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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品

社團法人台南市熱蘭遮失智症協會社團法人台南市熱蘭遮失智症協會社團法人台南市熱蘭遮失智症協會
Zeelandia Dementia Association (ZDA), since 2004Zeelandia Dementia Association (ZDA), since 2004Zeelandia Dementia Association (ZDA), since 2004

102年11月21日起開放免費索票，請先來電預訂。索票預訂專線: (06) 222-6016。

索票方式：1.親自索取。 2.請來信附回郵信封。(每人限索取2張)

索票/郵寄 地址：70449台南市北區公園南路39號6樓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南市熱蘭遮失智症協會  

演出地點：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院成杏廳 
      (地址：小東路成大醫學院建國校區)

(星期六) 下午2:30~4:30  2013   12.7 慈善音樂會

.



向失智症照護者致敬
Salutes�to�Dementia�Care�ProvidersSalutes�to�Dementia�Care�ProvidersSalutes�to�Dementia�Care�Providers

日期／時間：12/14 (星期六) 10:00－12:00
課程主題：認知刺激療法於失智患者的應用〜趙慧珍老師
上課地點：台南市北區公園南路39號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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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時間：10:00－12:00 (星期六)
上課地點：台南市 (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332號 )文化中心國際會議廳B1會議室

1/11

2/8

3/1

4/19

5/3

6/7

認識失智症
照顧失智者基本原則

預防失智症
照顧失智者訣竅

失智者的困擾症狀
失智者困擾症狀的因應

為何會患失智症？
社會資源知多少？ 

失智家屬的心聲
如何與失智者溝通？

失智症的檢測
從日常生活出發

陳瑋芬 醫師
張文芸 老師

白明奇 醫師
胡嘉容 老師

林高章 醫師
王靜枝 老師

吳明修 醫師
Z D  A  社工

陳雯婷 老師

柯登耀 醫師
張玲慧 老師

7/5

8/2

9/6

10/4

11/1

12/6

失智者的特殊行為問題
失智者行為問題的照顧

失智患者的精神症狀與精神健康

失智者精神症狀問題的照顧

認識阿茲海默氏症
失智患者的活動設計

照顧者壓力因應
社區與長照資源

失智者的肢體復健
打造友善的居家環境

另類的健康生活
與失智長者敘舊

洪煒斌 醫師
許雅娟 老師

歐陽文貞醫師
胡嘉容 老師

高名人 醫師
許雅娟 老師

陳雯婷 老師
Z D  A  社工

楊政鋒 老師
陳柏宗 老師

陳雯婷 老師

一百零八個月 一百零八個月 一百零八個月 白明奇 醫師

今年五月，本協會階段性任務完成之際，體認台南市民對失智症照護的需求依然孔急，立志
號召同仁們提供對策，承蒙會員們的愛戴與理事們的支持，本人再度當選理事長。        
宗旨不變：提供失智症病友及其家屬知識、照護及精神上之支持。本協會持續透過各種管

道，不斷宣傳失智症的真象，使得本市失智病人接受診療的比例高於其他縣市平均甚多；認識失智
症只是起步，打造公共或私有的失智症友善環境，將是未來最重要的課題。

 　　預防失智：2006年，本人透過協會、呼籲國人「三動兩高」作為初級預防失智良方，這
口號已逐漸在南北台灣打響；所謂「三動兩高」就是頭腦要動、休閒活動、有氧運動、高度
學習與高抗氧化；下一步擬籌建「三動兩高」的示範場所。

　　善待失智：正面看待失智症，不只要「去污名化」、更要「去悲情化」。本會已整合人力、  
知識與資源，設立教育資源中心，免費提供失智症衛教資料，並於市立文化中心安排整年的課程，
教導民眾失智症的居家照護技巧。 

　　台南模式：今年九月，賴清德市長參加全球失智症日為記憶健走活動中、贊同本協會呼籲，  
當場指示社會處與衛生局逐步建造失智照護的台南模式，本協會將全力協助實現。
　　回顧 年的冬天，熱蘭遮失智症協會成立於中山路高空誠品書店，至今已經走過 個月；2004 108
108 108是一串佛珠的數目，代表 個煩惱，本協會願意陪著市民面對失智症所帶來的煩惱，走向彩虹
人生。

