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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親 節 特 刊

●航空所／陳美菁之母～鍾陳純愛　女士

●物籌處／吳麗珠之母～黃玉妹　　女士●電子所／歐陽良昱之母～林月香　　女士

●資通所／黃忠良之母　～潘秀枝　　女士

●化學所／施建州之母　～施許玉鳳　女士 ●飛彈所／藍輝德之母～藍許秀妹　女士

母愛無邊

平凡而豁達的母親

平
凡
且
堅
毅
的
老
母
親

業，在中壢工業區上班。而後經媒妁之言嫁給當時於軍中服

務的家父，婚後產下長子，在孩子還未滿月時就重新投入職

場，在飛利浦擔任技術員。由於當時家父身為職業軍人的因

素，需在外執勤，每隔一段時間才能與家人短暫相聚，因此

大部分日常家庭的大小重擔就由家母承擔下來，且家母一直

希望能給家人更好的生活品質，除了常規上班外，還攬下家

工，在下班後的空檔繼續工作，至今仍猶記得家母常在幽幽

的燈光下工作至半夜才入睡。

　國小時的我課業表現不甚理想，但家母從未責怪，反而總

是鼓勵並告訴我：「慢慢來，一切都會好的。」現在回想起

來，應該是因為我非把一個事物的本質掌握後，才肯學新東

西的習慣，造就小時學習進度較同儕緩慢。隨著獲取的知識

增多與讀書技巧的增進，累積貫通的學識逐漸成熟，最終取

得博士學位。這得來不易的一切都要歸功於家母的在求學路

上對我的肯定，給我信心奮發向上；並且陪著我尋訪良師，

減少學習路上的跌跌撞撞，讓我可以全心全意向學，度過純

粹追求學問單純而美好的光陰。

　家母除了對我的教育用心良苦，照顧家務也是盡心盡力，

有條不紊。侍奉公婆如待雙親，每日噓寒問暖，晨昏定省，

◎資通所／黃忠良特稿

　我的母親潘秀枝女士，民國37年出生

於彰化縣員林鎮的一個小村莊內，家中

經年務農，生活非常清苦，且兄弟姊妹

眾多，母親排行第四，從小便無法上

學，在家幫忙家務、洗衣煮飯照顧弟妹

與兄長，還必須下田幫忙耕種務農，由

於家中生活實在艱鉅，且當時重男輕女

觀念嚴重，故母親正值念小學之際便送

給當地仕紳家當養女，期間因為過於思

念家中點滴，舅舅便好幾次偷偷把我母

親帶回，但最後皆受一頓打罵後再送回

養父母家中，在養父母家中的十幾年，

母親仍然在家幫忙家務，洗衣煮飯照顧

弟妹，依舊無法入學，一直到現在，我

想母親這輩子最大的遺憾就是無法入學

讀書，但她並不因此放棄，每當空閒

時，她便與孫子們一同練注音，雖然沒

能寫幾個字，但也能彌補一些心中的遺

憾，所以在我們求學階段，她對於我們

的教育非常重視，只要是讀書有需要

的，不管花再多錢她都會全力滿足我

們。

　母親18歲時回到親生父母家中，外祖

父過世得早，回家後的母親並無埋怨我

外祖母，依舊侍奉外祖母及養父母外，

還是幫忙家務並於附近工廠上班養家，

20歲時，透過舅舅介紹（因父親當時正

親慢慢償還債務。60歲退休後才在家專心照顧年

邁臥床的婆婆，不料民國93年父親因意外住院開

刀，變成植物人開始長期臥床，祖母忍受不了這

樣的打擊離開了人世，父親也於兩年後辭世。期

間母親每日不辭勞苦至醫院及安養院探視父親，

同時仍在家幫忙照顧小弟之年幼女兒，從不叫

苦，任勞任怨的「台灣牛」精神大受鄉里鄰居的

讚賞推崇。母親卻一直不以為意，認為只是盡其

為人妻，為人媳婦及為人母的本份。

　母親在父親過世後，主動參與地方公益服務、

慈善工作並擔任志工。104年還以76歲年紀參加

了「老五老基金會」彰化服務中心長期照顧老人

送餐服務。另也加入「竹林寺」助念團，常以助

