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 年助學生之補助紀錄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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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寶七 四 

住家距離學校相當遙遠，需要渡兩次河和走半小時

的路才會到。媽媽在家裡賣一些小雜貨；父親則在

幫人看果園。 

2 樹英小學 黃寶軍 四 

父親在種果園，今年洪水，果園損失慘重，許多大

果樹都死掉。父親視力不好，內戰時一個眼睛受傷

看不見，另一個眼睛可能使用過度，有退化的現象。 

3 樹英小學 吳速興 三 
父親在種果園，果園今年也受到洪水影響，收成損

失慘重；母親常頭暈且有心臟病，需長期服藥。 

4 樹英小學 吳麗華 四 為吳速興的姐姐。 

5 樹英小學 陳蒙全 三 為覺民學校陳蒙才的弟弟。 

6 樹英小學 陳賺利 四 
父母皆為農人，父親和大哥偶爾也會到山上砍竹

子，編織竹筐賺一些生活費。 

7 樹英小學 馬順光 五 

父親原本在磅順港工作，右手曾意外中槍受傷，造

成無力，現在回家鄉種果園。今年的洪水讓園裡的

榴槤樹死了三十幾棵；母親則會到響水賣零食。年

邁的祖父母一起居住。 

8 樹英小學 阮金蝶 五 

父親種果園，今年洪水，園裡榴槤死了十幾棵。父

母親都身子瘦弱，尤其是媽媽，前年因卵巢瘤開刀，

身體一直不好。 

9 樹英小學 林淑娜 四 

單親家庭，母親已經過世，父親在外地工作。淑娜

目前與舅舅同住，舅舅因為沒有自己的果園，在別

人的園裡打零工，舅母則在響水賣蟲餅。 

10 樹英小學 李素珊 五 
父母親一起種果園，園裡的榴槤樹受洪水影響，收

成很不好。素珊是長女，弟妹皆還在就學中。 

11 樹英小學 吳建來 三 

原本有自己的果園，幾年前爸爸生病，媽媽拿果園

抵押借錢看病，但無力償還。父親過世後，目前生

活靠母親做蟲餅和醃果子到觀光區響水販賣。 

12 樹英小學 蕭和平 三 
單親家庭，母親做蟲餅賣給大盤商，利潤很微薄，

和平和另三個姊弟也都會利用課餘時間幫忙媽媽。 

13 樹英小學 林素華 一 

父親在種果園，由於地勢較低，受今年洪水影響，

榴槤樹死了近三分之ㄧ；媽媽到觀光區-響水賣蟲

餅。素華和妹妹假日也去幫忙兜售蟲餅。 

14 樹英小學 林素葉 一 為林素華的妹妹。 

15 樹英小學 泰森安 三 

單親家庭，父親已經過世。媽媽靠編竹筐拉拔八個

孩子長大，大哥會到山上幫忙媽媽砍竹子，當作編

竹筐的材料。 



 

16 樹英小學 林淑卿 一 
單親家庭，母親已過世。年邁的父親每天牽著腳踏

車去賣冰棒，利潤微薄，扶養 4 個孩子長大。 

17 樹英小學 朱如靜 一 

父親在做果園，常咳嗽，果園面積不大；母親眼睛

長白膜，視力模糊，因為貧窮，無法到醫院開刀，

每個假日都到觀光區響水賣蟲餅。 

18 樹英小學 朱如在 一 為朱如靜的妹妹。 

19 樹英小學 許貞真 三 
父親在做果園，受洪水影響，收成不佳。母親病痛

多，無法工作。 

20 樹英小學 許貞華 三 為許貞真的妹妹。 

21 樹英小學 陳成佛 三 
父母做果園，爸爸有酗酒問題，工作重擔多在媽媽

身上。媽媽假日會到觀光區響水賣蟲餅，貼補家用。 

22 樹英小學 秦淑庄 一 
父親在別人的果園打工，母親則在家照顧小兒子。

淑庄住在河的對岸，上學都需要渡船。 

23 覺民小學 陳蒙財 中一 

父親外遇後失聯，母親則為了生活到外地工作，每

個月會寄錢回來。蒙才、弟弟目前和奶奶居住，奶

奶雖然已 80 歲，但還是努力編竹筐，扶養孫子長大。 

24 覺民小學 張建生 中一 

單親家庭，父親幾年前船難過世。母親在幫別人看

園，大哥因為家貧，已休學到柬泰邊境打工，每個

月會寄錢回家。另有兩個哥哥還在就學中。 

25 覺民小學 成龍 中一 
父親種果園，前年種的小樹苗，幾乎都被這次的洪

水淹死；母親依舊在編竹筐。 

26 覺民小學 曾寶蓮 中一 
單親家庭。生活主要靠媽媽和姐姐，到觀光區響水

賣香蕉糯米維持。 

27 覺民小學 李金珠 三 

家中有十個兄弟姐妹，生活全靠父親種田維持。金

珠從小體弱多病，身體常常無故腫大，父親便帶他

到處求醫。 

28 覺民小學 陳秀蓮 三 
父親罹患癌症，去年過世，留下龐大的醫療費。母

親帶著姐姐在市場賣米粉，希望可以盡快還清債務。 

29 覺民小學 辛賽娘 二 

母親已經過世，父親原在金邊當水泥匠，雨季時工

作少，暫時回到家鄉。家中屋子狹小，茅草搭蓋，

已稍微傾斜，雨季全部泡在水中，環境衛生相當差。 

30 覺民小學 黃淑妮 一 

父親已經過世；母親在泰國邊境工作，一年才回家

一次。淑妮目前與舅舅同住，舅舅為摩托車夫，因

為被胃疾困擾許久，故身體瘦弱。 

31 覺民小學 馬淑萍 五 

父親為三輪車夫，載學生上下學，但因年輕時喝酒

過多，患有痛風，關節疼痛；母親則每天扛著扁檐

到處去賣甜品。淑萍空閒時會協助母親，十分乖巧。 

32 覺民小學 江文財 三 
父親為摩托車夫；母親則因為有心臟病在家休養，

尤其是去年大兒子突然因病過世，母親深受打擊。 



 

