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

●資通所／李宏杰之母～黃美津

女士

●航空所／林天盛之母～林陳伶俐

女士

●材電所／方友清之母～張王直

女士

●電子所／曾詠淳之母～曾賴素真

女士

莿桐的超級阿祖
◎航空所／林天盛特稿
林陳伶俐女士，民國17年出生於雲林
縣莿桐鄉，18歲與距離5公里外的先父
結成連理迄今已逾73個年頭，育有3男3
女共6個小孩，有14個孫子（女），也
已有7個曾孫（女），她是我們家的寶
也是我們家的共主與精神支柱。先父為
小學老師，初任教職時需遠離家鄉到外
地，有兩年的時間舉家搬到崙背鄉大有
村，我就在那裡出生，因為大有村靠近
海邊，返鄉後隔壁的阿婆就叫我是「海
口仔」，之後先父回鄉任教於家鄉雲林
縣莿桐鄉饒平國小直至退休，教職生涯
共47年。
少女時代的媽媽要下田、要把製糖的
甘蔗根削乾淨，還要挑砂石蓋大圳，養
成媽媽堅毅的個性。嫁給先父時，台灣
剛脫離日本人的統治，在那艱困的年
代，農務是所有家庭的根本，媽媽身為
長媳，一方面相夫教子，一方面要代替
從事教職的先父分擔大家族所有農事，
舉凡犁田、插秧、割稻與種菜，樣樣精
通。與叔叔們分家後，除自家農田耕種
外，亦和其他農家「換工」，透過這種
早期農忙時節左鄰右舍的互助模式，一
家家的稻子、番薯得以種下並收成。媽
媽勤儉持家，農餘還兼養雞、養鴨和豬
隻，寒假賣一批、暑假再賣一批，賣掉

後，6個小孩的學
費就補足了。
如今媽媽已91歲
高齡，現仍居住雲
林老家三合院，有
外傭陪伴，外傭的
台語不是很好，所
以有時候是雞同鴨
講，但媽媽說聽久了就懂，沒關係也從
不抱怨，讓為人子女的我們省去很多的
困擾。住附近的小弟煌每日晨昏定省，
其他兄弟姐妹們分散各地，靠每天的電
話聯絡讓彼此都知道對方平安，更經常
輪流回老家陪她，或透過「LINE」的畫
面讓阿祖看到曾孫們又學了哪些新的技
能。團聚時，喝著孩子們準備的黑咖
啡；聽著孫子們叫著「阿嬤」或現在換
曾孫們一聲一聲的「阿祖」；看著他們
享受著她所準備的各種食物如滷蹄膀、
花生粽、紅龜稞或小餅乾時滿足的樣
子，老人家就笑得合不攏嘴，陪阿嬤
（祖）看電視，偶而聊一下劇情，老人
家會提醒「要教小孩們不可學劇中人一
樣，壞透了。」她的愛就洋溢在她準備
的食物中，也在她的陪伴下恬靜的微笑
裡。
媽媽年紀大了，但穿針引線仍難不倒
她，除因膝關節退化影響走路外，也抱

有媽的孩子是個寶
◎飛彈所／邱詩婕特稿
我媽媽出生於桃園中壢區的一間外面樸實卻深藏不露的
西裝店，共有3個哥哥、1個姊姊及1個弟弟，因家眷人口眾
多，雖為家中的么女，但自小就非常懂事且有責任心，下課
閒暇之餘，仍主動在外公所開的西裝店幫忙，努力分擔父母
辛勞，在家就幫忙照料家人生活起居，國中畢業後為減輕家
裡負擔，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完成高職學業，白天到工廠上
班，晚上再去學校上課。
於民國76年與我的爸爸邱鈞田結婚，有別於一般婚後在家
當家庭主婦，我的媽媽在婚後決定當職業婦女，與爸爸兩人
克勤克儉，為的就是希望多存點錢，讓我跟妹妹以後有好的
學習與生活環境。記憶中，在我國小時媽媽上中班，從中午
上到深夜，所以我中午下課時媽媽已經上班去了，但每次回
到家都還是有媽媽準備的飯菜，晚上如果爸爸加班，媽媽就
會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回來照顧我。媽媽除了照顧家庭外，
同時也盡心盡力侍奉雙親與公婆，有一次奶奶生病很嚴重，
媽媽二話不說立刻跟公司請假回南部照顧奶奶，等奶奶出院
之後逢人就說她很好命有個好媳婦。對父母親也是事親至
孝，廣受鄰里青睞。
媽媽是我的導師，從小就用心教育我跟妹妹，除了學業上
的督促外，個人品德更是媽媽希望我們學習的，她到現在依
然會提醒我們：「功成名就雖然不容易，但做人處事是一輩
子都在學習的課題。」媽媽也常常跟我叮嚀，我們雖然很平
凡但要有原則，不可以做壞事，不可以違背良心；對工作要
有責任心，不可以虎頭蛇尾，既然決定要做，就要努力做到
最好；但更重要的是，不可以忘記做人的基本道理，要有誠

