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 年助學生之補助紀錄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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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吉 二 

父親負責砍竹，母親負責編竹筐，一天收入約一萬

柬幣。祖母就住隔壁，有十五顆榴槤樹，父親還要

幫忙顧果園的工作，卻分不到果樹的收成。 

2 樹英小學 黃小貞 二 

以編竹筐維生，一天可做二十~三十個，一個月只能

賺到二~三萬柬幣；所以父親也砍竹賣錢來貼補家

用。家庭人口少，兩個孩子都還在讀書。 

3 樹英小學 李帕 二 

果園今年收成不好，父親有時也幫人修理機器貼補

家用，母親則編竹筐底貼補家用。所居住的木屋早

已破舊，今年的水災使得房子嚴重傾斜，但無能力

興建新屋，加上四個孩子都讀華校，學費開銷大。 

4 樹英小學 成小貌 三 

父親因病過世，當時借錢看病，利息高，為了還債

只好賣地，至今債務仍未還清。母親負責種田，收

成只夠全家吃半年；姐姐在磅遜港做洗碗工，哥哥

做開車運沙的工作，收入尚可維持生活。 

5 樹英小學 束金線 三 

父親做除草工，母親編竹筐，有喜慶宴客時去幫人

做洗碗工，但雨季少有人辦喜宴，旱季時才有工作

機會。 

6 樹英小學 成素吟 三 

家裡種田，但收成不好，還欠半年的白米，缺錢時

就賣小牛應急。素吟平時上課期間就住在阿姨家，

三餐由阿姨供應，也幫忙阿姨家做事。家裡四個孩

子都還在讀書。 

7 樹英小學 洪美秋 三 

父親為摩托車夫，家中還有種植多種水果，賣水果

的收入一個月約二十萬柬幣。家裡四個孩子年紀尚

小，都還在讀書。 

8 樹英小學 李西那 三 

父母離婚多年，母親和外婆帶著兩個孩子一起生

活。經濟來源主要靠母親種植水果，一年收成約可

賺一百二十萬柬幣。哥哥和西那都還在讀書。 

9 樹英小學 朱小妹 三 

家裡以編竹筐維生，一天可做二十~三十個，一個月

收入約十萬柬幣，目前竹子已幾乎被砍光，而竹筐

需求量減少，售價也跟著下跌；原有的果樹今年因

洪水都淹死了。 

10 樹英小學 曾萬 四 
父親種田，收成不夠吃，還欠七個月的米，家中也

養些雞來貼補家用，母親則在家照顧最小的弟弟。 

11 樹英小學 林香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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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樹英小學 林玉娜 四 

父親為雷傷者，平日務農，因地小收成很少，曾在

紅十字會工作，有時為人打針收取費用，母親在家

賣粿和替人看牛，以增加收入。 

13 樹英小學 傅麗麗 四 

全家借住在親戚的房子，父親本是木工，現在改修

腳踏車、輪胎，生意冷清收入少；母親在產季時收

購榴槤，拿到嗊吥市場或金邊去賣，也養雞貼補家

用。麗麗有氣喘，但很少缺課，成績表現優異。 

14 樹英小學 唐速軍 四 
父母幫人守果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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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樹英小學 陳龍山 四 

