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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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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拉麗 三 

主要以種植香蕉維生，大約 5-10 天就去嗊吥市場賣

香蕉，父親平時還跟拉麗的姑姑一起做資源回收，

以補貼家用。 

2 樹英小學 王碧兒 三 

父親上山去砍柴，一車柴可賣到 3 萬柬幣，母親去

幫人種田，一天可賺 8000 柬幣；姐姐在市場賣餅，

家庭人口多，開銷大、生活困難。 

3 樹英小學 黃比吉 三 

父親以捕魚維生，有一艘小船，每日的漁獲大約 2-3

公斤，可賣得約 7800 柬幣，所以還編竹筐貼補家用。

家庭人口多，收入有限。 

4 樹英小學 蕭小銀 三 
父親以種植果園維生，還編竹筐貼補家用。家庭人

口多，收入少，生活較辛苦。 

5 樹英小學 陳金圓 三 

父親的果園收成每年約 150 美金，母親身體不好還

幫忙種稻，收穫的米僅夠吃而已。家庭收入低，無

力讓母親看病治療。 

6 樹英小學 蕭中平 三 

父親以種植果樹為生，父親身體不好有胃病、喉嚨

痛，每個月要花不少醫藥費。收入有限而醫藥開銷

大，生活困難。 

7 樹英小學 傅文良 三 
父親主要是種植果樹、腰果樹，有時也開渡船載客，

和人輪流三天一次，一天約可賺 11000 柬幣。 

8 樹英小學 傅麗珊 三 為傅文良的妹妹。 

9 樹英小學 李小桃 三 

父親的果園收成不好，有時還得打雜工貼補家用；

母親則是去响水賣水果。全家住在一間破舊的木

屋，小桃和哥哥都在讀華校。 

10 樹英小學 曾 萬 三 為曾有貌的弟弟。 

11 樹英小學 曾有貌 四 

生活主要靠父親到處幫人打零工，一天可得一萬柬

幣，一個月約有十五個天有工作機會；母親則在家

照顧最小的兒子。 

12 樹英小學 林玉娜 四 

父親為雷傷者，有一腳裝義肢，因曾經幫紅十字會

做醫療工作，現在自己有個醫務包，到處為人打針

收取費用，來維持一家的生活。 

13 樹英小學 朱如靜 五 
因為風災，果園只剩 10 棵榴槤樹，年收成約 20 萬

柬幣，母親改在家門前賣甘蔗水貼補家用。 

14 樹英小學 楊速寧 五 

父母親一起種果園維持家中生計，面積不大，年收

成不足以維持一家七口的生活，父親會利用空閒時

間到山上砍竹子，補貼家用。 



 

15 樹英小學 許淑庄 五 

家中經濟靠父親當建築工人，母親在家帶小孫子，

家裡果園有 30 棵榴槤樹，有時母親忙於其他工作

時，會要求淑庄在家幫忙看小孩，以致不能去上學。 

16 樹英小學 泰森安 五 

單親家庭，父親已過世，母親也年老，靠編竹筐賺

錢撫養孩子，大哥會幫忙砍竹子當編竹筐的材料。

目前只有森安和姐姐在讀華校。 

17 樹英小學 許貞華 五 
父親做果園，今年收入約美金五百元，哥哥為漁夫，

會每月寄錢幫忙家裡的生活。 

18 樹英小學 蕭和平 六 

單親家庭，母親做蟲餅賣給大盤商，一包一千兩百

柬幣，毛利僅有兩百柬幣。和平和另三個姊弟也都

會利用課餘時間幫忙媽媽。 

19 樹英小學 黃寶七 六 
姐姐到學校附近賣零食，收入約六~七千柬幣，父親

則幫別人看果園，每天約共有一萬柬幣的收入。 

20 樹英小學 束万尼 三 

父親以果園維生，榴槤樹因風災受損，只剩 15 棵，

收入有限。母親有胃病，家中有四個孩子在就學，

負擔重。 

21 樹英小學 唐速軍 三 
父親幫人守果園，每月薪水二十萬柬幣，姐姐在家

編竹筐，另外還有兩個哥哥在別人的果園當工人。 

22 樹英小學 傅麗麗 三 

借住在親戚的房子，父親本來是木工，現在改修腳

踏車、修輪胎，但生意冷清；母親會趁產季收購榴

槤，拿到嗊吥市場或金邊去賣，並養雞貼補家用。 

23 樹英小學 林香 三 

母親離婚後獨力撫養三個孩子，種植山竹和榴槤果

樹，收成有限，母親還做粿賣，空閒時也編椰子葉

賣錢。林香相當懂事，放假時還去打工賺錢。 

24 樹英小學 林素葉 五 
家中仍主要靠父親做果園，收入有限，不足以支付

一家五口的生活費。 

25 樹英小學 林淑卿 五 
單親家庭。生活靠父親每天牽著腳踏車，到處叫賣

冰棒，利潤微薄，獨立扶養四個未成家的孩子長大。 

26 樹英小學 林素華 五 為林素葉的姐姐。 

27 樹英小學 朱如在 五 為朱如靜的弟弟。 

28 樹英小學 黃寶軍 六 

單親家庭，母親已過世多年。家住在學校對河，生

活靠父親做果園維持。父親在紅高棉時代，被流彈

所傷，右眼看不見。 

29 樹英小學 陳成佛 五 

父母親在做果園，但父親有酗酒問題，工作重擔多

在母親身上。母親假日也會到觀光區-響水賣蟲餅，

貼補家用。 

30 樹英小學 吳建來 五 

單親家庭，家中原本有的果園因為父親生病就醫龐

大的醫療費而變賣，後來，父親仍不敵病魔過世。

目前，生活僅靠母親幫人做蟲餅，收入微薄。 



 

