以及認命卻不放

棄的態度，真的是一位傳統

婦德的好媽媽。

◎撰稿／呂柏勳

　我母親現年80歲，

日據時代出生於苗栗

縣竹南鎮蔡姓仕紳人家。由於娘家經營

飯店且母親天性聰穎細心，自小學畢業

後即被外公指派負責飯店賬務會計。而

母親最常談的娘家逸事為日本警察屢屢

上門白吃白喝，外公最後在忍無可忍情

況下和日本警察衝突打架。所以從小母

親時時告誡我們子女要奉法守份，不可

貪求非份錢財與職位，凡事無需強求，

謙讓為先。

　母親及至成年經媒妁之言與兩袖清風

的父親結婚，婚後育有一子一女。父親

憑藉自己的努力在日本商社從事進出口

貿易，並隨著政府十大建設帶動的經濟

起飛，我的家庭曾經過得較一般家庭優

渥的日子。但好景不常，在我高中時，

由於經濟景氣的波動和父親的投資失

利，幾乎在一夕之間崩潰。父親欠下巨

額債務，必須離家重新振作，家庭也陷

入愁雲慘霧之中。不僅日常生活開銷無

法因應，三餐也無法定時接續。但母親

並不向困境低頭，也不向親友尋求接

濟，而是刻苦地節衣縮食，同時從事家

庭代工以開源。而我們做子女的也努力

靠獎學金與兼職貼補家用，以減輕母親

的負擔。

　如此十年復十年，隨著子女的就業與

父親的事業重新振起，家庭經濟逐漸改

善，歡樂的笑聲又再起時，父親的身體

已不堪歲月折騰而逐漸衰弱，而母親為

了讓在外的子女心無牽掛的工作與生

活，又肩負起照料父親身體的重擔。如

此又十年，直至父親以81歲高齡離世。

現在母親與我們同住龍潭，享受她遲來

的清福。

　母親雖生於富裕家庭，但一生大半卻

生活於顛沛與困頓之中，但她從不怨天

尤人，灰心喪志，而是以樂觀開朗、樂

善好施處世，同時相夫教子、勤儉持

家，為家庭犧牲奉獻，而教養的子女們

亦能克盡職責，敬業守份的對國家社會

有所貢獻。母親這一生雖無顯赫懿行昭

著世人，但其美德足堪做為我們子孫之

典範與表率。

◎撰稿／盧銀華

　一個不識字、遇難忍耐、菩薩心腸

總是為別人著想、樂於助人、17歲奉

母命嫁一個完全沒照過面的先生以換

五斗米養家、37歲守寡至今已逾30個

年頭，靠著一股意志力獨自撫養7個

子女，她曾獲頒「屏東縣滿州鄉模範

孝媳」、「台灣省模範母親」、「國

防部模範母親」、「屏東縣模範母

親」等殊榮。她就是我心目中最偉大

也是永遠的典範—『我的阿娘-吳玉

女女士』。

　娘民國37年1月15日生於屏東縣恆

春鎮，有8個兄弟姐妹，排行老二。

婚後生下4男3女，與阿爸一起從事務

農工作，身為長媳要肩負服侍雙眼全

盲的公公，不幸地，74年阿爸因病過

世，頓失經濟依靠，獨自撐起盧家並

造就今日的我們。當我經歷結婚生子

後，更加體會娘的偉大，沒有讀書、

更沒有固定收入…，可栽培我們都讀

到大專以上學歷畢業，之後都在軍、

公、教界任職服務。這些年來，看著

我們相互拉拔陸續成家立業，子孫滿

堂，讓她倍感欣慰。我在家中排行第

六，上有4位兄長及1位姐姐，下有1

位妹妹。大哥金和憲兵中校退伍後回

鄉照顧娘與幫忙耕作，103年6月娘突

然在家中風，情況一度危急，所幸大

哥已退伍在家，即時將娘送往醫院就

醫，後續陪娘到處做復健並重拾健

康，行動雖不如前，但至少已可自理

行動，大嫂任職於滿州鄉公所主計

室，育有3個子女；二哥金凉任職於

高雄市大寮國中，二嫂任職於屏東市

中正國中，育有3個子女；三哥金榮

