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助學生之補助紀錄 

 

 

 

 

 

 

 

 

 

 

 

 

 

 

 

 

 

 

 

 

 

 

 

 

 

 

 

 

 

 

 

 

 

 

 

 

 



 

 

 

 

 

 

 

 

 

 

 

 

 

 

 

 

 

 

 

 

  



 

2015 年助學生之家庭概況 

編號 學生姓名 學校名稱 年級 家庭概況 

1 安冬娥 發展小學 三 

與父母、弟妹，共七人同住。父親原本為軍人，有

肺病，一直無法根治，2014 年底時曾住院數個月，

只能靠借錢治病，母親有空時接縫紉代工，以維持

家庭基本生計。 

2 銀絲雷娜 坡傑藤小學 二 

父親已病逝，母親為求穩定收入到泰國工作，將銀

絲雷娜和弟妹三人託付給阿姨照顧。姨丈為摩托車

夫，阿姨為家管，偶爾外出幫人洗衣、洗碗，收入

穩定，但阿姨家有四個在學中的孩童，支出較多。 

3 來良興 坡傑藤小學 三 

與母親、姐姐三個人同住，母親四處去幫人洗衣、

洗碗或擦鞋，但易頭暈、可工作天數不多。姐姐念

到四年級後休學，現在幫人看孩子，偶爾會提供經

濟協助，但金額不大。 

4 尼 八里賴二小學 三 

父母雙亡，與祖母、姐妹，共五人同住，住屋是租

賃的，每個月需繳納租金。祖母眼盲，需依靠孫子

的協助，才能到賭場乞討賺錢，收入有限。領有貧

困卡。 

5 萬蒂 八里賴二小學 六 
尼的姐姐，但後來決定休學到泰國工作，以協助家

計。 

6 該構 坡傑藤小學 三 

父母死亡或失聯，與外婆、妹妹三人同住，住屋是

租賃的，每個月需繳納租金。外婆以幫人洗衣、摘

野菜去販售等維生，收入有限，鄰居偶爾會給予熟

食。領有貧困卡。 

7 興鴻 發展小學 六 

父母與大哥、大姐在泰國工作，每個月定期寄錢回

家。興鴻和弟弟們，與祖母、表弟妹們，共八個人

同住。因父母為愛滋病病患，興鴻和弟弟們也都感

染有愛滋病，每兩個月回診領藥。領有貧困卡。 

8 提菈 坡傑藤小學 三 

父親外遇已久未連絡，也沒有拿錢回家，母親獨力

撫養提菈和妹妹們。住屋是朋友借住的，並未收取

費用，母親以除雜草的臨時工維生，以天數計酬，

收入不穩定。領有貧困卡。 

9 麗達 新廟小學 三 

與父母、兄弟們等，共七人同住。父親為建築工人，

母親為家管，家庭收入尚可，但因在學中的孩童有

4 位，其餘的也未達可工作的年紀，家庭支出較多，

難以負荷。 

10 索紹 新廟小學 四 
與父母、弟妹，共五人同住。父親車禍受傷後，可

以工作的天數變少，現以焊鐵外包為業，母親原為



 

