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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助學生之家庭概況 

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年級 家庭概況 

1 樹英小學 林淑鑽 六 
父已過世多年，母和二姐靠編魚簍維持家計。大姐

已婚分家，妹妹尚在就學階段。 

2 樹英小學 曾寶蓮 六 
父過世十四年，母和姐姐在市場賣香蕉糯米糕。年

邁祖母同住。 

3 樹英小學 符秋伍 六 
父過世，家中果園因為父生前的醫療費無力償還而

變賣。母、哥哥與兩個姐姐靠編魚簍維持家計。 

4 樹英小學 李素珊 五 
父母一起種果園。今年雨季，家中房子與果園被洪

水毀壞，收成不佳。 

5 樹英小學 張建生 六 
父船難過世；母幫別人看果園。大哥在賭場工作，

另兩個哥哥還在就讀柬校。 

6 樹英小學 李春華 六 
父母種果園，大哥工作，其餘七個兄弟姊妹還在求

學階段，生活負擔重。 

7 樹英小學 陳蒙全 三 
父有後妻，沒有音訊。母至外地工作，很少回家。

主要生活靠年邁的奶奶編竹筐維持。 

8 樹英小學 陳蒙財 五 為陳蒙全的哥哥。 

9 樹英小學 成龍 五 父種果園，但都為小樹苗，未有收成；母編魚簍。 

10 樹英小學 吳淑娜 四 母已過世；父帶淑娜回老家與舅舅同住。 

11 樹英小學 林寶春 三 
父種果園，因為沒錢買肥料，收成不佳；母在响水

賣水果。親戚協助哥哥在港華學校就讀。 

12 樹英小學 吳麗華 四 
父種果園；母常頭暈且有心臟病，無法工作；大哥

因經濟因素已停讀，幫忙家務；弟在華校就讀。 

13 樹英小學 吳速興 三 吳麗華的弟弟。 

14 樹英小學 陳賺利 四 父母皆為農人，大哥失業在家。 

15 樹英小學 阮金蝶 四 

父種果園；母編竹筐；大哥大姐已結婚分家；二姐

幫人家作蟲餅。金蝶半年前健康出現狀況，後診斷

是卵巢瘤，家人向人借一千美金，還未還清。 

16 樹英小學 馬順光 四 
父幫別人照顧果園；母為家庭主婦；妹妹就讀柬校。

年邁祖父母同住。 

17 樹英小學 辛寶龍 三 父以捕魚、種田維生；姐在祿山讀書；兩弟讀柬校。 

18 覺民小學 陳金珠 四 
父過世，母與奶奶在市場賣水果。奶奶患有風濕病。

弟弟還在就讀柬校 

19 覺民小學 漢喜娜 三 
父母離婚。母平常在市場賣甜湯，身體健康不佳，

時常頭暈。兩個弟妹皆還在就讀柬校。 

20 覺民小學 黃淑夢 四 
父為柬校老師，兼職跑摩托車。母在市場做生意，

一年前不慎被騙一千美金貨款，目前還未還清。淑



 

夢身體不好，常缺課，功課較跟不上。 

21 覺民小學 黃樹正 中二 為黃淑夢的哥哥。 

22 覺民小學 江愛花 中一 
父為摩托車夫；母有心臟病無工作。哥哥原本今年

柬校師範班畢業，卻因胃癌過世。 

23 覺民小學 李丹青 中二 
父過世；生活家計靠母與姑姑至金邊車站賣醃果子

維持。 

24 覺民小學 李丹春 中一 為李丹青的妹妹。 

25 覺民小學 李來發 中一 
父為警察；母原為小販，因身體不佳，故暫時停止。

房子為租賃，每月租金十美金。 

26 覺民小學 李秋萍 中一 為李來發的妹妹。 

27 覺民小學 林娜 三 
父母皆在兩年前過世。林娜和姐姐、阿姨同住在媽

祖廟裡，靠阿姨當廟祝過生活。 

28 覺民小學 林清 三 為林娜的姐姐。 

29 覺民小學 呂文強 中一 
父母皆因愛滋病過世。文強利用課餘時間幫表哥賣

椰子賺取生活費。弟妹由親戚照顧。 

30 覺民小學 黃秀麗 中二 
父為樹英學校柬校老師；母在校旁賣點心。大哥在

鞋廠工作，另有四個孩子就讀華校小學。 

31 覺民小學 吳美人 中一 
父過世；母幫別人看果園。家中原有自己的果園，

因為父生病時積欠許多醫療費，故將果園還給債主。 

32 覺民小學 邱寶存 五 

父有氣喘病；母原為覺民學校老師，突遭撤換，目

前由親戚擔保去法國，尚未開始工作。大哥停讀幫

忙家裡；二哥讀柬校。 

33 覺民小學 陳吉明 中一 父母為農人。家中房屋地皮尚欠別人六百美金。 

34 覺民小學 高淑蘭 一 父為修車工人，有胃病；母賣菜。兩姐都就讀華校。 

35 覺民小學 馬淑萍 三 
父為三輪車夫；母在賣甜品，有心臟病；大哥已結

婚分家；二哥在當鐵條搬運工。 

36 覺民小學 李金珠 一 
家中有九個小孩和兩個孫子。父母都沒有工作，年

紀較大的孩子大都為農人，收入微薄。 

37 覺民小學 李金鐵 一 為李金珠的妹妹。 

38 覺民小學 洪東華 中一 父母種果園維生。家中子女皆還在就學階段。 

39 覺民小學 吳玉蓮 中一 
父至嗊吥當咖啡店店員；母賣甘蔗水。大哥在鞋廠

工作；二哥身體差，暫時在家休養，弟弟就讀華校。 

40 覺民小學 黃文利 中二 

父戰爭過世；母與姐姐一起在响水賣水果，另四個

孩子皆在就學階段。文利跟姐姐為了協助母賣水

果，常需要請假。 

41 覺民小學 黃麗君 中二 為黃文利姐姐。 

42 覺民小學 林建春 中一 
父種果園，母在响水賣粿。大姐在學縫衣；二姐剛

中三畢業，正在找工作。弟弟尚在讀柬校。 



 