　　 月 日禮拜六下午兩點半，本協會於成大醫學院舉辦九週年慈善音樂會，歡迎您來。 12 7

第四屆理監事成員(左起)：

吳明修常務理事、柯登耀理事、陳淑銀 (補)理事、

楊美鳳監事、蔡又仁理事、林敬良理事、

歐陽文貞常務監事、白明奇理事長、

張玲慧理事、張文芸常務理事、

王靜枝常務理事、張美月(補)理事、

陳柏宗常務理事、高名人理事

九週年特刊九週年特刊九週年特刊九週年特刊九週年特刊九週年特刊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南市熱蘭遮失智症協會、成大醫院失智症中心
指導單位：台南市政府社會局    協辦單位：台南市政府文化局
報名專線：(06)222-6016  或 網路報名www.zda.org.tw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免費課程)。
地　　址：台南市公園南路39號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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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典

藏創始年

3月30日 
台灣之聲電視台為失智症發聲

7月24日 
病友家屬參觀奇美博物館

11月26日 
台南護專失智症宣導

4月9日 
全台第一次失智症病友走出戶外～
安平古堡懷舊之旅

12月25日 
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9月17日 國際失智症日
「為記憶健走、彩憶人生」健走活動

一週年
2005

5月29日 奔走

12月25日 成立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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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珍

愛
3月11日
失智症者與家屬戶外
活動～懷舊焢窯

3月25日 家屬情緒支持團體

6月17日 
失智症病友家屬聯誼活動

～讓我們來包餃子!

9月14日 
國際失智症日「為記憶而走，憶不容遲！」
健走活動-成大體育場

12月23日 
歲末聚會&二週年聯歡會(成大門診)

7月29日醫療講座~
失智症照顧服務

二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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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 志工培訓課程

12月2日 
因為有愛 幸福無礙

12月22日 
三週年慶於YMCA協進會館

林鵑成牧師伉儷歌曲演唱 

5月19日
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11月24日 
為記憶而動，同心協力大作戰

10月27日 
全國失智症家屬照顧技巧訓練班

（長青公寓）

三週年

9月5日 明日記憶首映 

9月16日 國際失智症日「Go!Go!憶起來」

林書漢醫師義診 

2007

記

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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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讀失智症宣言 (台南市忠義國小)

9月21日 國際失智症日

「珍愛記憶，依然精彩  Go!Go!憶起來」

6月7日 志工會議及餐敘4月17日 失智防治 走入社區 宣導活動
高名人 醫師演講

四週年

2008

柺杖擺一旁 我也要參與

指紋奈印

6月27日 奇美曼陀鈴樂團&點心擔合唱團
(成大成杏廳)

6月11日 記者會(台南市議會)

奇
美

曼
陀

鈴
樂

團

憶難忘音樂會

12月7日 

婦聯會台南分會與失智症病友

家屬共同參與安平古堡懷舊之旅

情

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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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週年

台南一中健走

珍愛記憶音樂會暨五週年慶 

病友家屬合唱

白明奇理事長演奏

跨進台南縣的第一步-歸仁場

國際失智症日

「關鍵時刻  憶不容遲  失智防治  走入校園」

2009
記者會

憶往
2010

六週年
情深

5月13日理事長代表參加
身障團體座談會(台南市政府)

9月17日新豐高中失智症宣導
歐陽文貞常務監事 演講

12月23日 晉生醫院「失智防治從早開始」
病友歲末關懷活動

12月25日
憶往情深音樂會

(成大醫學院成杏廳)

相

隨



七週年

12月23日 熱蘭遮劇團首次
公演~憶然愛你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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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榕園健走柳營奇美醫院健走

12月3日  明星公益棒球賽 全國失智症宣導

2011

國際失智症日

「打造失智友善社區  Go!Go!憶起來」

1月4日 
藝技之長課程-串珠

3月26日 
志工訓練研習課程
(張玲慧老師主講)

8月2日
志工才藝學習

12月1日
失智症宣導-南台科大
樂齡中心方軒婷老師主講

6月8日 
台灣失智症聯合學術研討會

記者會(台南市政府)