念方式以告慰鄉里往者。平時亦以兒孫名義不定

期捐助慈濟功德會、廟會慈善活動等，默默行善

不欲人知，更發願要做到不能做為止，能做的都

會主動參與及協助。母親一生抱持「人溺己溺，

人飢己飢」的精神，參與社會服務，不落人後，

為子女樹立學習之最佳模範。

　我的母親雖不比院內長官先進的母親擁有崇高

的願望、傲人的事蹟或成功的人生，但在平凡之

中，其堅毅的對家庭付出、對子女的教養以及對

公益服務的無悔，更能展現出一位偉大母親應有

的典範。在這感恩的節日，除了要感謝本院長官

的鼓勵及照顧，讓我的母親有機會當選今年度的

模範母親外，也要向本院各位長官同仁的母親致

上崇高的敬意和祝福！最後，再次向我親愛的母

親說：「媽媽，母親節快樂！祝您永遠健康快

樂，我們愛您！

◎化學所／施建州特稿

　我的母親施許玉鳳女士於民國28年出

生在彰化縣鹿港鎮一個傳統務農的貧困

大家庭，小學畢業後無法繼續升學，隨

即到工廠擔任女工賺錢分擔家計。26歲

時與當時在親戚鐵工廠當黑手的父親結

婚，婚後兩人辛勤賺取微薄的工資。 

　母親雖識字不多，但非常重視子女的

教育及教養，和父親兩人在辛勞工作及

照料家人之際，仍鼓勵四名子女依個人

特質及資質求學並選擇正當工作及職

業，以貢獻國家社會。四名子女皆能利

用所學在單位與社會上付出與貢獻，並

堅守自己工作崗位與本份，也滿足母親

一生最大的心願。

　母親和父親胼手胝足一起打拚，但身

體終不敵摧殘，民國86年被診斷不幸罹

患胃癌並完成切除，但才短暫休養，父

親創業的小工廠就不敵大環境變化，財

務發生狀況，母親只有拖著稍恢復的病

體重新投入職場，再次開始工作及家庭

兩邊操勞的生活，著實一點一滴的幫父

是舅舅的班長）

而認識了我的父

親，父親是一位

跟隨蔣公撤退來臺的軍人，由於年紀相

差20歲，且他是所謂的大陸人，所以我

外祖母極力反對他們在一起，但我母親

卻獨排眾議，依舊與我父親結婚，但很

難想像我母親是一位從不會說國語的臺

灣傳統婦女跟一位不會說臺語且國語還

很有腔調的父親一起生活，我想他們比

手畫腳的溝通了好一陣子吧。

　婚後母親開始學國語，而且還要適應

父親的浙江國語，由於父親長年在部

隊，甚至移防至金門等外島，一年回來

不到幾次，聽我母親說過，我們三兄弟

出生的時候，父親都在演習，無法返回

照顧，大都是靠眷村叔叔、伯伯、阿姨

的接濟，所以在我兒時最大的記憶就是

母親一人每天揹著弟弟，拉著我跟哥哥

到處去工作，也跟一群鄰居婦女們去撿

拾破銅爛鐵，為了多賺點錢偶爾還要幫

部隊洗衣服，雖然如此，但她也說還好

小時候就吃慣苦了，所以她對這些事情

都甘之如飴，只要看著我們健康長大就

心滿意足了。但在十多年前父親突然因

心臟病過世，母親便一人幫忙我們幾個

兄弟姊妹照顧小孩，在她的家中每天都

充滿小孩的哭聲與笑聲，好不熱鬧。

　從小到大，母親不太會管我們的學業

成績，但對我們的品德教育非常重視，

她最常跟我們講的一句話就是：「成績

不好沒關係，但是千萬不能學壞」，因

此我們幾個兄弟妹也不辜負母親的要

求，哥哥自二專畢業後便就業，從基層

工程師一路做起，同時進修二技，至今

已成為公司中階主管，而我大學畢業後

便考取中正理工學院碩士班，最終再以

軍職身分考進本院服務至今，弟弟從高

中就考進中正預校，一路進入陸軍官

校，畢業後依經管一路升至少校連長，

同時也自修苦練英文，最後也被推薦至

美國海軍學院念碩士班，後被派駐美國

夏威夷國防部駐外組擔任副組長三年，

最後回國後派任國安局且晉升上校，妹

妹也自技術學院畢業後便進入銀行當任