43 覺民小學 林來發 中一 父種果園；二姐為鞋廠工人；兩妹都還在就學階段。 

44 覺民小學 林惠貞 中一 單親家庭。母賣粿，每天收入約 1 美金。 

45 覺民小學 李素粒 中一 
父母離婚。母有胃病，在市場賣粿。大姐學逢衣、

二姐在金邊學作美髮。 

46 覺民小學 黃玉華 中一 
父過世五年，母與大姐在市場賣粿，弟妹皆還在就

讀柬校小學。 

47 覺民小學 李麗娜 中一 父已過世；母在市場賣粿條，有糖尿病須長期服藥。 

48 覺民小學 楊喜標 中一 
父七十多歲，年老無法工作；母已過世。家中生活

靠面積不大的果園收成維持。 

49 覺民小學 黎秀鳳 二 
父因酗酒肝硬化過世；母幫別人煮飯及賣粿條。一

哥讀柬校，一姐讀覺民。 

50 覺民小學 黎秀秀 二 為黎秀鳳的妹妹。 

51 覺民小學 林金鳳 二 
父為三輪車夫，常喝酒，身體不好；母在家照顧年

紀小的孩子。其餘兄弟姊妹皆還在就學階段。 

52 覺民小學 林金鑾 一 為林金鳳的妹妹。 

53 覺民小學 吳美云 二 

母難產過世；父與後母也因生病相繼過世。美云目

前與阿姨同住，阿姨原為幫傭，後因身體健康不佳

而辭職，目前將房間出租維持生活。 

54 覺民小學 范金發 中二 
父親以前為蓋房子工人，年老已退休；母親在屋前

賣冰塊。 

55 覺民小學 李秀秀 二 

父原為司機，後來因車主把車賣掉而失業，目前改

打零工；母親在家照顧兩個幼小的孩子。改建房子

時跟老闆貸款尚欠四百多美金。 

56 覺民小學 李春興 中二 
父母一起種果園，父有肺結核。另有七個兄弟姊妹

皆還在就學中。 

57 覺民小學 李春福 中二 為李春興的哥哥。 

58 覺民小學 張貴海 中一 父母皆為農人，收入微薄，兄弟姊妹皆仍就學中。 

59 覺民小學 林素娥 一 父因罹癌在家休養；母作椰子糕讓孩子上街市賣。 

60 覺民小學 符國九 三 父親為學校媽祖廟廟祝，收入不多。 

61 覺民小學 成龍 五 父親種果園，但都為小樹苗，未有收成；母親編魚簍。 

62 覺群中學 蘇貴 中一 
父母皆為農人。弟弟為了幫助家中生活，跟漁船至

遠洋捕魚，一年後才會回國。 

63 覺群中學 林波凌 中一 
父母皆為農人，家中房屋牆壁用椰糖葉蓋製而成，

生活辛苦。波凌常利用晚上時間至佛堂學習華文。 

64 覺群中學 符祥成 中一 
父母皆為農人，家距離學校非常遙遠，與弟弟共騎

一台單車。祥成非常乖巧，課餘時間常幫助農務。 

65 覺群中學 蔡桂穗 中三 父過世；母中風臥病在床。其餘六個孩子還在就學。 



 

