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 年助學生之補助紀錄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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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順聖 五 住屋破舊，父親以種植榴槤為業、母親賣水果貼補

家用，七個小孩有六個在求學階段，家中無力負擔。 

2 樹英小學 陳順世 五 與順聖是兄弟。 

3 樹英小學 范利明 五 父親殘障，以渡船為業，因家中七個小孩有六個在

求學階段，父母負擔沉重。 

4 樹英小學 黃麗君 五 父親去世，母親以賣水果維生，大哥到金邊工作鮮

少回家，五個孩子中有三位讀華校，住屋為茅草屋；

生活困苦。 

5 樹英小學 黃玉花 三 全家共九人，父親去年因腸熱病去世，母親以賣粽

子、粿，來維持全家人的生活，七個孩子中有四個

在讀書，母親負擔太重。 

6 樹英小學 洪東華 三 全家六個人，父親果園小收成少，不夠全家生活，

常再去找零工做，四個小孩都已讀書，有二個就讀

華校，父母負擔較重。 

7 樹英小學 黃小妹 二 住屋是破舊的泥土木屋，父親做雜工、母親有時做

粿賣，家中三個孩子都在讀書，父母負擔重。 

8 樹英小學 曾寶蓮 二 全家共有八人，父親已去世多年，母親在門前做些

小生意，維持一家生計，家中四個孩子有三個在讀

書，母親負擔重。 

9 樹英小學 林來發 一 全家有七人，住屋茅草屋，父親以種榴槤為業，但

果園小、不夠維持生活，大姐、二姐幫人做粿貼補

家用。家中有三個孩子讀書。 

10 樹英小學 黃健康 三 全家共有六人，父親以種榴槤為業，住屋是舊木屋，

家裡的生活全靠父親的小果園，生活的確困難。 

11 樹英小學 余素籃 三 全家五個人，父親的果園小、收成不夠，向人借錢

過生活，家裡二個孩子都讀華校，最近母親又生下

弟弟，生活更加困難了。 

12 樹英小學 李來速 五 父母離異，母親與三個孩子寄住在舅舅家，母親做

粿賣，以維持一家的生活，有二個孩子在讀書，二

姐到金邊與父親住。 

13 樹英小學 李春興 五 全家共有十一人，父母以種榴槤為業，家中九個孩

子，大姊已婚、大哥因家境困難而停讀，四個孩子

在求學，父母負擔沉重。 

14 樹英小學 何大賺 四 全家七人，父親以務農為業，母親本是華校教員，

因學校減班而被辭退，大姊到祿山華校教書月薪台

幣 2900，二姐幫忙家務，其他小孩皆在讀書。 



 

