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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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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里賴一小學 蹦絲 三 

父親多年前被檢驗出感染愛滋，2011 年開始服藥，

無法外出工作，經過長期服藥已獲得控制，2013 年

起偶爾會外出打臨工，但都無法持久。因為自己收

入有限，且有喝酒的習慣，為支應房租、日用品等

開銷，使得蹦絲的經濟壓力變大。 

2 發展小學 安冬娥 二 

父親失業中，母親從事縫紉代工，大哥及大姐為建

築工人，三人共為家裡的主要工作及經濟來源者，

家中雖有三個工作人口，但因全家人口眾多，開銷

極大，無力負擔就學費用。 

3 發展小學 安絲雷菈 二 安冬娥的妹妹，學習態度較姐姐消極。 

4 坡傑藤小學 銀絲雷娜 一 

父親已往生，母親獨力撫養小孩，原先為小販，後

為轉取更多金錢，將 3 名幼兒託付給自己的妹妹

後，遠赴泰國工作，每個月都會寄錢回家，但很少

回柬埔寨探視。 

5 坡傑藤小學 來良興 二 

父親已因病過世，母親目前擔任洗衣工、洗碗工或

至泰國市場清洗拖鞋維持生計，收入不穩定，獨自

照顧兩名子女。來良興剛上小學時，曾因為不想離

開母親、缺課太多，差點被學校留級，目前已能適

應，每天都準時到校上課 

6 成功小學 欽海 一 

父親以打臨工維生，收入不穩定，母親多數時間在

家照顧幼兒，偶爾陪同先生去打工。住家狹小、髒

亂，缺乏生活用品，連蚊帳、棉被也多有破損，且

要走到後方樹林才有河水可取用。 

7 成功小學 欽瓦 一 欽海的弟弟，右眼盲。 

8 坡傑藤小學 文絲蕾興 二 

父親為臨時工，母親則每天在泰國市場沿街叫賣食

物。家中人口眾多，共有 9 人，收支極不平衡。經

濟狀況不佳，但父親尋找工作的態度不夠積極，父

母親有時會因此而吵架，也曾發生過母親憤而攜帶

子女離家數天，以表示抗議的情形。 

9 坡傑藤小學 文絲蕾紅 二 文絲蕾興的妹妹。 

10 坡傑藤小學 文絲蕾幸 二 文絲蕾興的妹妹。 

11 八里賴二小學 尼 三 

父母雙亡，留下尼和姐姐給祖母照顧。祖母雙眼全

盲，僅能依靠在賭場區乞討，以養活自己和孫子們，

經濟狀況吃緊，長期積欠附近商店的白米費用。祖

孫感情良好，尼和姐姐都會在家裡協助家務。 

12 八里賴二小學 萬蒂 五 尼的姐姐。 



 