66 覺群中學 林銀玉 中一 父母皆為農人，其餘兄弟姊妹皆還在就學。 

67 覺群中學 岑花 中一 
父為農人，母有小兒麻痺，大姐原在金邊打工，但

因胃疾返家休養；另有五個弟弟皆還在就學中。 

68 覺群中學 李安 中一 
父已過世；母在金邊幫傭、煮飯。李安目前寄住在

阿姨家，阿姨在市場賣雜貨。 

69 覺群中學 那莎麗 小六 父種田兼跑摩托車；母為小販；兩個弟弟就讀柬校。 

70 覺群中學 韓金麗 中一 
父已過世；母在市場賣米粉，目前住的房子為阿姨

所有。 

71 覺群中學 符之興 中一 
父母皆過世，目前與哥姐同住。大姐被前夫傳染愛

滋病，目前正在發病中。 

72 覺群中學 祁軍全 中一 
父母皆已過世，家計靠姐姐、姐夫賣粥維持。七十

多歲的奶奶為協助家計，還要至田地工作。 

73 覺群中學 林錦龍 中一 
父母離婚，錦龍與父同住。父工作收入很不穩定，

錦龍因為要幫忙家務，學校成績不甚理想。 

74 覺群中學 蓮香 中一 
父已過世，母在金邊工作；大哥打工，幫忙家計；

二哥因為家窮至和尚廟當和尚。 

75 覺群中學 潘正喜 中一 父的腳受傷無法工作，家計靠開小雜貨店維持。 

76 覺群中學 盧平 中一 
父母皆農人，耕田及幫別人看牛，哥姐年紀雖已大，

但因沒受教育，都找不到工作，只能協助父母務農。 

77 覺群中學 郉世海 小六 
父騎摩托車摔倒受傷，無法工作；母亦身體不好，

常需要服藥。其餘兄弟姊妹皆就讀柬校。 

78 覺群中學 曼速平 小六 
父原為警察，幾個月前意外死亡，目前家裡只靠母

種田和賣粿條維持生活。五弟妹皆在讀書。 

79 覺群中學 邢美雯 小六 
父母皆為農人。家訪時，母親剛生產，身體虛弱。

美雯家離學校非常遙遠，騎單車需一個半小時。 

80 覺群中學 溫旺 小五 

父母皆為農人，家庭貧困，但溫旺十分認真，因為

家裡沒有電，會和其他同學在學校晚自習、睡覺，

求學精神值得鼓勵。 

81 覺群中學 黃文興 小五 
父在市場幫人打金；母在學校賣水果。家中有三個

小孩讀華校。 

82 覺群中學 李愛嘉 小五 
父職業為挑土；母為小販。哥姐雖都已在工作，但

只能自足，幫助家裡不大。 

83 覺群中學 許小玲 小二 父腦溢血過世；母在市場賣餅跟粿。 

84 覺群中學 許振興 小四 為許小玲的哥哥。 

85 覺群中學 符明發 小五 
母過世；父已年老且輕微中風，無工作能力。目前

家計靠大哥在鞋廠工作幫忙。 

86 覺群中學 符明武 小二 為符明發的弟弟。 

87 覺群中學 黃秀芳 中三 
父母皆亡，由奶奶扶養長大。姐姐幾年前，出現精

神問題，病況一直很不穩定。 



 

88 覺群中學 黃素琴 中一 
父因為愛滋病過世，母亦感染。為了扶養八個小孩，

母每天會至市場賣菜，但生意不太好。 

89 覺群中學 黃瓊 小二 為黃素琴的弟弟。 

90 覺群中學 歐茂文 小二 
父為農人；母在市場賣魚，家境有稍獲改善。妹妹

的眼睛至金邊就醫，半年的治療後並未改善眼疾。 

91 覺群中學 李月華 中一 

父過世，母在外地賣零食維持家計。月華與小姑同

住，小姑在覺群學校賣零食，一眼因受傷看不見，

生活辛苦。 

92 覺群中學 張文潭 中二 
父過世；母為農人。生活主要靠當柬文老師的姐姐

過活。哥哥失業；弟妹皆還在讀書。 

93 覺群中學 林明忠 中二 
父過世；母種田。母因為年紀大，腳和眼睛常不舒

服，明忠很孝順，常利用課餘時間協助母農務。 

94 覺群中學 梁斯微 中一 
父為農夫，但平常愛賭博；母也為農人。兄弟姊妹

皆還在就讀柬校。 

95 覺群中學 何麗明 小四 
父在理事會會長家打零工；母為家管。哥哥和弟弟

還在就讀柬校。 

96 覺群中學 王恬微 中一 

父母皆為農人並幫人看牛。父一隻手天生殘障，較

無法使力；母也因長年勞累健康不佳，其餘三個孩

子都在就學中。 

97 覺群中學 林順來 中二 父為農人；母賣粿條。大妹打工；二妹幫家務。 

98 覺群中學 陳愛香 小二 
父已年老退休；母為農人，家中有九個小孩，年紀

較大的哥姐都以務農為主，改善家中經濟不易。 

99 覺群中學 陳廷明 小四 為陳愛香的哥哥。 

100 覺群中學 鄭賽芳 小二 
父因為愛滋病過世；母亦感染。二哥為啞巴，無法

學習及工作。大哥就學中。 

101 覺群中學 范麗妹 小二 
父修理手錶；母賣水果；大哥因為小時候溺水，常

頭痛無法工作。大姐、三姐已婚；二姐學裁縫。 

102 覺群中學 范麗云 小四 父在市場打金；母在市場賣魚；奶奶有糖尿病。 

103 覺群中學 林文生 小六 

父母皆為農人，母有肺結核。三妹從小就常肚子脹

痛，多次至金邊與越南看病，目前在家休養。另有

四個弟妹就學中。 

104 覺群中學 符清 小五 
母已過世；父原來在修車，最近身體不好暫停工作，

家中經濟來源中斷。 

105 覺群中學 陳文清 小五 
父為摩托車夫；母為農人；另有四個兄弟姊妹皆還

在就讀柬校。 

106 覺群中學 陳光輝 小四 
父健康不佳，偶爾幫人洗摩托車；母賣彩票。姐姐

患有精神疾病，需要長期服藥。 

107 覺群中學 曹潭 小五 
父已過世；母種田。曹潭十分認真，功課很好，晚

上都用油燈複習功課。 



 