15 樹英小學 張碧玲 四 全家有六人，父母以種榴槤為業，四個小孩全在讀

書，有三位讀華校，父母負擔重。 

16 覺民小學 林秀瓊 中二 全家六個人，父親以摩托車載客為業，母親到金邊

縫衣廠工作，月薪 40 美金，很少回家，四個孩子均

在求學階段，生活困苦。 

17 覺民小學 黃樹正 六 全家共七人，父親為柬校教員，月薪約十萬柬幣（台

幣一仟元），家中四個孩子都在讀書，二個讀華校。 

18 覺民小學 江吉利 中三 住家離學校遠，所以吉利與妹妹寄住親戚家，住屋

屋況不好，全家七人，父親以跑摩托車載客為業，

收入不定；有四個小孩在讀書，負擔重。 

19 覺民小學 邱寶來 中二 全家共五人，父親以跑摩托車載客為業，母親是華

校教員，家中三個孩子都就讀華校，住屋破舊，生

活困苦。 

20 覺民小學 林麗娜 中一 全家五人，父親以賣咖啡粉為業，母親有精神疾病，

大哥跑摩托車載客已婚，二哥不務正業，家中僅麗

娜一人就讀華校。 

21 覺民小學 林進生 六 全家三人，父親已去世，母親在市場賣衣服，家裡

還有姊姊也就讀華校。 

22 覺民小學 劉愛真 中一 全家六人，父親本以捕魚為業，但因漁獲量減少改

行種田，母親在市場賣水果，四個孩子有三個在讀

書，生活困苦。 

23 覺民小學 葉木河 中一 18 歲就讀六年級，父親年邁已退休，母親做粿賣，

大哥擔任司機工作，大姊停讀在家幫忙。 

24 覺民小學 李麗娜 五 12 歲就讀華校四年級，父親去世，母親粥，全家共

五人，祖母年邁常生病，家境困苦，還好住在隔壁

的姑姑偶爾會幫助。 

25 覺民小學 符國明 六 全家共四人，暫借住在祖母家，父親回鄉工作，但

工作不定，母親與妹妹在市場賣粿。 

26 覺民小學 范玉珠 小六 全家借住大伯家，自己家因欠債而賣掉，父親與母

親在賣粿條，本有十個兄弟姊妹，三位因病去世，

有二位就讀華校。 

27 覺民小學 江愛花 四 住家離學校遠，所以愛花與哥哥寄住親戚家，住屋

屋況不好，全家七人，父親以跑摩托車載客為業，

收入不定；有四個小孩在讀書，負擔重。 

28 覺民小學 呂文強 五 母親去世，父親無固定職業，常酗酒。家中三個孩

子皆就學，其中弟弟住到阿姨家，家境困苦。 

29 覺民小學 文興 中一 家住干拉省離金邊不遠，父親去世，母親在家鄉種

田，五個兄弟姊妹中有四個在求學階段，只有文興

一人就讀華校，寄住阿姨家。 



 

30 覺民小學 李丹春 五 其父已去世，他與弟弟冬存都就讀華校，但母親沒

工作，無法負擔學費。 

31 覺民小學 尤文輝 五 住屋是破舊的高腳屋，父親到磅遜港捕魚，很少回

家，母親沒工作，三個小孩花費多，生活困苦。 

32 覺民小學 令金生 五 父母離婚，全家四人借住姑姑家，母親做粿賣，為

家中唯一經濟來源，三個孩子二個讀柬校，一個讀

華校，生活困苦。 

33 覺民小學 陳麗君 中二 父親在磅清揚的工廠做工很少回家，母親無謀生能

力，住家是每月四萬柬幣（約四百台幣）租來的，

在校成績很優秀，但生活實在困苦。 

34 覺民小學 陳俊強 中二 陳麗君的兄弟。 

35 覺民小學 馬春明 中二 全家共五人，父親務農、母親在市場賣粿，住家離

學校很遠，需每天騎單車上學，家中三個孩子皆在

求學階段，父母負擔沉重。 

36 覺民小學 吳建福 中二 父親務農母親賣甘蔗，家中四個小孩二個讀華校、

一個讀柬校，住家離學校非常遠需搭校車此費用（一

個月三萬柬幣月 300 台幣）為一大負擔 

37 覺民小學 團小弟 中二 全家六人，父親務農、母親本是華校教員，這學期

被辭退沒工作，大姊停讀去學裁縫，三個孩子讀華

校，學費是一大困難。 

38 覺民小學 朱偉群 中三 全家七人，父親務農，有空時也去賣魚，五個孩子

都在求學階段，二個就讀華校，三個讀柬校，父母

負擔沉重。 

39 覺民小學 黃吉奇 中三 住屋是父親自己慢慢蓋成的茅草木屋，且在華校擔

任柬文教師，母親在家賣零食，家中五個孩子有三

個讀華校，學費是一大負擔。 

40 覺民小學 陳愛瓊 中三 全家六人，父親以務農為主，空閒時跑摩托車載客

增加收入，母親有時會做粿到風景區賣，家中四個

孩子有三個就讀華校。 

41 覺民小學 張建士 中三 全家六人，父親已去世，母親做粿維持一家生計，

家裡四個孩子都在求學階段，二個就讀華校、二個

讀柬校，學費是家裡一大負擔。 

42 覺民小學 林美珊 中三 全家五個人，父親務農，母親做粿維持全家生計，

家裡三個孩子全都在求學階段，寄住家裡的表哥（孤

兒）也停學去工作。 

43 覺群中學 黃永財 中一 父母均因病去世，家中三個孩子全靠年邁的祖母撿

垃圾變賣維生，大姊精神不正常，是家中一大負擔，

泥土搭成的住屋非常簡陋雜亂。 



 