13 坡傑藤小學 該構 二 

父不詳，母親在赴泰國工作後失聯。和妹妹、祖母

同住，生活貧苦，主要收入來源為祖母四處打工，

收入極不穩。舅舅原本也一起同住，但因為長期酗

酒與吸毒傷害腦部，導致精神不穩，無法分攤經濟

壓力，2013 年年底時因病去世。 

14 發展小學 瓦絲蕾睨 五 

2013 年底時，瓦絲蕾睨的父母親返回柬埔寨，不久

後又到泰國工作，但因為還積欠仲介費，故短時間

內無法寄錢回家幫忙。瓦絲蕾睨和祖母相依為命，

家中生活靠祖母摘菜葉或割香蕉樹販賣，但祖母身

體衰弱，無法行走至遠處，家庭收入極為有限。 

15 發展小學 絲蕾萍 五 

父母親家鄉在馬德望省，約七年前搬到波貝工作謀

生，沒有自己的土地。父母親與二姐一起在邊境拉

車，推車是貸款購買的，每個月需償還一定金額，

且父母親身體健康狀況不佳，不時需購藥服用，以

及家中共有 4 名子女在學中，故經濟吃緊。 

16 發展小學 興鴻 五 

父母親與兩位弟弟皆為愛滋病患者。父母親都有在

工作，但因健康不佳，工作天數少，收入有限。大

哥同住在家裡，在泰國市場當工人，為家中主要經

濟來源。為減少花費，興鴻目前接受祖母的照顧。 

17 坡傑藤小學 提菈 二 

提菈家的住屋之前遭風吹倒，但無力重建，因為親

戚至外地工作，故將自己的住屋借他們一家居住，

並不收取費用。父親外遇，時常不回家，目前與母

親同住，為單親家庭，母親雖忙於工作，但相當支

持孩子們唸書。 

18 坡傑藤小學 空守緹 六 

父母親已於多年前離婚，父親不再過問案家生活。

母親擔任建築工，按工作天數支薪，偶爾幫人洗衣，

收入不穩定，且有高血壓等疾病，健康狀況不佳。

大姐已開始工作，每個月會貼補些家用。家中尿騷

味重，空間狹小，物品擺放凌亂，環境不整潔。 

19 新廟小學 麗達 二 

共有五位手足，家庭經濟負擔較重，父母親都有外

出工作，但父親最近一年身體狀況不家，還時常喝

酒，喝醉後就在住家附近閒晃。麗達在課餘時間皆

需要照顧弟妹，偶爾也會因此而向學校請假，但學

習成績大致穩定。 

20 新廟小學 索紹 三 

父親曾貸款購買三輪車，但發生車禍，賣掉三輪車

賠償傷者。父親車禍後改從事建築工，因肩膀受過

傷，工作天數有限；母親從事縫紉代工。索紹為家

中老大，下面還有兩個年幼的弟妹，父母親為了籌

措每個月的生活開銷、借貸、租金等，疲於奔命。 



 

21 新廟小學 提諾 四 

父母親為賺取更多金錢，透過仲介至泰國擔任工

人，雖然有寄錢回來，但只夠支付兩人基本的生活。

現在提諾與弟弟三餐由阿姨或奶奶輪流照顧，住家

為小黑膠皮屋，土地為道路預定地，家中物品簡單。 

22 新廟小學 提那 三 提諾的弟弟。 

23 新廟小學 百法郎 四 

父母親以賣鹽蜆維持生計，收入不穩定。之前父母

親就曾因經濟因素相處得不愉快，後來母親疑似因

為已無法再容忍父親的辱罵和暴力，所以帶著所有

的孩子搬離，返回自己的家鄉。 

24 新廟小學 賴真娜 四 

父母親已離婚四年，父親另有家庭，不再過問她們

一家生活。母親爲撫養 3 名幼兒，透過人介紹到泰

國工作，每月固定寄錢給祖母，以照顧孩子。原本

與祖父母同住，2014 年年初，祖父因年老而往生。 

25 新廟小學 納羅 四 

父母親輪流叫賣甘蔗汁維生，但年紀較大、體力欠

佳，納羅會幫忙清洗甘蔗、削甘蔗等工作，課餘也

會跟著父母沿街叫賣，是個懂事的好孩子。後來母

親因工作受傷，全家決定搬回家鄉居住。 

26 新廟小學 松潘呢 五 

父母親原本以種田維生，收成不佳。父親現為建築

工人，按工作天支薪；母親為剪衣服線頭工人，按

件支薪。兩人收入不穩定。住家附近地勢較低漥，

雨季時容易淹水。 

27 新廟小學 顏娜若 三 

父親為建築工，按工作天數支薪；母親經常咳嗽，

若扛重物，病症就會加重，有時需到政府醫院就醫，

家中領有貧困卡。住家房屋為自有，但土地為道路

預定地，有可能隨時都得搬遷。 

28 新廟小學 林西塔 六 

父母雙亡，寄住在和尚廟裡，大姐每週會提供些金

錢當生活費。廟裡提供早餐與中餐，林西塔則以協

助廟方的工作為回報。晚上廟外有攤販，有好心攤

販偶爾會免費提供晚餐，林西塔則以幫忙顧攤回報。 

29 新廟小學 安絲蕾介 四 

父母親 10 年前陸續因病過世，大哥赴泰當工人，收

入不穩定。二哥和三哥都出家當和尚。安絲蕾介目

前和祖父母一起居住。祖父母年邁，且健康欠佳，

有時候安絲蕾介會為了要照顧祖父母而請假。 

30 八里賴一小學 煚樂 三 

父母親身體狀況不佳，對於工作並不積極，祖母也

一同居住，但年邁、身體虛弱，一直未就醫。煚樂

兄妹倆的日常生活，主要起居都由祖母照料。由於

家中生活困難，煚樂與妹妹每天下課後不是外出撿

拾回收，就是到賭場幫忙擦皮鞋賺錢。 

31 八里賴一小學 絲蕾娜 三 煚樂的妹妹。 



 