怨記憶力減退，但我觀察媽媽仍是耳聰
目明。媽媽的老朋友越來越少了，偶
而，住後面的彩鳳阿嬸拄著助行器過來
聊兩句，順便提醒媽媽後面菜園的草太
長了，要拔乾淨才好；隔壁的姑婆會來
找媽媽聊天，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一些
村裡發生的人、事；住前村的嬸嬸則在
外傭陪同下來找媽媽述說從前以及親戚
們的動態，從媽媽的轉述中，得以間接
與散居各地的親戚們產生了互動。
藉由模範母親選拔活動的回顧與總
結，更了解媽媽的辛勞，原來我的媽媽
是那麼的平凡，卻又是那麼的偉大，媽
媽的慈祥和包容以及堅強面對人生的信
念，帶給家人的是完全正面的影響，兄
弟姊妹們更賴以建立各自的幸福家庭。
感謝主辦單位舉辦此項活動，讓我們重
新（心）看到了媽媽的努力，我們也把
媽媽所教導我們的一切努力的傳給下一
代。

信、常懷感恩與虛心受教的心。
媽媽是我的楷模，媽媽在公司是個很有責任心的員工，做
事細心而且考慮周全，所以工作表現優秀且深獲主管青睞，
從一般員工升遷到產線的領班，同事們都很喜歡跟媽媽共
事，直到工廠遷移大陸，媽媽為了能好好照顧家人，婉拒主
管去大陸的邀請，才退休職場。
媽媽是我的偶像，退休後仍努力充實自己，去報名市民大
學的烘焙課與中餐課外，還用手機搜尋新的資訊不讓自己的
腦袋停止學習，讓我很佩服。並且協助社區維護環境清潔，
跟鄰居相處愉快。平常都固定餵養社區流浪貓，讓沒有家的
貓咪們能有一餐溫飽，她都說「幫助人的捐款機構很多，但
幫助動物的卻很少，我們是文明社會，應該要學習尊重並善
待每個生命。」所以她都會提醒我要定期捐款給動物機構，
希望世上所有生命都能被善待，有一次看到收容所的傷貓也
是找我一起捐款幫助牠，現在這隻貓也漸漸康復了，在桃園
貓舍等待被領養，我們都覺得很開心。
媽媽是我的朋友，以前讀書時還很叛逆不喜歡聽父母的話
都往外跑，直到以有一次為了感情哭得很慘，回家後跟媽媽
談心，才發現以前的自己好蠢，才發覺其實每個父母親真的
為孩子全心全意地付出，但是孩子都不領情。從那次開始，
我就很喜歡跟媽媽聊天，找媽媽去逛街，或是有甚麼好吃的
都會找她一起去嘗
鮮。
每位媽媽都是偉大
的，因為她得身兼各
種角色，好媳婦、好
太太、好媽媽，每位
媽媽都是大家的模
範，祝全天下的媽媽
天天快樂。