44 覺群中學 黃秀芳 小六 父母均因病去世，家中三個孩子全靠年邁的祖母撿

垃圾變賣維生，大姊精神不正常，是家中一大負擔，

泥土搭成的住屋非常簡陋雜亂。 

45 覺群中學 林美霞 中二 父親因戰爭身亡，母親改嫁至金邊，家中三個孩子

全靠外祖母做粿賣維生，三個孩子全就讀華校，學

費多負擔太重。 

46 覺群中學 林美玉 中一 林美霞的妹妹。 

47 覺群中學 邢益精 中二 父親為軍人因戰爭歿，母親在市場賣豬肉，大哥畢

業後去當翻譯，家中還有三個小孩就讀華校，學費

太多，負擔太重。 

48 覺群中學 江美娟 中二 家住祿山，離校非常遠，家中九人，父親以製冰為

業，但因機器老舊常壞，生意不好，七個孩子中有

四個在求學僅美娟一人讀華校。 

49 覺群中學 李昌金 中二 父親已去世，家裡有五個人，母親種菜、大姊在市

上縫衣，大哥在學修摩托車。 

50 覺群中學 邢麗麗 中二 父親因腳殘廢而失業，母親賣粿維持家計，沒有自

己的房子，目前借住姑姑家，姑姑還供應家裡的三

餐。 

51 覺群中學 符明珊 中一 全家六個人，父親因欠債賣屋而躲到金邊，家中全

靠母親做小買賣維生，大哥因家中經濟問題停讀，

去幫別人殺豬，其他三人的學費實在是大負擔。 

52 覺群中學 翁月華 小五 全家八人，父親賣粿，家中有四個孩子在讀書，大

姊停獨到金邊工作，一個月薪資才 30 美元，住屋破

舊無電。 

53 覺群中學 史利興 小五 全家四人，父親任職公家機關擔任警察，但月薪只

有七萬柬幣（約 700 台幣），母親在家門前賣香煙、

汽油，貼補家用。 

54 覺群中學 林愛芳 中一 父親已去世，母親賣二手衣維生，但孩子太多，又

因母親生雙胞胎時開刀，身體尚未調養好，愛芳只

好去阿姨家住。 

55 覺群中學 黃素琴 小五 家中九人，父親以開車為業，但車子壞了無謀生工

具，母親賣餅維持生計，七個孩子中有四個在讀書，

學費支出多，父母無力負擔。 

56 覺群中學 謝權 小五 家中七人，父親為公務員，月薪僅台幣 500 元，母

親去年病重，現雖痊癒但仍虛弱，住屋破舊五個孩

子有三個讀華校，學費負擔大。 

57 覺群中學 張文存 小四 家中共四人，父親已去世母親在市場賣二手衣，三

個孩子都在讀書，妹妹因肺病到金邊醫院，現暫時

借住外婆的舊木屋，家境困苦。 



 

58 覺群中學 符之興 小四 父母均去世，家中的九個兄弟姊妹分別送到親戚

家，之興分給六姑，但六姑丈因年紀大眼睛看不見，

全靠六姑務農維生，家境清寒急需幫助。 

59 覺群中學 劉雪雲 小四 全家九人，父親以跑馬車為業，母親在市場賣雜貨，

七個孩子有五個在求學階段，學費負擔重。 

60 覺群中學 黃利明 中一 父親已去世，母親幫人做衣賺錢維持家裡的生計。 

61 覺群中學 林明忠 小五 父親已去世，家中三個孩子全靠母親務農，偶爾兼

賣些椰子來維持生計，哥哥與妹妹均就讀柬校，只

有明忠讀華校。 

62 覺群中學 潘正喜 小四 住家離校非常遠，路況又差，父親因腳中彈而殘廢，

母親務農，沒有自己的住屋而住在祖母家，七個孩

子有五個在求學，負擔重。 

63 覺群中學 符世珊 小四 全家九人，父母以務農為業，七個孩子中因家境困

苦，僅可讓三個求學，二姐本讀柬校，但因繳不起

學費而停讀。 

64 覺群中學 邢芳娜 中一 全家八人，父親是公務員，專門向商家收月費，母

親在賣粥，住屋是泥土屋，六個孩子中有三位到金

邊，三位在讀書。 

65 覺群中學 蔡安 中三 父母因欠債遠走他鄉，四個孩子全靠祖母賣魚維

生，三個兄弟讀柬校，僅蔡安一人讀華校。 

66 覺群中學 林龍寶 小三 全家只有三人，父親已去世，母親失明，靠哥哥幫

人理髮維持一家人生計。 

67 覺群中學 陳文清 小三 父母務農，偶爾打點零工，住家離學校非常遠需渡

河，路況非常糟，八個孩子有五個在讀書，住屋是

土茅屋，文清上下學由學裁縫的姊姊接送。 

68 覺群中學 陳文成 小三 父母務農，偶爾打點零工，住家離學校非常遠需渡

河，路況非常糟，八個孩子有五個在讀書，住屋是

土茅屋，文成上下學由學裁縫的姊姊接送。 

69 覺群中學 何啟增 小三 全家五人，父母因病都去世，住在祖母家，靠阿姨、

妹妹賣甘蔗維持生計，家中有二個孩子讀書，無能

力繳交學費。 

70 覺群中學 蓮香 小三 家中五個人，父親已去世，母親在門前賣粿，大哥

打工來維持家計，因家裡貧困，二哥跑去當和尚，

家中尚有二個孩子在讀書。 

71 覺群中學 梁斯微 小四 全家有七人，父母務農，兼開雜貨店，早上賣粥；

五個孩子全都在讀書，學費多負擔大。 

72 覺群中學 岑花 小四 住家離學校非常遠，家裡很窮，常去撿田螺來貼補

家用，八個孩子中有五個在讀書，學費支出多，父

母無力負擔。 



 