108 覺群中學 李愛華 小四 
父為軍人，月薪約 11.25 美金；母有心臟病。愛華學

習認真，成績良好。兩個弟妹在讀柬校。 

109 覺群中學 李悅來 小三 

父因愛滋病過世，母經醫院檢查未被感染。母靠賣

二手衣維生，腋下長了一顆小瘤，但沒錢看醫生無

法確定病情。 

110 覺群中學 黃旺弟 中二 
父母皆為農人。因要幫忙父母餵牛，每天中午都會

騎單車回家幫忙。另有三個弟妹在就讀柬校。 

111 覺群中學 黃旺潭 中二 

父在外地當軍人，這陣子身體微恙，時常請假；母

為農人；二姐因為心臟問題，在家休養；大姐種田；

三個弟妹就讀柬校。 

112 覺群中學 辛家華 中二 父母皆為農人。另四個兄弟姊妹皆還在就讀柬校。 

113 覺群中學 高群 中二 父母皆為農人，年事已高。兄已結婚分家。 

114 覺群中學 符素玲 中一 
父為農人；母在市場賣飯，有高血壓。五個兄弟姊

妹皆還在就讀柬校。 

115 覺群中學 黃那拉 中二 父母種果園。大姐已有家庭；二姐與小妹在讀柬校。 

116 覺群中學 邢文菁 中一 父為公務人員，月薪微薄；母健康不佳，無法工作。 

117 覺群中學 巴利源 中一 父母皆為農人，生活主要靠大哥當柬校老師維持。 

118 覺群中學 林秀玲 小二 
單親家庭。母為農人；大姐在打工；一哥一妹就學

中。 

119 覺群中學 巴嘉玲 中一 

父母皆為農人。大哥在成衣廠打工；大姐原嫁給台

灣人，改善家中經濟狀況，但後來姐夫肝癌過世，

家中又陷入困境。 

120 覺群中學 馮  玉 中一 父為農人；母在市場賣粿條。 

121 覺群中學 符樹熙 中二 父在金邊咖啡店打工，母為農人。 

122 覺群中學 楊習發 中一 
父母皆為農人，大哥在金邊水泥廠打工。弟妹皆還

在就讀柬校。 

123 覺群中學 陳霞梅 小一 父母離異，霞梅與母回娘家住。生活靠母賣粿維持。 

124 覺群中學 孫樹批 小一 
父母皆因愛滋病過世。樹批目前與奶奶同住，奶奶

為農人。 

125 覺群中學 林勝 小一 父在磅順港打工，不常回家；母在市場賣蔬菜。 

126 覺群中學 邢春英 小三 
單親家庭，母在市場賣粿條，其他四個兄弟姊妹皆

還在就讀柬校。 

127 覺群中學 符珊弟 小一 
父母至拉達那基里種田，珊弟與年邁奶奶同住，奶

奶在市場賣粿條。 

128 覺群中學 符明良 小一 
父母做生意失敗，把明良留給奶奶照顧，不知去向。

奶奶目前主要靠務農維持家計。 

129 覺群中學 溫塔 小二 住家在速富，距離學校遙遠。家人都為農人。 

130 覺群中學 鄭妣妮 小二 父母皆為農人，子女眾多。 



 

131 覺群中學 梁美英 小一 
父愛滋病過世；母亦染病，定期要至茶膠省領藥。

弟弟就讀柬校。生活主要靠母至市場賣菜。 

132 覺群中學 黃明 小四 
父已過世五年，母帶弟弟回故鄉磅針省生活。黃明

獨自跟奶奶同住，奶奶以賣菜維生。 

133 覺群中學 黃素麗 小二 
父母皆為農人；大姐、二姐在縫衣。一姐一弟還在

就學。年邁的祖父母同住。爺爺中風，健康不佳。 

134 覺群中學 李娜 小四 父為鐵路工人；母為農人。兄弟姊妹還在就學中。 

135 覺群中學 成明 小四 
父母都在白石捕魚。成明與祖父母和阿姨同住。阿

姨在市場賣雜貨。 

136 覺群中學 馮妹 中一 
父在戰爭時過世，母在市場賣粿。大姐已停讀幫忙

母。年邁奶奶同住。 

137 覺群中學 彭小瓊 中一 父母為農人。大哥大姐已結婚分家，弟妹皆就學中。 

138 覺群中學 華頒旯 小二 
父母為農人，七個兄弟姊妹。大姐已結婚分家，其

餘皆還在就讀柬校。 

139 覺群中學 韓全元 小四 
父母皆在外地種田，很少回家。全元與奶奶同住，

奶奶經營一小雜貨店。 

140 覺群中學 劉愛芳 中一 
父為馬車伕，幫人仲介公牛；母為小販。家中七個

子女皆還在就學階段，負擔重。 

141 覺群中學 符卿 中二 
父已過世，母到金邊工作。目前跟爺爺住在一起，

爺爺年老，沒有工作能力。 

142 光中中學 緬錦光 小二 
父軍人意外過世；母無業。靠父過世的撫卹過日子。

四個兄弟姊妹還在讀書。 

143 光中中學 緬麗媚 小一 為緬錦光的妹妹。 

144 光中中學 鍾麗銀 小四 
父賣粿；母沒有固定工作。家中五個小孩皆在讀書。

妹妹有甲狀腺亢進問題。 

145 光中中學 徐光平 小六 
父母離婚。光平與母同住，母在市場賣二手衣。家

中五個兄弟姊妹皆還在就學中。 

146 光中中學 黃志賢 小四 父為小販；母無固定工作。兩個妹妹皆在就學階段。 

147 光中中學 黃美蓮 小二 為黃志賢的妹妹。 

148 光中中學 黃美良 小一 為黃志賢的妹妹。 

149 光中中學 優學良 小一 父母打零工，日薪約七千柬幣，但收入不穩定。 

150 光中中學 鍾麗香 小六 鍾麗銀的姊姊。 

151 啟華小學 倫淑珍 六 父已過世；母為農人；兄當搬貨工人；妹妹為學生。 

152 啟華小學 陳金香 五 
父幫人載豬去賣；母種地瓜。家距離學校非常遠，

故寄住在理事會會長家。有兩弟兩妹還在就學中。 

153 啟華小學 陳勤弟 三 父母一起賣鹹粥；五個孩子皆還在就學中。 

154 啟華小學 泰邊南 五 
父為柬校老師；母在家中做裁縫工作，家中有八個

小孩，生活負擔重。 



 