33 覺民小學 江愛花 中三 為江文財的姐姐。 

34 覺民小學 洪東華 中二 
父母種果園維持生活，祖母同住。家中有六個孩子

在就學中，負擔較重。 

35 覺民小學 余素藍 中二 

父母親都在種果園，果園面積不大，加上今年洪水

氾濫，收成大受影響，所以媽媽也利用空閒時間做

餅乾賣。素藍為長女，弟弟也皆在就學中。 

36 覺民小學 黃秀麗 中三 

父親為樹英學校的柬文老師，家中原本有果園，但

去年媽媽盲腸炎開刀，父親為了籌醫療費，把果園

抵押給別人。 

37 覺民小學 符秋伍 中一 
單親家庭，生活主要靠母親編竹筐維持，哥哥則負

責每天到山上，去砍竹子给媽媽當編竹筐的材料。 

38 覺民小學 林建春 中二 

父親在種果園；母親在觀光區響水賣粿，但因為賣

的人多，生意並不好做，加上母親有習慣性的頭痛，

常常需要休息。 

39 覺民小學 吳玉蓮 中一 

父親種果園，今年因為大洪水，果園收入不如從前；

母親在觀光區響水賣粿，但僅有假日可以作生意。

弟弟也尚在就學中。 

40 覺民小學 林來發 中三 

來發家主要依靠榴槤園收成，但 2006 年雨水過多，

果園淹水，許多果樹死掉，收成少了一大半，讓整

年的心血都付諸流水，家中經濟也出了問題。 

41 覺民小學 漢喜娜 五 

父母離婚，喜娜與媽媽同住，媽媽每天扛著扁擔到

處去賣甜品，因為長期扛重物，肩膀和腰部常常劇

烈酸痛，刻苦培養孩子長大。  

42 覺民小學 詹麗妲 二 

父親為水泥匠，有酗酒問題，賺的錢幾乎都買酒去；

母親則在幫人洗衣，偶爾也會去幫人拔空心菜餵

豬，賺取微薄工資，拉拔孩子長大。 

43 覺民小學 李來發 中三 
父親為警察；媽媽在幫人捲菸。來發上學期一度休

學，想到工廠工作，但因華語不夠流利，後又復學。 

44 覺民小學 林娜 四 
父母皆在幾年前過世，林娜、姐姐與阿姨同住在媽

祖廟裡，靠阿姨當廟祝過生活。 

45 覺民小學 林清 四 為林娜的姐姐。 

46 覺民小學 李麗娜 中三 

單親家庭，生活靠母親在市場賣粥。母親有糖尿病，

需每天服藥。麗娜因常要幫媽媽到市場賣粥，缺課

較多。 

47 覺民小學 楊喜標 中三 

父親已經 70 多歲，年老無法工作，且膝蓋無力，行

動不便；母親已經過世。生活靠面積不大的果園收

成及一些蔬菜。 

48 覺民小學 黎秀鳳 五 
父親幾年前因肝硬化過世；母親在幫人洗衣服，哥

哥為幫助家庭，休學幫人搬貨，減輕媽媽負擔。 



 

49 覺民小學 黎秀秀 二 為黎秀鳳的妹妹。 

50 覺民小學 林金鳳 四 

金鳳的父親為三輪車夫，愛喝酒，常常賺來的錢都

買酒喝光；母親會到市場賣粿。還有兩個妹妹在就

學中。 

51 覺民小學 林金鸞 二 為林金鳳的妹妹。 

52 覺民小學 吳美云 三 

母親因難產過世，父親與後母也因生病相繼過世。

美云目前與阿姨同住，上學期她誤交損友，一度休

學，經與老師和社工員懇談後，決定再度復學，也

保證不再讓阿姨擔心。 

53 覺民小學 李秀秀 二 

秀秀家因為過於貧窮，將原來的房子賣掉，搬進父

親工作工地裡的克難小屋居住。父親仍然在幫人開

車，母親則在家照顧兩歲的小女兒。 

54 覺民小學 符國九 四 
全家住在學校的媽祖廟中，父母為廟公、廟婆，年

紀都已大。 

55 覺群中學 黃興 中一 
父母為農人。黃興家距離學校遙遠，騎腳踏車需兩

個多小時，暫時打算寄住在佛堂，假日才回家。 

56 覺群中學 符之鈉 中一 

家住逢盛海邊，小磚屋，有一小木船，供父親去捕

魚。媽媽則為農人，但因靠海土地較不適合種植，

收成有限。 

57 覺群中學 秋春玉 中一 
父母皆為農人。春玉家離校遙遠，騎腳踏車約需兩

小時，求學精神令人感動。 

58 覺群中學 溫旺 小六 
父母皆為農人，家為簡單茅屋，沒有電，晚上會和

其他同學在學校晚自習，成績都保持在前五名。 

59 覺群中學 孫樹批 小二 
父母皆因愛滋病過世。樹批目前與奶奶同住，生活

靠奶奶耕種和到市場賣菜維持。 

60 覺群中學 孫福星 小三 為孫樹批的哥哥。 

61 覺群中學 李娜 小五 

父親為鐵路工人；母親為農人。2006 年，李娜搬到

爺爺奶奶家居住，因為爺爺中風，行動相當不便，

需要有人照顧。李娜也須負起煮飯、家事的責任。 

62 覺群中學 黃明 小五 

父親已過世；母親帶著弟妹回到家鄉居住。黃明則

跟奶奶一起居住。年邁的奶奶每天會到市場賣菜，

賺取生活費。黃明每天都會到市場幫忙奶奶搬菜，

再去上學，相當乖巧。 

63 覺群中學 鄭妣妮 小五 
父母皆為農人，父親有肺病，需長期到政府醫院拿

藥。還有四個兄弟姐妹在就學中。 

64 覺群中學 黃素麗 小五 
父母皆為農人，父親有時會兼差當水泥匠；大姐、

二姐在金邊縫衣。中風的爺爺與其同住。 

65 覺群中學 成明 小五 
成明與爺爺、奶奶和阿姨同住。父母在外地捕魚，

一年才會回家一次。 



 