母愛是世間最偉大的力量

●物籌處／古盛榮之母～古張月妹

●飛彈所／邱詩婕之母～羅巧紜

女士

◎資通所／李宏杰特稿
家母黃美津女士於民國47年誕生在宜
蘭五結純樸的小村莊，綽號阿肥；因身
材長得圓圓又親切可愛，母親的朋友都
稱呼她為「阿肥」，在家排行老三，還
有兩個哥哥與一個妹妹；家中務農，由
於出生的家庭觀念較為傳統，認為女孩
學歷不必太高，長大後總有一日必須嫁
人。當母親還在就讀國小時，每日凌晨
5點一大早就得隨著外公與大舅推三輪
車至市場批發送貨，也常常因家裡田地
需要插秧、除草、割稻與曬穀，就得向
學校請7～10天不等的假幫忙務農，星
期六傍晚放學後，還得牽著家裡的牛去
吃草，隔天早上則由外公牽著牛去犁田
耕種，11歲時母親就得學會煮菜、煮飯
給全家大小吃。即使家務繁重，母親也
沒有放棄進修學習的機會，高中順利考取國立宜
蘭農工學校。
高中就學期間，母親時常需要請假幫忙家務，
父母因市場賣菜而相識；父親當時在市場擺攤賣
菜，母親從小每日與外公一大早送菜至市場批
發，因緣際會之下18歲認識了父親，兩人相識11
年後結婚，婚後育有一男二女，家庭融洽和諧。
雖然父母親工作辛勞、學經歷並不高，但父母
親對我們的教育栽培非常重視，他們盡力創造良
好的學習環境、在各方面竭盡所能的輔助我們；
栽培我至研究所畢業、兩個妹妹都大學畢業，並
教導我們作人需以誠待人、做事用心、不可投機
取巧、付出不求回報……等正向積極的價值觀
念。除了我們的教育外，父母親還時常鼓勵我們
以自己能力許可的方式來回饋社會，進而投身公
益與服務社會，為社會盡一份心力，飲水思源！
經父母含辛茹苦薰陶之下，我與兩個妹妹依個
人特質與資質求學並選擇適合的工作與職業；我
任職於中科院資通所，擔任研發工程師一職，為
國家效力、大妹於礁溪三民國小附設幼兒園擔任
教師、小妹曾於財團慈懷社會福利基金會擔任社
工員，輔導、關懷與照顧遭家暴或是因某些因
素，導致行為偏差的未成年少女。小妹因個人志
趣，目前返回大學校園進修第二學士學位（護理
學位）；三名子女皆能利用所學在單位與社會上
付出與奉獻，讓父母親備感欣慰。每逢假日、節
慶與過年期間，我跟兩個妹妹一有空皆會主動至
市場幫忙賣菜，全家大小幫忙賣菜賣水果，體恤
父母親的辛勞；每逢節日皆會至餐廳一同慶生；
假日也會定期全家一同出遊，家庭和樂融融。
最後，在這感恩的節日裡，很榮幸能藉此機會
向偉大的母親表達自身的情感：「親愛的阿肥母
親，很開心能出生在此家庭，受您母愛無私薰陶
之下，才有我們今日之成就，感謝有您，您辛苦
了，祝您母親節快樂＆永遠青春美麗。」

我愛我的阿母
◎物籌處／古盛榮特稿
我的母親——古張月妹女
士，民國 19 年出生於純樸的
新竹縣關西鎮，父親務農，收
入 有 限， 工 作 辛 勞， 生 活 艱
苦。時逢日據時代末期，農業
社會子女眾多，共育有五位兒
子及一位女兒。母親身為長
女，因外公重男輕女及家庭經
濟負擔沈重，而將其送人領
養。母親原生家庭中之胞兄、
胞弟均成就非凡，大舅及二舅
經營公司，三舅畢業於台大法
律系，曾任律師、新竹縣長、
民政廳長及立委；小舅為台大
醫學院畢業，於美獲得醫學博
士，目前在加拿大擔任醫師及
教授。母親生性寬容善良，雖
自幼為人領養，卻從無怨尤，
與原生家庭之手足仍互動良
好，至為疼愛他們。另於領養
家庭中，除要幫忙家務，更悉
心照顧弟妹替父母分憂解勞，
因此，母親未能接受完整學校
教育，惟其富有上進心，並經
常主動學習他國語言，以致
中、日文皆可溝通。
母親與父親結褵近 60 載，
相知相惜，恩愛情深，實為子
女們學習的典範。父母兩人齊
心共組家庭，省吃儉用，茹苦
含辛，育有二男一女。父親生
前就職於龍潭鄉公所兵役課，
經常在外出差帶役男至部隊報
到，母親則任勞耐煩，無怨無
悔一肩挑起教養子女與照顧家
庭的重責大任，做父親背後強
而有力的後盾與支柱，使其無
後顧之憂，而能全力以赴的工
作。母親時常告訴我們父親盡
心為家庭打拚，犧性奉獻，雖
然在家時間有限，卻非常關心
子女的成長與教育，子女感佩
父親的辛勞，並能聽從父親的
管教而卓然有成，母親成功扮
演了親子之間最好的溝通橋
樑。
母親克勤克儉，簡約樸實，
十分重視子女們的品格發展，
對於子女待人接物與為人處事