155 啟華小學 鍾速篇 五 
父腳受傷，現在半身麻痺。家中釀酒販賣。弟弟原

也為助學生，但因無故焦慮，暫時休學中。 

156 啟華小學 坤速馬尼 三 
父過世；母在市場賣菜；大姐賣甘蔗汁；其他三姐

和一哥還在就學中。 

157 啟華小學 林萬年 六 
父母離婚。生活主要靠大哥開一間小型的碾米廠維

持。奶奶有高血壓，須長期服藥。 

158 啟華小學 方彼倫 六 
父母皆在賣豆漿水；大弟原就學華校，但一學期就

停讀；二弟就讀柬校；三弟尚未入學。 

159 啟華小學 陳良成 五 家中有九個兄弟姊妹，姐姐目前生病在家休養。 

160 啟華小學 王福合 三 
父已過世；母在阿姨的餐廳打工。母剛剛再婚、懷

孕，繼父為農業部人員。另有一姐一妹還在就學中。 

161 啟華小學 庄狄立 六 
父為理髮師；母為柬校老師，月薪二十五美金，家

中共有七個孩子，生活負擔重。 

162 啟華小學 潘通 六 父已過世；母和哥姐一起耕種。 

163 啟華小學 陳金香 一 
父已過世；母與大姐在市場賣魚。二姐在家；三姐

還在就學。 

164 啟華小學 陳金平 一 為陳金香的哥哥。 

165 啟華小學 鍾速彼 二 
父親腳受傷在家休養五個多月了。家中主要做釀酒

工作。 

166 指南小學 張初 五 父過世後，母不見蹤影。張初目前寄住黃會長家。 

167 指南小學 毛華通 一 
父愛滋病過世；母沒被傳染。祖父母同住，家計主

要靠母親賣菜維持。姐姐尚在就學中。 

168 指南小學 林原平 一 
父母在鄉下種田，收入微薄。目前與舅舅同住，舅

舅在市場賣蔬菜。 

169 指南小學 豪金豐 一 
父為柬校老師，身體健康不佳；母在屋前賣雜貨。

有一弟一妹還未入學。 

170 指南小學 圓強華 一 母已過世；父養豬。姐姐就讀柬校。 

171 指南小學 林金良 一 

父母一起在市場賣青菜，攤位租金每月四千柬幣。

大哥患有精神疾病，腳也不方便。大姐亦讀華校，

小妹還未入學。 

172 指南小學 喬金雄 一 父失業，母從事縫紉工作。 

173 指南小學 黃速平 一 單親家庭，母目前在市場賣菜。妹妹還未入學。 

174 指南小學 陳美金 一 父失業，母在市場賣菜。弟弟還未入學。 

175 指南小學 曾金珍 一 父中風，無法工作；母在門前賣雜貨。 

176 指南小學 黃月金 一 
父在國公省當工人；母目前在金邊西哈奴克醫院養

病。姐姐就讀柬校。 

177 指南小學 陳金興 一 
父為柬校老師，月薪低且發薪不正常；母在市場賣

雞粥。 

178 指南小學 黃存利 一 父因愛滋病過世；母亦感染，在金邊義母家養病。 



 

179 指南小學 楊速他 一 
父為摩托車夫；母為雜貨小販，有心臟病，需定期

至醫院拿藥。速他晚上會至佛堂溫習功課。 

180 指南小學 鄭俊英 一 父為軍人；母工作不穩定。年邁奶奶同住。 

181 指南小學 初細弟 一 
父已過世；母患有精神疾病。生活主要靠爺爺的退

休金，爺爺有糖尿病，需長期服藥。 

182 指南小學 黃小黑 一 
父在戰爭時過世；母生病過世。小黑目前寄住在黃

會長家。 

183 指南小學 陳惠娟 一 雙親皆在市場賣香蕉。 

184 指南小學 陳淑鳳 一 
父為摩托車夫，油價飆漲，收入不高；母健康不佳，

沒有工作。 

185 指南小學 蕭慧利 一 
父母賣魚，生意不好，地是鐵路局的，僅有慧利一

個孩子，但生活仍然困難。 

186 指南小學 姚花麗 
二 家有四人，屋子是外婆留給他們的，阿姨也一起同

住，父母賣菜維生。 

187 中華小學 方麗雅 中一 

父已過世；母為小販；兄為農人。麗雅比上次訪視

時消瘦許多，她表示可能飲食不正常，經常胃痛。

麗雅學習十分認真，成績優良。 

188 中華小學 周玉嬋 五 

父目前失業與母協助親戚辦酒席，幫忙一次二百泰

幣，但工作很不穩定。弟弟原本也讀華校，但因為

家庭無法負擔，故已停讀。 

189 中華小學 李青青 五 

父母皆在邊境工作。青青單獨跟爺爺一起住，因為

父母覺得學費貴，故停止繳交。但因為青青對華文

很有興趣，爺爺也想讓她學習，故主動申請助學金。 

190 中華小學 劉金蘭 四 
父母離異。金蘭與母同住，母在門前賣雜貨維生，

有輕微精神問題。兄就讀柬校。金蘭功課很好。 

191 中華小學 謝碧倫 中一 
父為農人；母為小販。大姐已婚，大、二哥及小妹

皆讀柬校。視障的阿姨同住。 

192 中華小學 任興兒 中一 

父在賣雜貨，長期被胃疾所困擾。家中有五個小孩

讀華校，負擔相當沉重。哥哥原為助學學童，因功

課不及格結案。 

193 中華小學 宛莎莉 一 
父為農人；母孵豆芽供大姐販賣。母有胃病，常看

醫生。八個兄弟姐妹就學中。 

194 中華小學 蔡秀蓮 二 

父親原為砲彈修理工人，二○○○年時工作意外爆

炸，造成斷手及眼盲，生活無法自理。目前生活靠

親戚接濟。 

195 中華小學 何小紅 一 
父親為摩托車夫；母親有糖尿病，無法從事粗重工

作，只在家養豬，貼補家用。 

196 中華小學 韋秀美 五 
母親原為學校校工，因學校經費不足而被裁員，目

前與父親至市場賣粿條。姐姐剛到星洲日報工作。 



 