66 覺群中學 符清 小六 
單親家庭，生活主要靠父親耕種維持，但父親有高

血壓，需長期服藥。 

67 覺群中學 勝淑平 小五 
淑平父母親在五六年前皆因愛滋病過世，目前與奶

奶同住。奶奶開一小雜貨店維持生活。 

68 覺群中學 溫祥 中一 

父母約一年前離婚，父親不知去向，母親到外地工

作，每個月會寄約 10 美金給溫祥當生活費。溫祥為

長子，須照顧兩個弟妹。 

69 覺群中學 馮尤敏 中一 父母皆為農人。住家距離學校遙遠，求學精神可嘉。 

70 覺群中學 趙豪 中一 
父母皆為農人。趙豪家為土屋，空間小，九個人居

住在裡面，相當克難。 

71 覺群中學 符淑佳 中一 父母皆為農人，收入有限，生活辛苦。 

72 覺群中學 楊波 中一 
父親在幫人看果園；母親在貢不省幫傭。尚有一個

哥哥在就學中。 

73 覺群中學 林明萬 中一 
明萬從小與奶奶同住，父母則在外地種田，每個月

會寄一些錢給奶奶當生活費。 

74 覺群中學 趙娜 中一 
單親家庭，父親已於四年前肝病過世。目前生活主

要靠媽媽耕種維持。 

75 覺群中學 鄭能 中一 

父親在市場幫人打金；母親有甲狀腺亢進問題，頸

部腫大，但開刀需 300 多美金，遲遲未到醫院治療。

鄭能利用暑假到磅順港打工賺取生活費，孝順乖巧。 

76 覺群中學 莫英澤 中一 

父親為水泥匠，但因年紀已大(64 歲)，工作機會有

限；母親為農人，也會到市場賣一點蔬菜。還有一

個弟弟在就學中。 

77 覺群中學 陳淑銀 中二 
單親家庭，母親為農人，收入有限。淑銀利用暑假

到工廠打工，賺取生活費和書本費，相當乖巧。 

78 覺群中學 陳金香 中二 
父母在幫人捕魚，家中有七個孩子，還有年邁的奶

奶同住，開銷較大。 

79 覺群中學 彭小瓊 中二 
父母皆為農人，屋子狹小、簡單。另有弟妹還在就

學中。 

80 覺群中學 巴利源 中二 
父母皆為農人。原本有一哥哥當和尚，卻突然暴斃。

家中人口眾多，務農收入難以支持。 

81 覺群中學 馮妹 中二 
父母皆為農人。馮妹家住逢盛市，距離學校遙遠，

騎腳踏車需一個多小時。 

82 覺群中學 林師能 小一 父母皆為農人，家中八個孩子皆還在就學中。 

83 覺群中學 林金來 小一 
金來的父母在三、四年前，因感染愛滋病相繼去世。

目前與祖父母住在一起，生活主要靠爺爺耕種維持。 

84 覺群中學 廖金娘 小一 
父母皆為農人，田地不大，收成有限。弟弟亦在就

學中。 



 

85 覺群中學 邢治鑾 小一 

父親為柬校老師，偶爾會有失序的行為，如語無倫

次、幻覺等，目前正在服藥中；母親為農人，，也

會自製餅到市場販賣。四個兄弟姐妹皆還在就學中。 

86 覺群中學 符珊塔 小一 
父親為農人；母親在家照顧最小的妹妹。兄弟姐妹

皆還在就學中。 

87 覺群中學 珊來 小二 
父親為農人，身體瘦弱；母親在市場賣粿；三個妹

妹皆還在就學中。 

88 覺群中學 溫過 小二 
父母皆為農人，溫過每天都需要協助放牛等，孝順

乖巧，成績都保持在前十名，認真上進。 

89 覺群中學 蓮金秀 小二 單親家庭，家庭主要靠大哥當摩拖車夫維持。 

90 覺群中學 波那樂 小二 
父母皆為農人。大哥為報父母恩，三年前到和尚廟

出家，姐姐則還在就學中。 

91 覺群中學 名利 小二 
父親為農人，閒暇時也會幫人放牛；母親在家照顧

患有精神病的大姐。 

92 覺群中學 劉愛芳 中二 
父親為馬車夫；母親在自家門口賣零食。有五個兄

弟姐妹都還在就學中。 

93 覺群中學 林美清 中二 
母親已經過世；父親在金邊，染有愛滋病，正在養

病中。美清目前與爺爺同住，生活靠叔叔供給。 

94 覺群中學 李速文 小二 

原生家庭因小孩過多，所以從小被送給養父母扶

養。養父母已年老(70 歲)，但還在務農。養父有糖

尿病，加上去年採果子時不慎摔倒，目前身體較差，

無法搬運重的東西。 

95 覺群中學 黃沙麗 小二 

父母親為農人，家中原本靠大姐至金邊工作，分擔

父母的重擔，但去年大姐交通意外而過世，肇事者

惡意逃逸，讓父母傷痛欲絕，經濟更陷入困境。目

前還有三個弟妹在就學中。 

96 覺群中學 史雪慧 小二 

父母皆為農人。雪慧的弟弟從三年前視力開始不停

減退，至柬埔寨醫院和越南醫治都無效。父母因此

欠下一筆債務。 

97 覺群中學 程速恩 小二 

父親在幫豬配種；母親做粿在市場賣。家中七個兄

弟姐妹 皆還在就學中。另有親戚三人因為父母離

散，寄住在速恩家中。 

98 覺群中學 沈麗娜 小二 

父母皆為農人。父親有胃病；母親則因身體瘦弱沒

有力氣，常常需要服藥。家中耕田倚靠的大牛因生

病無法醫治，讓麗娜父母十分憂愁。 

99 覺群中學 輝麗娜 小二 

麗娜的父母離婚後不知去向，鄰人收養她。但養母

也為單親媽媽，並有九個孩子要扶養，生活困苦，

目前主要靠哥哥當漁夫維持生活。 



 

100 覺群中學 黃小妹 小二 

一家原本住在金邊，因為父親工作不順利，搬回貢

不省老家。父親目前在碾米廠幫人碾米；母親則在

家中照顧年幼的弟弟。 

101 覺群中學 辛素環 小二 

父親為農人，母親有高血壓和痛風，在家休養。素

環大姐天生有嚴重長短腳，走路不便，沒有上過學，

僅在家幫忙家務。其他兩個姐姐目前還在就學中。 

102 覺群中學 辛素美 小二 為辛素環的姐姐。 

103 覺群中學 韓慧明 小二 父母親在市場賣魚，家中十個孩子，負擔沉重。 

104 覺群中學 符珊弟 小二 
父母在別的省份工作，珊弟和奶奶一起居住。奶奶

為農人。 

105 覺群中學 邢速團 小二 
父母 1998 年在家中被賊打死，速團目前與姐姐同

住，生活靠姐姐做小生意維持。 

106 覺群中學 賢來 小二 
父母為農人，父親有胃病，無法做粗重的工作。五

個兄弟姐妹還在就學中。 

107 覺群中學 嚴素玲 小二 
父親今年因病過世；母親在市場賣雜貨。三個妹妹

皆在就學中。 

108 覺群中學 陳霞梅 小二 
霞梅的父母已經離婚，目前和母親寄住奶奶家。母

親以賣餅維生，刻苦扶養兩個小孩長大。 

109 覺群中學 程金蓮 小二 父母親為農人，四個兄弟姐妹皆還在就學中。 

110 覺群中學 廖麗娜 小二 

父親幾年前從樹上跌下，無法做粗重的工作；母親

和哥哥耕種。最小的弟弟有生長遲緩的問題，看了

許多醫生，都無法治癒。 

111 覺群中學 許琴 小二 
父母為農人，5 個哥姐皆為漁夫和幫傭，薪水低，

月薪僅有 18 美金。三個姐妹還在就學中。 

112 覺群中學 梁美英 小二 
父親因愛滋病過世；母親亦染病，目前服藥控制中。

弟弟經檢查也確定感染愛滋。 

113 覺群中學 賴弟 小二 
父母皆為農人，農閒時會至柬校賣水果。四個兄弟

姐妹還在就學中。 

114 覺群中學 廖金珊 小一 

父母皆為農人，媽媽常常頭痛，因為貧窮只跟傳統

柬埔寨醫生拿藥，效果不佳。四個兄弟姐妹皆還在

就學中。 

115 覺群中學 孫勝 小二 

孫勝從小與奶奶同住，生活主要靠叔叔當摩托車夫

維持。孫勝臉色偏黃，但因為家庭貧困，沒有至醫

院檢查，亦不知道病因。 

116 覺群中學 宣龍 小二 
父親為農人；母親自製甜餅在市場販賣，但經常性

的肚痛非常困擾她。兄妹皆還在就學中。 

117 覺群中學 宇妹 小二 

媽媽因為生宇妹時難產過世，父親有後妻後至別的

省份居住，也不關心孩子現況。宇妹目前與奶奶同

住，生活靠奶奶種田和賣蔬菜維持 



 

