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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彈所／林志成

特稿

　我的母親林陳滿

秀女士現年67歲，

冠夫姓林，本姓

陳，苗栗縣卓蘭鎮

人，排行最小。婚

前家境清苦且拮

据，國小畢業後便

輟學而開始分擔家

計，喜愛念書的她

從未放棄任何拾讀

書本的機會，雖僅

小學學歷，但遍覽群書，尤以

佛經為最，年輕時對於待人處

事及人生哲學即有很深的體

悟，故更加重視子女教育。

　我的父親因工作不穩定而經

常更換工作，母親除承接家庭

代工以貼補家用外，也需扛起

絕大部分子女撫育之責；在其

辛苦栽培下，長子為減少家庭

經濟壓力就讀中正理工學院並

任職中科院科技軍官，長女順

利取得教師資格為人師表，次

女亦完成母願從事救人之護理

工作，子女皆有正當職業，並

貢獻所學回饋社會。

　我的父親於民國89年新竹上

班時發生第一次拴塞型輕度中

風，後續接連發生心肌梗塞及

脊椎開刀，已造成下半身癱瘓

和語言障礙的重度殘障，生活

起居無法自理，家庭也頓失經

濟支柱；然而母親因有佛法信

仰，始終相信有佛法就有辦

法，故仍能心無罣礙照料丈夫

與維繫家庭。母親從小教導我

們將來有成就一定要取之於社

會用之於社會，並總是身體力

行盡力幫助窮苦人及需要幫助

的人，對子女也不時耳提面

命，提醒長子為官一定要清廉

且奉公守法，以及貢獻所學報

效國家，提醒長女為人師表對

學生一定要有耐心及愛心，並

把學生當作自己的小孩教導，

亦不時提醒次女從事醫護人員

需發自內心把每個病人當作自

己親人照顧，所謂救人一命勝

造七級浮屠。母親把個人及親

情之小愛化為佛法所說的大

愛，其一言一行之正面影響足

為子女表率。

　我的母親宛如一尊活菩薩，

於人世間救苦救難，印象最深

刻在我小時候，有一次半夜腸

胃炎肚子痛到打滾，母親緊急

背著我從明德水庫山上走到山

下，走了好久才找到診所，半

夜敲門請求醫師救我，我的小

命才得救。母親對於任何窮苦

人及需要幫助的人，總以菩薩

心腸盡力幫忙不求回報，大舅

沒結婚因病死後之後事無人處

理，母親獨自攬下完成，二舅

中風子女皆有困難無法照護，

母親協助安排於安養之家給予

妥善照料。母親常說能成為親

人是前世修來的，兄弟姐妹間

一定要相互扶持幫助，這就是

孝順，這對於我們子女影響很

大，所以我和兩個妹妹從小到

大感情一直都很好就是這個原

因。對於非親人需要幫助時母

親亦同等對待盡力幫忙，他們

都非常感謝母親無私提供幫

助，甚至受母親影響去幫助更

多需要幫助的人。

　我的母親除對家庭照顧外，

亦不忘回饋社會及敦親睦鄰，

對於鄰居婚喪喜慶經常主動幫

忙及協助，鄰居有人生病時經

常主動提供協助，並請身為醫

護人員的女兒提供醫療諮詢及

醫院資源協助，幫助病人儘速

獲得醫療照顧。

　最後，我要感謝中科院各級

長官的鼓勵與愛護，推舉我的

母親參加本院106年度模範母

親選拔並獲選，藉母親節前夕

除對全天下母親致上最崇高敬

意外，亦要大聲對我的母親

說：「媽媽，您辛苦了，祝您

母親節快樂！您是我們全家人

的寶貝，我們永遠愛您」。

◎化學所／洪建文特稿

　我的母親鐘瑞祝女士，現年61歲，出生於

彰化縣鹿港鎮傳統鄉下家庭，家中小孩有八

位，母親排行第三。在重男輕女的年代，女