32 新廟小學 
郡守萬絲蕾

麥 
三 

家鄉原在波羅勉省，因較無工作機會，後來搬到波

貝區謀生。父親為建築工，但因年紀較大，故薪水

比一般工人少；母親之前罹患肺結核，需養病無法

工作。父親工作所得加上哥哥補貼家用的錢，扣除

每天生活費、房屋租賃費等，所剩有限。 

33 八里賴一小學 收桑那 三 

父母親已離婚多年，母親後來帶著弟弟至泰國擔任

建築工。後來收桑那與伯父居住，生活全賴伯父提

供，包含至八里賴小學就讀的補習費等，但能提供

的幫助有限。收桑那有斜視問題，且反應較慢，但

每天準時到校，認真學習。 

34 中烏鴉西小學 蘇安 二 

蘇安出生後不久，父親另結新歡離家出走，母親大

受打擊後精神狀況不穩，無法照料自己和幼女，因

此母親寄住在遠地的親戚家，蘇安則交由祖母照

顧。祖母年紀已大，無謀生能力，日常生活都仰賴

去泰國工作的叔叔寄錢回家。 

35 中烏鴉西小學 倫真娜 五 

父親以前從軍，但誤觸地雷而截肢，目前在邊境租

推車載貨，但每天所得有限。母親除照料家務外，

也擔任砍木薯工人，以增加收入。大姐生產後，大

姐夫卻已不告而別，大姐現在在家幫忙家務和照顧

弟妹們。 

36 中烏鴉西小學 宋羅達那 二 

父母親從事縫紉工作，以件計酬，貨源尚稱穩定，

不過所使用的縫紉機是用租借的，每個月要償還固

定金額。且父親有心臟病和肺病的問題，母親則有

缺糖的症狀，家中醫療支出較大。父母親因健康不

佳，工作收入有限，但相當支持宋羅達那繼續念書。 

37 中烏鴉西小學 絲蕾絲洛 五 

父親原本為軍人，目前是木薯工人，每月約工作 15

天，同時也兼職作算命師，但收入不穩定。母親長

期有肺病問題，無法工作。家中有 4 名孩童都還在

就學中，開支較大。 

38 中烏鴉西小學 德布羅 二 

父親原本為軍人，因為誤觸地雷導致雙眼盲，後來

改以拉車為業，母親則需提供父親視力上的協助。

父母親雖努力工作賺錢，但因家中有 3 位就學孩

童，加上母親身體較常生病，支出較多，因此經濟

吃緊。 

39 中烏鴉西小學 帕撇 二 

父親三年多前，因為與自己的哥哥起口角，失手殺

了哥哥，目前人還在監獄坐牢。父親入獄後，母親

到泰國工作賺錢後再婚，已鮮少和帕撇、弟弟聯絡，

兩人後來交由祖母照顧，為隔代教養家庭，帕撇個

性乖巧，平時在家會協助家務及照顧弟弟。 



 