31 樹英小學 薛文通 六 

父母親在幾年前因病相繼過世，後來被父親工作的

果園老闆收留。班導師表示文通因為需要幫忙果園

工作，果園採收時，常常缺課。 

32 樹英小學 陳微棧 五 

父母親皆喪偶後再婚，共有六個孩子。住屋是跟親

戚借住，為一簡陋的茅草屋。父親為理髮師；母親

則自己做粿到市場賣，但身體較弱，常需要就醫。 

33 樹英小學 張文天 四 

住家在學校對岸，上下學需渡河。由於家中果園土

質較不好，只能種植甘蔗，每年收入有限。父親每

天都會到河裡抓魚去市場販賣。家中有六個孩子皆

還在就學中。 

34 樹英小學 陳秋良 四 

父親在果園耕種，母親有精神疾病方面問題，常出

現自言自語，沒有現實感等狀況，但因為家庭貧困，

從未就醫，平常則在家中編竹筐。 

35 樹英小學 吳建山 四 為吳建來的哥哥。 

36 覺民小學 林宰 一 

父親在山上砍竹，案母負責在家編竹簍，一天可完

成 3-4 個竹簍。全家住在一間簡單的木屋，房子雖

小卻收拾的很乾淨整齊。 

37 覺民小學 沈文烈 一 

父母親感情不錯，但被強迫離婚，之後母親到華校

當校工，還提供住宿；平常父親會到學校跟母親一

起住，放假時就回老家，上山砍竹賺些錢。學期間

母親還在學校擺攤，賣些零食給學生，所賺的錢勉

強夠維持一家人的生活。 

38 覺民小學 林密 一 

父親為辦喜宴的廚師，母親因為常頭暈，所以在家

和姐姐們一起做竹簍，一天可做 3 個竹簍。全家住

在一間簡陋的竹編屋，還有兩個孩子在讀書。 

39 覺民小學 范利發 一 
單親家庭，母親帶著孩子住在祖母家前的攤位，平

日賣些魚、蝦賺錢維生。 

40 覺民小學 金冨 一 

父母親都在編尺寸較大的竹籮筐，每天約可完成 1~2

個，收入約賺 12000 柬幣。父親有胃病，身體虛弱

較沒力。 

41 覺民小學 門麗麗 二 

父母親皆為農人，田地在金船（地名），收成的米

僅夠全家人吃 2、3 個月；空閒時父親也會去做摩托

載客的生意，但車子老舊常壞掉。 

42 覺民小學 謝利興 二 

父親負責種田，所收成的米只夠一家人吃；訪視時

母親已懷孕，平常在市場賣香蕉，攤位租金一天要

1000 柬幣，扣掉開銷，一天約可賺 8000~10000 柬幣。 

43 覺民小學 徐金蝶 二 

父親平日幫人看地，案父買了一小塊地，種些果樹；

姐姐在水廠工作，月薪 60 元美金，哥哥也在水廠工

作，日薪 1 萬柬幣。家裡還有個智能障礙的弟弟。 



 

44 覺民小學 阮金蝶 中一 

父親做果園，患胃病，身體瘦弱；母親卵巢瘤開刀，

身體較虛弱，目前在家編竹筐，每天約可編二十個

左右，一個柬幣一百五十元。 

45 覺民小學 黃秀粒 中一 

父親為柬文老師，母親在學校旁賣粥。本來有自己

的果園，因母親生病急需醫療費而抵押給別人，等

還了美金 2000 元才能把果園贖回來。 

46 覺民小學 林月尤 中二 

父母親以種植果樹為生，年收入約 400 元美金，哥

哥以前也是協會的住學生，目前在金邊工廠工作，

每月會寄 30-50 元美金，幫忙家裡的生活。 

47 覺民小學 林來 一 
父母親以耕種維生，收入有限，家中三個孩子兩個

在學，負擔較重。 

48 覺民小學 黃健康 中二 

家庭經濟主要靠種果園，住屋為一小磚屋，空間不

大且簡單。由於健康到嗊吥市就學，中餐費支出增

加，也是家中一極大的負擔。 

49 覺群中學 符麗麗 小一 

父母親在市場附近租間店，賣粿條、咖啡，因店才

開張不久，生意有限；三個孩子都唸華校，所以經

濟負擔沉重。 

50 覺群中學 云麗達 小一 

父親因愛滋病已過世 7 年，母親也被感染，每個月

拿一次藥。生活主要靠種田，兩個哥哥在咖啡店當

服務生，有時經濟實在困難只好向人借錢度日。 

51 覺群中學 陳愛鳳 小一 

父親已八十六歲高齡，無法工作；母親則在市場幫

人殺鷄。生活亦靠在金邊賣衣服的姐姐，與在電廠

當接電線工人的哥哥幫忙。 

52 覺群中學 林弟 小一 

父母親離異，目前寄住在阿姨家，母親以務農維生，

農閒時會找些零工來做，還養了頭母豬貼補家用，

因為生活實在困難，有時還得靠阿姨的幫忙。 

53 覺群中學 林占素 小二 傳統農家，家中共有八個小孩，父母負擔沉重。 

54 覺群中學 謝雪雅 小二 
父親為司機，因為有外遇，不回家亦不過問妻子和

孩子的生活。生活靠母親到市場賣菜，收入有限。 

55 覺群中學 林美玲 小二 

美玲跟著阿姨一家人同住，家中的經濟主要靠阿姨

種田，姨丈因年紀大身體不好無法工作，收成不夠

吃，還欠 3 個月，所以也種些菜和養豬來貼補家用。 

56 覺群中學 蘇丹妹 小二 

父母親務農，收成有限，每年約欠白米 2-3 個月，

也種菜來賣，和養一些豬和牛貼補家用，姊姊在金

邊工廠工作，有時會寄錢回家。 

57 覺群中學 陳麗明 小二 傳統農家，收入有限。 

58 覺群中學 邢麗 小二 

父母務農，一年耕種二次，收成大概夠全家吃，還

有種青菜來賣，一天約可有 5 千柬幣的收入。家庭

人口多收入有限，經濟負擔沉重。 



 