後，便領著我們幾個較年長的孩子
翻越眷村圍牆，取道捷徑直抵剝蝦
場。捕蝦船經常是在半夜進港，再
以卡車載抵剝蝦場，因此我們時常是在半
睡半醒之際被媽媽喚醒前往剝蝦。蝦子的
體液帶有腐蝕性，加以蝦殼，尤其是蝦頭
的額角尖銳，考量戴了指套會降低剝蝦速
度，影響取得下一籃蝦子的現實，選擇徒
手剝蝦的結果是手指頭往往被刺得千瘡百
孔、指紋盡失，並不時滲出血水，年紀仍
小的我們自是頻頻喊疼，但媽媽卻得故作
堅強，縱使心疼子女跟著受苦，但為求溫
飽，也只能茹苦含辛，眼淚往肚裡吞。
媽媽雖未曾讀書識字，但對子女的教養
卻格外用心嚴謹，眾兒女們也因此皆嚴以
律己、不敢造次。許是爸爸的驟逝讓媽媽
必須獨自扛下教養之責，也因此更激發她
對孩子成材的期待，總是以高標準嚴格地
要求孩子的品格、禮節、學業及生活習
慣。媽媽的大嗓門鄰里皆知，有時我們貪
玩四處遊蕩，但只要她幾聲呼名吆喝，我
們聞聲必定拔腿狂奔返家，否則多半少不
了一頓打。我自知理虧，挨罰時多半站著
不動，讓細竹在身上留下條條紅色印記，
但打在兒身，痛在娘心，處罰之後，媽媽
總是會潸然淚下訓斥一番並幫忙擦藥，明

慈繩愛索領我前行
◎材電所／方友清特稿
我的媽媽張王直女士，民國34年出生於
澎湖縣西嶼鄉內垵村，兩歲多時長了麻
疹，因外婆忙於田事，外公又醉酒疏於照
顧，致高燒後左眼全盲。18歲時，在媒妁
下她嫁給了隨政府遷台駐守澎湖的職業軍
人父親，雖然一個只懂台語，一個只會國
語，媽媽且不識字，但自我懂事以來所
見，他們倆卻能溝通自如，雙方誠然為維
繫婚姻做了極大的努力。可惜爸媽未能偕
老，在我九歲時，爸爸即因心肌梗塞驟然
辭世，遺下四子，而媽媽正值青春年華的
28歲。在獨力撫養孩子一段時日之後，媽
媽深感以一己之力無以供應孩子足夠的成
長條件，乃嫁給繼父，並再育有二子。
媽媽雖因身障及不曾讀過書、不識字而
偶感自卑，自我年幼時亦常見她因心臟宿
疾而數度遊走鬼門關，但在期盼孩子不因
喪父而喪志下，她總是刻苦自勵，辛勤工
作。印象至深的是剝蝦子、替議員等人洗
衣服及接手工工作以貼補家用。尤其是剝
蝦子一事，由於捕蝦船獲量有限，為了爭
取最大零工機會，媽媽總在得知訊息之

各方掌聲如潮，皆為母親喝采
歡欣祝福，並異口同聲表示實
至名歸。
母親從不讓子女們為其操心
與懸念，並認為唯有將自己身
體照顧好，才能幫忙孩子專心
本務工作，為服務的單位效力
與發揮專長。是故自 60 歲開
始即加入龍潭太極拳發展協
會，鍛練體魄。目前幾近 90
歲之高齡，仍筋骨強健，氣如
洪 鐘， 耳 聰 目 明， 並 一 如 往
昔， 天 天 早 起 練 習 太 極， 還
多次參加由協會舉辦之太極
拳比賽，獲得琳瑯滿目之獎
狀、獎牌，令人讚嘆其老當益
壯。父親於 107 年時辭世，享
年 90 歲。母親為了不讓子女
們擔憂，除了忍住悲痛，節哀
順變，更以加倍的母愛撫慰及
鼓勵我們子女堅強樂觀面對人
生，以告慰父親在天之靈。養
兒方知父母恩，現今，每逢假
日，我們這些子女們均會相約
前往探視母親，或溫馨聚餐，
或偕同出遊，承歡膝下，盡情
享受天倫之樂。
雖說天下的媽媽都是一樣的
偉大，然對於我們所有的古家
子女而言，母親不但是慈母，
更是子女們心中無比溫柔純善
又愛心滿懷的心靈導師，其嘉
言懿行深獲我們所有子女的敬
佩與愛戴，絕對是平凡中的不
平凡，偉大中的至尊偉大。體
會了母親的殷切期許，我們古
家子孫均將勤奮努力，並將母
親教育宗旨與為人處事理念烙
印心中，為國家社會全力以赴
奉獻智慧及所學專長，讓母親
以子女們的成就為榮，天天開
心的過日子。