118 覺群中學 林勝 小二 
單親家庭，林勝與母親和弟弟寄住在奶奶家。媽媽

身體不好，沒有穩定工作，生活主要靠舅舅幫忙。 

119 覺群中學 安頒旯 小三 

父母皆為農人，田地不大，收成有限。一個姐姐在

金邊幫傭，但無法幫助家中。今年，哥哥發現鼻子

有息肉，發膿有臭味，柬埔寨醫生無法醫治，只好

借貸至越南邊境就醫。 

120 覺群中學 安素美 小二 為安頒旯的妹妹。 

121 覺群中學 邢碟莉 小三 

碟莉與年老的奶奶、叔叔同住。叔叔天生雙腳畸形，

此次協會補助拐杖，方便他生活起居。生活靠奶奶

耕種維持。 

122 覺群中學 王美蘭 小三 

母親已經過世兩年，父親在金邊打工，很少回來，

生活靠阿姨接濟。美蘭利用中午休息時間在餐廳打

工，賺取生活費，求學精神感人。 

123 覺群中學 銀明興 小六 

父親為摩托車夫；母親多病，在家休養；姐姐在金

邊幫傭，薪水只有 15 美金，僅能自己用，無法幫助

家裡。 

124 覺群中學 溫美娥 小三 

美娥家為傳統農家，兄弟姐妹眾多，五個哥哥姐姐

因為家庭貧困，沒有受過教育，皆只能耕種，沒有

更好的發展。 

125 覺群中學 溫那 小三 溫美娥的弟弟。 

126 覺群中學 翁光明 小三 

父母皆為農人，由於住家遙遠，光明寄住在已婚的

姐姐家。生活全靠姊夫當水泥匠維持，但工作不穩

定。加上姐姐自己有兩個孩子，負擔沉重。 

127 覺群中學 翁麗梅 小三 
父母皆為農人，今年因雨季雨水過多，導致田地淹

水，損失慘重。弟妹皆還在就學中。 

128 覺群中學 辛秀文 小四 
秀文出身傳統農家，父親有肺結核，需就醫及長期

服藥。家中六個兄弟姐妹皆還在就學中。 

129 覺群中學 沙麗芳 小四 

父母親皆為農人，姐姐原本在金邊工廠工作，因生

病回到家鄉，讓生活更加困難。其他兄弟姐妹皆還

在就學中。 

130 覺群中學 邢春英 小四 

父親有後妻後不知去向，春英與母親同住。母親在

市場賣粿，供孩子讀書。春英課業表現中等，請假

較多，因母親常生病，需她協助生意。 

131 覺群中學 才漢 小四 

父親外遇後與母親離婚。目前生活靠母親在市場賣

菜，年邁的爺爺、奶奶同住，照顧兩個孫子，讓母

親安心工作。 

132 覺群中學 黃拉達 小三 

父親幫人看守芒果園，母親為農人。達拉是最大的

孩子，弟妹皆還在就讀柬校。家中因為貧困，沒有

衛生的生活用水，家訪時，家人眼睛感染嚴重。 



 

133 覺群中學 周福財 小三 
與年邁的奶奶居住，奶奶以做資源回收維生，生活

清苦。 

134 覺群中學 岑妹 小二 

父母親皆為農人，母親有小兒麻痺，工作較不容易。

家中八個孩子，僅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在金邊鞋

廠工作，薪資微薄，幫助家裡不大。 

135 覺群中學 李安 中二 
父親已過世；母親在金邊幫傭、煮飯。李安目前寄

住在阿姨家，阿姨以賣雜貨維持家計。 

136 覺群中學 符之興 中二 

父母皆過世，哥姐都已結婚分家。之興目前與奶奶

同住，患愛滋的姐姐目前正發病中，原本困難的家

庭更加雪上加霜。之興為了幫助家裡，每天都到冰

店打工，影響學業表現。 

137 覺群中學 林錦龍 中二 

原本離家的父親已回到家中同住，卻有酗酒的惡

習，不僅無法工作，還有暴力行為。生活只能靠母

親種田維持，錦龍因常要幫忙家務，學習表現較差。 

138 覺群中學 林秀玲 小三 為林錦龍的妹妹。 

139 覺群中學 潘正喜 中二 
父親的腳受傷不方便，無法工作，家計靠開小雜貨

店維持。 

140 覺群中學 郉世海 中一 
父親為水泥匠，但因發生過車禍，身體無法太勞累；

母親為家管。五個兄弟姐妹皆還在就學中。 

141 覺群中學 張淑菁 中一 

父親在幾年前已生病過世，母親獨自扶養七個孩

子，還有年邁的奶奶同住。媽媽種田，收入不多。

淑菁有空時不是幫忙家務，就是到田裡幫忙。晚上

家裡沒電，點著油燈也會認真複習功課。 

142 覺群中學 曹春 中一 

家裡務農，父母同心協力，原本還過得去。但去年

開始，爸爸身上長出許多白斑，關節疼痛，無法做

任何粗重工作，看病、吃藥還花了不少錢，田裡的

工作就只有靠媽媽來做。 

143 覺群中學 邢速平 中一 
單親家庭，媽媽種田和賣粿條維持生活。五弟妹皆

在讀書中。 

144 覺群中學 邢美雯 中一 
父母務農，家距離學校遙遠，路程約需兩個小時，

但美雯卻從未請假，功課也名列前茅。 

145 覺群中學 溫旺 小六 

父母親皆以種稻維生，生活清苦。溫旺相當刻苦，

放學後幫忙看牛，晚上點油燈複習功課。上學期得

到全班第一名，收到學校頒發的禮物-腳踏車一台。 

146 覺群中學 李愛嘉 小六 
父親 2006 年暑假突然中風，一病不起，讓家中經濟

陷入困境。目前家中僅能靠媽媽賣粿維持。 

147 覺群中學 許小玲 小四 
單親家庭，母親在市場賣粿，月收入大約 20 美金。

妹妹也在覺群學校學習中文。 

148 覺群中學 許振興 小五 為許小玲的哥哥。 



 