40 烏娘小學 莎莉 四 

父親為臨時工，按日支薪；母親為家管，負責照顧

家中的幼兒。家中經濟原本尚可，但因為弟弟小時

候生病，只好變賣掉土地與房子就醫。莎莉為家中

老大，必須協助照顧弟妹或家務。 

41 烏娘小學 絲蕾麥 四 
莎莉的妹妹，課餘時會跟著父母到泰國打臨工，以

增加家庭收入。 

42 烏娘小學 該絲蕾提 四 

父親以砍木薯或除草維持生計，但由於健康狀況不

佳，且常喝酒，故工作天數不多；母親亦有肺病（父

母親從前從事燒木炭工作），已兩年多無法工作，有

時會去捕魚或摘野菜，作為家中的伙食。父母親還

協助照顧該絲蕾提大姐和二姐的小孩，故經濟吃緊。 

43 烏娘小學 萬那 三 

母親為家管，專心在家照顧 5 名幼兒。父親在泰國

擔任砍木薯與砍甘蔗工人，按日支薪，每月約可工

作 25 天，固定寄錢回家，但因家中人口眾多，經濟

吃緊。萬那為家中老大，最小的妹妹只有 2 歲，平

日須協助母親做家務。 

44 烏娘小學 德絲蕾卿 三 

父母親共育有 9 個小孩，德絲蕾卿是家中老么。父

親有肺病，且年紀較大，無法外出工作，加上母親

也有心臟病和高血壓，需服藥控制，醫療支出多。

最大的 3 位兄姐已結婚分家。 

45 烏娘小學 占瓦 二 

父母親未盡到照顧責任，占瓦從小就由姑姑扶養，

課餘時間會主動幫忙家裡工作。姑姑家距離學校較

遠，地勢低窪易積水，占瓦每天要花較多的時間步

行到校，但仍然努力學習、成績名列前茅，偶爾會

請假去撿穀子販賣，以貼補些家用。 

46 坡傑藤小學 噴潘 二 

父親多年前因誤觸地雷而受傷截肢，身體狀況好時

會外出乞討；母親在市場幫人磨刀，收入有限。家

中人口眾多，有 9 個兄弟姊妹，2 位姐姐已結婚分

家，大哥已休學到泰國工作。 

47 坡傑藤小學 噴法郎 一 噴潘的弟弟。 

48 坡傑藤小學 倫真悌 三 

父親右腳萎縮，行動不便，找工作不易，後來透過

仲介介紹，父母親到泰國工廠擔任養鴨工人，但寄

回來的錢有限。真悌和祖母一起生活，祖母年紀已

大，每天在門口販售椰子鬆餅，勉強可生活。年中

時曾一度身體生重病，幸好後來無事。 

49 坡傑藤小學 倫里威 三 

父親三年多前因外遇離家出走，母親原為洗衣工

人，後爲照顧家中幼兒和年邁的母親，暫停工作。

家中共有 6 個小孩，爲幫忙家計，大姐和二姐，已

陸續辦理休學，選擇外出工作。 



 