縫紉家庭代工，2014 年底生產後，已暫停工作。 

11 提諾 新廟小學 五 

父母在泰國工作，不定期會寄錢回家。提諾和弟弟

借住在阿姨家，阿姨家庭收入穩定，但自己有 3 位

在學中的孩童，且要負擔外婆的生活開銷，僅能提

供提諾和弟弟吃住的基本協助。 

12 提那 新廟小學 四 提諾的弟弟。 

13 賴真娜 新廟小學 五 

父母離婚後，皆另組家庭。賴真娜和妹妹們、祖父

母，共五人同住。祖父為副村長，月薪不高，祖母

靠幫人按摩維生。 

14 安絲蕾介 新廟小學 五 

父母雙亡，與祖父母同住。祖父在家幫人剪褲頭，

計件論酬，祖母為家管，大哥和二哥已分家，但固

定會寄錢回來協助，三哥為和尚。 

15 煚樂 八里賴一小學 四 

與父母、妹妹們，共五人同住，住屋是租賃的，每

個月需繳納租金。父親因車禍受傷，表示自己無法

繼續工作，母親靠叫賣鹽蜆維生，但工作天數不多。

為協助家計，煚樂和妹妹每天課餘時間都會外出撿

拾回收物變賣。 

16 絲蕾娜 八里賴一小學 四 煚樂的妹妹，但後來決定休學工作，以協助家計。 

17 收桑那 八里賴一小學 三 

父母離異，母親到泰國工作，將收桑那和弟弟託付

給舅舅照顧，不定期寄錢回家。舅舅原有穩定工作，

2014 年底因病暫停，家庭經濟依賴在泰國工作的表

哥們協助。 

18 蘇安 中烏鴉西小學 三 
多年前因父親外遇而雙親離異，後來母親在 2014 年

時再婚，母親與繼父以採花生為業，收入有限。 

19 宋羅達那 中烏鴉西小學 四 

與父母、兄姐，共五人同住，父母親皆以縫紉代工

為業，以件計酬，一台縫紉機為自有的，一台縫紉

機為租賃的，父母親因身體虛弱，每個月需自行買

成藥服用，負擔較大。 

20 絲蕾絲洛 中烏鴉西小學 五 

與父母、兄姐，共五人同住，家庭主要收入為父親

幫人看病和打臨工，但工作天數不定，有一個哥哥

剛去泰國工作不久，尚未能寄錢回家幫忙。 

21 德布羅 中烏鴉西小學 三 

與父母、兄弟們，共六人同住，父親多年前因誤觸

地雷而眼盲，和母親在邊境拉車為業，母親為愛滋

病患，每兩個月需回診拿藥，有一個哥哥因家貧停

讀，但尚未找到適合的工作。 

22 帕撇 中烏鴉西小學 三 

母親多年前改嫁後沒有來往，父親前陣子已出獄，

目前以幫人除草打工維生，但工作狀況不穩定，和

父親、祖母、姑姑一家人，共七人同住。 

23 莎莉 烏娘小學 五 和父母、弟妹們，共八人同住，父親以除草、採番



 