10月1日
家屬情緒支持團體

4月24日 
病友家屬戶外聯誼

活動台江生態文化之旅



2012

八週年
記 憶 九 久

8月20日 台北中視錄影照片
(國際失智症月宣導活動)

9月22日 健走活動 (忠義國小)9月14日 失智症宣導照顧技巧課程
柳營奇美醫院

8月7日 志工參訪-佳里榮家
失智症專區

8月3日 
家屬戶外宣導聯誼活動~
香腸博物館懷舊之旅

ZZZDDDAAA九九九週週週年年年特特特刊刊刊ZZZDDDAAA九九九週週週年年年特特特刊刊刊 9

4月18日 參與第28屆國際失智症
協會暨國際失智症研討會

9月8日「2013國際失智症月-
小手大手憶路相守」健走宣導活動

3月22日 
台灣國家失智症建言記者會

8月27日 國際失智症月記者會
「小手大手憶路相守」健走宣導活動

10月22日 不老騎士電影首映
暨紅太陽零錢捐宣導

11月16日 熱蘭遮劇團-
疼惜老大人金華社區宣導

12月9日 感恩回饋音樂會

葉綠娜鋼琴家、
許恕藍小提琴家、呂超倫大提琴家

德剛直樹 指揮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盛大舉行

2013九週年九週年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7/1 7 籌備期：於成大醫院成立病友會。

12/25 「熱蘭遮失智症協會成立大會暨第一次

會員大會」，於台南高空誠品書局隆重

舉行。

3/3 0台灣之聲電視台製作專訪為失智症發聲。

4/ 9 全台第一次失智症病友走出戶外活動

【安平古堡懷舊之旅】。

6/17 理事長受邀至台南市東區扶輪社演講。

7/24 病友聯誼活動「參觀奇美博物館」。

9/17 舉辦國際失智症日「彩憶人生」健走宣

導及病友家屬聯誼歌唱比賽等活動。

10/22 辦理「失智症照護研習」

(台南市無障礙之家)。

11/23 「國際失智症日宣導記者會」

(台南市衛生局)。

11/26 本 會 與 台 灣 失 智 症 協 會 共 同 辦 理

「 2005國際失智症日全國宣導活動」

(台南護理專科學校)。

12/17 主辦首屆「台日失智症研討會」。

12/25 成立一周年「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於台南市文化中心舉行。

3/11 病友家屬聯誼活動「台糖空地焢窯」。

3/25 辦理首次「病友家屬情緒支持團體」。

4/27 理事長受邀於台南市基督教青年會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專題演講。

5/21 辦理「失智症專題講座暨病友懷舊作品

展覽」(署立嘉南療養院)。

6/17 病友家屬聯誼活動「讓我們來包餃子」 

(署南門診大樓藝文中心)。

7/29 辦理「失智症照顧服務醫療講座」

(成大醫學院)。

9/ 7 理事長受邀至成大醫院內科部演講。

9/10 失智症病友參加「海馬俱樂部」活動。

9/14 國際失智症日「為記憶而走，憶不容遲

NO Time to loss」宣導記者會

(新光三越新天地)。

9/16 國際失智症日「為記憶而走，憶不容遲

NO Time to loss」健走宣導活動

(成功大學體育場)。

11/18 於台南市立文化中心辦理「失智症醫學

講座」。

1/ 6 志工研習營-招募志工培訓課程

(成大醫學院)。

3/24 本會與台灣失智症協會共同舉辦

「96年失智症照護專業核心課程」。

5/18 理事長受邀於中華醫專研討會演講。

5/19 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第二屆理監

事選舉，白明奇理事長再度連任。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8/26 理事長受邀於馬偕醫院演講。

9/ 5 參與「明日的記憶」電影首映。

9/14 理事長受邀至新加坡演講。

9/16 國際失智症日「GO！GO！憶起來！失

智症宣導活動」健走、義診、懷舊影

片播放(台南市忠義國小) 。

10/11 理事長受邀至日本神戶大學發表演說。

10/27  辦理「96年全國失智症家屬照顧技巧

訓練班」(與天主教失智老人福利基金

會、長青公寓共同主辦)。

2/22 辦理「失智防治走入社區－國宅」宣

導活動。

5/ 7 失智症病友職能復健團體「記憶好好玩」。

5/24 「97年度失智症照護專業核心課程」

(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 。

6/11 「失智防治、走入社區暨憶難忘音樂

會」記者會(台南市議會召開)。

6/21 理事長於台南精神健康學院專題演講

『誠實謊言：人類大腦的謬誤』。

(台南市立圖書館)