陸軍少校退伍，三嫂任職於屏東市高

屏羊乳公司，婚後育有1女；大姐月

金任職於國軍103營站，姐夫陸軍少

校退伍，育有3個女兒；小哥金春任

職於台灣鐵路局，小嫂任職於屏東市

國仁醫院，育有2子；我叫銀華，現

為系發中心財務組中校，丈夫現為國

防部主計局特種基金處上校副處長，

育有2子；小妹美華任職於桃園石門

國小，妹婿現為國防大學陸軍指參學

◎撰稿／宋美燕

　母親邱窓明女士民國31

年出生於新竹縣關西鎮鄉

下，在務農的大家庭下成

長；10歲時外祖父因救人

而溺己捨身，此事對母親

實為至痛，也將父親「人

飢己飢，人溺己溺」之榜

樣深植心靈；青少年時期

好讀書的母親，因考量家

裡經濟狀況，自動放棄高

中學業，選擇就業幫忙家

計，及早便養成獨立自

主、刻苦耐勞、知福惜福

之個性。

　結婚後，家庭生計僅靠

家父在銀行小職員的收入

維持；母親為了減輕父親

重擔，便投入化粧品買賣

小生意，當時不僅照顧四

個幼兒，對曾祖母、祖父

母等三位老人家悉心侍

奉；母親一肩擔起工作、

家務，從無聽聞怨言，讓

身為子女的我們深深感覺

到，母親長久以來一直以

實際的行動支持著父親與

這個家。

　母親早年在家附近（新

竹縣竹東鎮中央市場）以

小攤販開始化妝品販售。

由於踏實、誠信及積極的

待人處事原則，很快地，

生意規模便從小攤販到店

面，甚獲多家知名品牌紛

要求駐點設櫃，在銷售業

績上亦多次獲頒總公司獎

章的肯定，顯示其在工作

崗位上的認真與努力；最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母親在

忙碌之餘一直保有積極正

面的態度，卻又時時不忘

記「回饋於人」；記得念

小學時，母親堅持在公園

裡奉茶水予外地往來的行

人，還說經常受到別人的

幫助，所以也想幫助一些

出門在外打拼的人們，這

就是母親對我們的教育方

式，永遠以身教代替言

教，以「事不為不成」的

積極態度及同理心教導我

們。

　在儉樸務實的環境下，

母親對四個子女的影響，

在各自的工作職場上有穩

定的表現，大姐目前於台

北市立忠孝國中擔任生物

老師；大弟自美國華盛頓

州立大學碩士畢業後，目

前擔任宏碁科技公司主

管；小弟自美國長島大學

碩士畢業後，選擇留在家

鄉陪伴父母，目前擔任華

山國中校長。我排行老

二，自學校畢業後考試進

入本院服務達23年餘，目

前擔任企劃處計畫管理職

務，與同事相處融洽也珍

惜我的工作；希望在母親

心中我們均能符合她的期

望，對自己與社會發揮小

螺絲釘的貢獻。

　退休後的父母親褪去職

場風光，過著簡單、淳樸

的田園生活，母親更投入

教會學習一系列成長教育

學程，並實質幫助青少年

(中輟生)情緒管理及家庭

問題處理等，也常對離家

在外奮鬥的年輕人給予勉

勵與協助；特別是自己在

6~7年前因有母親的陪伴

與鼓勵，走過人生最低

潮；母親，是我一生的心

靈導師！

◎撰稿／王定國

　我的母親王陳來有女士，民國39年

出生於雲林縣斗南鎮，由於外祖父早

年投資失敗，母親出生時家境已然清

寒；受到家境緣故，小學畢業後只能

輟學在家工作，以協助外祖母分擔家

計；由於還在發育期就肩挑重擔，不

僅影響發育，年過六十後更是影響呼

吸與睡眠，迄今仍為其所苦。

　民國五十年代正是台灣經濟起飛時