薯等臨時工為業，收入不穩定，母親為家管，莎莉

為家裡的老大，需要協助家務和幫忙照顧弟妹。 

24 絲蕾麥 烏娘小學 五 莎莉的妹妹。 

25 該絲蕾提 烏娘小學 五 

與父母、姪女們，共五人同住，父母親年紀老邁，

偶爾外出打臨工，家庭主要收入靠其它已成家的姐

妹們協助，每個月能提供的金額不固定。 

26 噴潘 坡傑藤小學 三 

與母親、兄弟們、姪女，共九人同住，父親剛去泰

國工作，尚未能固定寄錢回家，家庭主要收入為母

親在市場幫忙、在泰國工作的大哥寄錢回家。 

27 噴法郎 坡傑藤小學 二 噴潘的弟弟。 

28 倫真悌 坡傑藤小學 三 

與父母、弟妹們，共五人同住，父親為摩托車夫，

母親在年初時生產，目前在家專心照顧嬰兒，無法

外出工作協助分攤家計。 

29 倫里威 坡傑藤小學 三 

父親多年前離家，母親獨力撫養五位小孩，倫里威

是家裡的么兒，其它姐姐都已外出工作。2015 年 8

月時，鄰居表示母親帶著倫里威搬回家鄉居住，據

說不會再返回村子。 

30 甘芽 坡傑藤小學 四 

母親多年前已身亡，父親因殘障而收入有限，家庭

收入主要依靠在泰國工作的哥哥，但不夠日常生活

的開銷。為分攤家計，後來決定停讀到泰國工作。 

31 真塔 坡傑藤小學 四 甘芽的妹妹。 

32 棟甘 坡傑藤小學 四 

父母已離婚，和祖母、曾祖母、堂弟妹們，共九人

同住，祖母偶爾外出幫人洗衣，家庭主要收入為三

叔、四叔寄錢回家。 

33 倫詹威 坡傑藤小學 三 

父親多年前外遇離家，母親為撫養四名孩子到泰國

工作，將倫詹威兄弟們交給祖母照顧，祖母年邁且

腸子有息肉，經常會腹部不舒服。 

34 倫他瓦 坡傑藤小學 五 倫詹威的哥哥。 

35 翁絲蕾睨 波貝中學 七 

與父母、弟妹們，共五人同住，借住在阿姨家旁邊，

住屋空間狹小。父親為摩托車夫，母親為家管兼在

門口賣涼水，小孩都在學中，且摩托車為貸款購入，

負擔較大。 

36 胡絲蕾興 Donbosco 中學 七 

與父母、弟弟，共四人同住，父親為摩托車司機，

是家中經濟的主要來源，母親為家管，長期有肝病

和腸胃的問題。 

37 荍桑娜 坡傑藤小學 四 

與父母、兄弟妹、侄子，共十人同住，父親已生病

將近一年，無法外出工作賺錢，母親為家管，家中

經濟只要依靠在泰國工作的兄姐幫忙，荍桑娜課餘

也會外出洗衣賺錢。 



 

38 荍吉萬 坡傑藤小學 三 荍桑娜的妹妹。 

39 帕布羅 坡傑藤小學 三 

與父母、兄妹、外婆和侄子，共八人同住，父親為

摩托車司機，母親為家管。二姐和姐夫在泰國工作，

不定期寄錢回家幫忙，二哥在邊境拉車，帕布羅課

餘會陪同去拉車或撿拾回收，以協助家計。 

40 顛喜 坡傑藤小學 三 

與養母、兄弟們，共四人同住，養母以撿拾回收為

業，哥哥原本在泰國工作，因收入不理想，暫時返

回柬埔寨打臨工。 

41 基羅塔娜 坡傑藤小學 三 

與外婆、弟弟、表弟，共四人同住，父親剛在金邊

找到工作，尚未能寄錢回家幫忙，母親在泰國工作，

外婆身體狀況好時，會到市場販售鹽蜆，但收入不

固定。 

42 基羅塔 坡傑藤小學 三 
與基羅塔娜同住的表弟，父親在泰國工作，母親多

年前已因病過世，故被托付給外婆照顧。 

43 利索坡而 波貝中學 七 

與母親、姐妹、侄子，共七人同住，母親為愛滋病

患者，體弱無法工作，家中經濟依靠兩位已休學的

姐姐，以及在泰國工作的哥哥。為分攤家計，後來

決定停讀到泰國工作。 

44 利詹媚 波貝中學 七 利索坡而的妹妹。 

45 寶速昆 坡傑藤小學 六 

與父母、弟妹、表弟妹，共九人同住，父親為摩托

車夫，母親為家管，但有空時就外出幫人洗衣或洗

碗，以貼補家用，父母親勤奮工作，但因家中人口

較多，且多名子女在學中，負擔較重。 

46 莫守鴻 坡傑藤小學 一 寶速昆的弟弟，會外出撿拾回收物以補貼家計。 

47 亙嵐 坡傑藤小學 三 

單親家庭，和母親相依為命，母親為愛滋病患者，

無法從事較粗重的工作，只能摘取野菜販售，收入

有限。一位已分家的哥哥不時會給錢幫忙家計。 

48 詹妮 新廟小學 三 

父親死亡，母親到泰國工作後失聯，和外婆、妹妹

將依為命。外婆有時會幫人洗衣服，或到廟裡幫忙

以換取熟食，為協助家計，詹妮半天到柬校上課，

半天到市場幫忙賣東西。 

49 Q 娜里 老 Gob 小學 六 

父母離異，母親在泰國工作，和祖母、舅舅們、弟

妹，共七人同住。母親不定期會寄錢回家，祖母則

抓魚去市場販售，三舅邊念大學邊當小學老師，工

作所得要存下當學費，四舅為農夫，收入不固定。 

50 Q 納樂 老 Gob 小學 五 Q 娜里的妹妹。 

51 綸真菈 都巴薩中學 七 

父親多年前外遇已離家，和母親、弟弟，共三人同

住，母親以縫紉代工為業，住家是租賃的，每個月

需繳納租金和水電費。 



 