149 覺群中學 符明發 小五 

單親家庭，父親身體不好，在幫人看守果園。曾因

為家庭困難一度休學想到工廠工作，後來發現自己

的中文基礎不夠紮實，故又復學。 

150 覺群中學 符明武 小五 為符明發的弟弟。 

151 覺群中學 黃家瓊 小四 

父親因愛滋病過世，母親和最小的妹妹亦感染。母

親因過於煩惱，長期失眠，健康狀況不佳；小妹最

近身上開始出現爛瘡。家瓊成績優秀，上學期為班

上第一名，還得到學校頒發的禮物-腳踏車一台。 

152 覺群中學 黃泰 小二 為黃家瓊的弟弟。 

153 覺群中學 歐茂文 小三 

父母親為農人，母親為貼補家用，也會至市場賣魚。

2006 年時，母親腹部疼痛難耐，但查不出病因。後

貸款至越南看病，訪視時，母親還在越南就醫中，

家中經濟更加雪上加霜。 

154 覺群中學 李月華 中二 
月華目前還是與姑姑同住。姑姑在覺群學校裡賣零

食，一隻眼睛因為受傷看不見。 

155 覺群中學 郭玉金 中二 
父母皆為農人，生活清苦。玉金家距離學校遙遠，

求學精神可嘉。 

156 覺群中學 梁斯微 中二 
父親為農夫，但平常愛賭博；母親目前在市場賣粿。

兄弟姊妹皆還在就讀柬校。 

157 覺群中學 何麗明 小五 
父親工作為幫忙辦宴席，但工作不穩定，有時一個

月工作不到 10 天，母親為家管。 

158 覺群中學 陳愛香 小四 
父親已經年老，無法工作，身體健康也越來越不好；

母親為農人，哥姐也一起協助，但收成有限。 

159 覺群中學 陳廷明 小五 為陳愛香的哥哥。 

160 覺群中學 陳瑪玲 小二 
父親為農人；母親在市場賣粥。瑪玲為了協助家計，

會幫母親拿零食到學校賣。 

161 覺群中學 陳瑪瑛 小一 為陳瑪玲的妹妹。 

162 覺群中學 鄭賽芳 小三 

染有愛滋病的母親仍持續服藥中，一個月要至柴楨

省醫院拿藥。母親平常在市場賣二手衣，兩個哥哥

還在就學中。 

163 覺群中學 范麗妹 小四 

父親在市場修理手錶，相同的攤位多，生意不佳；

母親因高血壓問題，暫時在家休息；大哥身體好轉，

目前為摩托車夫，可以稍微減輕經濟重擔。 

164 覺群中學 范麗云 小五 
父親在市場打金；母親在市場賣魚；奶奶同住，有

糖尿病，需長期服藥。還有一弟一妹讀書中。 

165 覺群中學 陳文清 小六 父母皆為農人。六個兄弟姐妹皆還在就學中。 

166 覺群中學 韓軒元 小五 
父母親皆在外地種田，很少回家。軒元目前與祖母

同住，祖母在自家門口賣粥維持生活。 



 

167 覺群中學 陳光輝 小五 
父親生病沒工作，母親賣彩票，姐姐精神異常無法

工作，哥哥就學中。家中生活困難。 

168 覺群中學 李悅來 小四 

單親家庭，母親在市場賣二手衣。母親健康狀況依

舊不佳，腋下的腫瘤仍在，有讓傳統柬埔寨醫生治

療，但效果不佳。 

169 覺群中學 曼速平 中一 
父已過世，目前家裡只靠母種田和賣粿條維持生

活。五個弟妹皆在讀書。 

170 覺群中學 李愛華 五 
父為軍人，月薪不多，母有心臟病。愛華學習認真，

成績良好。兩個弟妹在讀柬校。 

171 覺群中學 黃瓊 四 黃素琴的弟弟。 

172 覺群中學 馮玉 中二 
父親以耕種維生，患有胃病，身體狀況不佳。母親

賣粿食，貼補家用。 

173 光中中學 優學良 小二 

父親為工人，工作不穩定，又喜歡喝酒，連家訪時

都帶有濃濃酒意。生活主要靠母親在市場賣魚，刻

苦拉拔五個孩子長大。 

174 光中中學 優麗靈 小一 為優學良的妹妹。 

175 光中中學 緬錦光 小五 
父親原為軍人，因交通意外而過世，目前生活主要

靠媽媽養豬維持。 

176 光中中學 緬麗媚 小二 為緬錦光的妹妹。 

177 光中中學 鍾麗銀 小六 

父親原為光中學校華文老師，因多病辭職，目前和

太太在家自製玉米甜餅到市場販賣，利潤微薄，是

家裡主要的經濟來源。 

178 光中中學 黃志賢 小二 
父母親在市場賣甜品，母親身體不好，常需要看病。

志賢和妹妹常到市場幫忙，十分孝順。 

179 光中中學 黃美蓮 小二 為黃志賢的妹妹。 

180 光中中學 黃美良 小一 為黃志賢的妹妹。 

181 光中中學 陳國光 小二 

父親為摩托車夫，母親有輕微的精神疾病，有時會

自言自語。阿姨原本也同住，後因精神不穩定，在

河中溺斃後，母親的精神狀態變得不太穩定，曾服

藥目前已停。家庭生活主要靠父親當摩托車夫維持。 

182 光中中學 緬錦輝 小一 為緬錦光的弟弟。 

183 啟華小學 陳金香 三 

單親家庭。媽媽醃製臭魚在市場販賣，假日金香也

會去市場幫忙，分擔媽媽的工作。媽媽因長期營養

不良身子瘦弱，此次亦補助維他命。 

184 啟華小學 陳金興 三 為陳金香的姐姐。 

185 啟華小學 泰邊南 六 
父親為柬校老師，母親在市場租了一個小攤位幫人

做衣服，另有 5 個兄弟姐妹皆就學中，生活負擔重。 

186 啟華小學 速坤馬尼 四 
單親家庭，生活靠媽媽在市場賣菜。其他兄弟姐妹

皆還在就學中。 



 