6/27 辦理「憶難忘音樂會」(成大醫學院)。

9/21 國際失智症日「珍愛記憶 依然精彩 

go！go！憶起來」-提出失智症宣言

 (台南市忠義國小舉行)。

9/27 台南市政府衛生局舉辦「2008府城病

友大會師」，理事長受頒服務貢獻獎

(崇學國小)。

10/4 辦理機構觀摩「署立台中醫院附設護

理之家失智症照護專區」。

12/7 辦理「安平古堡懷舊之旅」，安排養

生氣功與古蹟解說活動。

12/20  成立四週年慶活動(於YMCA德輝苑臨安

老人養護中心辦理)。

彩向 虹迎 人生彩向 虹迎 人生彩向 虹迎 人生
彩向 虹迎 人生彩向 虹迎 人生彩向 虹迎 彩向 虹迎 人生彩向 虹迎 人生

(2004-2013)九週年九週年九週年九週年九週年九週年

大大大事事事紀紀紀大事紀大事紀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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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本會接受聯合報專訪。
5/ 9 本會會員林秋芬照顧失智症家屬榮獲台

南市政府98年度模範母親殊榮。

6/ 7 「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五週年靜態
成果展」(成大醫學院定思園)。

6/1 0 舉辦「失智症宣導講座」
 (台南縣歸仁鄉公所)。

6/1 4 理事長受邀參加公共電視「南部開講」
節目。

8/ 2 舉辦「淺談失智症與財產信託禁治產記

憶保健講座」(成大醫學院)。
9 /2 衛教宣導「認識失智症」與學生志工招募

(台南女中)。
9/1 8 國際失智症日「關鍵時刻，憶不容遲、

失智防治，走入校園」記者會(台南市
政府)。

9/1 9跨進台南縣的第一步國際失智症日「關鍵時

刻，憶不容遲、失智防治，走入校園」
(台南縣歸仁文化中心)。

9/20 國際失智症日「關鍵時刻 憶不容遲 失
智防治 走入校園」(台南一中、台南女
中、台南二中共襄盛擧)。

11/5 理事長受邀參與漢聲廣播電台專訪。
12/18 舉辦『珍愛記憶音樂會暨五週年慶』

(成大醫學院成杏廳)。

 3/28 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第三屆理監事選
舉，游雪娟當選第三屆理事長。

4 /2 拜訪署立台南醫院正副院長。
6/1 7 接待大陸雲南省第一人民醫院醫療團來

台參訪。

6/3 0 新營之聲「熱愛生命」節目專訪。
7/2 2 舉辦『忘川流域－失智症船歌』認識失

智症宣導講座(國立台灣文學館)。

7/2 4 協辦內政部「身心障礙者家庭關懷訪
視」計畫於無障礙之家辦理家訪員培訓
課程。

8/3 1 邀請藝人唐從聖先生為失智症代言。
9/ 8 理事長代表出席成大醫院「成大醫院失

智症中心」記者會。
9/2 6舉行「國際失智症月—智不可失，做就對

了！」健走宣導活動(南台科技大學)。
9/29 受邀雙子星有線電台「九九重陽節－介

紹失智症」節目錄製。

12 /4 參加成大醫院失智症中心「失智症講座」。
12/25  舉行「憶往情深音樂會」(成大醫學院)。

 2/16 受邀出席成大醫院成立失智症中心揭幕儀
式。

 2/25 協辦「台日高齡失智症社區照顧既健康研
討會」(成功大學)。

 2/27 本會與成大醫院失智症中心(ADRC)至日本
考察。

 3/24 新營之聲廣播電台失智症宣導節目錄製。
 6/11 舉行「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100年度台