孩只有出外掙錢，分擔家計的責任，也幫忙

外祖父母照顧年幼弟妹，故母親小時候未曾

接受小學教育，自小十分嚮往學字與識字，

即便是結婚後為了夫家大家庭與子女，此心

願一直未能如願，以致於後來對於子女教育

尤其重視。母親22歲時嫁給在五金加工廠擔

任銅管行業師傅的父親，因當時父親薪資不

高，且大部分的時間均在外地工作，再加上

么弟出生後因腦部缺氧造成智能障礙與癲癇

等疾病，生活起居無法自理，吃飯、洗澡、

如廁皆需家人幫忙，但母親從不喊苦，從么

弟出生就四處到醫院求診與治療，惟成效有

限，為了照顧么弟，母親除幫忙自家經營銅

管加工外，缺工時常赴附近工廠兼任臨時工

賺取辛苦錢，四肢常常被燙傷，須自行承擔

風險，迄今么弟已年滿34歲了，仍持有中度

智能障礙等身心障礙狀況，惟母親依舊秉持

初衷與信念，總是無微不至的照顧么弟，從

不喊苦叫累，實為子女的榜樣，從母親身上

我學到「不怨天尤人」、「自立自強」與

「台灣女人不服輸」的阿信精神。

　母親雖不識字，但在生兒育女後，將這份

期望傳承給了子女，十分重視子女的教育，

尤其對品格上有絕對的要求，「不能做歹子

（諺語）」，小時候父親因工作常出外接洽

生意，而母親雖不識字，但課業要求須認真

學習與做完，書寫後再朗讀給她聽，看到母

親當時心滿意足的微笑，現在想想母親心中

應十分滿足與快樂。隨著子女志趣的與性向

的不同，父母親並不會干涉子女從事的職

業，決定權仍交由子女自行決定，如大妹志

向不在升學，高職畢業後即從事美容美髮

業、超商服務業與目前從事電子組裝產業

等；小妹自彰化女中畢業後考取台中師範學

院立志當老師，期間因教育環境變革擔任兼

課教師，多年後毅然決然思考轉換人生跑

道，在101年考上中華郵政擔任正式行政人

員迄今；么弟則因智能因素，曾就讀啟能學

校學習麵包製作等相關技藝，唯學習歸學

習，與現實職場上仍有一大段差距，故畢業

後仍無法自我獨立，仍需母親照料；而個人

因家境貧困又身為長子，每逢寒暑假期間就

是幫忙家裡銅管加工，盡可能減輕家庭經濟

負擔，但所幫有限，高三期間思索就讀大學

又是一大筆開銷與生活支出，唯有投入軍警

學校才能真正減輕父母親沉重的經濟壓力，

◎資通所／黃冠憲特稿

　我的媽媽王秀菁女士，民國44年出生於嘉義北社尾

庄，自小協助家裡務農，伴隨著她成長的是陽光、泥

土與稻米。據媽媽說，她不喜歡讀書，所以國小畢業

後，就進入紙廠擔任作業員。在民國68年嫁給爸爸，

那時經濟環境沒有辦法辦盛大的婚禮，所以沒穿過婚

紗，結婚後就是「打拼過日子」做手工，並協助爸爸

在樹林開設小橡膠工廠，惟二員工就是爸爸媽媽。

　我小時候印象最深刻的有兩件事：我和弟弟常生

病，半夜媽媽都抱著我們去敲診所的門，拜託醫生幫

忙看診，在記憶中浮現的，是一次又一次情辭懇切地

拜託，還有一滴又一滴的眼淚。另外一件事比較有

趣，雖然當時家中經濟僅堪餬口，但我和弟弟的學費

總不會短少，還偶能獲得與學校同學談論、交流的素

材─電動玩具主機與卡帶！！，我永遠不會忘記她把

山寨版任天堂遊戲機「小天才」還有遊戲卡帶回家的

那一天。我曾問過怎麼有錢買？她總說「就有呀」，

沒有正面回答，但我知道，是累積在一支又一支乾燥

花上的。

　民國80年，我們的工廠倒閉，在當時算產業常態，

卻對我們家產生莫大衝擊，爸爸因此罹患了恐慌症，

身體狀況變得極差，無法工作且得常跑醫院，如果沒

有媽媽，我們家就完全沒有收入來源，我和弟弟也沒