187 啟華小學 潘通 中一 
單親家庭，與母親同住。哥哥姐姐因為未受教育，

與母親一起耕種。田地面積不大，生活清苦。 

188 啟華小學 楊她妮 一 

父母離婚，她妮和父親居住。父親靠賣冰淇淋維持

家計，有高血壓問題，需長期服藥，有時亦無法工

作。她妮的兩個妹妹尚在就讀柬校，父親擔子沉重。 

189 啟華小學 謝光森 三 

光森的父親為修理摩托車的工人；母親原為柬校老

師，但因患有肺結核，身體虛弱，暫時在家休息。

有一個哥哥在工廠工作，但已經結婚分家，另有五

個兄弟姐妹皆在就學中。 

190 啟華小學 陳金葉 一 

父親為摩托車夫，摩托車還在還款中；母親常常血

尿，因為貧困，僅買一些傳統柬埔寨草藥吃，弟弟

也就讀華校。 

191 啟華小學 陳金盛 一 為陳金葉的弟弟。 

192 啟華小學 喬金達 一 
父親為水泥工，收入極不穩定；母親租了一個小攤

位賣雜貨；五個兄弟姐妹皆就學中，父母負擔沉重。 

193 啟華小學 喬金那 二 為喬金達的哥哥。 

194 啟華小學 鐘速篇 六 
父親因車禍不良於行，生活主要還是靠釀酒維持。

速篇的成績優秀，相當上進。 

195 啟華小學 林萬年 中一 

單親家庭，生活主要靠哥哥的小碾米廠維持，但哥

哥已結婚分家，能提供的金錢有限。家訪前兩個禮

拜，媽媽不小心摔傷，目前無法行走，還在養病中。 

196 啟華小學 陳良成 六 
家中有九個兄弟姐妹，父母在家門前賣粥，收入僅

可糊口。良成的學習表現較去年進步。 

197 啟華小學 庄狄立 中一 

今年父親因患肝癌過世，目前僅靠媽媽當柬校老師

的收入來維持家庭。父親生病時，母親向銀行借貸，

目前負債累累。母親也利用課餘時間兼差幫人縫

衣，希望盡快還清債務。 

198 啟華小學 方彼倫 中一 

父親停賣豆漿水，改做資源回收；母親因心臟病及

照顧最小的弟弟，目前沒有工作。另兩個弟弟就讀

柬校中。 

199 啟華小學 陳金香 二 

單親家庭，母親在市場賣菜，也養豬補貼家用。金

香和哥哥十分孝順、乖巧，總會利用課餘時間幫媽

媽去市場收剩菜剩飯餵豬。雖然家務繁忙，學校成

績卻可以保持名列前茅。 

200 啟華小學 陳金平 二 為陳金香的哥哥。 

201 中華小學 方麗雅 中三 
單親家庭，父親已經過世。目前生活靠大哥耕種維

持。麗雅成績優秀，常常得到班級的第一名。 

202 中華小學 周玉嬋 六 
父母親依舊幫親戚辦宴席，一次 1 萬柬幣(約新台幣

100 元)。 



 

203 中華小學 劉金蘭 六 

父親有外遇後遠走他鄉，母親因為大受打擊，精神

出現一點狀況，常出現幻聽、幻覺。目前生活靠姐

姐在門口擺小攤位賣零食維持。 

204 中華小學 宛莎莉 三 

父親為農人；母親孵豆芽讓大姐在市場販賣。母親

有胃疾，常常痛到無法工作。家中九個小孩，負擔

沉重。 

205 中華小學 蔡秀蓮 四 

父親原為砲彈修理工人，2000 年意外爆炸，造成手

斷及眼盲，生活無法自理。目前與親戚同住，生活

也靠親戚幫忙。 

206 中華小學 何小紅 三 
小紅父親為摩托車夫，每天收入大約為 6 千柬幣(約

新台幣 60 元)；媽媽有糖尿病，在家養豬補貼家用。 

207 中華小學 韋秀美 中一 父母在市場賣粿條，母親有心臟病，無法太過勞累。 

208 中華小學 
迺利發 一 父親為政府人員，月薪為泰幣一千元；母親在家照

顧年幼的孩子。 

209 中華小學 王德拉 二 父親以打臨工維生，收入不多，母親為家管。 

210 中華小學 高洛塔 二 

父母親於二 00 七年離婚。三個孩子皆和母親一起生

活，母親在市場賣粥，每日約可得泰銖六十元，僅

勉強可維持生活。 

211 中華小學 鄭玉玲 二 
家中共有四個人，父親以種田維生，母親打臨工，

家中兩個孩子都在學，支出較高。 

212 中華小學 松瑪莉 二 
家中共有五個人，父親以跑摩托車維生，母親是家

庭主婦，家中三個孩子都在學，學費負擔大。 

213 中華小學 唐清心 三 
父親為建築工人，日薪為泰幣八十元，遇雨季，工

程少，收入幾乎為零；案母則在市場賣粿。 

214 中華小學 唐淑蘭 三 

家中共有六個人，父親以種田維生，母親是家庭主

婦，家中四個孩子都在學，兩個讀柬校，兩個讀華

校，學費負擔大。 

215 聯華中學 林美玲 中三 

父親為摩托車夫，喜歡喝酒，工作不穩定，生活主

要靠母親去市場賣米粉。美玲為長女，兩個妹妹都

還在就學中。 

216 聯華中學 陳玲香 中三 
單親家庭，父親已經過世很久。媽媽在市場賣粥，

拉拔三個孩子長大。 

217 聯華中學 陳順那 中三 

父母皆為農人，由於住家距離遙遠，順那目前寄住

在姑姑家。姑姑在自家門口擺了個小攤位，順那下

課後都會幫忙。 

218 聯華中學 張德明 中三 

父親因幾年前從屋頂摔下受傷後，工作一直不穩

定，偶爾會接一些木工來做，但很不穩定；母親在

市場賣粥。德明為長子，弟妹皆還在就學中。 



 

219 聯華中學 孫月玲 中一 

父親沒有固定職業，每天在家喝酒，偶爾會有暴力

行為，有次喝醉酒和母親起衝突，把她推下高腳屋

的樓梯而脊椎受傷，常常腰酸背痛。母親為廣東人，

普通話很標準，目前在馬德旺小診所當翻譯員維持

家庭。 

220 聯華中學 林美音 中一 

父親為火車貨物搬運工，月薪少，為貼補家用，還

和母親在家做布偶的加工，一天大概可以完成 10 個

左右。美音成績優秀，都維持在班上前十名。 

221 加江培英小學 趙婉麗 六 
目前與姑姑居住，姑姑賣鴨蛋。由於姑姑的五個孩

子皆還在就學階段，僅能供給婉麗日常生活的協助。 

222 加江培英小學 展娜麗 六 

家中原本經營的小雜貨店因為本錢不夠，賣的東西

過少，已經關門。目前父母一起租地種玉米和辣椒，

父親因為開過刀，身體無法太勞累，故母親較辛苦。 

223 加江培英小學 楊成英 三 

父母親仍在門前賣冰，爸爸自從幾年前出過車禍

後，身體一直不好，需長期服藥。哥哥成名也因家

庭困難，已辦理休學到外地工作。 

224 加江培英小學 楊麗清 三 為楊成英的妹妹。 

225 加江培英小學 楊麗華 二 為楊成英的妹妹。 

226 加江培英小學 陳麗達 五 
父親失蹤多年，目前生活僅靠母親賣小雜貨維持。

尚有四個兄弟姐妹還在就學中。 

227 加江培英小學 蘇金針 六 

父親賣冰淇淋；母親有高血壓需要長期服藥。爺爺、

奶奶同住，爺爺為盲人。結婚的大姐原本在金邊工

作，幾個月前離婚，帶著一個兒子回到家中，家中

負擔更重。 

228 加江培英小學 蘇明黃 一 為蘇金針的弟弟。 

229 加江培英小學 邱玉珍 五 

父親修理電器；母親去年中風，行動不便。爺爺、

奶奶同住，兩位都近 90 歲高齡，行動不便，也常需

要看病。 

230 加江培英小學 邱玉珠 六 為邱玉珍的妹妹。 

231 加江培英小學 鄭淑惠 四 

家計主要靠孵豆芽去販賣的所得。母親最近頸部腫

大，去醫院檢查有甲狀腺亢進的問題，但沒錢可以

開刀。 

232 加江培英小學 鄭速瓊 一 為鄭淑惠的妹妹。 

233 加江培英小學 陳玉妮 五 

父母仍在柬校教書。玉妮的妹妹從小多病，今年得

了腸熱病，沒錢到醫院就醫，媽媽請了無牌醫生到

家裡幫妹妹打點滴，家裡多了一筆大開銷，生活更

辛苦。 

234 加江培英小學 陳玉玲 三 為陳玉妮的妹妹。 



 