今年的洪水使得龍山家損失慘重，果樹只剩四棵，

所飼養的雞也幾乎都被淹死了；大哥在別人的果園

工作，工資勉強可維持一家人的生活。 

16 樹英小學 李春財 四 李帕的哥哥。 

17 樹英小學 張文天 五 
家庭仍以耕種和父親到河裡抓魚維生，今年因洪水

的關係，果園收成差，家中子女多，學費開銷大。 

18 樹英小學 陳秋良 五 

父親替人看果園，果園主人還出錢幫忙蓋新家，母

親患有精神疾病，現在固定三、四個月就醫一次，

平常在家中編竹筐貼補家用。父親兼賣榴槤樹苗，

家境逐漸改善中。 

19 樹英小學 朱如靜 六 

由於今年的大雨加上洪水等災害，如靜家的果園僅

剩的十棵榴槤樹都死了，所以今年沒得收成，姐姐

趁旱季時，在家門前賣涼拌青木瓜絲貼補家用。 

20 樹英小學 楊速寧 六 

速凝家的果園今年收成約兩百四十萬柬幣，也編竹

筐賣錢，但利潤微薄。因住屋老舊，只好賣地並抵

押果園籌了一筆錢來修建房屋，目前還負債中。 

21 樹英小學 許貞華 六 
家裡以種榴槤維生，另外父親還幫人看園，哥哥在

白石工作，貞華和姐姐都就讀華校，且成績優異。 

22 樹英小學 吳建來 六 

父親死於肝癌，母親一年多來有小便不正常的現

象，為省錢僅服草藥治療，嚴重時一邊膀胱有強烈

刺痛症狀，就會到嗊吥醫院拿藥吃。姐姐在當翻譯，

家中還有兩個孩子在讀書。 

23 樹英小學 林素葉 六 

經濟主要靠父親種果園收入，還有母親到響水賣蟲

餅，每個月全家五口的生活費還不到二十萬柬幣。

母親的身體瘦弱，又要做許多工作來養家，經濟負

擔大。三個孩子都在就學，素葉的成績相當優異。 

24 覺民小學 林宰 二 

父親原本靠砍竹賣錢，但現在找不到竹子可砍，母

親在家編竹簍，家庭收入有限，而母親又生了一個

弟弟，才七個月大。林宰很懂事，空閒時會去看牛

幫家裡賺點錢。 



 

25 覺民小學 沈文烈 二 

母親在學校當校工，月薪六萬柬幣，父親有時上山

砍竹賺些錢。母親平常上課期間仍在學校擺攤賣些

零食，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三個孩子都在讀華校。 

26 覺民小學 金 冨 二 

父母都以編大尺寸的竹籮筐維生，收入微薄，父親

之前患有胃病，現在則是得了肺病，身體仍是虛弱，

需要到嗊吥市就醫。 

27 覺民小學 門麗麗 三 

案父母皆為農人，田地在金船（地名），收成的米

僅夠全家人吃二、三個月；空閒時案父也去做摩托

載客的生意，但車子老舊常壞掉。 

28 覺民小學 許貞真 中一 許貞華的姐姐。 

29 覺民小學 林素華 中一 林素葉的姐姐。 

30 覺民小學 黃寶軍 中一 

父母分居，寶軍和母親同住，母親在家門口賣咖哩

米粉，收入微薄，哥哥在當水泥工人，但很少拿錢

幫忙家裡的生活。 

31 覺民小學 阮金蝶 中二 
家裡有果園，種植榴槤，但今年因洪水收成不佳，

另外也以編竹筐販售來貼補家用。 

32 覺民小學 黃秀粒 中二 

父親辭去學校老師的工作，最近全心栽種水果，但

要等到明年才能有收成；母親仍在學校旁賣粥，所

欠的債務還有四、五百萬柬幣尚未還清，家中的經

濟重擔仍未能減輕。 

33 覺民小學 林月尤 中三 

父母仍以種植果樹為生，今年因淹水造成收成損

失，收入也大受影響，家裡的生活主要靠在金邊工

作的哥哥，每月寄來的生活費。 

34 覺群中學 瑞妹 小一 

父母在鄉下種田，瑞妹為了唸華校住在奶奶家，奶

奶靠賣餠維生，一天收入約五~六千柬幣。父母每年

收成後會寄白米給瑞妹和奶奶，大約夠吃半年。 

35 覺群中學 邢益高 小一 

父親原是摩托車夫，但車被偷了目前沒有工作，生

活靠母親賣粿的收入，父親有心臟病、肚子痛的問

題，每兩個月一次去越南看病，每次花費約二十~

三十萬柬幣。 

36 覺群中學 杜西妮 小一 
父母都得了愛滋病，在當地醫院拿藥服用，精神體

力尚可；生活靠父親當建築工的收入維持。 

37 覺群中學 文利 小二 

家裡務農，父母幫人顧地，收入少維持生活不易；

文利為了讀書，都住在爺爺家，去年的學費是親戚

幫忙的。 

38 覺群中學 蔡麗卿 小二 

父母務農，今年的收成還夠吃，哥哥在金邊工廠打

工，但沒有寄錢回來；另外母親也賣些米粉增加收

入，麗卿每天需花費二~三千柬幣的中飯錢，讀書的

開銷頗大。 



 