73 覺群中學 祁軍全 小四 父母皆已去世，四個兄弟姊妹依靠外公、外婆，大

姊已婚並賣點零食，幫助家裡的生活。 

74 覺群中學 符祥成 小四 父親本以修摩托車為業，但前幾年被搶，目前務農，

前陣子腳痛不能走，四個孩子有二個在讀書，住屋

是破舊的泥土屋，離校非常遠。 

75 覺群中學 蘇貴 小四 家裡很窮買不起單車，住家離校又遠，常用跑步到

校，但經常遲到。 

76 覺群中學 謎吉通 小五 父親去世，家中只有三個人。 

77 覺群中學 岑鵬 小二 上學路途遙遠，家庭生活困苦。 

78 覺群中學 鄭金玲 小二 與阿姨、外公同住，媽媽到磅遜港工作歸期不定，

所賺的錢僅夠溫飽。現在家裡全靠外婆賣稀飯維生。 

79 覺群中學 王明 小二 家中有五個人，與奶奶同住，二位弟弟讀柬校，家

中全靠奶奶在市場賣菜維生。 

80 覺群中學 溫旺 小二 家為茅草屋搭成，父母種田收成不易，生活困難。 

81 覺群中學 邢立海 小三 住高腳木屋，下雨時便會漏水，父親務農收成不佳，

不夠溫飽時，會去打零工賺錢，希望能讓孩子好好

唸書。 

82 覺群中學 李安 小四 家中四個人，借住阿姨的房子，媽媽到金邊幫人家

洗衣服，二位哥哥沒有繼續唸書，想工作貼補家用，

但工作難找。 

83 覺群中學 韓金麗 小四 住屋為木屋，是阿姨借住的房子，家中有三個孩子

讀華校，經濟負擔大。母親在路旁賣米粉，但生意

不太好。 

84 覺群中學 陳桂玲 小四 家中六個人住茅草屋，媽媽賣零食，爸爸無工作，

哥哥到工廠做工，一個月 40 美金。 

85 覺群中學 張世川 小四 家中九個人，僅世川一人讀華校，其他弟妹讀柬校，

因為沒有錢，父母務農收成不好，生活不易。 

86 覺群中學 林波凌 小四 住家是茅草屋，父母務農，柬校讀到中三，家人希

望他讀華校，學中華文化。 

87 覺群中學 娜莎麗 小三 家中 5 個人，媽媽賣零食、爸爸跑摩托車，收入有

限，生活辛苦。 

88 覺群中學 林錦龍 小三 家中有五個人，生活在茅草搭成的小屋，父親離家

許久。全靠母親種田，但耕田的牛近日死亡，生活

更顯得困難。 

89 覺群中學 陳世源 小三 與外公同住，媽媽賣菜、外公將田地分租他人，生

活才得以維持，世源會利用休假時間出外打工，賺

錢貼補家用。 

90 啟華小學 文淑玲 六 全家七人，父親以修理摩托車為業，五個孩子有四

名在學。 



 