235 加江培英小學 張秀強 四 

父親年老已退休；母親和姐姐在市場賣米粉。母親

因為貧血常頭暈，需長期服藥。有五個兄弟姐妹還

在就學中。 

236 加江培英小學 張金珠 三 為張秀強的姐姐。 

237 加江培英小學 萍利葵 三 有愛滋病的母親身體依舊衰弱，仍有浮腫的現象。 

238 加江培英小學 萍文興 三 為萍利葵的哥哥。 

239 加江培英小學 萍楚兒 一 為萍利葵的妹妹。 

240 加江培英小學 蒙明松 四 

父親原本為水泥匠，但因身體健康不佳，目前與母

親一起種田。母親腹部仍腫大，服傳統柬埔寨草藥

中。弟妹皆還在就學中。 

241 加江培英小學 楊淑麗 四 

母親過世，父親再婚，另組家庭在外。淑麗與爺爺、

奶奶同住，爺爺與奶奶皆已年老，身體病痛多，生

活僅能靠親戚接濟。 

242 加江培英小學 鄭文財 三 為楊淑麗的弟弟。 

243 加江培英小學 陳美麗 四 
父親在金邊開車，月薪大約 40 美金；母親心臟及胃

不好，休養中。妹妹也還在就學。 

244 加江培英小學 陳美珠 四 為陳美麗的姐姐。 

245 加江培英小學 李清官 四 單親家庭，生活靠母親種果園。尚有個哥哥在讀書。                                                                                                                                                                                                                                                                                                                                                                                                                                                                                                                                                                                                                                                                                                                                                                                                                                                                                                                                                                                         

246 加江培英小學 何金相 四 

父親自從 2005 年當水泥匠從高處跌下受傷後，就因

為行動不便，一直無法找到好工作，生活主要靠母

親到市場賣蔬菜。金相暑假期間到金邊打工，希望

可以減輕父母的壓力。 

247 加江培英小學 許順莉 三 

母親過世；父親在馬德望有新家庭。順莉與奶奶、

姑姑同住，家計靠阿姨賣香蕉、甘蔗水維持，順莉

也常幫忙，缺課多，影響學業表現。 

248 加江培英小學 許淑娟 二 淑娟仍半天讀書半天賣甘蔗水，刻苦學習。 

249 加江培英小學 萍玉清 四 

母親 2005 年年底因肝病過世，過世沒多久，姐姐精

神也出現一些狀況，父親相當擔心，原因不明，到

處求醫，希望有痊癒的機會。 

250 加江培英小學 萍玉紅 三 為萍玉清的妹妹。 

251 加江培英小學 蒙添莉 三 

去年父親因肝病到處求醫，父親還未痊癒，母親的

肝也出問題。逼不得已將土地賣掉，支付大筆的醫

療費。 

252 加江培英小學 坤西娜 五 

單親家庭，母親為農人。西娜最近常常胸痛，甚至

痛到哭，但沒錢就醫。母親說西娜不管怎麼不舒服，

還是堅持要去學校，學習鬥志很高。 



 

253 加江培英小學 鄭德來 四 

德來和哥哥都患有遺傳性的深度近視，幸好有一美

國機構協助他們配戴特殊眼鏡。父母皆為農人，還

有幫人養牛，賺一些生活費。 

254 加江培英小學 鄭美芳 四 為鄭德來的妹妹。 

255 加江培英小學 李金真 二 

父親在外地工作時患瘧疾過世；母親也於 2005 年乳

癌過世，金真目前和弟弟、阿姨居住。阿姨在市場

賣菜，生活並不富裕。 

256 加江培英小學 王雪蘭 一 
父親打零工，日薪 5 千柬幣(約新台幣 50 元)，有喝

酒問題，工作不穩定；母親在家照顧最小的兒子。 

257 加江培英小學 昆淑清 二 
父母在兩年前相繼過世，目前淑清和弟弟、奶奶同

住。生活靠奶奶作餅到市場賣維持。 

258 加江培英小學 坤速明 一 為昆淑清的弟弟。 

259 鹽田培英小學 林明敦 六 父親為建築工人，母親為農人，家庭收入有限。 

260 鹽田培英小學 陳美來 三 
父親為摩托車夫，油價上漲，收入不多；母親則在

家照顧小女兒。 

261 鹽田培英小學 陳美蘭 三 為陳美來的妹妹。 

262 鹽田培英小學 周經喜 二 
單親家庭，母親為農人，有心臟病問題，須每天服

藥。 

263 鹽田培英小學 文杯 二 
父親為摩托車夫，母親在家照顧小孩，偶爾到市場

賣一些蔬果。家中小孩眾多，生活負擔重。 

264 鹽田培英小學 漢富民 四 

單親家庭，父親年紀大無法工作。家裡目前生活主

要靠大哥外出捕魚維持，妹妹也因家庭貧窮，休學

打工幫忙家計。 

265 鹽田培英小學 郉文寶 二 
父母皆因愛滋病過世，目前寄住在楊綠清家，綠清

家也貧困，僅能供給日常生活所需。 

266 鹽田培英小學 林美蓮 六 
母親已經過世，父親在外地當警察，大約三、四天

才會回家一次。美蓮與妹妹的生活主要靠奶奶照顧。 

267 鹽田培英小學 林美金 五 為林美蓮的妹妹。 

268 鹽田培英小學 楊綠清 五 
父親依舊在幫人殺豬；母親則在市場賣蔬菜。綠清

功課很好，每天回家會幫忙家裡煮飯。 

269 鹽田培英小學 楊綠強 一 為楊綠清的弟弟。 

270 鹽田培英小學 郭旺 五 
此次訪視，郭旺的華文表達能力進步很多。家中目

前仍靠父母親種植胡椒維持。 

271 鹽田培英小學 綠莉花 四 
父親為搬運工，工作不穩定；母親在市場賣香蕉，

攤位為租賃，月租金為 1 萬柬幣(約新台幣 100 元)。 

272 鹽田培英小學 綠速弟 四 為綠莉花的弟弟。 

273 鹽田培英小學 周經蘭 四 
父母親在市場賣粥，奶奶同住，雖然年老，但十分

健朗，可以幫忙家務。兄弟姐妹皆還在就學中。 



 