候，母親18歲時卻因家庭因素，嫁給

當時已40歲且為軍人的父親。但母親

嫁雞隨雞，隨遇而安，跟著父親一同

打拼，並隨部隊南遷北移，期間共生

了三個兒子。當父親自憲兵上尉退

伍，決定參加考試轉任公務員時，母

親總是在背後默默支持，在錄取率極

低的狀況下，父親竟能一舉順利考

取。

　父親轉任公務員後，生活雖然穩

定，但收入卻仍然微薄，於是母親開

始家庭代工，從不說苦；每天我從學

校下課回來，就會看見母親在客廳角

落工作的背影，雖然忙碌卻也從來沒

有忽略照顧孩子們的需要；後來因做

事認真，受到派工老闆賞識，沒過多

久又被榮民織毯廠所網羅。母親的勤

奮與節儉，不僅為同事長官所稱許，

更深深的影響著我們；而母親與父親

結縭共度逾45年，從未失和吵架，更

是我們兒女的最佳榜樣。

　由於母親僅國小畢業就輟學，因此

她非常重視我們的學業，總是不斷提

醒我們要把握時間，充實自己；因此

只要是與學業有關的花費，母親都不

計代價支持到底；受到母親及父親的

鼓勵，我決定報考軍校，還記得入伍

訓再陸軍官校的第一次懇親會，看到

母親的背影出現在懇親的營門口，眼

淚不禁奪眶而出，恨不得趕快奔至她

身邊，那種感覺至今仍深刻記憶。在

母親的鼓勵下，我完成了博士學位，

兩個弟弟也都分別完成大學學業，現

在都有正當的工作，而且各自建立了

家庭，每次家族聚會都熱鬧滾滾，看

見母親在廚房與妻子忙進忙出的背

影，心中的滿足更是無以言喻。

　母親為人厚道，做事細心，她信奉

上帝，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並鼓勵

我們：謙卑待人、誠實做事、熱心助

人、關懷弱勢；常默默行善從不居

功，如探訪病人、舉辦餐會邀約弱勢

鄉親等，為善不欲人知，更不願被提

名爭取任何獎項；本次推舉模範母

親，她就曾一直推辭不願受獎，總是

希望把機會讓給別人；感謝各級長官

的鼓勵與愛護，使得母親能獲選本次

模範母親，讓身為兒女的我們藉此機

會，向她致上最深的感恩與敬意。

◎撰稿／王盟方

　我的母親鄭惠珍女士，出

生於屏東縣鄉下，老家經濟

尚可，得以就讀高職。排行

老大的母親，尚有六名弟

妹，學成後開始共同分擔家

中的經濟，不使年邁父母親

過度勞累。與父親認識後結

婚，父親不久卻身染重病，

為減輕重擔，母親獨身到成

衣廠工作，邊工作邊照顧家

庭，扛起家務，並盡心盡力

侍奉公婆、扶持先生，使家

中井然有序，雖然辛苦勞累

卻歡喜滿足。

　父親身體漸復癒，以板模

建築工人為業，常須外地工

作多天，舊時工地危安狀況

頻傳，令母親擔憂不已，為

使父親無後顧之憂，母親全

心全力完善家中事務，照顧

失智的祖父與罹患糖尿病且

中風的祖母，對於照護兩個

年幼子女從不忽略。母親最

重視子女家庭教育，伺奉親

長至孝、敦親睦鄰與教育子

女待人接物及處事等道理，

都是最好的典範，學校所學

品德教育事物，母親早已教

誨過。

　母親在某機緣下接觸了慈

濟，因自身狀況更能深刻體

會惜福感恩之心與弱勢者的

處境，不僅熱心助人、教育

子女行善與回饋社會，除定

期捐助公益慈善團體，也鼓

勵父親加入慈濟慈誠隊共同

奉獻心力。生下長子後因身

體不佳而需長住醫院，狀況

甚差，之後更經歷癌症病魔

的侵襲，然而這些事故卻讓

母親更加樂觀開朗的面對人