有辦法繼續升學。

　媽媽一肩扛起家計的重擔，從火鍋店內場洗碗、排

菜盤起，在台北民權西路站拉個小餐車賣早點、在菜

市場豬腳飯幫廚，後自台北友人處頂讓麵攤，一路栽

◎航空所／王玄昌特稿

　我們家一共有三個媽

媽：我的媽媽、我的岳母

以及我的太太，也是我們

家裡的三個最佳女主角。

　我的媽媽尤秀娥女士生

於傳統的閩南農夫家庭，

因為是外公的三女兒，雖

然從小也要跟著幫忙，相

較於其他兄弟姊妹有更多

的個人空間，即便小學畢

業後沒有繼續升學，仍可

以學習自己有興趣的美

髮、裁縫等事物。

　爸媽十分重視我們的教

育，因為我是9月出生，

無法與童年的小朋友一起

入學，幾經周折終於找到

一所離家較遠的小學願意

收我，期間瘦小的母親常

需戰戰兢兢地騎著大偉士

牌機車接送我上學，有一

天家人較晚到學校接我，

鄰居一位媽媽看我等很

久，便順道載我回家，全

家動員找了一兩個小時才

發現我已經到家，因為當

時擄人勒贖案件頻傳，家

人心有餘悸之下，第二學

期便讓我轉學回到附近的

小學就讀。

　在民國七、八十年間，

全台各地電玩遊樂場盛

行，貪玩的我常因抵不住

誘惑而與同學相約前往，

甚至還會蹺課，有幾次被

母親當場抓到，回家免不

了一頓毒打；媽媽除了請

老闆看到我們時叫我們回

家，還一次性地讓我們把

想玩的遊戲玩膩，雙管齊

下，讓我們遠離那龍蛇混

雜的場所。

　在學業上，爸媽除了金

錢上無限制地供應，還有

風雨無阻的溫情接送；我

高中就讀楠梓區的學校，

高中三年幾乎每天都要到

高雄火車站附近補習，補

習結束搭火車回到楠梓火

車站時都已經是晚上10

點，為了讓我能盡早回到

家裡休息，爸媽總是不辭

辛勞地輪流到火車站接

我，甚至週末還要騎車在

我到高雄市中心補習，只

求對我的課業能有所助

益，幫我爭取到求職的敲

門磚。

　除了課業以外，媽媽也

希望我們向爸爸看齊，是

媽媽心目中的好丈夫，也

時常感謝祖父母把爸爸教

育得這麼好。媽媽除了讓

我們從小便遠離龍蛇混雜

的地方，避免染上不良嗜

好，更要求我們幫忙做家

事，雖然她口頭上都是說

要把我們教好，不要讓媳

婦抱怨，但結婚以後反

倒更能體會她真正的苦

心：夫妻來自於兩個完全

不同的家庭，有著不同

的觀念，雙方除了分擔

「家計」，更要分擔「家

務」，生活要「互相」才

能走得長遠，她用生活為

我們上了一堂一生受用不

盡的課。

　我們家的第二位媽媽是

我的岳母江竹景女士，還

記得第一次跟她見面是在

太太家裡，我跟太太交往

後不久，竟請她帶我到家

裡吃飯，當天岳父岳母雖

然熱情招待，但我的心裡

是直打鼓，十多年前的那

一天歷歷在目，現在回想

起來仍對當時的厚臉皮感

到十分不可思議。我的太

太是家裡的掌上明珠，岳

父岳母從小到大對她的照

顧同樣是無微不至；太太

初次懷孕時我還在資通所

服務，因為她在台中上

班，岳母不辭辛勞到台中

照顧，甚至就近在台中買

屋，不但一路幫我們照顧

兩個小朋友到現在，還讓

我們下班回家就有熱騰騰

的晚飯可以吃，簡直把我

們都當成他們的小孩在呵

護。

　我們家的第三個媽媽就

是我的太太王惠瑤，結婚

迄今正式邁入第十年，目

前在黎明國中任教，標準

的獅子座女生性格，是家

裡的總理兼財務大臣，因

此偶而會跟她戲稱我們家

是女王的教室。婚後我秉

持著家裡的傳統，將薪水

教給太太掌管，雖然有一

點不方便，但換來的是我