274 鹽田培英小學 黃寶蓮 五 
父親為摩托車夫，摩托車已破舊，常需要修理，母

親在家照顧孩子。家中有七個孩子，負擔沉重。 

275 鹽田培英小學 黃寶美 四 為黃寶蓮的妹妹。 

276 鹽田培英小學 黃寶愛 一 為黃寶蓮的妹妹。 

277 鹽田培英小學 郭文明 四 
住家距離學校遙遠，須渡河才可以到。父母親都在

幫別人看園，偶爾到河裡抓一些魚去賣，貼補家用。 

278 鹽田培英小學 符金花 一 

父母已離婚，金花和兩個弟妹、母親一起居住。母

親平常到果園幫人除草，身體不好，常到醫院拿藥。

奶奶中風，行動不便，生活需要他人協助。 

279 鹽田培英小學 符致輝 一 為符金花的弟弟。 

280 鹽田培英小學 符金珠 一 為符金花的弟弟。 

281 鹽田培英小學 王偉烈 一 

父母親到泰柬邊境-波貝工作，一年才回家一次，每

個月會寄錢回家幫忙。偉烈目前與奶奶居住，奶奶

在自家門口賣粥，照顧偉烈和弟弟。 

282 鹽田培英小學 野滿妮 一 
父親為摩托車夫，摩托車還在貸款中；母親在家照

顧最小的妹妹。 

283 鹽田培英小學 欽拉 一 
父親在市場幫人抬菜；母親幫人撐雨傘。沒有房屋

和土地，寄住市場攤位裡，環境衛生很差。 

284 鹽田培英小學 欽嫻妮 一 為欽拉的妹妹。 

285 鹽田培英小學 阮嬌香 三 

父親為理髮師，母親則因為懷孕，目前在家待產。

家中原本有養幾頭豬，卻在一夜之間被偷光，損失

慘重。 

286 鹽田培英小學 李干拉 一 

父親在實居省當軍人，月薪約為 20 美金，每個月回

家一次；母親原在市場賣菜，因剛剛流產，目前在

家休養中。 

287 鹽田培英小學 李味綿 一 為李干拉的哥哥。 

288 培才小學 黃裕雄 六 
單親家庭，母親在家中做縫紉工作。目前仍寄住在

阿姨家，姐姐今年剛畢業，準備到金邊找工作。 

289 培才小學 江利豐 五 

父親在外地當警察，甚少回家，也幾乎不拿錢回來

幫家裡。母親每天到市場賣粥，照顧三個還在就學

的孩子長大。 

290 培才小學 梁曾堤 四 
父親無故離家，沒有音訊；母親在市場做裁縫工作。

房子為租賃，每月租金為十美金。 

291 培才小學 文麗黛 五 
父親當軍人時踩到地雷，一腿截肢，在渡船頭賣飯

包；母親在家照顧姐姐的孩子。 

292 培才小學 李小妹 六 
父親當工人，日薪 5 千柬幣(約新台幣 50 元)；母親

在佛堂幫忙；哥哥在金邊工作。 



 

293 培才小學 林麗香 四 父母親在市場賣粥，供五個孩子就學。 

294 培才小學 蘇麗娜 六 

父母已離婚，四個小孩皆跟母親同住，母親在市場

賣魚干，生活辛苦。還有二兄一姐都在讀書，學費

負擔大。 

295 培才小學 林玉香 五 父親沒有固定工作，母親在市場賣小東西。 

296 培才小學 黃裕發 五 黃裕雄的弟弟。 

297 培才小學 琴施碧 二 
單親家庭，與母親一起借住在親戚家，原本還有一

個弟弟，但溺水身亡。 

298 培才小學 童素蒲 一 父母親皆為農人，收入微薄。 

299 培才小學 杜美秋 二 
家為租賃，每月租金為五萬柬幣。父親每天在河良

渡船頭賣包子，因有肺結核，須長期服藥。 

300 培才小學 文麗麗 一 

父親為地雷傷者，每天和母親在河良渡口賣飯包，

每天約可得柬幣五千元。麗麗和弟妹假日也都會到

渡口幫忙。 

301 培才小學 江金清 一 
一九八四年父親誤踩地雷受傷後，右腳截肢，一直

未有穩定工作，生活主要靠母親到柬校賣冰棒維持。 

302 培才小學 杜惠妮 二 
父親為臨時工，母親則為農人，目前一家五口目前

寄住在親戚的房子。 

303 培才小學 張秀美 二 
父親外遇後，離家已七、八年。目前生活主要靠母

親在自家門口賣粥維持。 

304 培才小學 徐甘美 一 
父親為摩托車夫，年紀已大，身體不好，收入有限，

家庭生活需靠在外地打工的哥哥幫忙。 

305 磅針培華小學 沈寶禎 中三 

父母親皆為農人，母親身體很差，常常發燒。父親

前一陣子在田裡工作時，被蠍子咬傷，沒錢就醫，

僅用草藥包紮。 

306 磅針培華小學 姬春玲 中三 
父親仍在市場修理手錶；母親幫人修指甲。因為前

年家裡發生火災，目前仍租屋中。 

307 磅針培華小學 陳永安 一 
父親肝病過世；母親賣烤香蕉維持生活，每天收入

大約為一美金。姑姑、奶奶也一起同住。 

308 磅針培華小學 陳光興 中一 

光興功課相當好，幾乎都為班上第一名。但因為天

生唇顎裂(已縫合)，讓她有些自卑，不敢表達自己。

家中生活主要仍靠父親當摩托車夫維持。 

309 磅針培華小學 謝順達 三 
父親為摩托車夫，每天大約可以賺四千柬幣(約新台

幣 40 元)，母親在家照顧最小的兒子。 

310 磅針培華小學 楊細華 五 

父親年老無工作；母親和姐姐在市場賣餅，姐姐有

小兒麻痺，行動不太方便。細華的功課相當好，常

常得班上第一名。 

311 磅針培華小學 吳小妹 三 
回海南島探親的父親至今仍音訊全無，目前生活僅

靠媽媽到市場賣菜維持。 



 

312 磅針培華小學 賴文廷 中一 
父親打零工，一天一萬柬幣；母親為農人。文廷家

距離學校遙遠，住在學校宿舍。每個禮拜回家一次。 

313 磅針培華小學 沈智峰 一 
父母親皆務農，體弱多病，收入有限。全家共有七

個人，有三個孩子就學，學費負擔大。 

314 磅針培華小學 方鈺雅 三 
父親十年前因為高血壓過世，母親在波貝幫傭，將

姐弟倆交給祖父母照顧。 

315 磅針培華小學 賴秀玲 一 
家中生活主要靠父母親種田，之前父親會利用農閒

時，幫別人開拖引機，但現在身體不好，已經暫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