59 覺群中學 史清 小二 
父母離婚，母親到嗊吥當幫傭，現在與祖母、阿姨

同住。祖母有膽結石的問題，母親的健康也不佳。 

60 覺群中學 價素英 小二 
父母親務農，稻米收成有限，每年約欠白米 2-3 個

月，也種菜來賣，農閒時還捕些魚供一家人食用。  

61 覺群中學 齊尾 小二 

父母親務農，田地收成有限，今年米不夠吃一個月，

也種些菜貼補家用，靠賣菜、地瓜的收入，約 4 千

-5 千柬幣。 

62 覺群中學 宋速菠 小二 

父母務農，收成有限，今年的米不夠吃 4-5 個月，

母親趁農閒時到處去幫人洗碗、打雜工，或拔些青

菜去賣。父親身體不佳，聲音啞又有肺病。 

63 覺群中學 梁速比 小二 

父母務農，家中田地收成有限，今年的米不夠吃三

個月，靠種菜維持生活，另外還得到農業部發給母

豬一頭，希望可以靠養豬賺錢。 

64 覺群中學 邢財 小二 

父母都因病過世，父親過世十年，母親過世七年，

邢財跟著哥哥一家同住。哥哥種田，收成不夠吃，

農閒時哥哥會去捕魚，貼補家庭生活。 

65 覺群中學 溫雪瑞 小二 

父母種田維生，收成不夠吃，家裡沒有摩拖車和腳

踏車，有養一些雞、鴨、牛，也賣自家種植的椰子、

青菜來賺點錢貼補家用。 

66 覺群中學 鄧亞萍 小二 
父母務農，種稻米、種菜、種西瓜，月收入大約 20-30

萬柬幣，另外還養了一對牛和豬貼補家用。 

67 覺群中學 金才 小三 
父親為農人，收成的稻穀僅自足；母親每天做粿到

市場賣。五個孩子皆還在就學中。 

68 覺群中學 金利和 小三 

家中以務農為主，收入有限。二 00 七年，父親不知

為何手腳腫、高血壓，就醫費用龐大，目前身體仍

舊虛弱，無法工作。 

69 覺群中學 徐福 小三 
家庭生活主要靠務農及養豬，維持一家八口的生

活。妹妹患有精神分裂症，需要定期至醫院拿藥。 

70 覺群中學 賢龍 小三 
傳統農家，兩個哥哥因為家貧，已經輟學在家幫忙

農務。 

71 覺群中學 陳麗達 小三 

父母親一九九七年因病相繼過世後，麗達搬至與外

祖母同住。目前生活靠年邁的外祖母耕種與叔叔理

髮維持。 

72 覺群中學 程歡 小三 

母親在多年前已經過世，父欽再娶，程歡與後母相

處衝突嚴重，後搬至與鄰近的姑母家同住，姑母平

日做高腳屋水泥柱維持生活。 

73 覺群中學 廖文速 小三 傳統農人，三個孩子皆在就學中。 

74 覺群中學 金麗達 小三 
麗達從小被收養為養女。養父於二 00 一年生病過

世，生活全靠養母種田維持。 



 

75 覺群中學 珊玲 小三 
父親為摩托車夫，母親務農，亦會利用農閒時，做

餠到市場上販賣。 

76 覺群中學 林師文 小三 

單親家庭，父親在磅順港工作，很少回來，也很少

寄錢來，生活靠祖母及鄰近的親戚幫助。秀鳳有鼻

竇炎的現象，但因家裡貧困而無法治療。 

77 覺群中學 宇秀鳳 小三 

父親已另組家庭，對子女漠不關心，久久才來看一

次，給些生活費。哥哥去菩薩省親戚家做水泥圈，

姐姐除了種田之外，還在校門口賣些水果、餠，賺

錢貼補家用。 

78 覺群中學 邢達娜 小三 
母親在市場賣粿條，攤位租金一個月 4 萬 5 柬幣，

但收入極少，母親也有種田，但收成不夠維持生活。 

79 覺群中學 符美香 小三 
父親精神不正常，會亂講話，家中的經濟全靠母親

在市場賣筐的收入。 

80 覺群中學 保賽莉 小三 

父母以種田維生，一年兩次收成；因為在金邊當和

尚的大哥在學華文，所以父親向銀行借錢，每個月

要寄 50 美元學費給他。 

81 覺群中學 邢高升 小三 

父親過世一年了，母親務農收成有限，今年的米不

夠吃三個月；大哥因摔車造成殘障，二哥當跟車工

人，其餘三個孩子都還在念書，經濟負擔沉重。 

82 覺群中學 速興倫 小三 

從小與祖父母同住，種田維生，父母就住在祖父母

家前面，但父親都不理會興倫的生活。祖父母務農，

種菜和果樹維生，收入有限，僅夠三餐溫飽而已。 

83 覺群中學 孫麗娜 小三 
父母離婚，之後母親的精神狀況異常，發病已有一

年多，有到政府醫院看病和服藥。 

84 覺群中學 林春妮 小三 

父親目前在市場幫人收租金，每月薪水只有 5 萬柬

幣；母親的脖子上長腫瘤，若想開刀要 300 美金，

是筆沉重的負擔。 

85 覺群中學 林美蘭 小三 

父親為退役軍人，現在以打零工賺錢，酬勞不定；

母親在家門口賣甜品，三個孩子都還在就學，經濟

壓力沉重。 

86 覺群中學 林道美 小三 
父母親以種田維生，收成不夠吃，只好跟人借錢來

買米吃，另外也種些地瓜來賣錢。 

87 覺群中學 陳秀英 小三 
傳統農家，收成不夠吃，也種些菜來貼補家用。家

裡尚有五名子女在就學，經濟負擔較重。  

88 覺群中學 邢小妹 小三 

家住在白石，小妹平常住爺爺家。爺爺的田地太小，

收成不夠養家中的 6 個人；父母靠捕魚為生，收入

也有限。 

89 覺群中學 金萬幸 小三 
父母務農，收成不穩定，農閒時父親會去跑摩托車

貼補家用。 



 