從不需要為錢煩惱，每年

還可以帶著小朋友出國旅

遊。

　我們家的三個媽媽有三

種不同的性格與處世原

則，但他們對家庭的全心

全意且毫無保留的付出是

一致的。謹以此文向三位

最佳女主角表達最崇高的

敬意，更祝福你們身體健

康、平安喜樂。

◎物籌處／魏釗勇特稿               

　母親於民國29年誕

生在民風純樸的雲林

縣林內鄉，外祖父母

以務農維生。時值日治

時代末期，農業社會子

女較多，有四位舅舅和

一位阿姨，食指浩繁，

身為長女，除須幫忙耕

種農務外，尚須兼顧起

照顧弟妹生活起居、煮

飯、洗衣分擔家務，九

歲就會煮飯，成為外祖

父母得力的好幫手。也

因此，母親未曾入學接

受正規學校教育，深以

為憾。雖未曾入學，母

親憑其好學不倦、追根

究柢精神，遇不懂就請

問，對於算數加減、九九乘法、除

法難不倒她。為彌補自幼失學之

憾，利用附近小學晚上成人識字班

努力學習注音及國字，好學精神實

令人敬佩。

　民國49年5月與同鄉的家父結為

連理，胼手胝足，打造家園。家父

在林內鄉農會以搬運肥料賺取工

資，母親思考，非農會職員且無上

工就無收入，非長遠之計。民以食

為天，自己要有耕種的田地，生活

較有保障。先跟會累積一筆小資金

後，買併裝鐵牛車運送貨物維生，

累積一點積蓄後再買一塊二分多的

農地，因靠近馬路邊，後來因都市

計畫地目變更為建地，與建商合建

後取得二戶，銷售後再購買現在耕

種的一甲三分地，實在佩服母親零

存整付、以小換大、聚沙成塔、涓

滴成河理財方法。

　婚後侍奉公婆至孝，自從接手掌

管家裡經濟後，家祖父母兩位老人

家想吃什麼，注意營養及容易消化

咀嚼外，盡力滿足老人家需求，常

帶他們戶外走動曬太陽運動，與他

們相處時間甚至超過自己的雙親，

與叔姑、妯娌相處一團和氣，家庭

和諧。

　母親育有三女二男，由於從事勞

力工作，訓練我們從國小開始都要

幫忙父母親做事。母親常告誡我

們，您們要好好念書，將來要有文

憑或一技之長，不要像父母親這麼

辛苦。回首以往，母親為子女，辛

苦工作，犧牲奉獻，讓子女有堅強

的後盾，子女們也不辱母親期待，

教育子女有方，各個事業有成，對

社會有貢獻。

　母親教育我們，言教也身教，對

上孝侍翁姑，對下以身作則，侍奉

祖父母三餐，每日問暖且事必躬

親，讓祖父母得以頤養天年至仙

逝，身教為子女榜樣。

　自己也為人父母後，養兒方知父

母恩。母親已屆古稀之年，感謝上

蒼父母親身體硬朗，從懵懂無知照

亮引導教導我們，慈恩浩蕩、無法

回報，沒有您子女們無以有今日，

我們感恩您的付出，我們以您為

榮。母親我們愛您，感謝您，我們

會在崗位本務上認真工作，發揮己

長、所學，服務貢獻社會。

◎電子所／余建德特稿

　我的母親吳桂英女士，出生於新竹縣湖

口鄉純樸的鄉下。外公家世代務農，身為

長女的母親，除了肩負著照顧著三個弟弟

和一個妹妹的責任，課餘空閒時還需到田

裡幫忙工作，分擔家計。尤其早期農業社

會，生活非常清苦，但是母親始終抱持天

公疼憨人的理念，只要行得正，做得直，

再多的苦也都值得。

　母親身為農家子弟，為了幫忙家計，以

致於晚了兩年才上小學。上學之後，母親

非常地用功努力、寒窗苦讀，獲得了非常

優秀的成績，以前三名的成績畢業，這在

母親所生長的家庭下是相當不容易的事。

當時母親的班導師鼓勵母親繼續升學，但

是家境貧窮、家中欠人手，而且外公認為