52 瑳弘閔 坡傑藤小學 五 

與父母、弟妹，共五人同住，父親為軍人，長期衛

胃病所困擾，母親以縫紉代工為業，以件計酬，但

若父親不舒服時需陪同就醫，就會影響到家庭收入。 

53 綸絲蕾高 達賴小學 五 

父母多年前離異，母親在泰國工作，不定期會寄錢

回家。與外婆、表妹，共三人同住，外婆已年邁，

無工作能力。 

54 撇桑納 和平小學 二 

父親多年前外遇已離家，母親在泰國工作但收入不

穩定，與外婆、妹妹三人同住，外婆以撿拾回收物、

賣玉米為業，收入有限。 

55 絲蕾耐 和平小學 四 

父母多年前離異，父親已再婚、沒有連絡。母親與

舅舅、阿姨四處跑車，以表演、販售物品為業，居

所不穩定，故將絲蕾耐託付給外婆照顧。 

56 絲蕾睨 和平小學 一 
絲蕾耐的妹妹，原跟隨母親四處跑車、居無定所，

後跟隨阿姨返回家鄉和外婆同住。 

57 摩蒂嘉 坡傑藤小學 五 

父母多年前因病去世，摩蒂嘉和祖母相依為命，因

罹患有愛滋病，定期需回診拿藥。祖母經營小雜貨

店，已分家的舅舅、阿姨不定期會提供金錢，摩蒂

嘉半天到柬校上課，半天到職訓中心織布賺錢。 

58 春慶 坡傑藤小學 二 

父親因走私毒品，正在監獄服刑，母親獨力撫養七

名子女，大哥和大姐在泰國工作，每個月固定寄錢

回家，為家中主要的經濟來源。 

59 春守媲 坡傑藤小學 二 春慶的妹妹。 

60 春多拉 坡傑藤小學 一 春慶的弟弟。 

61 登絲蕾貝 坡傑藤小學 五 

父親多年前離家，與母親、表弟妹、侄子女，共八

人同住。母親靠幫人剪線頭維生，大哥和二哥夫婦

都在泰國工作，將自己的子女留在柬埔寨，每個月

固定寄錢回家。登絲蕾貝與母親都為愛滋病患者，

身體健康較差。 

62 侯收嫚 團結小學 五 

與父母、弟弟們，共五人同住，父親以拉車為業，

母親為家管，且經常性拉肚子和頭痛，查不出病因，

只好自行買成藥服用，減輕疼痛感。 

63 侯哩皓 團結小學 三 侯收嫚的弟弟。 

64 瑟特宏 團結小學 三 

與父母、弟弟，共四人同住，有兩位姐姐因家貧，

借住在親戚家。父母以務農為主，農閒時出外打臨

工，收入不高，弟弟先天心臟不好，發展較遲緩，

曾至暹粒就醫，但醫生表示年紀太小、無法開刀。 

65 梢耿渾 團結小學 二 

與父母、妹妹們，共五人同住，父母皆以縫紉代工

為業，以件計酬，縫紉機是租賃的，每個月需繳納

租金。 



 

66 玻頗 發展小學 四 

父母已離異多年，原先與母親、祖母同住，母親以

賣菜為業，大姐將三名子女托付給母親照顧，為找

尋姐夫前往泰國後失聯，故母親一人需照顧五名家

人，二姐和阿姨偶爾會提供協助，但金額有限。 

67 拉詹林 坡傑藤小學 一 

與父母、侄子女，共八人同住，二姐和三姐將小孩

留下後便不知去向，父親在市場拉車，母親為家管，

二哥偶爾會外出打臨工，但因小時候受傷導致發展

遲緩，故工作機會不多。 

68 林耿宏 坡傑藤小學 四 

父母已離異，與母親、兄弟們、大姐一家人，共九

人同住。母親為家管，家中主要經濟來源為大姐、

大姐夫和大哥，三人皆在邊境拉車。林耿宏和其他

在學中的兄弟，課餘時也會外出撿拾回收物販售。 

69 蜜絲蕾睨 坡傑藤小學 四 

父親已因病過世，母親獨力撫養四名女兒，母親做

餅去市場販售，大姐在市場幫忙賣粿條，因有三名

在學中的孩童，以及父親的醫療費尚未還清，故家

中經濟吃緊。 

70 蜜吉娃 坡傑藤小學 三 蜜絲蕾睨的妹妹。 

71 莫克美 發展小學 一 
父母離異，母親獨力撫養三名幼兒，為賺取更多的

金錢，將孩子託付給親友照顧，隻身前往泰國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