灣失智症聯合學術研討會」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

  7/6  於台南市消防局進行失智症防治宣導。
  9/2 辦理「2011國際失智症月－打造失智友善
      社區GO！GO！憶起來」健走活動
  (溪北場－柳營奇美醫院)。
 9/17  辦理「2011國際失智症月－打造失智友善
      社區GO！GO！憶起來」健走活動
      (溪南場－成大榕園)。
10/26  本會常務理事參與有聲書節目錄製。
11/9    藝人唐從聖先生為本會代言錄製宣傳帶。
11/14  古都電台及南都電台專訪本會與失智症與
      明星公益棒球賽活動宣傳。
 12/3  主辦「2011台南明星公益棒球賽」於台南
      市立棒球場盛大舉行。
12/23  「憶然愛你音樂會暨熱蘭遮劇團」首次公
      演。
 
 2/20  協辦「昨日的記憶電影首映會」

(台南國賓國際影城)。
 3/13 受邀出席「成大醫院失智症照護學習專車
      －影音圖書展」活動儀式(成大醫學院）
 5/5  辦理病友家屬戶外聯誼活動「蕭壠文化園

      區懷舊之旅」。
 8/ 7 參訪佳里榮家－失智症專區。
 8/20  國際失智症月宣導「從實招來」錄影。

(台北中視)
 8/30 國際阿滋海默總會(ADI)執行長
       Marc Wortmann 來訪。
 9/14  辦理「國際失智症月－記憶九久」健走活動暨
       失智症照顧技巧課程(柳營奇美醫院)。
 9/22  辦理「國際失智症月－記憶九久」健走活

動暨公益市集(台南市忠義國小操場)。
 10/22 邀請會員及民眾欣賞不老騎士電影首映暨紅

太陽零錢捐記者會。
 12/9  辦理感恩回饋慈善音樂會於台南市立文化中
      心盛大舉行。
 
 3/22  參加「台灣國家失智症建言記者會」。
 4/18  參加「第28屆國際失智症協會(ADI)暨國際

失智症研討會」(台北國際會議廳)。
 5/25 第四屆理監事改選由本會榮譽理事長白明
      奇高票當選本屆理事長。
 6/18  大紀元報社記者專訪本會及理事長。
 7/ 6  辦理「失智症病友家屬座談會」

 (柳營奇美醫院辦理4場次)。
 8/ 3 病友家屬戶外聯誼活動「香腸博物館之旅」。
 9/ 3 古都電台宣導國際失智症月活動。
 9/ 8 「國際失智症月－小手大手憶路相守」健

走活動 (成大光復校區)。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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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 款 芳 ㈴ 錄

6月捐款

5月捐款

6,000元 蔡碧芬

3,398元 林存仁

3,200元 柯登耀

3,000元 華南鮮花店

2,000元
台田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社團法人台南市南瀛社會福利推展協會
、楊潔