女孩子不需要再讀書，母親只好放棄求

學，在家專心務農，專心栽培三個弟弟長

大成人。長大後，憑著媒妁之言，母親嫁

給鄰村的父親。父親因任職埔心紡織廠的

緣故，二人決定離鄉北上定居，胼手胝足

迄今已五十餘載，因為父、母親都是出自

清寒家庭，所以理念都是一致，而且把這

種理念灌輸在我們兒女身上。

　父親後來為了讓家人生活過得更好，決

定隻身前往新加坡工作，一去就是數年，

母親只得獨自撫養四個小孩，含辛茹苦地

拉拔我們，卻從來不曾聽過她有半句怨

言。為了貼補家計，除了開雜貨店，還兼

做手工。記憶中，常常看見半夜微弱的燈

光下，一個纖瘦的身影，默默地，在桌前

努力工作著。那身影，如同巨人般支撐著

整個家庭，讓我們在母親的呵護下安心成

長、茁壯。母親對於我們總是以身教代替

言教、陪伴取代打罵，總是在旁陪著我

們、鼓勵我們，在我們學習的過程中從不

缺席，使我們與母親之間培養出了無法言

喻的情感。

　在母親的全力支持下，哥哥姊姊陸續完

成了大學學位，姊姊畢業於師範學院，在

國小任教回饋社會；我亦順利地取得碩士

學位，服務於中山科學研究院。在服務期

間，母親仍然鼓勵我持續深造，院裡長官

希望我能將專業繼續延伸，攻讀博士，當

時的我，剛結婚幾年，老婆懷孕快生了，

除了工作外，就是照顧老婆，實在無閒暇

之餘繼續讀書，母親知道後，就常常不辭

辛勞地照顧我老婆，減輕我的負擔，另一

方面也常在我耳邊灌輸我一個觀念「機會

是留給準備好的人」，因為她覺得以我的

能力，是能夠完成這件事的，母親是非常

喜歡學習的人，但因為時空環境的不允

許，所以母親更加希望我能幫她完成夢

想，經過母親再三鼓勵後，使我毅然決然

攻讀博士，並順利取得博士學位。我現在

的成就，可說是全部歸功於我的母親，若

沒有母親的關懷與支持，我一定還會迷失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找不到方向；她就如

同天空中的北極星，永遠帶領著我，朝向

光明、積極的人生邁進。

　在我們兒女眼中，母親一生之中，從來

不曾享樂過，對自己非常節儉，當有能力

之後，除了讓兒女過得較好的生活外，也

常常幫助其他人，母親雖然沒機會讀更多

的書，但比起我們卻多了一份智慧、一份

寬容。她無私奉獻、不求回報的心態，更

是值得我們尊重與學習。願蒼天繼續保佑

母親，讓她能夠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我

在工作上始終抱持全心全力的投入，只求

問心無愧，這也都歸功於我的母親對我的

教誨，在母親的眼裡，一生都在「承受」

上天帶給她的點點滴滴，母親常說：「自

己只念到小學，沒什麼學問」，但是從平

凡的身上呈現不平凡的樂天知命與知足，

簡直就是一部極富思想的哲學典籍。在母

親的辛勤教誨下，我們兒女在社會各個角

落，包含中山科學研究院、學校等各司其

職，恪守本份，要在艱困的環境中，教育

出有所為的兒女，這是多麼不容易的事。

我覺得母親真的很偉大，我有這樣的母

親，真的是超級幸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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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敬愛的母親~