90 覺群中學 云素雅 小三 

父母以種田維生，收成不夠吃，還欠 2-3 個月；父

親曾經跌倒撞到心臟，母親還在市場賣些雜貨、魚

露，收入夠買魚、肉三餐。 

91 覺群中學 許娜 小三 父母務農，因家中人口多、開銷大，難以維持生活。 

92 覺群中學 蔡賽萍 小四 
傳統農家。田地約有半公畝，收成不能自足，為增

加收入，父親亦替許多地主耕地。 

93 覺群中學 廖金娘 小四 
傳統農家，收成的稻穀僅能自足。母親每天會摘自

己種的青菜到市場販賣。 

94 覺群中學 廖金珊 小四 
傳統農家。母親常劇烈頭痛，曾至越南看病，但不

見效，目前需每天服用柬藥。 

95 覺群中學 林強 小四 
傳統農家，父親眼盲，母親在波布時期曾中槍受傷，

無法做粗重工作，田裡的收成不夠吃，生活困苦。 

96 覺群中學 祁軍弟 小四 

父親在泰國多年不聯絡，母親也不知去向，軍弟和

哥哥是靠祖父母撫養，生活花費靠祖父母耕種所得

以及親戚幫助。 

97 覺群中學 連金秀 小四 
父親已經過世多年，生活主要靠哥哥當摩托車夫和

母親賣粥維持。 

98 覺群中學 宇秀妹 小四 

母親因難產過世，父親再婚，另組家庭在磅順港。

秀妹則讓未婚的阿姨收養，生活主要靠阿姨到市場

賣粿維持。 

99 覺群中學 許琴 小四 

傳統農家，每年收成約有十大包。家中有六個兄弟

姊妹在工作，但皆因為學歷不高，僅能從事農務或

幫傭工作，月薪微薄，無法幫助家裡改善困境。 

100 覺群中學 賴弟 小四 
傳統農家，父母利用農閒時會到學校門口賣水果，

貼補家用。 

101 覺群中學 廖麗娜 小四 

傳統農家。父親幾年前從樹上跌下，無法做粗重的

工作，農務工作大都倚賴母親和哥哥。最小的弟弟

有生長遲緩的問題，看了許多醫生，都無法治癒。 

102 覺群中學 孫勝 小四 

父母在磅咋叻縣偏遠的鄉下耕種，孫勝為了學習中

文，與姐姐、姐夫同住。姐夫為農人，姐姐則做粿

到市場販賣。 

103 覺群中學 李速文 小四 

傳統農家，速文從小被收養，養父有糖尿病，服柬

藥，加上有次採果子從樹上摔下，手無法提高。生

活主要靠農務，和住在鄰近的親戚幫忙。 

104 覺群中學 輝麗娜 小四 

父母離婚後音訊全無，目前與案祖母同住，祖母已

高齡八十幾歲。目前麗娜與祖母的生活，靠叔叔在

磅順港當漁夫維持。 

105 覺群中學 史雪慧 小四 
傳統農家，住屋為簡陋的茅草屋，之前為治療弟弟

的眼睛，向銀行借錢，還有近美金三百元仍未還清。 



 

106 覺群中學 波那樂 小四 
傳統農家。母親以養豬為副業，原本出家的哥哥在

前陣子還俗，回到家中幫忙農務。 

107 覺群中學 名利 小四 

傳統農家，父親已七十幾歲高齡，生活全靠母親和

姐姐們種田維持。大姐罹患精神分裂症，需長期服

藥與家人照顧。 

108 覺群中學 名強 小三 為名利的弟弟。 

109 覺群中學 陳速恩 小四 

父親的工作為幫豬配種；母親則在學校擺小零食

攤，雨季時則賣甘蔗汁。家中有六個孩子，另收留

親戚小孩三名。 

110 覺群中學 珊來 小四 
父母親皆為農人，農閒時，母親也會自製棕糖粿到

市場販賣。家中四個孩子皆在就學中。 

111 覺群中學 岑妹 小四 
傳統農家。母親最近視力退化嚴重，視線模糊，因

家貧未就醫。 

112 覺群中學 嚴素玲 小四 
單親家庭，一家五口生活主要靠母親在市場賣雜貨

維持，一天收入約柬幣七千元。 

113 覺群中學 嚴素琴 小四 為嚴素玲的妹妹。 

114 覺群中學 韓慧明 小四 
父親養豬，母親則和兩個姐姐到市場賣魚。家中尚

有三個孩子就學中。 

115 覺群中學 黃小妹 小四 

原本住在金邊，後因謀生不易，二 00 六年搬回磅咋

叻與祖父同住。生活主要靠父親幫人碾米；母親則

在家照顧最小的兒子。 

116 覺群中學 符珊塔 小四 為符珊弟的弟弟。 

117 覺群中學 王美蘭 小四 

母親兩、三年因為肚子痛過世；父親在金邊當建築

工人，收入不穩定。美蘭與未嫁的阿姨一起同住。

因為家貧，每天到會長的早餐店打工，賺取生活費。 

118 覺群中學 安文珊 小五 

傳統農家。哥哥二 00 六年被診斷出鼻子長腫瘤，為

至越南開刀，父母向銀行借貸美金四百元，至今尚

未還清。 

119 覺群中學 安素美 小五 為安文山的妹妹。 

120 覺群中學 邢碟莉 小五 

從小和外婆、舅舅同住。舅舅天生雙腳無力，無法

行走，需用柺杖。三人生活主要靠奶奶批酒轉賣，

賣出一公升可賺 200 柬幣。 

121 覺群中學 黃拉達 小五 
傳統農家，住屋為相當破舊的土房子。生活仍靠父

親幫人看果園，日薪為柬幣七千元。 

122 覺群中學 黃泰 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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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覺群中學 辛素環 小五 