91 啟華小學 陳良成 三 全家十一人，住在租來的茅草屋，父母親為潮州人，

懂些潮州話，父母和三位姊姊賣粥，有兩位姊姊已

嫁，孩子多、父母負擔重。 

92 啟華小學 陳淑嬙 五 陳良成的姊姊。 

93 啟華小學 陳文合 五 全家七人，父親以開車為業，母親在市場賣舊衣服，

五個孩子有四個在讀書，學費多，父母負擔重。 

94 啟華小學 陳珍娜 五 全家七人，父親以開車為業，母親在市場賣舊衣服，

五個孩子有四個在讀書，學費多，父母負擔重。 

95 啟華小學 唐速堅 四 全家共有十人，父親任職村長，月薪不到一百元台

幣，六個孩子有去學藝、市場賣衣服、有的機構幫

忙送去金邊唸書，速堅則唸華校，學費負擔沉重。 

96 啟華小學 潘光明 四 全家六個人住在破舊的茅草屋，父母務農為業，四

個孩子有三個唸書，父母負擔重。 

97 啟華小學 潘光利 四 全家六個人住在破舊的茅草屋，父母務農為業，四

個孩子有三個唸書，父母負擔重。 

98 啟華小學 庄狄立 三 全家七人，父親為軍人，母親為柬校教師，合計月

薪約台幣 1400 元，五個小孩有三位在學。 

99 啟華小學 泰邊南 二 全家共有十個人，父親在柬校當裁縫教師，母親在

市場做衣服，八個兄弟姊妹有五個在唸書，學費是

一大負擔。 

100 啟華小學 方彼倫 二 全家六人住在租來的房子，父母賣豆漿為生，但父

親最近因喉嚨開刀休息，四個孩子有二個在唸書，

家境清苦。 

101 啟華小學 倫淑珍 三 全家四人，父歿，母親務農，大哥跟車，很久回家

一次，給的錢不多，二個小孩在唸書，母親無能力

繳交學費。 

102 啟華小學 潘通 三 全家六人，父歿，母親與三位兄姊務農，農閒時摘

菜去賣，家中有二個小孩在讀書。 

103 啟華小學 狄西蓮 四 父親已去世，母親與大哥、大姊去幫人做工，但收

入不多，目前借住別人的房子，無能力繳交學費。 

104 啟華小學 鍾速篇 一 家裡窮困且地處偏僻，就學不易。 

105 啟華小學 陳金香 一 寄居父親朋友家，家中貧窮，無能力讓孩子讀書。 

106 培華小學 林才裕 五 全家三人，父親失蹤，母親在路邊賣咖啡麵包，兄

弟二人在學，借住阿姨家。 

107 培華小學 郭偉才 四 全家目前七人，父親失蹤，母親在泰國也無音訊，

五個孩子全靠外公、外婆，家中三個兄弟全就讀華

校，繳學費有困難。 

108 培華小學 陳順那 五 全家五個人，父親是木匠，但工作不定，家裡三個

小孩只有一人能讀書，家境清苦。 



 

109 培華小學 徐建文 四 全家八人，父親是車床工，五個孩子有三位在金邊，

其中二位在金邊讀書，學費由叔叔幫忙，家中一人

就讀華校。 

110 培華小學 尉莫尼 四 全家四人，父親已退休，改種白菜，母親在門口賣

甜品，二個孩子一個就讀柬校一個就讀華校，住屋

破舊，家境清苦。 

111 培華小學 仙良 三 父母離婚，母親和四個孩子借住舅舅家，母親賣菜

養家，姊姊與奶奶一起住，家中三個小孩都在唸書，

母親無能力繳交學費。 

112 培華小學 曾臘梅 三 一家六口住在破舊簡陋的小木屋，父親以踏三輪車

為業，母親賣粥貼補家用，四個孩子有三個在學。 

113 培華小學 林淑卿 三 全家八個人，破舊簡陋的木屋，住著一家人，父母

年紀大，六個孩子有三位就讀華校，無力負擔學費。 

114 培華小學 盧万納 三 全家七人，父親半殘無業，大哥已成家，但沒有拿

錢回來，二哥也已婚但住在馬德望，全家只靠二哥

幫忙，有二個孩子在唸書，生活貧困無力繳交學費。 

115 培華小學 武金蘭 三 全家三人，父歿，母親賣餅，哥哥在機構幫忙。 

116 指南小學 保大 二 全家四人住在狹小破舊的房子，而且又幫助親戚一

家四人來暫住家裡，父親務農，母親賣粿貼補家用，

兩兄弟皆在學。 

117 指南小學 金巴娜 四 父親種田媽媽賣米粉，小弟智能不足，大弟今年也

上華校申請助學金，媽媽想讓大弟唸書且要她幫忙

家務，使其無法上學，經本會人員與其父母溝通並

給予補助，完成巴娜能繼續唸書的夢。 

118 指南小學 黃寶 四 全家七人，父親擔任警察，副主席工作，月薪 25 美

元，母親為家管，五個小孩中有二個就讀華校。 

119 指南小學 楊西仁 四 全家七人，父為柬校教員，母親在家賣舊零件，二

個小孩就讀華校。 

120 指南小學 劉興弟 三 全家六人住在茅草屋，父母親以賣茶為業，四個小

孩在學。 

121 指南小學 方利海 二 借住保大家，父親賣茶為業，母親難產而去金邊，

家境困苦。 

122 指南小學 王文源 三 住家離校遠，寄住外婆家，父親為柬校教員，薪資

低，母親賣粥貼補家用。 

123 指南小學 林金梅 二 全家四人暫住在祖母家，父母賣粥來維持一家生活。 

124 指南小學 張初 三 全家四人，借住親戚家，父親是建築工人，工作不

定，母親在市場賣粥貼補家用。 

125 指南小學 黃順興 四 孤兒，住在柬華理事會會長家。 



 