我的鋼鐵媽媽

我們家的最佳女主角

堅
毅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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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 1 0 6 年
母 親 節 特 刊
●飛彈所／林志成之母～林陳滿秀　女士 ●化學所／洪建文之母～鐘瑞祝　女士

●資通所／黃冠憲之母～王秀菁　　女士 ●航空所／王玄昌之母～尤秀娥　女士

●物籌處／魏釗勇之母～魏林瓜芷　女士 ●電子所／余建德之母～吳桂英　女士

我的模範母親

培我到高中畢業，後來我報考國防大學，畢業任官，

到院裡服務，栽培弟弟至中正大學通信所，現在也在

竹科工作了。這是我媽媽開始當「媽媽」的故事，其

實和所有台灣的母親一樣，她總覺得自己很平凡、很

一般，但對我來說，卻是無比驕傲，因為我經歷了媽

媽的溫柔與堅強。

　我的母親就像院內許多長官先進的母親一樣，看起

來傳統、平凡，不是那麼光彩奪目，不計利害得失，

為家人與孩子付出一輩子，而這正體現「母親」的勇

敢與偉大。

　小時候我不懂什麼叫「勇敢」，直到看見媽媽的榜

樣，我學會在關鍵時刻不要選擇害怕，勇敢迎接挑

戰。謝謝媽媽，因為妳很堅強，所以我學會要勇敢面

對這個世界。她什麼都會，就是不會喊累；她什麼都

行，就是放心不行。她常常生氣，為的卻都不是自

己。

　最後和大家分享網路作家杰糯米的作品：「我的鋼

鐵媽媽」，並祝本院所有同仁的媽媽以及身為媽媽的

同仁，母親節快樂！！

民國86年考上中正理工學院

機械系就讀，在學期間除基

礎學科教育外，亦學習擔任

基層軍官應有之領導統御、分工與團隊合作

等軍事教育養成，民國90年自軍校畢業後，

有幸分發至本院化學研究所服務，歷練品保

工程組及計畫管理組，這近16年軍旅生涯中

習得各項專業知識與技術，如：品質保證/

管制/管理(QA/QC/QM)、環境鑑定(EQT)、危

害鑑定(HAT)、品質各項手法、統計分析、

專案管理(PM)、產製(PQR)期程掌握、成本

與風險管控等等，目前在彈頭武裝組擔任管

理幹部，期許在各不同專業單位歷練環境

下，個人仍能持續堅持自我與成長，不辜負

各級長官之照顧與愛戴、夥伴強力的資源與

支持，持續戮力於本務發揮所學，並堅守自

己工作崗位與本份。

　父、母親結婚近三十五年，記得年幼時身

處大家庭，家父為最小的兒子，故母親除了

侍奉阿公與阿嬤外，還得照顧伯父的小孩與

準備三餐起居，十分辛勞，母親常說「做人

的媳婦要知道理（諺語）」，就像是日本的

阿信不怨天尤人，我也從母親身上學到「今

日事今日畢」的精神。家父於民國98年健檢

結果竟有雙癌症，對母親而言是一大打擊，

但母親調適自我照料家父，家父仍不敵病魔

於民國99年辭世，家父於過世前，母親在身

旁細心照護，陪伴治療、減緩病痛，其堅強

的意志讓我由衷敬佩。

　一直以來，母親因為么弟的智能障礙而感

到相當自責，也擔心會影響家人，經子女多

次溝通並解開心中枷鎖，目前時常隨同鄰里

朋友進香拜拜調適心理情緒，亦常勸人向

善、勉勵自己並身體力行，除為已逝父親累

積福報外，亦可為家人積德納福，以身教代

替言教，期勉子女，現階段雖然家中經濟不

似早年貧困，但母親為減輕家裡負擔，仍持

續接家庭代工的活，真的是活到老做到老，

十分感佩，綜上，家母以身作則的精神著實

影響個人對待人生的看法與信念，在這個感

恩的節日裡，敬祝母親身體永保健康、平安

喜樂，並說聲：媽媽，你辛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