50 坡傑藤小學 甘芽 三 

母親在多年前生病過世，父親在 12 歲時，右腳盤曾

被毒蛇咬傷而畸形，且因經常喝酒，身體會不自覺

發抖，偶爾擔任臨時工，但工作天數極少。祖母年

邁，經常嘔吐，卻因經濟狀況遲遲未能就醫。大哥

爲分攤家計，已休學在泰國市場工作，是家中主要

的經濟來源。 

51 坡傑藤小學 真塔 三 甘芽的妹妹。 

52 坡傑藤小學 棟甘 四 

父母親已離婚，父親帶著哥哥在泰國生活，鮮少聯

絡，未能寄錢幫忙；母親則已失聯。棟甘和祖母、

曾祖母一起生活，但兩人皆年邁且健康不佳，僅依

靠其他子女寄錢提供協助。 

53 坡傑藤小學 倫詹威 一 

父親因外遇離家，從此失聯。母親多年前至泰國幫

人賣飯，每個月寄錢回家給祖母，讓祖母照顧倫詹

威與哥哥等四兄弟，倫詹威和哥哥們全部都在學，

故開支較大。祖母年邁，有腸息肉的問題，曾在波

貝政府醫院開刀，但祖母腹部仍常感到不舒服。 

54 坡傑藤小學 倫他瓦 三 倫詹威的哥哥。 

55 坡傑藤小學 翁絲蕾睨 六 

父母親原先販賣水果，但因收入有限，2012 年時決

定前往泰國工作，將么弟帶往泰國照顧，翁絲蕾睨

和妹妹則留給祖母照顧。父親在泰國當司機，母親

則幫人家打理家務，不定期寄錢回家。翁絲蕾睨在

佛日時，會陪伴奶奶到廟裡做功德，並祈求在遠方

工作的父母順利、身體健康。 

56 坡傑藤小學 胡絲蕾興 六 

父母親都是馬德望省人，聽說波貝賺錢機會較多，

於是在 8 年前舉家搬移到本地。父母親長期患有胃

炎，每天需自行購藥服用。母親的胃炎較嚴重，身

體虛弱，無法外出工作。父親則到隔壁村莊販售麵

包，但若身體不舒服或雨季時，則無法外出賺錢。 

57 坡傑藤小學 倫真娜 六 

父母親生育有 5 位子女，倫真娜為老大。爲了賺錢，

父母親在 2012 年底，前往泰國當建築工人，並將較

年幼的 3 名子女帶往泰國，留下倫真娜和妹妹在柬

埔寨，與祖母一起生活。祖母已年邁、長期有胃痛

的毛病，無法外出工作。 

58 坡傑藤小學 倫絲蕾諾 一 倫真娜的妹妹。 

59 坡傑藤小學 荍桑娜 三 

荍桑娜的父親為拉車工人，每月約工作 20-25 天；母

親為家庭主婦。父母親共生育有 8 名子女，大女兒

已結婚分家，大兒子、二兒子剛回到柬埔寨，工作

不穩定，其餘 4 名小孩都還在就學中，故開銷較大。 

60 坡傑藤小學 荍吉萬 一 荍桑娜的妹妹。 



 

61 坡傑藤小學 帕布羅 二 

父親有肺病易喘，無法負擔重的工作；母親則有胃

病，曾長期吃柬埔寨中藥，但效果不佳。大哥與大

姐已結婚分家。二姐休學至泰國幫人賣飯，是家中

主要的經濟來源。 

62 坡傑藤小學 顛見 三 

養母表示顛見與弟弟非他親生，兩人小時候被丟棄

在家裡門口。養母原為波貝醫院的工作人員，因為

身體不適、情緒控制不佳而辭職，後來一直失業在

家，就算有打工也難以維持，因此顛見考慮過後，

決定辦理休學去工作，但希望弟弟能持續念書。 

63 坡傑藤小學 顛喜 二 顛見的弟弟。 

64 坡傑藤小學 基羅塔娜 二 

父親販賣鹽蜆，偶爾心臟會不舒服，每月外出工作

20-25 天；母親至泰國工作已經 5 年，這期間已 3-4

年未曾返家，僅偶爾來電和寄錢回柬埔寨以貼補家

用，基羅塔娜曾表示會想念母親，但也無可奈何。 

65 坡傑藤小學 基羅塔 二 
基羅塔娜的堂弟，因父親入獄，母親已往生，故和

基羅塔娜一家同住。 

66 發展小學 利索坡而 六 

父親已過世多年；母親約七年前罹患愛滋病，身體

瘦弱且腸胃常不舒服，無法外出工作，並協助照顧

大姐的小孩。二姐在泰國市場沿街販賣萬金油、口

香糖與薄荷棒等日常用品，是家中唯一的工作者。 

67 發展小學 利詹媚 六 利索坡而的姐姐。 

68 坡傑藤小學 寶速昆 五 

父親原為摩托車夫，因為生活困難，賣掉摩托車，

改當摩托車噴漆工，每月約可工作 25 天，母親在家

照顧孩子與外甥，偶爾外出販售二手衣。因為家貧，

父母親將住家和土地賣給伯父，但伯父仍無償給他

們一家借住。 

69 坡傑藤小學 亙嵐 三 

父親約十年前過世，母親因患有愛滋病，身體虛弱，

故無法外出工作。大哥和大姐已結婚分家，二哥已

婚，生育有一個小孩，亙嵐、母親和二哥全家人住

在一起，偶爾幫忙照顧二哥的小孩。 

70 坡傑藤小學 潘絲蕾耐 二 

母親因為心臟疾病而往生，父親再娶後已沒有聯

繫。潘絲蕾耐、哥哥和祖父母在一起生活，家中經

濟仰賴祖父跑摩托車，但因年邁、體力虛弱，工作

天數有限。祖母則因年邁，並未外出工作賺錢。 

71 新廟小學 詹妮 三 

父母親離異多年，後來父親酒醉溺斃，詹妮便和母

親、妹妹一起生活。為賺取更多收入，母親和阿姨

前往泰國工作，後來失去聯繫，導致祖母的精神狀

況越來越不穩定。平時依靠祖母打臨工，或到廟裡

幫忙，換取熟食過日子。 



 