126 指南小學 陳正那 二 全家四人，父親在金邊做水泥工人，月薪 25 美元，

負擔較重。 

127 指南小學 巴金豐 二 父親種田，媽媽賣米粉，小弟智能不足，姊姊因為

要幫忙家務無法繼續唸書，經本會人員與父母溝通

並給與補助，使姊姊繼續完成學費。 

128 指南小學 林文鑾 二 父母賣菜，哥哥腦性麻痺不會講話，家中生活不易

維持。 

129 指南小學 鄭秀花 三 家中六人住在窄小的木屋，父母賣雜貨為業，秀花

華文程度好，常幫忙家務。 

130 指南小學 林原強 三 父母親皆因誤踩地雷而身亡，現與阿姨、舅舅同住，

舅舅以賣水果為業 

131 指南小學 林蘭莉 三 屋子是臨時搭的茅草屋，母親賣魚，父親是機構的

守衛，生活窮困。 

132 指南小學 陳金華 二 父親幫人補輪胎，與奶奶一同住，母親到金邊照顧

生病的外公，家中生活困難。 

133 指南小學 黃淑娟 三 父親種田，母親賣米粉，家中五個人住在小小的木

屋中，淑娟與國慶愛唸書，也有讀柬校。 

134 指南小學 黃國慶 一 黃淑娟的弟弟。 

135 指南小學 吳金盛 四 父親是軍人，母親賣汽油，但生意不好，家中雖然

貧窮仍樂於助人，還提供茅草棚給難民住。 

136 指南小學 陳藍 四 家中有八個人，父母以賣菜維生，住在別人家後面

的小茅屋，哥哥到金邊現已毫無音訊，因為家中實

在沒有錢，無法負擔上學讀書費用。 

137 指南小學 林玉枝 四 媽媽到金邊賣西瓜，父親當軍人很久才回來一次，

外婆生重病須請人照顧，加重家裡的經濟負擔，更

無法讓孩子唸書。 

138 指南小學 仁金菊 三 家中有九個孩子，父母都是柬埔寨人，但希望金菊

能學習中文。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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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指南小學 文展良 一 父親是建築工人，以打零工維生，生活僅夠溫飽，

無力負擔學費。 

141 指南小學 陳淑花 一 父親是水泥工，本學期有包到學校工程，生活尚可

維持，但因為哥哥也讀華校沒有申請，所以希望能

補助妹妹，讓孩子都能唸書。 

142 指南小學 陳淑芳 一 父親是水泥工，本學期有包到學校工程，生活尚可

維持，但因為哥哥也讀華校沒有申請，所以希望能

補助妹妹，讓孩子都能唸書。 



 

143 指南小學 鄭金豐 一 金豐喜歡讀華校但父親賣於僅夠溫飽，房子搭在別

人的土地，簡陋的木屋。 

144 指南小學 林玉順 一 父親已過世，和奶奶一起住，母親當小販姊姊幫忙，

玉順很會唸書常考第一名 

145 指南小學 姚花麗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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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指南小學 宋美玲 一 家中有五個人，媽媽賣粥，房子是親戚幫忙搭的木

屋，哥哥到外地打工但並未拿錢回家，姊姊已經結

婚分家。 

147 指南小學 楊速捷 一 父親已生病多月，醫藥費很高，家中只靠母親賣油

條維生，連溫飽都成問題，唸書希望能得到補助，

才有辦法上學。 

148 指南小學 楊速利 一 父親已生病多月，醫藥費很高，家中只靠母親賣油

條維生，連溫飽都成問題，唸書希望能得到補助，

才有辦法上學。 

149 指南小學 孟文內 一 父親是政府單位獸醫，每月薪水台幣 400 元，母親

有心臟病無法工作，家中只有文內一個孩子，因為

其他兄弟姊妹都已夭折。 

150 指南小學 金展發 一 全家五個人居住在茅草屋中，父親以賣舊貨維生，

二個弟弟都還很小。 

151 指南小學 陳速平 一 父母賣豆漿水，家中只剩一個孩子，因為母親易流

產，孩子養不活。 

152 指南小學 沙愛蓮 一 父親是軍人，母親懷孕將生產，屋子是阿姨的，全

家寄住於此，要分攤水電費用。 

153 中華小學 周柳卿 六 全家十四人，父親以修補單車為業，母親在家門前

賣煙貼補家用，十二個小孩有六個在學，學費負擔

沉重。 

154 中華小學 韋秀蘭 中二 全家六人，父失業，母任華校校工，四個小孩有三

個小孩就讀華校，負擔較重。 

155 中華小學 任興兒 五 全家七人，父母親在市場賣雜貨，家中五個小孩全

部就讀華校，學費負擔沉重。 

156 中華小學 任興貌 五 全家七人，父母親在市場賣雜貨，家中五個小孩全

部就讀華校，學費負擔沉重。 

157 中華小學 莫金妮 中二 全家十人，父務農，母親賣零食貼補家用，大哥去

世，大姊是柬文教師，月薪不到一千元台幣，四個

人在學。 

158 中華小學 林淑琴 中二 全家五人，父親務農，母親賣肥料貼補家用，三個

小孩：一個學裁縫、一個在金邊求學，淑琴則就讀

華校。 



 