1,500元 黃月霞

1,200元 施彩鳳

1,000元

林忠憲、林榮騰、盧富美、許美津
黃麗華、謝宜伶、薛大福、陳宜呈
蔡維庭、歐陽文貞、王禪、張世昌
邱靈玉、林淑嫣

700元 卓美英、郭淑吟

560元 遠東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管理系二忠班

500元
盧何物送、陳淑銀、胡今梅、王小姐
張美月

400元 無記名

300元 黃生源

200元
劉韋麟、黃孃霈、林秀蓉、何盧靜
蔡雪花

100元
陳炳臣、盧美雲、陳厚合、陳俊合
陳星合、程雪玲、程洪泉、程薛春花

30,000元 朱玉堂

25,000元 台南市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

10,000元
社團法人台南市醫師公會、王福村
王美心

3,000元 呂毅鴻

2,000元 楊潔

1,000元
王小姐、張貴瑛、林忠憲、林榮騰
盧富美、林淑嫣、陳宜呈

500元
盧何物送、黃王金滿、黃柏禎
黃柏雅、黃柏源

200元 林秀蓉

105元 無名氏

100元
陳炳臣、盧美雲、陳厚合、陳俊合
陳星合、程雪玲、程洪泉
程薛春花、黃孃霈

7月捐款

3,000元 林黃月霞

2,000元 楊潔、林莊美子

1,200元 王永穆、吳明修

1,000元
邱香蘭、林忠憲、林榮騰
盧富美、涂文瑤、陳宜呈
葉惠雯、林淑嫣

700元 王慶宗

600元 志工、魏淑芬、魏淑濱

500元 盧何物送、梁儷菁

300元 黃秋林

200元
黃孃霈、林秀蓉、黃建勝
黃雅琳

100元
陳炳臣、盧美雲、陳厚合
陳俊合、陳星合、程雪玲
程洪泉、程薛春花

4月捐款

30,000元 王定邦

3,000元 楊潔

2,400元 柯登耀

1,700元 魏淑濱

1,200元 陳鳳琴

1,000元
陳宜呈、林忠憲、林榮騰
盧富美、林淑嫣、王小姐
曾碧娟

600元 胡今梅

500元 盧何物送、黃生源、莊香美

300元 陳黃金蕊

200元
林秀蓉、黃孃霈、朱品憓
林秀蓉、陳佳雯、林秀蓉

100元

陳炳臣、盧美雲、陳厚合
陳俊合、陳星合、程雪玲
程洪泉、程薛春花、潘美玲
邱崇哲、張文芸

感謝成功大學工學院精英班協助
    義賣衣物收入2350元

感謝晨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捐贈本會100份喜洋洋砂畫

（若有遺漏之單位或個人，在此致上歉意，並請來電告知裨利下次補正。謝謝！）

（2013年3月-9月）

關心失智長者，化愛心為更大的力量

感謝您對失智症的支持
助益失智症防治工作順利推廣

熱蘭遮愛心碼：5271

若有捐款意願，我們將盡速為您辦妥捐款事宜。請洽06-222-6016陳小姐。
【依據所得稅法規定，對本會之捐助可作為費用列支扣抵。】

捐款方式
捐款帳號及相關資料
(戶名：社團法人台南市熱蘭遮失智症協會）

郵政劃撥捐款 31532354

銀行匯款
或ATM轉帳

合作金庫(006)-
成大分行1014717100802

信用卡捐款、銀行存摺
自動轉帳捐款 請洽協會或請上協會網站下載表格

愛心碼5271(我愛記憶)消費結帳前，
出示給店家掃描條碼即可完成捐贈

捐 贈 發 票

發 行 人：白明奇理事長　　 執行編輯：陳彬弘、陳麗琴、洪翠蓮、林宜慧
美術編輯：楊美鳳監事　　　 校　　稿：劉必堅監事、楊美鳳監事
電　　話：(06)222-6016　　傳真：(06)222-6017
地　　址：704台南市公園南路39號6樓
網　　址：http://www.zda.org.tw    E-mail：zda2004a@yahoo.com.tw   
劃撥帳號：31532354           戶名：社團法人台南市熱蘭遮失智症協會

8月捐款

9月捐款

9,000元 胡今梅

5,000元 衛采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3,000元 台南市南化區北寮社區發展協會

2,000元 德濟護理之家、楊潔、王培舉

1,000元
林忠憲、林榮騰、盧富美
陳宜呈、黃莉芸

800元 林麗娟

500元
盧何物送、黃進富、吳和順
潘宏宜、王南田

200元 林秀蓉、陳玟君

100元
陳炳臣、盧美雲、陳厚合
陳俊合、陳星合、程雪玲
程洪泉、程薛春花、黃嬢霈

30,000元 社團法人台南市養生文教協會

10,000元 達邦蛋白股份有限公司

4,800元 林高章

3,000元 楊潔

2,000元 林錠、林淑嫣

1,000元
楊訓聰、林忠憲、林榮騰
盧富美、郭先生、黃玉純

700元 邱景吉

500元 盧何物送、蔡杜玉雪、黃綺俐

300元 陳黃金蕊、黃孃霈

200元
林秀蓉、程雪玲、程洪泉
程薛春花、林秀蓉

100元
陳炳臣、盧美雲、陳厚合
陳俊合、陳星合

3月捐款

5,000元 鄭壽龍

2,000元 楊潔

1,000元
王舜生、林忠憲、林榮騰、盧富美
林淑嫣、胡今梅、陳宜呈、王小姐
陳玉棠、張貴瑛

600元 游雪娟

500元
盧何物送、洪秀芳、朱品憓
蔡承真、陳淑銀

200元 林秀蓉、林舒青、傅豐椲

100元
陳炳臣、盧美雲、陳厚合、陳俊合
陳星合、程雪玲、程洪泉、程薛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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