資管專員，如今也都組成了各自的家

庭，但我們都謹記母親從小對我們的教

誨與榜樣，我想我們會延續她無私且豁

達的教育方式教育我們的下一代，把她

的故事延續下去。

　最後也藉此機會，能夠向偉大的母親

大聲說出：「媽，您辛苦了，祝您母親

節快樂！」

◎電子所／歐陽良昱特稿

　家母林月香女士生於桃園內

壢，在家中排行老大，因早年社

會普遍較為困苦，身為長女常需

身兼母職，因此自幼時即培養出

獨立刻苦之心性。國小畢業後，

家中經濟需要幫忙，遂中斷學

讓家父無後顧之憂，可以在工作上全力以

赴。此外，對待鄰里常伸出溫暖雙手，能幫

上忙的事，家母都義不容辭，慷慨相助。近

至鄰里間的守望相助，遠至社會的公益團

體，家母都不吝付出。自早就有持續樂捐的

善舉，不論是行天宮、慈濟、保安宮醫療基

金、嘉邑行善團或是其他慈善團體，即便不

算富裕，仍舊慷慨解囊，盡微薄之力行善助

人。此外，每隔一段時間，還會整理家中衣

物，資助社會上的弱勢團體，甚至自費將數

箱衣物寄至非洲將愛心遠播。家母將善舉化

做日常來實踐，讓我相當敬佩，更是我學習的榜樣。

　攻讀博士期間，家母任職的工廠遷廠，家母改當幼稚園廚

師，每天獨自負責兩百人的伙食，因為餐食都需在表定時間

內完成，日日都在分秒必爭中完成料理。長期緊繃的壓力累

壞了身體，自此開始與病魔漫長的抗戰。一向照料家中大小

事的母親病倒了，對家父與我而言都是莫大的衝擊，甚至對

母親未來的健康感到無助與惶恐。因為療程帶給身體巨大的

副作用，家父付出莫大的心血照料著家母，精神與體力的煎

熬不斷考驗著全家。我看見家母願意繼續陪著家人的那份

愛，讓她努力咬著牙挺過重重難關，逐漸走出那最深沉的痛

苦與似無止盡的黑暗。她的勇敢，來自那份無盡的愛。隨著

家母體力日漸恢復，加上我的孩子誕生，家母與家父有了新

的生活重心。他們每天最大的樂趣就是陪伴他們的孫子，逗

孫子開心。家父與我由衷地感謝她因為愛而生的堅強，讓這

個家可以圓滿而樂。她對人生負責的態度是我一生的圭臬。

　今天我的母親獲得這個殊榮並非因為她特別偉大，她僅僅

是世世代代、千千萬萬個偉大母親中的一個，每個母親的愛

與奉獻都是模範，這個節日提醒著母親的恩惠，願用我們時

時的孝心去盡力報答。

作業，並負責 CNC 刀具程式設計，曾

任加工製造領班，專業技術多次得到

部門長官好評；次女國貿系畢業，曾

服務於知名製藥廠擔任業務主任，常

赴英國公差，卻在民國 78 年不幸因

車禍而驟逝，母親又一次嚐到與親人

生離死別的痛苦，這次更是白髮送黑

髮人椎心之痛，但母親還是以堅毅不

拔的精神，努力持家，愈見平凡中不

平凡的偉大。三女工工所畢業，現服

務於本院航空所，擔任計畫管理小組

長一職，負責科專計畫建案規劃與推

動執行，曾在 106 年由航空所推薦參

與本院中山楷模之甄選，工作態度與

專業表現亦受主管肯定。回想當年，

父親隻身隨軍來台且早逝，母親身兼

父職的辛勞操持家務下，如今子女及

孫兒們逐漸枝繁葉茂，並能對國家社

會做出貢獻，這一切皆為平凡母親的

偉大功勞。

　因身處早期眷村的困苦生活環境，

唯有相互幫忙照顧，才能共渡難關。

故凡鄰居或親朋好友需要幫忙，母親

總是全力以赴，積極參與社區服務活

動，擔任社區志工，熱心公益，定期

或不定期協助清理社區環境水溝淤沙

及樹葉，避免颱風季節造成災情，為

地方楷模，並曾獲社區里長致贈感謝

狀。經過苦難的生活才能體會甘苦人

的心情，故母親都會時時提醒要盡己

之力幫助弱勢及交待子女定期捐助，

也因此，子女們即長期的捐助台中瑪

利亞霧峰教養院、台中十方啟能中

心、捐贈紙尿布給伊甸基金會及台東

