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孝悌文教基金會
第 19 屆全國金婚孝悌楷模事蹟表
(108 年 9 月)
序
號

姓名

性
別

出生
年月日

羅添

男

35.4.22

學歷
結婚日期
(職業)

國小
(農)

1

58.9.1

羅何玉音 女

35.9.11

國小
(家管)

資料
推薦
住址
電話
全否
單位
(1)羅添與羅何玉音賢伉儷結婚至今 全 嘉義縣竹崎鄉 0928-713491 嘉義縣竹崎鄉光
已有 50 年餘，生長於山區，種植竹
光華村 10 鄰
華村辦公室
筍、檳榔及蔬菜等農產品維持生計，
茄苳仔19 號
(村長：鄧德勝)
夫妻倆同甘共苦建立家園，養育子女
國立台北藝術大
育有兩男一女，今皆已成家並擁有良
學助教：吳季蓉
好的工作與幸福家庭，一家和樂，令
撰稿推薦
孝悌事蹟簡介

人羨慕。
(2)且夫妻倆共同照顧98歲高齡老母
親，舉凡生活起居上陪老母親聊天、
散步、洗澡擦身、梳髮穿衣、按摩及
餵食湯藥等等情事皆親力親為，從不
假他人之手，賢伉儷侍母至孝，每日
必陪老母親用餐並逗其開心，克盡為
人子媳之責任。
(3)查羅添夫婦力行孝悌之言行表
現，曾參加嘉義縣政府所舉辦母親節
「兒子替母親或阿嬤洗腳活動」
，感
謝母親的養育之恩(媽媽您辛苦了)，
其賢伉儷尊親行孝之心，深獲村民厝
邊之讚揚，曾榮獲全縣「丈夫楷模」
及「模範母親楷模」之榮譽，倆夫妻
實踐孝悌克盡孝道之精神，足堪認定
為本會之年度全國金婚孝悌楷模，實
至名歸。

和諧孝悌文教基金會
第 19 屆全國金婚孝悌楷模事蹟表
(108 年 9 月)
序
號

姓名

性
別

出生
年月日

吳瑞益

男

35.10.29

學歷
結婚日期
(職業)

國小
(農)

2

55.4.6

吳李素美 女

36.5.9

國小
(家管)

資料
推薦
住址
電話
全否
單位
(1)吳瑞益與吳李素美賢伉儷於民國 全 嘉義縣竹崎鄉 (05)2613389 嘉義縣竹崎鄉坑
55 年結婚(現已滿53 年)，結婚後倆夫
坑頭村 6 鄰復 0919-593389 頭村辦公室
妻協助父親從事於農事及種植麻竹筍，
原莊3 號
(村長：蕭吳青)
父親過世後，因產業變化，倆夫妻遂改
國立台北藝術大
經營種植橘子、柳丁等農產品，由於所
學助教：吳季蓉
種出的水果品質優良，經營有成，獲得
撰稿推薦
市場客戶不少的佳評與口碑。
孝悌事蹟簡介

(2)倆夫妻結婚53 年來，勤奮持家共創
事業，且侍母至孝(母親已95 歲)並育
有一子四女，現皆有良好的職業及幸福
家庭。查夫妻倆共同照顧95 歲老母親
的生活起居，且日夜相伴噓寒問暖，共
話家常。此外亦不時安排假期帶著老母
親到各地遊覽，同時並常舉辦五代親人
的家族聚會，讓祖孫同聚一堂，共享天
倫，其樂融融。
(3)查吳瑞益賢伉儷年紀皆已70 多歲，
仍日日不忘克盡為人子媳之責，此種尊
親盡孝之表現，深獲村民的肯定，經竹
崎鄉公所選拔榮獲 108 年度傑出最佳
幸福家庭的殊榮，而本會肯定吳瑞益賢
伉儷力行孝悌之用心，認定其夫妻為本
會年度全國金婚孝悌之楷模。

和諧孝悌文教基金會
第 19 屆全國金婚孝悌楷模事蹟表
(108 年 9 月)
序
號

姓名

性
別

出生
年月日

林勝仁

男

34.4.13

學歷
結婚日期
(職業)

師專
(教師退休)

3

58.8.20

李素惠

女

39.6.3

家管

資料
推薦
住址
電話
全否
單位
(1)林勝仁與李素惠賢伉儷於民國 58
全 嘉義縣梅山鄉 05-2622678 嘉義縣梅山鄉梅
年結褵，婚後受妻子之鼓勵，努力進修
梅東村 19 鄰 0988-535557 東村辦公室
考取師專特修科鑽讀，畢業後一直在學
玄廟路57 號
(村長：劉文科)
校教書，服務教職達40 年後退休，而
國立台北藝術大
其妻主內在家教養子女(育有一男四
學助教：吳季蓉
女)，並克盡孝道侍養公婆終老(公公得
撰稿推薦
年84 歲、婆婆享壽90 歲高齡過世)。
孝悌事蹟簡介