197 中華小學 紀錦仁 二 
父為摩托車夫，因為生病，暫時休息中；母協助姐

姐照顧孩子。另有兩哥一姐就學中。 

198 中華小學 高烈思梅 二 
父母離婚多年。原住暹粒，後搬回吾哥比里，自己

沒有房子，寄住在養母家。在門口賣粥賺取生活費。 

199 中華小學 沈麗雅 一 父在磅順港當警察；母賣魚兼剪頭髮。 

200 中華小學 劉金芳 一 父在馬德望當司機，薪水不穩定；母在市場賣粥。 

201 聯華中學 林美玲 中二 
父為摩托車夫，每天收入約兩塊美金；母在賣雜貨，

家中有兩個小孩讀華校。 

202 聯華中學 張德明 中二 

父原為木匠，從屋頂摔下來，手受傷無法治癒工作；

母在市場賣粥。妹妹原本也讀華校，但因經濟問題，

目前已停讀去打工。弟弟就讀柬校。 

203 聯華中學 郭建川 中二 

父母皆在金邊。建川與姐姐住在馬德旺的佛堂中，

姐姐在奶茶店打工，亦負責弟弟的生活開銷，相當

辛苦。大哥近年出現精神問題，家中困擾不已。 

204 聯華中學 陳玲香 中一 父已過世；母在賣零食。哥哥與妹妹皆還在讀書。 

205 聯華中學 蘇素婷 中三 

父母在家中作簡單的縫紉工作，原本生活還算不

錯。但因改建房子，遭工頭欺騙，欠人一千多美金。

目前雖然房子外觀美麗，裡面卻空無一物。 

206 聯華中學 陳順那 中二 
父母皆為農人。姐姐從事縫紉工作，也是家中主要

的經濟來源。 

207 加江培英小學 趙婉麗 五 
父在金邊幫別人開車；母為家管。婉麗與姑姑同住，

姑姑經營鴨蛋店，姑姑也協助哥哥至金邊升學。 

208 加江培英小學 展娜麗 五 

父為農人，田地為租賃的；母開小雜貨店，因資金

不足東西越來越少。父親前陣子肝病開刀，目前無

法下田耕種。 

209 加江培英小學 楊成尼 五 
父母在門前賣冰。父因為幾年前出過車禍，身體較

不好，需要常就醫。 

210 加江培英小學 楊麗清 二 為楊成名的妹妹。 

211 加江培英小學 陳玉妮 四 

父母皆為柬校老師，月薪只有二十五美金，且發薪

相當不正常。為貼補家用，奶奶原來還至市場賣米

糕，現因健康問題，已停。有一弟一妹就學中。 

212 加江培英小學 張秀強 三 父年老已退休；母與姐姐在市場賣麵粉和糖。 

213 加江培英小學 張金珠 三 為張秀強的姐姐。 

214 加江培英小學 萍利葵 二 
父愛滋病過世，母亦染病，母長期服藥，身體有好

轉，但有些水腫。哥哥與妹妹也為協會助學生。 

215 加江培英小學 萍文興 二 為萍利葵的哥哥。 

216 加江培英小學 萍楚兒 一 為萍利葵的妹妹。 



 