私立華福社會服務基金會之急難救助

金與認養活動等等。

　母親一生坎坷，歷程曲折，但堅強

的母親從未向命運低頭，反而勇敢地

衝破每個難關，始終保有善良樸實的

心，對於眷村大家庭的幫助，母親更

是積極參與社區服務活動做為回饋。

　「平凡中愈顯偉大」，謹以此文表

達子女及兒孫們的感恩與最崇高的敬

意，更祝福給予我們溫暖及力量的母

親身體健康。

六口的生活，故申請提前退伍，另找

工作多賺點錢，以維持一家六口生

計。但命運多舛，正當家境生活漸漸

好轉之時，父親卻因工作過度致積勞

成疾，不慎因高血壓導致腦溢血，於

民國 67 年突然驟逝。由於小孩尚年

幼，母親須自力更生，遇此困境，母

親則表現更為堅強，雖早年喪偶，卻

又不願屈服於命運安排，當時身材柔

弱的母親，身兼父職，毅然擔負起撫

養一家五口的生活家計及教養子女之

責。除了在家以家庭手工代工賺取微

薄利潤外，母親更在鄰居協助下，每

日清晨去果菜市場批發水果，並在眷

村口及逢甲大學旁販賣水果營生，日

復一日辛苦地努力維持家計，以雙手

扶養子女長大。

　雖然僅有國小肄業，但母親深刻瞭

解教育的重要性，故在困苦生活過程

中，仍不遺餘力要求子女注重品德教

育，並提供必要的協助全力栽培子

女，教育子女要誠信、真誠待人、多

幫助他人。子女均為大學畢業且事業

有成：長女會計系畢業，現服務於漢

翔公司（原本院航發中心），在民用

業務處擔任行銷業務，專責對國外

Boeing, Airbus 等客戶之報價作業，

工作認真負責，積極主動，深獲主管

肯定；長子機械系畢業，亦服務於漢

翔公司，目前在生產事業處擔任資深

技術員，執行飛機零件精密機製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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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反應遲鈍，家母認為自己是長嫂，丈

夫已離世，有義務要照顧小叔，便不辭辛

勞經常往返其住處照護，深獲家族及親友

稱許。先生藍生山往生後更母兼父職，養

育並造就六位子女，使其皆有正當職業，

敦品向善，修德守法，無不良行為，言行

足受子女表率及地方鄉里嘉許。猶記一次

小時候炒魩仔魚炒得不是很好，差點搞砸

當日的晚餐，母親不但沒有苛責，還悉心

地教兒子如何正確地炒菜，母愛流露溢於

言表。母親具有勤儉持家的美德，犧牲自

己的青春、無怨無悔撐起整個家，可以說

是台灣傳統客家女性的代表。

　母親是一位待人熱誠的好朋友，農忙時

利用年輕時鍛鍊的農作才幹，主動協助親

朋好友播種、收割竹筍，所以每到年穫節

日，親戚朋友都愛打電話請她幫忙，這是

她一年最忙碌、也最快樂的時候，可說是

累得暢快。語短情長，雖然她的年華沒有

精彩的愛情故事、亦沒有高山大河的探險

足跡，顯得樸實且平淡，但在六名子女眼

中卻是深刻無比的回憶，且在在都顯示著

對家人愛的堅持。

　母親的義行有點像電影「魯冰花」中的

姊姊一樣、為患病卻有藝術天才的弟弟付

出，看起來傳統、平凡，擔起家中的重

擔，一切只為晚輩設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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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正不斷彰顯母愛的勇敢與偉