159 中華小學 周美玉 六 全家八人，父親靠幫忙載冰為業，母親賣粥，兄姊

在學技藝沒有工資，家中還有三人在學。 

160 中華小學 謝碧倫 四 全家七人，父務種水果，母親於校門口賣零食，家

中四個小孩都在學，住屋仍是鐵皮蓋成，家徒四壁，

但碧倫很愛讀書。 

161 中華小學 周麗鳳 六 全家八人，父務農，母養豬準備賣掉籌學費，六個

小孩有五個在學，負擔沉重，麗鳳目前借住阿姨家。 

162 中華小學 彭偉財 四 父親務農但收成很差，妹妹也讀華校，經濟負擔很

大，生活確實不好過。 

163 聯華中學 宗順興 中三 家有六人，父歿，母家管，家計由大哥維持，四個

小孩皆就讀華校。 

164 聯華中學 黃巧英 中三 家中七人，父賣水果，母是華校教員，大哥已畢業

至波貝工作，四個求學的小孩皆就讀華校，負擔較

為沉重。 

165 聯華中學 曾素文 中三 家有五個人，父親幫人做工，薪資有限。 

166 聯華中學 黎志華 中三 家中六人，父親在波貝賣雜貨，家中四個小孩皆在

唸書。 

167 聯華中學 張金堂 中二 家中十人，父親職業載運榖殼，八個小孩均在求學，

父母負擔沉重。 

168 聯華中學 任海良 中二 住家偏僻，全家有七個人，五個孩子都在求學，父

務農，母家管，負擔重。 

169 聯華中學 洪安培 中二 家有七人，四人成家離開家裡，父歿，母年邁常生

病，家中生計靠五哥幫人洗摩扥來維持。 

170 聯華中學 蔡秀英 中二 家中八個人，父任職警衛工作，月薪約 800 元台幣，

母親在市場賣臭魚，六個小孩皆在求學，負擔沉重。 

171 聯華中學 吳榮月 中二 全家八人，父賣雜貨為生，六個小孩均在求學，負

擔較為沉重。 

172 聯華中學 陶瑛霞 中二 家中有五個人，父母在市場賣粥，家中有三個孩子

皆在求學階段，家境不寬裕。 

173 聯華中學 黎志貴 中二 全家六人，四人就學，父母在波貝賣雜貨。 

174 聯華中學 陳秀芬 中二 全家八人，父親失業在家，母親華校教員，三個小

孩求學中，負擔較重。 

175 聯華中學 陳速漢 中二 家有四人，父歿，母在粿條店幫忙，工資有限，家

中三個小孩都在求學，負擔沉重。 

176 聯華中學 蕭月蓮 中二 家有六人，父歿，母親在市場賣餅維持家計。大姊

停學在家照顧祖母，尚有二個小孩求學，負擔沉重。 

177 聯華中學 曾素雲 中二 家有五人，父為工人，工作收入不定，與妹同樣在

求學中。 



 