72 老 Gob 小學 Q 娜里 五 

父母親已離異多年，母親為賺取更多金錢到泰國工

作，後來再婚，已鮮少聯繫，偶爾提供經濟上的支

持。祖父母年紀老邁，身體衰弱，無工作能力，祖

父後因肺結核，已於 2013 年年底往生。 

73 老 Gob 小學 Q 納樂 四 Q 娜里的弟弟。 

74 都巴薩中學 傑守遍 七 

母親在 2005 年時過世，後來父親再婚，傑守遍開始

與祖母同住。祖母原本是做甜餅生意的，但由於年

紀太大，早已暫停工作。小舅舅在泰國擔任建築工，

每月定期寄錢回家，是家裡主要的經濟來源。 

75 發展小學 諾應 五 

諾應、哥哥和父親，三人皆為侏儒症患者。父親五

指短小、有重聽與高血壓，無法工作；母親在泰國

市場打臨工，收入不多。諾應的姐姐在金邊擔任建

築工，不定期會寄錢回家，為家中主要收入來源。 

76 森林小學 白文藺 三 

父母親的家鄉皆在波羅勉省，到波貝謀生已經超過

20 年。約 2005 年時，父親突然全身浮腫，雙眼也浮

腫，雖經過治療，但不見成效，導致雙眼弱視，幾

乎無法工作。母親為臨時工，收入有限。 

77 森林小學 白文利 一 白文藺的弟弟。 

78 坡傑藤小學 綸真菈 六 

父母親的家鄉在磅針省，因父親外遇，在 2006 年時

離婚，此後雙方鮮少連絡。母親獨力撫養綸真菈與

綸真菈的弟弟，借住在親戚家，目前以縫紉代工維

持家計，膝蓋與肩頸經常疼痛，無法長時間縫紉，

且貨源並不穩定。 

79 坡傑藤小學 瑳弘閔 四 

父親為軍人，月薪不高，偶爾會外出打臨工，且腹

部會不舒服，多次就醫但都不見成效；母親在家從

事縫紉代工，論件計酬，但常需陪同先生就醫，無

法專心從事縫紉工作。 

80 達賴小學 綸絲蕾高 四 

父母親多年前離異，母親為賺取更多的金錢，前往

泰國當建築工，每個月寄錢回柬埔寨貼補家用。綸

絲蕾高和奶奶相依為命，奶奶其他的子女都已結婚

分家，但因經濟狀況不好，能提供的幫助有限。 

81 都巴薩中學 俊欣瓏 十一 

父母親多年前離異，母親獨力撫養 2 名子女。母親

從事縫紉工作，論件計酬。俊欣瓏在課餘時間，會

協助縫紉工作，或外出打臨工。 

82 中烏鴉西小學 倫亞 五 

父親已過世多年，母親的左眼盲，政府曾經發給土

地，但因為經濟狀況不好，所以把發放的土地賣掉。

原先借住在鄰居家，牆壁的茅草破損嚴重，且草席

和蚊帳也老舊。倫亞為幫忙家計，也會外出撿拾回

收或當臨時工。 



 