母愛慈暉 母儀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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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矩時時殷切叮
囑，嚴謹視之。從
小便灌輸子女須實
實在在面對生命的各種淬練，
鼓勵子女座右銘為「沒有不會
做的事，只有不想做的事」，
期 許子女激發潛能，奮發向
上，為社會貢獻所學專長。我
的大哥自交大研究所畢業，目
前服務於本院飛彈所並擔任副
組長職務，努力盡職，廣獲好
評；大姐於美國大學畢業，曾
於本院擔任企劃員職務，後隨
姐夫赴美進修而辭去工作，專
心相夫教子，讓姐夫得以順利
取得博士學位，目前為國立大
學 教 授， 春 風 化 雨， 作 育 英
才，這也是承襲了母親的良好
婦德，方能經營幸福的家庭。
本人為研究所畢業，曾先後於
本院電子所、設供處工作，現
任 職於物籌處，服務年資迄
今 30 餘年，並於 107 年當選
本院模範勞工，身受母親影響
甚鉅。母親育子有方，以身作
則，常提醒子女修身、齊家的
重要，且家和萬事興，齊力斷
金。是故，每位子女在職場上
不但能揮灑亮麗的一片天，亦
能經營美滿的婚姻，家庭生活
均皆和樂融融，讓母親倍感欣
慰。
因父親自幼由外曾祖母帶
大，為感念外曾祖母養育之
恩，母親侍奉外曾祖母至為孝
順，生活起居噓寒問暖，親力
親為，照顧得無微不至，讓父
親銘感於心，直說上天護佑，
娶得賢妻。母親宅心仁厚，與
不同省籍的街坊鄰居總能和睦
相處，廣結善緣，其於鄉里敦
親睦鄰，更熱心公益，經常捐
款扶助弱勢團
體， 並 為 廟 宇
志 工， 勸 慰 身
心受創的信眾。
母親無私無我
的善心義舉，極
受鄰里推崇稱
許， 更 於 民 國
93 年 當 選 龍 潭
鄉模範母親殊
勞。消息傳來，

◎電子所／曾詠淳特稿
我的母親曾賴素真女士，
民國四十年出生於台東縣台
東市，自幼因家庭經濟狀況
不佳，就讀完小學之後便放
棄繼續求學，在家專心幫忙
家裡從事農務工作，分擔父
母 辛 勞， 一 直 為 鄰 里 所 讚
許。母親生性勤儉，婚後隨
父親遷居高雄，當時家庭經
濟狀況欠佳，物資也缺乏，
因為沒有固定住所，所以也
只能租屋度日，常常遇到房
東不願承租就得臨時另找住
處的難題，家中因此有好幾
年的時間時常在搬家，後來
父母歷經千辛萬苦買了房
子，家中總算不需要再像遊
牧民族那樣居無定所，也才
總算有穩定下來的感覺。
母親由於教育程度不高，因此只要
我們當子女的有機會繼續升學，她便
會竭盡心力讓我們接受更高等的教
育，以便將來能夠成為對國家社會有
貢獻之人。還記得當初三姊高職畢業
後一直努力準備四技二專的升學考
試，落榜之後覺得心灰意冷，直覺沒
辦法再有任何繼續升學的機會了，後
來母親知道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另外還
有升學的考試，總覺得只要願意去嘗
試就會有機會，便鼓勵三姊也去報
考，沒想到放榜後三姊居然錄取了，
連她自己都覺得很意外，回想當時如
果錯過這樣的機會，三姊現在大概也
沒辦法成為育才無數的老師。如今，
除了三姊之外，大姊、二姊與我也都
學有所長，各自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
貢獻專業於社會，這一切都得感謝當
初努力栽培我們的母親。
母親雖然花了很多時間心力培育我
們姊弟，但對父親的照顧一點也沒有
減少，猶記得幾年前，父親無預警地
從家中樓梯跌了下來，送醫檢查之後
才發現是腦溢血，當時的父親腦部開
刀，喪失部分記憶，生活完全沒有自
理的能力，所幸父親還保有對母親的
記憶，雖然無法行動也無法言語，但
兩人畢竟共同生活了大半輩子，父親
一邊支支吾吾，一邊比手畫腳，母親
倒也能猜得出父親想表達什麼，因為
在當時的狀況，母親是父親比較能溝
通的人，所以對母親也特別依賴，因
此，那一陣子除了短暫時間回家休息