父親為農人；母親有高血壓和痛風，在家休養。素

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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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覺群中學 云明興 小五 
父親為摩托車夫，母親多病在家修養。姐姐雖在金

邊幫傭，但月薪僅有二十美金，無法幫助家裡。 

125 覺群中學 溫那 小五 
傳統農家，兄弟姐妹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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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覺群中學 程金蓮 小五 

父母親皆為農人，每年田地的收成約有八百公斤，

僅自足無法販賣。旱季無法耕作，父親則會找臨時

水泥匠的工作。 

127 覺群中學 翁光明 小五 

父母皆為農人，由於家距離學校過遠，光明寄住在

已結婚的姐姐家。生活全靠姐夫當水泥匠維持，每

天收入約為七十泰銖，加上姐姐自己有兩個孩子，

負擔沉重。 

128 覺群中學 沈麗娜 小五 

傳統農家，家中賴以耕種的大牛生病，治療未果，

只好忍痛賣掉，得美金二百五十元，父母再用這筆

錢買一對小牛，目前犁田需跟鄰居租借大牛。 

129 覺群中學 孫福星 小五 

父母親多年前已經因病相繼過世。目前與祖母同

住，祖母每天到市場賣粿和照顧別人的孩子，每天

約有柬幣五千元的收入。 

130 覺群中學 都法朗 小五 
傳統農家，家中子女眾多，都在家協助農務；自家

收成不夠吃，生活費靠賣菜、地瓜的收入。 

131 覺群中學 符之明 小五 
父母離婚，之後母親再婚，之明則與叔公同住，母

親久久會提供些生活費。 

132 覺群中學 楊文弟 小五 傳統農家，收成不夠吃，也養些動物貼補家用。 

133 覺群中學 王麗妹 小五 

父母都在金邊工作，父親當咖啡店員，母親做幫傭，

倆人每月寄 10 萬柬幣給子女生活，五哥與阿姨同

住，六哥跟親戚住在逢咋叻；麗妹則從小就與祖母

一起生活。 

134 覺群中學 張明光 小五 

單親家庭，母親除了種田，也幫人洗衣、看孩子，

家中也養了一些雞。兩個姊姊都在磅順港打工，每

月寄 10 美元回家。 

135 覺群中學 翁麗梅 小五 

母親手臂長出許多紅點，到處求醫，都不見成效。

今年弟弟從芒果樹上摔下來，手嚴重受傷，母親帶

他去金邊的醫院截肢。 

136 覺群中學 賢齊 小五 
父親外遇，常在國公省工作，母親原本在賣檸檬草，

目前已停賣，改去金邊工作，每個月寄錢回來。 

137 覺群中學 陳文塔 小五 
父母種田維生，收成不夠吃；尚未結婚的哥哥和姊

姊在縫衣廠工作，每二~三個月會合寄錢回家。 



 

138 覺群中學 溫明 小五 
父母務農，父親也是柬校老師，家境尚可，但溫明

就讀華校的開銷大，負擔沉重。 

139 覺群中學 程金娥 小五 

務農維生，田地的收成因季節而定；父親是警察，

每月薪水 30 美元，家中子女多收入不夠養家，所以

趁假日還去打工幫人建屋。 

140 覺群中學 黃瓊 小五 

父親因愛滋病過世；母親和最小的妹妹亦感染。母

親為了維持家計，到市場賣菜。姐姐在外打工，每

月都會寄錢回家來。 

141 覺群中學 沙麗芳 小六 
傳統農家。大姐原在金邊工廠縫衣，現因生病，在

親戚家養病，家中經濟更加困難。 

142 覺群中學 邢春英 小六 

父母離婚多年，四個孩子都和母親一起生活，收入

僅靠母親在家門口賣粿條。母親有時生病，春英會

請假幫忙賣粿條，稍微影響功課。 

143 覺群中學 徐明發 小六 
母親與祖母一起賣檳榔和菸草，祖母還兼賣彩票

尾，但身體有些狀況，出現臉麻的現象。 

144 覺群中學 陳高勤 小六 
父母離婚多年，母親獨自撫養兩個孩子，收入僅靠

在市場賣粿，收入微薄，經濟負擔沉重。 

145 覺群中學 蔡瓊麗 小六 

父親因長骨刺，無法工作，家庭生活全靠母親賣豆

芽菜給咖啡店的收入，一日約賺七~八千柬幣；現在

全家人寄住在親戚家。 

146 覺群中學 黃拉達尼 小六 
父親原為軍人，打仗時地雷炸斷了一條腿，母親幫

忙種田，但收成不足還欠 4-5 個月。 

147 覺群中學 辛秀文 中一 
為傳統農家，父母都相當瘦弱，有肺病、常咳嗽，

家中六個孩子都還在就學中。 

148 覺群中學 黃漢 中二 
母親於二 00 五年因病過世，父親年事已高，生活主

要靠同住的姐夫耕種維持。 

149 覺群中學 顏賽萍 中二 
為傳統農家，收入微薄。三個哥姐都已各自成家，

無法協助家中生活。 

150 覺群中學 江成源 中二 

為傳統農家，田地不大。每個週末母親會拿自家種

的菜、地瓜和椰子到嗊吥市賣，一次約可得柬幣一

萬元，維持一家人最基本的生活開銷。 

151 覺群中學 黃喜 中二 
為傳統農家，田地約一畝。父母親除了種田、種菜

外，還有養豬和雞，維持一家五口的生活。  

152 覺群中學 潘正步 中二 

父親為農夫，農地約有一畝，但收成的榖仍不夠，

需另外購買；母親本來在路旁賣米粉，現在生病致

身體虛弱。 

153 覺群中學 潘正平 中二 為潘正步的弟弟。 

154 覺群中學 何麗明 中一 
父親為酒席的服務生，一次可得柬幣一萬元；母親

則在家照顧孩子。 



 