生，叮嚀子女及時行孝與行

樂，更要勇敢去面對各種人

◎撰稿／葉東明

　母親於民國40年次

生於新竹市。常聽外

婆說，母親小時候臺

灣經濟環境不佳，外

婆為家計在市場賣菜

補貼家用，母親聰明

懂事，課後會到市場

幫忙叫賣菜，且兼母

責照顧弟妹之外，還

能努力課業，從來不

用外婆操心。後來母

親考取新竹第三初

中，畢業後就讀省立

新竹高商，進修國立

臺北商專三專，是外

婆眼中最孝順又上進

的小孩。

　傑出的母親以身為

◎撰稿／謝英瀋

　我的母親姓林名罪，民

國21年出生於彰化縣的王

功漁村，家中以捕魚、耕

田為生，父母生有五女一

男，而我排行三女。母親

出生於日據時代，當時台

灣農村生活普遍困苦，女

人更是沒有接受教育的機

會，因此識字不多。自幼

乖巧伶俐，在家需要幫忙

照顧弟妹、從事灑掃煮飯

及餵養牲畜，年紀稍長則

必須跟隨父母下田耕種、

出海捕魚及收蚵等粗重工

作，甚得父母器重與讚

許。及至19歲便嫁給父

親，隔年20歲生下大哥、

次年生下大姊，而後二

哥、我及小妹，短短9年

間從花樣年華的少女，蛻

變為五個子女的妻子與媽

媽，開始為人妻、為人母

相夫教子的家庭生活。

　祖父以開小雜貨舖維

生，父親身為長子承繼家

業，母親嫁來後也就順理

成章變成了老闆娘。雖說

是老闆娘，但是早期鄉下

小雜貨舖，利潤微薄僅夠

溫飽，加上什麼都有、甚

麼都賣，舉凡青菜、菸

酒、食鹽、麵包及日用雜

貨，應有盡有、簡直就是

百貨公司，所以從6點開

門、到晚上十點後才關

門，期間大部分時間都由

母親照顧生意，同時還要

煮飯、照顧小孩上學、洗

衣服等等，簡直是一人當

三人用，常常看到母親一

有空檔便打起瞌睡，真是

辛苦！

　等兄弟們長大成人、各

自成家立業，父母親也已

老邁體衰，再也無法負擔

如此沉重的工作，只好離

鄉背井依附子女，移居台

北或台中等大城市。子女

們家中雖然不算富有，但

時代進步社會繁榮，大都

市更是熱鬧非凡。如今不

必工作了、身體沒有負擔

了，本應可以過著閒雲野

鶴般的生活；但是鄉下人

生性節儉勞碌慣了，住在

公寓大樓整天無所事事，

除了看電視就是給電視

看，猶如關在牢籠的小

鳥，只能羨慕著窗外的藍

天白雲，自由自在。每天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鄉

村生活，只要子孫有空可

以回家鄉共享天倫，也許

鄉下才是他們的夢想。辛

苦了母親！

世上才女何其多
惟獨您超過一切

平實刻苦、認命卻不放棄母親小傳

來自海角七號的傳奇

母親
是我人生的導師

母親的背影

媽，我愛你

感
謝
媽
媽
、
中
山
的
養
育
與
栽
培

堅韌無私的母愛

教，一直是我們三兄弟的好榜

樣。父親於交大進修時，逢週

日或例假日，母親常背者弟

弟，兩手各牽一個小孩，從石

管局搭公車到中壢，再轉火車

到新竹探望父親。現在剛為人

父的我，想起以前母親那段日

子，肯定是相當艱辛。母親對

公婆十分孝順，上班中午休息

時間，趕回宿舍幫年邁的公公

準備午餐；我們這些小孩唸大

學前，她總是早起為全家人準

備便當，數十年來從未間斷，

恆心毅力讓我們感佩！

　職在臺大進修光電所碩士

時，母親常托住在台北公館的

同事帶水果、點心給我，記得

畢業前夕，母親在水果中夾帶