白她恨鐵不成鋼、愛之深責之切的用心，
身為長子的我也就甘心認錯了。
媽媽對我們的愛無微不至，記憶至深的
是在冬夜裡每逢賣臭豆腐的推車行經眷
村，叫賣聲劃過耳際之時，媽媽總是禁不
起孩子的央求，一、兩份的美食就令全家
七、八口歡笑聲四起，洋溢滿滿的幸福
感。大學時，媽媽總會養雞，等待孩子過
年返家時宰殺，她養的雞健康壯碩，在鄰
里間極富盛名，但每回有人開口要跟她
買，她必斷然拒絕，說這是過年要給孩子
補身體用的，不賣！在孩子陸續成家，繼
父也離世之後，媽媽成為我們家族的領頭
羊，兒女們在她慈繩愛索的引領下彼此感
情篤厚，並不因同母異父而有不同，素為
鄰里所推崇。由於不耐兒孫們上班上學後
的孤單等待，她堅持仍住在澎湖，所以除
了一年幾度的相聚之外，媽媽改以孩子給
的零用金購買魚貨寄給孩子來延續母愛，
澎湖的魚貨雖然新鮮，實則所費不貲，但
她寧可把錢花在孩子身上，逕自過著儉樸
的日子。
因年紀漸長，媽媽的身體也漸不如前，
特別是膝蓋的退化對她影響至鉅，每逢家
庭聚會，因她不耐走動，許多行程的安排
便受到限制。為了不讓行動不便成為兒孫

之外，母親幾乎全程都待在醫院陪伴
父親，所幸在母親悉心照顧之下，父
親病情總算好轉，等到出院回家休養
一段時間後，父親的生活終於可以自
理了，這時候的母親也才終於可以鬆
一口氣。想起早年爺爺奶奶還健在的
時候，母親侍奉他們也是有如自己的
雙親一樣，定期噓寒問暖，無微不
至，後來爺爺奶奶相繼過世之後，母
親也是善盡媳婦的本分，將其牌位迎
回家中供奉，早晚上香，克盡孝道。
雖然母親一生勞苦，但在我們當子女
的陸續成家立業之後，總算是苦盡甘
來，我們雖因工作在外，無法長侍左
右，但我們並沒有忘記父母養育之
恩，常規劃旅遊行程帶著父母一起出
遊，以彌補父母早年為家庭犧牲辛苦
付出的辛勞，而在旅遊結束返程時，
母親也總是不忘敦親睦鄰，經常攜帶
伴手禮與鄰居親友分享，我們也會定
期舉辦全家聚餐慶生活動，聯絡家人
感情，或是帶著孫子及孫女回家陪伴
父母，讓父母得以含飴弄孫，享受天
倫之樂。
母親在兒女長大之後，也開始積極
參與社會服務，熱中公益事務，一次
無意間從鄰居口中得知「慈濟」團體
為一專門幫助弱勢的慈善機構後，母
親體認到自己雖不富裕，但也應該為
社會盡一份心力，從此開始每年固定
捐款的善舉，金額雖然不多，但可以
盡微薄之力行善助人，心裡也覺得踏
實。此外，母親在加入「高雄市室內
設計人員職業工會」後，由於積極參
與社會服務，熱心協助工會事務，獲
得工會人員「熱心公益、德孚眾望」
的美名，也因此當選了工會的模範勞
工。
母親畢生克儉、勤勞檢樸，勤儉養
育下使得子女個個事業有成，孝道傳
家。其戮力持家的精神值得各界推
崇，不但是兒女眼中的模範母親，更
足以為鄉里社稷之學習典範。

們的累贅，四年前她毅然決然動了膝關節
手術，在每日勤做復健之下，復原狀況及
速度連醫生都感不可思議，這正是她為母
則強、至高母愛的表現。現今走路、做運
動反而成為她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環節，
在大批運動的人群中，她總是獨樹一格，
準時且嚴嚴要求走完設定圈數才肯休息，
自律個性表現無遺。
我的媽媽只是一介鄉下女子，沒有恆產
父蔭、沒有學歷背景、沒有健全體魄，在
一群子女的拖累下，當然亦無自怨自艾的
權利，但也正因如此，她的刻苦自勵及對
子女全然的付出，更彰顯其不凡。值此媽
媽節前夕，僅以此文獻上對媽媽的深深謝
意，也感謝本院給我尊榮媽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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