217 加江培英小學 蒙明松 三 

父從事建築業，每月薪水只有二十美金；母在市場

賣棕糖。母親不知為何無故肚子腫大，因為貧困，

未去看醫生。有一弟一妹就讀柬校。 

218 加江培英小學 楊淑麗 三 
母過世，父再婚，另組家庭在外。淑麗與年老的祖

父母同住，生活僅能靠親戚接濟。 

219 加江培英小學 鄭文財 二 為楊淑麗的弟弟。 

220 加江培英小學 陳美麗 三 
父在金邊開車，月薪約四十美金；母心臟及胃不好，

休養中。有一妹也在就學中。 

221 加江培英小學 李清官 三 

父已過世；母種果園，有高血壓問題。大哥在姨母

家學修冷氣；大姐在成衣廠工作；二姐已結婚；二

哥在就學中。 

222 加江培英小學 何金相 三 

家中二○○五年七月發生火災，靠鄰人及學校理事

會幫忙才得以重建。後父又在工作中受傷，更是雪

上加霜。目前家中靠母賣粿及大姐在磅順港幫傭維

持家計。  

223 加江培英小學 許順莉 二 

母過世；父在馬德望有新家庭。順莉與奶奶、表妹

同住，家計靠表妹賣香蕉、甘蔗水維持，順莉因要

協助而缺課多。 

224 加江培英小學 許淑娟 一 許淑娟為許順莉的表妹。 

225 加江培英小學 萍玉清 三 
父母皆為農人，田地是向別人租賃的，父還兼職跑

摩托車。祖父母同住。有一哥及四姐皆還在就學中。 

226 加江培英小學 蒙添莉 二 

父母皆為農人。父因肝病常要到越南治療，無法工

作；母也因骨刺，到處就醫，為了兩人就醫費，賣

了家中許多土地。有二姐一弟就學中。 

227 加江培英小學 坤西娜 四 
父已過世；母種辣椒、玉米，有尿道結石問題，其

他哥姐皆已結婚分家。 

228 加江培英小學 蘇金針 五 

金針今年搬家，欠人五百美金。父賣雪糕；母為家

管，有高血壓、痔瘡，需要長期服藥。祖父母與他

們一家同住，爺爺為盲人。大姐今年至金邊成衣廠

工作，月薪三十五美金。 

229 加江培英小學 邱玉珍 四 
父修理電器；母有心臟病，在家中休養，要定期至

金邊看病。大姐開始至金邊成衣廠工作。 

230 加江培英小學 溫碧莉 六 
父為柬校老師；母為家管，七月因為胸部腫瘤開刀。

大哥及大姐已結婚分家。另有一哥一妹就學中。 

231 加江培英小學 鄭淑惠 三 
父母在家中孵豆芽販賣。大哥隨車當工人，有一姐

一弟一妹仍在就學中。 

232 加江培英小學 李金宁 四 
父的腳因為生病而截肢；母種香蕉。兩個姐姐因為

家貧，寄住在金邊叔叔家，由叔叔供給讀書。 



 

233 加江培英小學 陳麗達 四 

父失蹤，母經營的咖啡店因沒錢租有線電視而停

開，有高血壓問題，須長期服藥。哥哥目前在學修

理摩托車。 

234 加江培英小學 楊成英 二 為楊成名的妹妹。 

235 鹽田培英小學 林明敦 五 
父為建築工人，收入不穩定；母為農人。哥哥也為

助學學生。 

236 鹽田培英小學 林明高 六 為林明敦的哥哥。 

237 鹽田培英小學 陳美來 二 父為摩托車夫；母為家管。妹妹也為助學學生。 

238 鹽田培英小學 陳美蘭 二 為陳美來的妹妹。 

239 鹽田培英小學 郉道林 一 
父過世；母為農人，有時兼職打工。哥哥原本也為

助學生，但因為成績問題暫停補助。 

240 鹽田培英小學 陳致祥 二 

父母皆因愛滋病過世，目前與姑媽同住。致祥成績

好，課餘時間至和尚廟學泰文，學成後還教其他小

孩，賺取微薄的生活費。 

241 鹽田培英小學 周經喜 二 
父已過世；母為農人，有心臟病問題。有二哥一姐

還在就學中。 

242 鹽田培英小學 文杯 一 
父為摩托車夫，每天收入約為一美金；母目前懷孕，

沒有工作。家中小孩眾多，生活負擔重。 

243 鹽田培英小學 林娟 一 

父為摩托車夫，母在市場賣雜貨。幾年前因被滾燙

熱水燙傷，頸部受傷非常嚴重，協會幫助其開刀治

療費用。 

244 鹽田培英小學 林明軍 四 為林娟的哥哥。 

245 鹽田培英小學 漢富民 三 

母已過世；父年紀大無法工作。家裡目前生活主要

靠大哥外出捕魚來維持，妹妹也因為家庭貧窮，準

備停讀柬校。有兩妹還在就學中。 

246 鹽田培英小學 音安 二 
父母皆在種胡椒。住家因為距離學校遙遠且需要渡

河，故平常寄住在理事家。 

247 鹽田培英小學 黃小妹 五 

父已過世；母沒有固定工作。哥哥因為家庭貧困，

故休學至泰國幫人賣魚。家計僅能靠姊姊與姐夫幫

忙接濟。 

248 鹽田培英小學 李金來 三 父為建築工人；母沒有固定工作。目前租房居住。 

249 鹽田培英小學 郉文寶 一 
父母皆因愛滋病過世，文寶目前與親戚同住，生活

也只能靠親戚幫忙。 

250 鹽田培英小學 林美蓮 五 
母已過世；父在外地當警察，約三、四天才會回家

一次。生活主要靠外祖母照顧。 

251 鹽田培英小學 林美金 四 為林美蓮的妹妹。 

252 鹽田培英小學 林之強 一 
父失蹤；母在市場賣米粉條。之強近日腳開始出現

魚鱗片的症狀，家貧未至醫院檢查。 



 