178 聯華中學 周鑑明 中二 父親已退休，母賣豆漿為業，五位兄姊均已成家，

但大哥已去世，留下五個孩子，二哥離婚留下四個

孩子，母親幫忙撫養其中四個小孩，是筆額外負擔。 

179 聯華中學 吳道平 中一 單親家庭，媽媽到佛堂幫忙翻譯以賺取微薄薪水，

屋子是向別人借住的。 

180 聯華中學 李琳 中一 單親家庭，媽媽到診所當翻譯，住高腳木屋，哥哥

與阿姨同住、打零工，幫忙貼補家用。 

181 聯華中學 謝素達 中一 父親以摩托車載客為業，媽媽賣粥，家是高腳木屋，

很簡陋。 

182 聯華中學 鄧文華 中一 母親已六十多歲，媽媽為了醫治病重的父親，將屋

子都變賣，現寄住在別人家。 

183 鹽田培英小學 王月強 三 全家八個人，父親失業中，母親以賣粥咖啡維持生

活，六個孩子有三人就學。 

184 鹽田培英小學 王月蓮 三 王月強的姊姊。 

185 鹽田培英小學 黃寶娟 三 全家八人，父以跑摩托車為業，收入不定，母料理

家務，六個小孩中，一名唇顎裂需就醫，二名就學，

二名停讀。 

186 鹽田培英小學 符良 三 全家三人，父母親離婚，母親寄住阿姨家，大姊停

讀至波貝娛樂場工作賺錢養家。 

187 鹽田培英小學 林明高 三 父母務農，五個小孩有四個求學，其中三名就讀華

校，父母說即使家境困苦也要讓孩子讀書。 

188 鹽田培英小學 黃寶鸞 四 全家八人，父親做車夫，母親為家管，六個孩子三

名就學，負擔沉重。 

189 鹽田培英小學 林明山 四 林明高的哥哥。 

190 鹽田培英小學 符致迪 四 父母離婚，母親與三個孩子一起居住，賣水果為生，

三個孩子只有二個小孩求學。 

191 鹽田培英小學 蔡發 五 全家六人，父以捕魚為業，四個小孩有三個求學，

蔡發寄住親戚家。 

192 鹽田培英小學 李明發 六 父親長期失業，家計靠母親賣粿維持，住屋向柬華

理事會理事借住。 

193 鹽田培英小學 林道河 六 全家七人，父親為掃地雷組司機，道河寄住祖母家，

五個小孩有四個人就學，負擔沉重。 

194 鹽田培英小學 符致財 三 全家十一人，父親務農，母親以賣甜點貼補家用，

大哥大姊也外出工作貼補家用。 

195 鹽田培英小學 符致泰 三 全家十一人，父親務農，母親以賣甜點貼補家用，

大哥大姊也外出工作貼補家用。 

196 鹽田培英小學 林文 六 全家六人，父歿，由其母賣雜貨為生，四個小孩有

三人就學。 



 

197 鹽田培英小學 黃那拉 四 全家八人，父種水果，母賣水果，六個小孩中有四

個就學，目前借住姑媽的房子。 

198 鹽田培英小學 黃速開 四 生母去世，父另娶，速開由其姊撫養，靠二個孩子

開車當司機來維持全家生活。 

199 鹽田培英小學 林榮光 二 全家七人，父失業，母在市場賣甜品維持家計，五

個小孩四個就學，負擔沉重。 

200 鹽田培英小學 林美娟 二 全家七人，父失業，母在市場賣甜品維持家計，五

個小孩四個就學，負擔沉重。 

201 鹽田培英小學 林明敦 二 父母務農，五個小孩有四個求學，其中三名就讀華

校，父母即使家境困苦也要讓孩子讀書。 

202 鹽田培英小學 潘秀玉 三 全家七人，四人住家裡，父失業，母賣糕、粿及二

哥作雜工維持家計。 

203 鹽田培英小學 鍾順那 三 父母離婚，母以賣彩票維持家計，四個小孩全部就

學，借住在阿姨家。 

204 鹽田培英小學 陳細燕 三 父母離婚，母親目前借住阿姨家，母親賣餅為家中

經濟來源。 

205 鹽田培英小學 符金彩 三 全家八人，父親釀酒為業，母親賣菜且在家賣些零

食貼補家用。六個小孩四個就學，父母負擔太重。 

206 鹽田培英小學 李秋銀 三 父親長期失業，家計靠母親賣粿維持，住屋向柬華

理事會理事借住。 

207 鹽田培英小學 韓金梨 一 借住阿姨家，表哥、表姐也是本會補助對象，阿姨

家生活也不好過。 

208 鹽田培英小學 黃順海 二 父親當碼頭工人，家住木屋是別人的，順海為了分

擔家計，晚上也去當碼頭工人，但孩子畢竟只是孩

子，順海因長期搬重物而導致胸口痛， 

209 鹽田培英小學 黃小妹 二 黃順海的姐妹。 

210 鹽田培英小學 陳小妹 三 全家人住在鐵皮屋中，爸媽賣水果，小妹本來有唸

書，但因為家中沒有錢，媽媽將他停讀，自己跑到

學校說要讀書。 

211 鹽田培英小學 關美香 一 住在高腳木屋，父親身體不好以磨粉為業，但生意

很少，大哥幫忙修理電器，其他二個孩子也讀華校。 

212 鹽田培英小學 關尊利 一 住在高腳木屋，父親身體不好以磨粉為業，但生意

很少，大哥幫忙修理電器，其他二個孩子也讀華校。 

213 鹽田培英小學 林美芳 一 媽媽與姊姊賣魚，二個哥哥離家很久未回來，生活

不容易。 

214 鹽田培英小學 王春玲 一 同父異母的孩子共 8 個，母親賣水果，父親已過世，

4 個孩子已成家但自己也不好過，所以無力負擔春

玲唸書。 



 

215 鹽田培英小學 符祥順 一 與姑姑同住，平常會跟車賺錢貼補家用，父親當車

夫，生活不定，外婆生病，雖然生活困難，但因為

父母本身是文盲，所以鼓勵孩子學習。 

216 鹽田培英小學 林明軍 一 父親當車夫一天僅賺 30 元台幣，母親做粿貼補家

用，小妹被火紋身非常嚴重，還好外婆給醫藥費讓

妹妹看病，已住院一年，家裡有 7 個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