大。這種落實在真實生活中的身教，不用

太多言語，也無需多費唇舌，就是單單以

實際的行動向孩子證明，陪伴、傾聽、堅

持與不離不棄的可貴，不怨天尤人，希望

憑一己之力在困境中求生存、拚出一條活

路。這就是人生，也是每一位願意為兒女

付出家管的一生。

　母親的殷勤付出，培育了一位勇敢且個

性豪邁的模範勞工、賣力作事的技術員，

幫助院內在國家的防衛領域持續邁步向

前，可謂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並「好

竹出良（涼）筍」。

我的母親黃玉妹女士

勤儉持家且犧牲青春的客家母親

◎物籌處／吳麗珠特稿

　我的母親黃玉妹女士，民

國 18 年出生於桃園市龍潭區

龍潭村。外公的職業為幫人抬

轎，收入微薄，工作辛勞，生

活清苦。時值日據時代末期，

農業社會子女較多，身為長女

的母親，除了要幫忙家務及照

顧弟妹替父母分憂解勞外，還

得至別人家中幫傭，也因此自

幼未能接受正規學校教育，但

非常上進好學，75 歲時秉持

「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完

成小學補校學歷，數字概念清

楚，許多國字也能朗朗上口，

令人敬佩。  

　母親勤儉持家，擁有客家民

族女性堅毅刻苦、任勞任怨的

特性，與父親結縭近 50 載，

相互扶持，鶼鰈情深，為兒女

們樹立了最好的典範。父親吳

濤先生是隨著軍隊由江西來台

的職業軍人，官拜中校退伍。

因祖父為進賢縣縣長，出生即

於優沃生活中長大。母親婚後

非常體恤父親隻身來台思親之

苦，且身為軍人無法經常在

家，故家中工作多半由母親代

勞。母親開了一家雜貨店，空

檔時間還幫人做衣服、養豬，

來維持一家人的生活開銷。後

來累積一筆小資金後，買了一

塊茶園，多年儲蓄後更購置了

一棟四層樓的店面，其中一、

二樓以優惠低廉的價格出租給

失婚及弱勢家族，讓他們能有

個溫馨的住所，快樂的生活。

母親聚沙成塔，理財有道，並

滿懷愛心濟弱扶傾，備受鄉里

讚譽。

　母親與父親省吃儉用，育有

三男二女，因父親為職業軍

人，經年在外，母親便一肩挑

起教養子女的重責大任。母親

身教重於言教，非常重視我們

子女的品德發展，對於子女為

人處事的規矩與管教更為嚴

謹，常期許我們奮發向上，為

國家社會貢獻所長。我的大哥

大學畢業後，開設文軒實業公

司擔任董事長，事業經營有聲

有色；二哥亦自行創業及開設

文軒企業公司，於民國 95 年

被推舉為龍潭扶輪社社長，熱

心公益，照顧弱勢團體不遺餘

力，有口皆碑；三哥目前於大

哥的公司服務，兄弟倆齊心打

拚促進經濟繁榮；妹妹原服務

於女青年工作大隊，目前家

管，努力持家，讓家人得以專

注本務工作；我則任職於物籌

處迄今 41 年，以身為中山人

為榮。母親教養子女用心盡

心，在母親教誨與鼓勵下，子

女皆能守法、守紀、守德、守

份，務實與樸毅勇敢風範，言

行實足堪表率。

　母親除了對子女們體貼慈

愛，侍奉父母及照顧父母更是

無微不至，晚年外公因老年失

智，經常大小便失控，外婆又

年邁體弱多病，故有關外公盥

洗與餵食等事宜皆由母親打

理，不假他人之手；另我的大

舅媽很早就過世了，大舅工作

時不幸遭遇右手殘廢，故母親

也負擔照顧弟弟生活起居的任

務，讓外公、外婆感到寬慰與

放心並得以頤養天年至仙逝。

母親的孝心與友愛手足之胸

懷，廣獲鄰里推崇稱許。

　母親是天生的魔法師，手藝

精湛，每次領取軍用麵粉後就

製作包子，併同拿手的蘿蔔

糕、醃製冬瓜等，常常敦親睦

鄰，分送街坊鄰居享用，除此

更力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精神，

積極投入關懷獨居老人與幼兒

的公益活動，不但於住家附近

龍源宮當志工，慰藉來往身體

有恙與心情苦悶的信眾，更常

◎飛彈所／藍輝德特稿

　母親藍許秀妹女士於民國20年誕生在民

風純樸的桃園市楊梅鎮富岡里。由於父母

以務農維生，農業社會子女教較多，且時

值日據時期，家中生活貧困，因而自幼即

被送養。養父母對待母親並不好，自幼即

無法上學，待在家裡幫忙工作，除需幫忙

耕種農務外，尚需兼顧起煮飯、洗衣分擔

家務的責任;八歲起就會煮飯、成為養父

母得力的好幫手。雖幸於十五歲時得被親

生父母接回，但卻始終仍然沒有機會入學

接受正規學校教育。母親不灰心，憑著孜

孜不倦的學習精神，遇不懂就請教老師，

對於算數加減、九九乘法，除法都難不倒

她。她知道受教育的重要，如果一個人沒

有受教育，就會成為一個野蠻人。因此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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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年代，談戀愛與選擇配偶似乎成