253 鹽田培英小學 郭文明 三 
父為園丁；母雨季種果園，乾季幫別人看園。另二

弟一妹還在就學階段。 

254 鹽田培英小學 楊綠清 四 
父幫別人殺豬，並在市場賣豬肉及蔬菜；母沒有固

定工作。有一哥二弟一妹還在就學中。 

255 鹽田培英小學 郭旺 四 

父母種胡椒。住家需要渡河，郭旺表示，因為船家

知道他家庭貧困，所以都不收費。家中有九個兄弟

姊妹，生活負擔重。 

256 鹽田培英小學 林道光 四 
父為漁夫；母在市場賣衣服及雜貨，攤位為租賃的。

有一弟一妹還在就學中。 

257 鹽田培英小學 林美娟 五 
父已過世；母在市場賣甜品。家中有六個孩子，皆

還在就學中。 

258 鹽田培英小學 綠莉花 三 
父為搬運工；母賣香蕉，攤位為租賃的。有兩弟還

在就學中。 

259 鹽田培英小學 綠速弟 三 為綠莉花的弟弟。 

260 鹽田培英小學 周經蘭 三 
父母在市場賣粥，奶奶同住，雖然年老，但十分健

朗，可以幫忙家務。有三妹皆還在就學。 

261 鹽田培英小學 黃寶娟 六 
父為摩托車夫；母在家中照顧年幼的小孩。家中有

七個孩子皆還在就學，負擔相當沉重。 

262 鹽田培英小學 黃寶蓮 五 為黃寶娟的妹妹。 

263 鹽田培英小學 黃寶美 三 為黃寶娟的妹妹。 

264 鹽田培英小學 郉道興 三 為郉道林的哥哥。 

265 培才小學 黃玉婷 六 
父已過世；母在家中做一些簡單的縫紉工作。因為

沒有自己的房子，目前暫時寄住在阿姨家。 

266 培才小學 黃裕雄 五 為黃玉婷的弟弟。 

267 培才小學 江利豐 三 
父至外地當警察，甚少回家，也沒有拿錢回來幫助

妻子；母賣粥維持家計。 

268 培才小學 鄭巧莉 六 
父母獨自住在外地，巧莉從小與外公、外婆一起居

住。外公、外婆年紀已大，靠其他親戚接濟。 

269 培才小學 梁曾堤 三 

父無故離家，沒有音訊；母在做裁縫工作賺取生活

費。房子為租賃，租金為十美金。大姐已婚，另有

一兄一姐。 

270 培才小學 蘇麗娜 五 
父母離婚，四個小孩皆跟母同住，母在市場賣魚干，

生活辛苦。二兄一姐都在讀書。 

271 培才小學 文麗黛 三 
父當軍人踩到地雷，需義肢，在渡船頭賣飯包；母

也因為子宮開刀無法工作。 

272 培才小學 麥秀英 六 父為水泥工，收入不穩定；母沒有固定工作。 

273 培才小學 林玉香 五 父沒有固定工作；母在市場賣小東西。 



 

274 培才小學 李小妹 五 
父幫別人賣沙；母在佛堂幫忙；哥哥在金邊親戚家

學修理汽車。 

275 培才小學 林麗香 二 父為小販；母家管。有兩姐一哥皆還在就學中。 

276 培才小學 許速靈 二 
全家共六個人，父母以賣粿條、零食維生，有三個

孩子在學，因生意差、收入少，生活愈顯困苦。 

277 磅針培華小學 沈寶禎 中一 
父母皆為農人，母因為過度操勞而常生病。住家距

離學校遙遠，故寄宿學校宿舍。 

278 磅針培華小學 姬春玲 中一 
父修理手錶；母是修指甲工。二○○四年四月家中

發生火災。目前租屋，每月房租十美金。 

279 磅針培華小學 高淑鳳 一 

父患愛滋病過世；母亦感染，關節常痠痛。目前居

住的房子為另一機構提供，並會提供米及急難金給

他們。母親表示很擔心孩子的將來何去何從。 

280 磅針培華小學 高文基 一 為高淑鳳的弟弟。 

281 磅針培華小學 陳永安 一 
父肝病過世；母賣烤香蕉維持生活，每天收入約為

一美金。姑姑與奶奶同住。 

282 磅針培華小學 許明安 中三 
父母市場賣水果，奶奶與舅舅同住；奶奶包菸草協

助家計；舅舅有精神方面問題，須長期服藥。 

283 磅針培華小學 庄明月 四 

父為警察，月薪約二十五美金；母在市場賣菜。目

前居住的房子為親戚所有。有一姐一弟一妹皆還在

就學中。 

284 磅針培華小學 林國寶 中三 

父為修鐘錶匠，生意差；母年老多病，無工作，目

前主要收入靠門前空地出租給別人放米，每月收租

金十美金。 

285 磅針培華小學 江小妹 中三 

父母皆在越南邊境種田，不常回家。奶奶年老又患

有肺結核，常要有人陪同就醫，因此其她姐妹並未

就學。 

286 磅針培華小學 江愫貞 中三 為江小妹的姐姐。 

287 磅針培華小學 金巴拉 一 

父母皆為校工，月薪約六十美金。爺爺獨自一人住

在鄉下，且因身體殘障無法工作，需要父親定期拿

錢回家。 

288 磅針培華小學 陳光興 六 

父為摩托車夫；母沒有固定工作。光興因為唇顎裂

開刀治療，有些自卑，不喜歡開口說話，但成績相

當好。有一姐兩弟皆在就學中。 

289 磅針培華小學 謝順達 一 
父為摩托車夫；母懷孕，沒有工作。父親的摩托車

還有貸款兩百美金，每個月需還十五美金。 

290 磅針培華小學 楊細華 三 

父年老無工作；母在市場賣糕餅，姐姐有小兒麻痺，

行動不太方便，但也會至市場幫忙母做生意。細華

的功課相當好，常得班上第一名。 



 

291 磅針培華小學 吳小妹 一 

父為海南人，原在金邊製衣廠工作，生活還不錯。

半年前說要回海南探親後音訊全無，讓太太與孩子

生活陷入困境。 

292 磅針培華小學 錯月娟 一 

父在磅通工作，幫人家開車，母協助煮飯，兩人不

常回家。一個哥哥與四個妹妹皆還在讀書。年邁的

祖父母同住，奶奶無法行走。 

293 磅針培華小學 賴文廷 五 
父打零工，一次一萬柬幣（約台幣一百元）；母為

農人。五個兄弟妹皆還在就學。 

294 磅針培華小學 陳達拉 中一 
母已過世，父為摩托車夫，但已年老，收入有限。

哥哥與妹妹停讀，卻因學歷問題，找不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