155 覺群中學 勝淑平 中一 
父母因為愛滋病相繼過世，目前李娜和弟弟、外婆

一起居住，生活主要靠外婆賣雜貨維持。 

156 覺群中學 黃素麗 中一 
傳統農家，稻田收成約夠家中吃半年，母親亦會每

天到市場賣菜，貼補家用。 

157 覺群中學 李娜 中一 
家住鐵道旁，父親為鐵道搬運工，月薪美金二十五

元；母親則為農人。 

158 覺群中學 符明武 中一 

為單親家庭，母親過世多年。父親目前在幫人看地，

日薪僅有五千柬幣。已結婚的大哥平時幫人殺豬及

賣豬肉，會不定期拿錢幫助家裡，讓兩個弟弟可以

繼續升學。 

159 覺群中學 溫旺 中二 
傳統農家，溫旺身為長子要負擔許多農務工作。家

中沒電，晚上若要複習都要靠煤油燈。 

160 覺群中學 陳文清 中二 

一家十口目前寄住在親戚的房子，屋子是一不錯的

水泥房，順便幫親戚看守屋子和土地，免得被外人

給霸佔。父母皆為農人，主要種植稻米、辣椒和花

生；姐姐在學校門口賣甘蔗水。 

161 覺群中學 黃明 中一 
父親在多年前因愛滋病過世，母親與祖母靠著每天

到市場賣菜扶養多名孩子長大。 

162 覺群中學 范麗云 中一 
母親因為高血壓，暫停擺攤賣粥，目前生活靠父親

每天到市場幫人打金，及姐姐在天星工廠打工。 

163 覺群中學 韓全元 中一 
全元與祖母同住。祖母在家門口賣粿條與零食，照

顧兩個孫子負擔重。今年全元的功課進步許多。 

164 覺群中學 溫塔 中一 
家鄉在嗊吥省速富市，溫塔與祖父母同住，生活靠

叔叔們種田維持。 

165 覺群中學 李愛華 中一 

家訪時得知已搬家，新家為一間小的水泥屋，是阿

姨所幫助蓋的。父親仍為憲兵部的軍人，月薪九萬

柬幣；母親在家中養病。 

166 覺群中學 蘇利 中一 
傳統農家，父母種田但收成不夠吃，尚欠 1~2 個月，

生活費是靠賣雞鴨來維持，並且吃自家種的蔬菜。 

167 覺群中學 陳淑麗 中一 

父親過世，母親靠種田維持生活，收成的穀有十幾

包。大哥本在家幫忙種田，現到外地當服務員，久

久會寄 2、3 萬柬幣回家。 

168 覺群中學 史康芳 中一 
傳統農家，父親有一艘小船，閒暇時就去捕魚來賣，

收入不定。 

169 覺群中學 史康發 中一 
傳統農家，但家中人口多、收成不夠，為了貼補家

用，父親用舊摩扥車去幫人送豬。 

170 覺群中學 史康喜 中一 為史康發的弟弟。 

171 覺群中學 陳福 中一 
父母以種田維生，也飼養些動物賣錢，陳福在家會

幫忙種地瓜賣錢。 



 

172 覺群中學 趙豪 中三 

趙豪從小時候便與祖母同住，住屋是一個簡陋的土

屋，裡面除了床，幾乎空無一物，生活靠祖母種田

及親戚幫忙。 

173 覺群中學 黃興 中三 
住在逢盛的海邊，距離學校相當遙遠，父母為農人，

母親有肝病，經常需就醫。 

174 覺群中學 曹春 中三 

主要靠務農及母親當幫傭，收入有限。父親因不明

原因，身上出現黑色斑點，身子瘦弱，身體狀況越

來越差。 

175 覺群中學 曹速 中二 為曹春的妹妹。 

176 覺群中學 齊見法 中二 

父母務農，收成有限，今年米不夠吃，還欠五個月，

有一個妹妹去金邊跟奶奶同住，幫忙看小孩。阿姨

會寄錢幫忙，減輕見法家的經濟壓力。 

177 覺群中學 林明萬 中三 
父母在茶膠省種田，明萬從小與奶奶居住。目前生

活靠奶奶務農和賣菜維持。 

178 覺群中學 莫英澤 中三 

父親為水泥匠，體力已大不如前，收入大減，看病

醫療費用也增加不少。目前生活主要靠在金邊當水

泥匠的大哥寄錢回來幫忙。 

179 覺群中學 符之拿 中三 

父親的工作為漁夫，每天捕獲的魚類由大盤商來收

購，收入約一萬柬幣；母親則為農夫，但沿海土地

不適合耕種，收成有限。 

180 覺群中學 黃美慧 中三 
為傳統農家，哥哥和姐姐因為家貧，輟學到金邊咖

啡店當服務生，兩個人每個月會固定寄錢回家。 

181 覺群中學 林麗 中三 
為傳統農家，每年約有二十包榖(每包 50 公斤)，為

了貼補家用，母親還在家中養豬。 

182 覺群中學 賴云 小三 傳統農家，家中四個孩子皆還在就學中。 

183 覺群中學 張淑菁 中三 
單親家庭，父親已過世多年。生活主要靠母親務農，

還有一年邁的祖母與其同住。 

184 覺群中學 鄭妣妮 中一 父母皆為農人，子女眾多。 

185 覺群中學 安頒旯 小五 

父母皆為農人，田地不大，收成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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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光中中學 林彩麗 小一 
父親為打零工的工人，有胃病，身體瘦弱，收入不