(2)由於 90 歲老岳母(李張桃女士)的
身體長時間衰弱不良，遂由其夫妻接來
同住並共同照顧，因老岳母臥病在床生
活起居上須細心照料，凡侍奉湯藥、熬
粥按摩、沐浴擦身等等皆親力親為，從
不假他人之手，倆夫妻「尊親行孝」之
用心，令人敬佩。
(3)查林勝仁與李素惠賢伉儷倆人結婚
50 年來，夫妻同心，勤儉持家，侍奉父
母親到終老，現又無怨無悔地照料 90
歲的老岳母，其夫妻侍親至孝，教子有
方，深獲當地鄉民之讚揚與肯定，曾榮
獲「全縣模範父親」與「梅山鄉模範母
親」及「全國模範幸福家庭」等榮譽，
本會肯定其賢伉儷力行孝悌之精神，足
堪認定為年度全國金婚孝悌楷模。

和諧孝悌文教基金會
第 31 屆全國孝悌楷模事蹟表
社會組：4 位
序
姓名
號

性 出生
別 年月日

1 葉志紘 男 59.8.2

(108 年 9 月)
學歷
(職業)

資料
推薦
住址
電話
全否
單位
(1) 葉志紘君49歲，家住嘉義縣竹崎義隆村， 全 嘉義縣竹崎鄉 05-2612046 嘉義縣竹崎鄉公
婚後在妻子的協助下從事於土木營造
義隆村8 鄰海 0932-774232 所
業，其所承包的工程也都能一一順利完
豐科9 號
(鄉長：曾亮哲)
成，除此幾年前父親因意外跌倒導致腦
國立台北藝術大
部受傷，原家中所經營栽種的龍眼、橘
學助教：吳季蓉
子、柳丁及瓜類等農產品事業，亦由志紘
撰稿推薦
孝悌事蹟簡介

君一肩承擔挑起，如今事業有成，屢獲果
品評鑑得獎與肯定，現家中有年邁雙親、
妻兒及90 歲老祖母等親人同住，四代同
堂，一家和樂共享天倫。
大學肄業
(2) 志紘君與妻子高毓菁女士侍親至孝，由
(村長)
於父親腦部受傷，患有嚴重雙腳行動不
便及講話語言不清的疾病，因此平日須
有人提醒定時服藥和陪父親做適度的運
動復健，且父親生活起居行動不便，飲食
湯藥皆須由其夫妻親自服侍，同時對於
家中同住的90 歲高齡老祖母，倆夫妻秉
持著對長輩孝敬服侍之心，日夜相陪，渠
實踐孝悌之言行表現受到鄉民的推崇與
肯定，足堪為本會年度全國孝悌楷模之
表率。

和諧孝悌文教基金會
第 31 屆全國孝悌楷模事蹟表
(108 年 9 月)
序
姓名
號

性 出生
別 年月日

2 楊魯芳 女 39.1.11

學歷
(職業)

大學
(退休家管)

資料
推薦
住址
電話
全否
單位
(1) 楊女士出身軍人家庭，在父母親勤儉持 全 台北市大安區 02-27361793 台北市大安區全
家之下，完成大學學業，畢業後出社會工
全安里6 鄰安 0933-160456 安里辦公處
作即將全數所得回饋貼補家用，婚後亦
和路2 段241
(里幹事：許皓雄)
持續交付一半的薪資照顧娘家父母親，
號8 樓
撰稿推薦
孝悌事蹟簡介

數十年如一日，其感念父母恩之孝親付
出，值得稱許。此外楊女士侍母至孝，其
母親陶嘯青女士(民國 13 年生，已高齡
95 歲)，身患多種疾病如失智症、糖尿病
及腎臟病等等，尤以失智症最為困擾家
人，為保護母親特為她申請晶片手鍊，並
在衣領上繡上姓名，以防走失。
(2) 為讓母親得到最好的照顧，楊女士每早
上班前必先回娘家探視母親，並備妥午
餐飲用的餐食，週休假日則將母親接到
家中親身照料，種種如侍奉湯藥、洗澡如
廁、噓寒問暖逗其開心，並時常推輪椅陪
伴至附近公園活動舒坦身心，凡任何有
助於母親病情好轉的方式，楊女士都會
親力親為，尤其可貴的是二十多年如一
日，不論晴雨皆能和悅細心的對待母親，
給予親情的溫暖，延緩失智癡呆病情的
惡化。查二十多年來楊女士母親的病情

每況愈下，期間其母親經歷喪偶、失智
症、三次重大手術(含子宮肌瘤、膽結石
及置換人工髖關節等病症)，所幸都有楊
女士在醫院親自照護，也負責所有醫療
費用。
(3) 由於每日工作之外又要照顧老母親，楊
女士因感身心不堪負荷，遂毅然提早十
年退休，全心全力照顧好老母親，以盡孝
道。查楊女士侍母至孝，歷經二十多年的
竭誠付出，其實踐孝悌之精神，實在感
人，可勘認定為本會年度全國孝悌之楷
模。