一封信，親筆書寫恭喜考取，

光電所博士班入學考試要加油

喔！雖然僅是短短的幾個字，

卻深感到母親對兒子的期許。

因職在美國康乃爾大學奈米製

程中心擔任訪問研究員，其中

電子束微影技術的工作經驗獲

得漢微科招允佳總經理賞識。

但聽從母親建議，反哺中山對

我們一家人的恩情，回國後，

職加入系統維護中心儀具校正

組服務，目前擔任電子小組

長。現在有時載母親一同到院

裡上班，或中午在餐廳一起用

餐，看者母親歡喜的身影、模

樣，感同身受。

　去年母親榮膺新竹市長肯

定，親自頒發103年度新竹市

模範母親獎。職想在母親屆退

前夕推薦她參加這深具意義的

院內104年度模範母親薦選活

動，並且撰文特別地感謝媽

媽、中山的養育與栽培！祝全

天下的母親，母親節快樂！

發展，皆能發揮所長，貢獻一己之

力。

　母親生性開朗憐憫，樂於分享與

助人，生活上對己儉樸卻慷慨待

人，尤其是阿媽晚年臥病在床，成

為植物人的那三年，母親像菲傭般

每日辛勤地照顧，陪伴阿媽走過人

生最後階段，從未曾有過怨言，其

孝行早為鄰里傳為美談與推崇。

　雖然母親僅有小學教育程度，但

對於生活體驗卻是積極正面而充滿

智慧，自小期許我們「吃得苦中

苦，方為人上人」。從母親身上學

習到吃苦耐勞的精神、設身處地為

他人著想的胸懷、恩慈與人相待的

良善以及雍容大度的氣量。母親將

傳統女性溫柔順從的美德，以生活

化的方式展現，影響子女言行甚

深，其茹苦含辛、犧牲奉獻的精神

更成為我們子女最佳的表率。母親

的偉大在我心目中永遠都是無可取

代的，只能在個人工作崗位上努力

表現，使母親同感榮耀！

院少校學員，育有2個子女。每當年

節全家到齊共31人，過年孫子們排隊

領紅包講吉祥話等，總是讓娘笑得合

不嚨嘴，看著娘甜蜜的笑，讓我們感

到無比的開心。一生務農的娘，總是

分享左鄰右舍自己種的菜，另外在家

中經濟已好轉時，背後常以我們的名

義捐錢濟貧，且時常捐助廟宇做公益

活動，以盡自己一份心力。此時此刻

很感謝院內長官的愛戴，讓我有這麼

好的一個機會透過這樣的公開儀式表

達對娘的感恩之意，心中最大的願望

就是：您要身體健康、平安快樂、長

命百歲，您的微笑就是我們的快樂，

您的健康就是我們的財富，親愛的娘

我超愛您。

生的挑戰。

　母親在家鄉新圍慈濟資源

回收站擔任環保志工多年，

幾乎有空或身體健康狀況允

許下就會前往回收站幫忙，

並不定時贊助各項資源給育

幼院。耳濡目染下，使子女

也主動參與公益活動，長子

定期挽袖捐血，也是一份小

小的付出。

　母親最讓我們感佩的是身

教與言教，教導要子女明辨

是非，更要懂得珍惜身邊擁

有，即使身處困境之中，不

可因慌亂而踏錯腳步，想清

楚再出發。長子受其鼓勵投

身軍旅為國奉獻。

　我的母親雖然只是位平凡

家庭主婦，一生相夫教子、

為家犧牲、鼓勵長子從軍，

雖身體狀況不佳，仍盡全心

力來主持家務至井然有序。

其樂觀言行、熱心助人的情

操，深深影響子女，如今子

女能有機會發揮所長，在各

自工作崗位，為社會奉獻、

貢獻心力，母親的付出，永

遠無法回報，僅以此文表達

誠摯且衷心的感恩，也祝福

全天下的母親：「身體健

康、天天開心」。媽媽，我

愛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