定，且雨季工作機會少，母親在賣粉條貼補家用。。 

187 光中中學 優學文 小二 

父親為臨時工，但有酗酒問題，工作不穩定，薪水

也常拿去買酒；母親則在市場賣魚。房子為一簡單

高腳屋，已傾斜，沒有錢可以重修、改建。 

188 光中中學 緬錦雄 小二 
為單親家庭。父親因交通意外過世，母親獨自扶養

四個孩子，生活主要靠在家養豬。 



 

189 中華小學 召秀美 二 

父親耕種田地收成夠全家吃，母親在附近市場賣

菜；家中還有爺爺奶奶同住，爺爺有重聽，而奶奶

生病。家庭收入有限，秀美上學路途遠，每月還需

額外的車費支出。 

190 中華小學 周柳娟 二 
父親為臨時工，日薪為泰幣一百元；母親則為家管，

共有十一個孩子，生活負擔大。 

191 中華小學 丁紹華 二 

原本與奶奶同住，母親在家門前擺攤賣雜貨，後來

父親另外搭一小屋嘗試種香菇，夫妻倆就住在小

屋，而紹華和弟妹們仍住在奶奶家。家庭收入微薄，

紹華上學路途遠，每月還需額外的車費支出。 

192 中華小學 高洛塔 四 
父母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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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中華小學 宛莎莉 四 
傳統農家，家中有十一口人，生活開銷大。父親有

胃病，身體瘦弱，家貧未就醫，僅服用柬埔寨草藥。 

194 中華小學 丁振熙 四  
父母在家中經營一小店舖，每月約可賺美金七十

元。家中三名孩子皆還在就學中。 

195 中華小學 迺利發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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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中華小學 蔡秀蓮 四 
父親為地雷傷者，長期習慣性頭痛，沒有固定工作；

母親幫人除草。三個孩子皆還在就學中，負擔較大。 

197 鹽田培英小學 娜素玉 一 為娜素妮的妹妹。 

198 鹽田培英小學 娜素妮 一 
父親為柬校老師，家裡沒有田地或果園，只靠父親

的薪水，還要讓兩個孩子上華校，負擔沉重。 

199 鹽田培英小學 李貴寶 二 
父親為摩托車夫，機車已相當老舊；母親則在家門

口做小買賣，資本是向阿姨借貸的。 

200 鹽田培英小學 韓春妮 二 
父親仍在當船工，四個月寄 2000 元泰幣回家，家裡

以前有田地，因為孩子生病需要錢治病而賣掉了。 

201 鹽田培英小學 阮嬌香 五 

父親為理髮師，母親則在家照顧年幼的孩子，旱季

時在家門口賣些玉米。嬌香的成績優秀，上學期為

全班第一名。 

202 鹽田培英小學 林美娟 五 

母親賣烤香蕉為生，因為弟弟生病需要醫藥費，只

好把舊房子賣了，還向銀行借錢。現在全家租屋另

住，經濟壓力沉重。  

203 培才小學 李金華 一 
父親做包子到處販售，以前生意好時一天可賣 100

個，目前只能賣出 50 個。 

204 培才小學 能米沙 一 

父親在碼頭當工人，每天收入約柬幣一萬五千元；

全家住在一間破舊的木屋，因地勢低窪所以常常淹

水，居住環境的衛生條件很差。 

205 培才小學 能沙倫 一 為能米沙的弟弟。 



 

206 培才小學 本麗佳 一 

母親賣雜貨維生，父親到波貝工作有外遇，很久才

回家一次，母親獨力照顧四名子女，現在所住的屋

子非常狹小，是向親戚借住的。 

207 培才小學 本蘇利亞 一 為本麗佳的妹妹。 

208 培才小學 仁蘇妮達 一 

父親的工作是在喜宴時幫人造型化妝，一年約有 4-5

次；母親以前賣飯幫忙賺點錢，但之前跌倒，腳受

傷無法工作，因為沒有錢開刀治療，母親只能繼續

忍著腳的腫痛。 

209 培才小學 龍金蘭 二 

父親以二手舊腳踏車幫人載貨，每箱一百柬幣，每

天約有四~五千柬幣的收入；母親有心臟病，故在家

休養，沒有工作。 

210 培才小學 李速龍 二 

父親約 9 個月前生病過世，母親本來就沒有工作，

家中經濟靠兩個姊姊賣菜的收入，還有打工扛貨的

哥哥，每月寄錢回家。 

211 培才小學 江金清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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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主要靠母親每天到柬校賣冰棒

維持。 

212 培才小學 張秀美 四 
案父外遇離家已已七、八年，目前生活主要靠母親

在自家門口賣粥維持。 

213 培才小學 林麗香 四 
生活靠父母在市場賣粥維持一家七口的生活，收入

有限，僅能勉強維持衣食開銷。 

214 培才小學 許速靈 五 

父母離婚，速靈與母親同住。住屋為簡陋高腳屋，

已傾斜。生活靠母親到處叫賣地瓜，每天約有柬幣

四千元的收入。 

215 培才小學 杜秀亮 五 

母親二年前過世，父親以修理單車為業，收入微薄，

已婚的大姊有一間小店賣些雜貨，有時會幫忙家裡

的生活。 

216 培才小學 蘇速謝 五 
父親為市場的工人，日薪為柬幣五千；母親則因有

心臟病和高血壓，在家休養，沒有工作。 

217 培才小學 蘇美美 三 為蘇速謝的妹妹。 

218 培才小學 杜惠妮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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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培才小學 杜文娜 二 