和諧孝悌文教基金會
第 31 屆全國孝悌楷模事蹟表
(108 年 9 月)
序
姓名
號

3

孫旭

性 出生
別 年月日

學歷
(職業)

資料
推薦
住址
電話
全否
單位
(1) 孫旭君，53 歲，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畢 全 台北市大安區 02-27384369 台北市大安區學
業，原在成衣業工作，目前專職在家照顧
學府里3 鄰羅
府里辦公處
失智的老母親。查住在台北市大安區的
斯福路4 段
(里長：李淳琳)
半山腰上，孫旭一週須 3 次陪伴失智的
119 巷68 弄
母親下山就醫，走在陡峭的石梯上，每一
31 號
孝悌事蹟簡介

步都要小心翼翼，回程時更要使力將身
形微胖的老母親，一階一階往上推，這段
一般人只要花15 分的路程，她們母子倆
卻要費時三小時方能走完，由此可見孫
旭對於母親行孝的心路歷程，的確令人
感動。
大學
男 55.12.10 (成衣業退休)
(2) 與父母、弟弟同住，孫旭君陪伴照顧年邁
的父母親走過四十多個年頭，期間父親
年老體衰，晚年更罹患肝癌；而母親在他
大一那年發現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此時
孫旭常要陪伴著母親到院就醫進行復
建。六年前，孫旭的父親過世沒多久，母
親也因胸主動脈瘤在三總進行重大手術
治療，所幸住院期間，經孫旭細心的看護
後，其母親身體方能慢慢康復，惟母親失
智的問題近年來有愈加嚴重的趨勢，孫
旭乃毅然決定辭去工作，專職在家照顧

母親。
(3) 為了讓母親在家得到最好的照顧，孫旭
特將家中的藥物做好妥善的分類與安
置，以避免母親誤食，當母親發病時，孫
旭亦能鎮定的作適當的處置，幫助母親
渡過難關，同時孫旭也會教導母親如何
照顧自己，不讓母親失去生活的自理能
力。查在孫旭用心的日夜照料下，其母親
總是展現衣容整潔及面色紅潤的笑靨，
其侍母至孝之用心，令人敬佩。
(4) 查孫旭君以積極正向的態度面對生活，
把照顧母親當作是對自己的鍛鍊，活出
簡樸又堅毅的生命力，其尊親行孝之心，
深獲當地里民之讚揚，並榮獲「108 年全
國孝行獎」及「台北市108 年孝行楷模」
等獎項，其孝行足堪為本會年度全國孝
悌之楷模，實至名歸。

和諧孝悌文教基金會
第 31 屆全國孝悌楷模事蹟表
(108 年 9 月)
序
姓名
號

性 出生
別 年月日

4 陳彥樺 男 84.3.27

學歷
(職業)

大學
(軍職)

資料
推薦
住址
電話
全否
單位
(1) 單親家庭，母子情深，互相照顧，相依為 全 台北市松山區 0903-325303 通訊航管資訊聯隊
命。查二十四年前彥樺君出生時，因其生
精忠里15 鄰
(分隊長：楊光明)
父突然跑了不知去向，讓媽媽因此背負
民生東路4 段
著未婚生子的罪責，而得不到親人之祝
131 巷23 弄2
福與關愛，從此彥樺由媽媽隻身撫養長
號5 樓
孝悌事蹟簡介

大，家中生計僅靠媽媽櫃台總機的工作
收入，勉強得以過活。
(2) 面對困境，家中沒有多餘的錢可補習上
安親班，中小學時期的彥樺下課後，除了
先把學校的功課做好外，還會主動幫媽
媽做好家事，讓媽媽能好好上班無後顧
之憂；同時升學時，彥樺亦能自立自強奮
發向上，不負所望都能考取公立的學校
就讀，減輕媽媽的學費負擔，一直到彥樺
就讀屏科大大三那年，因母親身體衰退
無法繼續上班，只好辭退工作在家休養。
(3) 為了幫助母親維持家計，大三大四那兩
年，彥樺接下學校割草及當教授助手的
工讀機會，在校半工半讀賺取生活費，因
此才能順利完成屏科大的大學學程，由
此可見彥樺君的孝順勤勉之心，值得肯
定與讚許。

(4) 查彥樺服役期間，渠母親就醫時被檢查
出患有「多發性硬化症」罕見疾病，為了
可隨時就近照顧好母親，遂轉簽四年志
願役，分發至空軍通訊航管資訊聯隊服
務，由於該單位配有軍舍，且離軍營很
近，下勤務後彥樺便能很快的返家陪伴
母親，由於母親的病體時有發作，常伴隨
著有暈眩、肢體無力及不良於行的症狀，
此時彥樺皆會在旁細心照料，並餵食湯
藥親力親為，從不敢輕忽，其侍母至孝之
精神業已受到軍區弟兄們的讚揚，可勘
認定為本會年度之全國孝悌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