83 和平小學 撇桑納 一 

父母親離婚，原因是由於父親到泰國工作後外遇。

母親後來到金邊擔任油漆工，但因為有胃病，工作

天數較少，不定期會寄錢回家。撇桑納及妹妹與祖

母同住，一起借住在伯父家，生活靠祖母外出撿拾

回收物品維持。 

84 和平小學 絲蕾耐 二 

父母親離婚，父親已再婚，雙方不再連繫。母親目

前在馬德望省跟車，在車上販賣雜貨，每個月會寄

錢回家，絲蕾耐、妹妹則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祖父

有皮膚病，體弱無力，無法工作；祖母則以洗衣維

持家計，每月約可工作 25 天，收入不穩定。 

85 和平小學 絲蕾腉 一 絲蕾耐的妹妹。 

86 森林小學 恭真菈 二 

原先全家居住在森林村較偏遠的地方，父親為家中

主要經濟來源，因故和人起衝突後被打死，母親只

好投靠親戚。母親獨力撫養 4 位子女，經濟吃緊。 

87 森林小學 恭拉拉 一 恭真菈的弟弟。 

88 坡傑藤小學 摩蒂嘉 四 

父母親於 2007 年時過世，由祖母協助照顧摩蒂嘉與

姐姐，祖母以賣雜貨為生，但規模極小，收入有限。

且摩蒂嘉患有愛滋病，早期為就醫，祖母拿家中土

地和房屋貸款，至今每個月仍須償還一定金額。 

89 坡傑藤小學 春誰哈 六 

父親因為在泰國走私毒品，被當局判刑，必須坐牢

二十五年。母親因為生產多次(共育有 11 名子女)，

身體虛弱，且為照料幼兒，無法外出工作。大哥已

休學赴泰國工作，為家中主要的經濟來源。 

90 坡傑藤小學 春慶 一 春誰哈的弟弟。 

91 坡傑藤小學 春守媲 一 春誰哈的妹妹。 

92 坡傑藤小學 春多拉 一 春誰哈的弟弟。 

93 坡傑藤小學 潔守肯 六 

父親多年前就因病過世，母親年紀大且體弱，狀況

好時就外出幫人洗衣服，但收入有限。住家和土地

是鄰居借助，並不收取費用，但空間狹小且簡陋，

為開放式空間，根本沒有門窗。 

94 和平小學 金絲蕾潤 五 

父親已過世多年，母親年紀大，患有心臟病，無法

從事太勞動的工作，目前在市場賣菜，每週約可以

工作五天。母親獨力撫養三名較年幼的子女，另有

兩名女兒已結婚分家。 

95 和平小學 金絲蕾娜 一 金絲蕾潤的妹妹。 

96 坡傑藤小學 登絲蕾貝 四 

母親患有愛滋病，登絲蕾貝也為愛滋病患者，而父

親赴泰國工作後鮮少連絡。因為疾病，登絲蕾貝瘦

小且虛弱，母親的健康狀況則尚可。母親則是剪褲

頭的工人，每個月約可工作 25 天，收入尚可。 



 

97 團結小學 侯收嫚 四 

父母親育有 3 名子女，侯收嫚為家中的老大，有時

要協助照料弟弟們。父親在邊境從事拉車載貨的工

作，一個月工作約 15 天。母親的身體不好，經常性

拉肚子及頭痛，未曾就醫，但偶爾會自己買藥服用。 

98 團結小學 侯哩皓 二 侯收嫚的弟弟。 

99 團結小學 瑟特宏 二 

父母親平時務農，收成後父親會將作物攜至市場販

賣，母親則偶替人刮痧，兩者收入均不高。有一位

弟弟因心臟疾病身體較差，瑟特宏沒上課時，會在

家裡幫忙家務及照顧弟弟。 

100 團結小學 梢耿渾 一 

父親原本為建築工，但因為經常酒後上工，母親擔

心危險，故禁止他去工地。父母親現在一起進行縫

紉代工，以件計酬，但每個月還有房租、縫紉機租

金等支出，以及要撫養 3 名子女，家計吃緊。 

101 發展小學 玻頗 三 

與母親、祖母及 3 位子侄共六人同住，大姐於 2014

年 3 月前往泰國尋找失聯的姐夫，將小孩託付給母

親照顧，至今沒有消息。家中經濟主要依靠母親賣

菜所得，以及二姐偶爾的協助。 

102 坡傑藤小學 拉詹林 一 

家庭成員共 8 位同住，父親在邊境從事拉車工作，

二哥反應較遲緩，偶爾可在市場打臨工，但收入不

多，母親則因要照顧 5 名幼兒，無法外出工作。 

103 坡傑藤小學 林耿宏 三 

家中目前有 9 人同住，主要工作人口為姐姐夫婦與

大哥，三人工作皆為拉車，收入尚可。雖有工作人

口，但因有 2 名兄長就讀中學，以及林耿宏就讀小

學，故學費開銷較大。 

104 坡傑藤小學 蜜絲蕾睨 四 

父親已過世，母親獨力撫養 4 名子女，會做餅到市

場叫賣，大姐在市場打工，兩人收入尚可，但因要

償還父親之前生病時積欠的醫藥費、每個月的房

租、2 名子女的學費等，所剩不多。 

105 坡傑藤小學 蜜吉娃 三 蜜絲蕾睨的妹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