父親三年前因肺病過世，母親獨力堵養孩子。由於

租賃不起房子，一家三口暫住在河良政府醫院的小

屋子裡，母親幫醫院人員洗衣和煮飯，醫院員工有

時會把吃剩的飯菜留給他們。 

220 磅針培華小學 秦少萍 一 

父母都在柬校工作，母親為柬校老師，父親因眼睛

問題轉至教務處工作。家裡四個小孩，三個在讀大

學，一個讀華校，花費龐大。 



 

221 磅針培華小學 楊金梅 二 

住家距離學校相當遙遠，開車約需一個小時。父親

為建築工人，每個月的工作天數不定；母親租地種

田。大姐原本在金邊工作，現在已回到家中幫忙。 

222 磅針培華小學 楊金花 一 為楊金梅的姐姐。 

223 磅針培華小學 文寶華 二 
住家為一非常簡陋的木屋，父母皆為農人。家中有

田地但面積不大，故也向別人租賃土地耕作。 

224 磅針培華小學 相金成 三 

母親約六~七年前因腦溢血過世，父親另娶後妻後，

搬到別的省份，對清花和哥哥不聞不問，奶奶覺得

可憐，接來與其同住。生活就靠其他親戚一起幫忙。 

225 磅針培華小學 春清花 三 

單親家庭。母親為農人，種青菜到市場販賣，收入

微薄，兩個哥哥皆為工人，薪資不高，對家中幫助

不大。 

226 磅針培華小學 陳永安 三 

單親家庭，父親因肝病過世。目前母子倆住在祖母

的家，還有未結婚的姑姑同住。母親每天到市場賣

烤香蕉，約可得柬幣五千元。 

227 磅針培華小學 賴秀雅 三 
家中生活主要靠父母種田，父親會利用農閒時，幫

別人開拖引機，賺點錢貼補家用。 

228 磅針培華小學 賴秀玲 三 為賴秀雅的姐姐。 

229 磅針培華小學 秦麗雅 四 
為傳統農家，父親平日種田，收成不夠全家吃用，

有時會還得去打零工賺錢。 

230 磅針培華小學 昌惠貞 四 

父母向人租地種田，收成不夠 4 個月，幫人養一對

牛。妹妹在金邊工廠做縫紉，會寄錢回家，因為讀

書開銷頗大，所以惠貞半工半讀，課餘在菸廠工作。 

231 磅針培華小學 陳永安 四 

單親家庭，母子倆住在奶奶家，母親每天到市場賣

烤香蕉，一天大約可得 10000 柬幣，永安的成績表

現中等。 

232 磅針培華小學 吳小妹 四 

父親是來自海南島的華僑，在金邊工廠與案母結

識。二 00 六年時回海南島探親後音訊全無。母親帶

著兒女從金邊搬回故鄉磅針市，住家在學校對河，

出入都需要坐船。目前生活靠母親耕種維持。 

233 磅針培華小學 方鈺雅 五 

單親家庭，母親到台彎工作，目前不固定地會匯錢

回柬埔寨，故對家中幫助有限，鈺雅的生活全靠祖

父母照顧。 

234 磅針培華小學 任陶利 五 

父親一年多前至金邊找工作便音訊全無，母親透過

朋友、親戚協助連絡，還是沒有消息，案母傷心之

餘，僅能一肩扛起粗重的農務工作。 

235 磅針培華小學 梁鉆娣 六 
父母親在鉆娣兩歲時生病相繼過世，目前與祖母同

住。生活上主要靠在金邊的舅舅幫忙。 



 

236 磅針培華小學 陳光興 中三 

父親是摩托車夫，幫人送貨物，陪訪老師表示光興

父親工作相當賣力，常工作到晚上九點、十點；母

親在家門口賣零食，但附近並不熱鬧，生意不好。 

237 磅針培華小學 南秀麗 五 母親已過世三年，父親以打零工維生，收入有限。 

238 磅針培華小學 陳寶金 五 

父母親以種植地瓜、玉米維生，家中四個孩子都在

學，負擔較大，因距離學校遙遠，寶金平日住在奶

奶家。 

239 磅針培華小學 文麗娟 五 

父親已過世。由於家境困難，麗娟與大哥、大嫂同

住，生活主要靠大哥賣煙，沒有底薪，收入靠賣出

利潤的抽成。加上大哥自己有三個孩子要扶養，生

活擔子不輕。 

240 新光小學 辛旺達 一 
父母以做包子販賣維生，一日大約可賺五千到一萬

柬幣，收入微薄且不穩定。 

241 新光小學 興淑娜 一 
父親是摩托車夫，母親自己做些仙草，在市場租一

個很小的攤位賣仙草或白飯。 

242 新光小學 林志成 一 為林賽杏的弟弟。 

243 新光小學 楊美香 三 

父親做冰棒，再拿到市場的攤位去賣，姐姐幫忙賣

甜湯，全家的生活就靠賣食品的收入來維持。父親

很瘦，美香的身體也很不好，經常手腳寒冷、麻痺，

甚至昏倒。 

244 新光小學 謝賽明 三 
父母務農，主要種稻米，因田地小，耕種收成兩次

還不夠全家吃，另外還種甘蔗。 

245 新光小學 林寶嬋 三 

父親為摩扥車夫，母親身體不好，有糖尿病、高血

壓，常常需要去磅針看病。家裡經濟情況不好，一

直是靠叔叔幫忙。 

246 新光小學 林賽杏 五 
父母在市場賣粥，家庭收入微薄，且父親心情不佳

時常會喝酒，有時甚至會毆打母親。 

247 新光小學 陳金納 五 
全家住在破舊的木屋，父母自己做冰棒，由父親騎

單車到處叫賣，家中收入微薄，父親又常愛喝酒。 

248 新光小學 盧為嬌 五 
父母以務農維生，但收成不夠吃，有時出嫁的姐姐

會幫忙，提供一些食物或金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