為了一種奢侈;父母的權利相當大，只要

他們認為這是一段合適的婚姻，認為她已

成年了，就該嫁人，秉守「男大當婚、女

大當嫁」的傳統觀念。因此20歲時由媒妁

之言與藍生山先生成為婚配。由於是老夫

少妻，觀念差異懸殊，夫妻間常有代溝，

因此在教育和經濟上的分配常有口語衝突

及摩擦，但母親並沒有埋怨，學習適應環

境、與先生胼手胝足建立家庭並親自照料

公婆，侍奉親長至孝，照顧有殘疾的小

叔，敦親睦鄰，素為廣興村里民讚許。隨

著孩子陸續出生，生活上更顯拮据，於農

忙之餘還得作苦力。因小時候家裡沒有自

己的田地，都是跟地主借才有，也就是所

謂的佃農。即便如此，家用還是不夠，因

此母親趁空檔於觀音鄉海邊捕捉鰻魚苗以

貼補家用。在現今的時代，捕捉鰻魚為小

孩的樂趣，比如台語俗諺的「摸蛤仔兼洗

褲」;對她而言，捕鰻成了一種工作，而

非娛樂消遣。

　只要哪裡有缺工，她都會不辭辛勞前往

詢問是否有工作，只為給兒女們讀書及稍

微良好的生活環境；一直到我們都長大成

人、各自獨立擁有自己的家庭及好的職

業，才有些許的喘息空間偶爾享享清福；

由於小叔藍青山自幼患有殘疾、手腳不靈

捐款、捐贈生活物資（送米）

幫助弱勢族群。縱然現今已近

90 歲高齡，依然不改其關心

週遭困苦人、事、物之胸懷，

並樂於伸出援手。因為母親常

說「為善最樂」，有能力幫忙

他人其實是一種福氣，會讓自

己心中裝載滿足與快樂。

　母親年事雖高，為了不讓子

女們操心，迄今仍天天運動，

在家附近廣場上練習外丹功養

身，將身體保養得健康硬朗，

耳聰目明。母親慈愛良善，認

為唯有將身體保健得宜，子女

們方能安心的工作與生活。自

從父親於母親 72 歲時因病過

世後，依然樂觀面對人生，自

立自強並全心照顧兒女，讓兒

女們都能順利成家立業。兒女

們現在開枝散葉，母親可謂子

孫滿堂，我們兄弟姐妹每逢假

日均會帶著孩子們與母親相

聚，承歡膝下，共享天倫。孫

子們也最愛圍著我的母親，聆

聽這位中氣十足的奶奶，訴說

著一遍又一遍，屬於古早時代

的點點滴滴。每次聚會，這位

可愛的奶奶仍堅持親自下廚，

讓孩子們大快朵頤。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

暉」，養兒方知父母恩，時至

自己身為人母後才深刻體悟，

經營一個家庭是多麼的不容

易！我親愛的母親──黃玉妹

女士，何其有幸能成為您的兒

女啊！我們感謝您的生育、養

育、教育之恩，以及敬佩您對

家庭無怨無悔付出的偉大與辛

勞，我們勢將效法母親做人處

事的理念，並努力栽培下一代

成為堂堂正正的好國民。時屆

一年一度母親節的到臨，在此

由衷的說聲，母親我愛您，也

祈求上蒼賜福母親永遠幸福、

健康、吉祥、快樂。

◎航空所／陳美菁特稿

　我的母親鍾陳純愛女士於

民國 24 年 9 月 29 日在桃園

縣大園鄉出生，自幼生長於

農村，是一位極普通的鄉下

婦女，亦是一位勤勞淳樸的

母親。因世代務農，家境貧

困，從小被送至另一戶務農

家庭當養女，家中僅有姊弟

2 人，母親身為姊姊必須肩

負家務與農務，更因照顧多

病的雙親而輟學。

　母親與當時在桃園某國軍

單位擔任空軍士官長的父親

相識後共組家庭，原想應該

有個安定的生活，惟婚後必

須隨父親部隊調動而四處遷

居（桃園、高雄、台北、台

中等地），生活也過的並不

安定及踏實，後育有 3 女 1

子，由於父親雖任職於空軍

但薪資微薄，無法提供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