39 覺群中學 符松 小二 

全家寄住在親戚家的倉庫，家中的經濟全靠母親在

市場賣筐，收入不定。父親目前精神狀況穩定，偶

爾才會發病，符松和姐姐都在讀華校。 

40 覺群中學 蘇光揚 小二 

家裡務農，因田地小收成不夠吃，案父母幫人看地，

每個月工資只有五萬柬幣，收入少孩子又多，生活

不易；家裡四個孩子都在讀書。 

41 覺群中學 李環 小二 

父親因心臟病發過世，母親在金邊賣地瓜，沒有寄

錢回來，兄弟姊妹也都住在金邊，只有李環與爺爺

住在逢咋叻，爺爺已高齡八十歲，沒有工作收入，

都是靠兒女給的錢過生活。 

42 覺群中學 陳清 小二 

家裡務農，因地小收入很少，生活靠母親在家門前

賣黃薑餠和炸餠來維持，但家庭人口眾多共九個

人，還有四個孩子在讀書，經濟負擔沉重。 

43 覺群中學 夏明 小二 

家裡務農，因地小今年收成只夠全家吃兩個月，父

親平時做水泥工，母親則幫人種田，但母親得了腸

熱病，病了半年還沒好，無法工作。家中人口多，

有四個孩子在讀書，經濟負擔沉重。 

44 覺群中學 毛速達 小二 

父親曾經是村長，紅高棉時期被赤共打死，從此母

親獨立養家，因家中田地小收成少，母親擔任現在

村長的秘書，空閒時也跑摩托載客，增加收入。家

中有兩個孩子在讀華校，學費負擔重。 

45 覺群中學 林茂 小二 

父母離婚十年，父親偶爾會寄錢來，家中經濟主要

依靠母親賣粿，母親有痔瘡的宿疾，導致常頭暈，

也無法耕作。有個弱智的姐姐，從小有半身手腳彎

曲的情形，曾經就學，現在已停學在家。 

46 覺群中學 潘順利 小二 

家裡務農，今年收成只有三百公斤，還欠六個月的

米；大哥和大姐本來就讀柬校，現在都已停讀去打

工，有時會寄錢回來，幫忙減輕父母的負擔。 

47 覺群中學 伍世祿 小二 

家裡務農，收成尚且夠吃，家中有台小型碾米機，

有時幫人碾米增加收入。爺爺有痲瘋病，造成小腿

傷口潰爛，病了十年一直沒有妥善治療。 

48 覺群中學 云麗達 小二 

父親因愛滋病已過世七年，母親也被感染，每天都

須服藥，一個月拿一次藥。家庭生活主要靠種田，

但收成少，家裡也賣些簡單的飲料，生意有限，有

時經濟實在困難，只好向人借錢度日。 

49 覺群中學 陳愛鳳 小二 

父親高齡無工作，母親在市場幫人殺鷄鴨、賣鴨，

收入微薄；姐姐原在金邊賺錢，因身體不好常生病，

所以回來家裡沒有工作，哥哥則去幫人種田賺錢，

家中還有四個孩子在唸書，經濟負擔重。 



 

50 覺群中學 黃花 小二 

母親罹患愛滋病，需固定回診服藥，因無力耕種已

將田租給別人，精神尚可時會到市場賣菜賺點錢，

生活上主要靠在金邊工廠工作的姐姐寄錢回來。 

51 覺群中學 李力士 小三 

父母離異，母親獨力撫養兩個兒子，住在狹小的茅

草屋裡，沒有電，晚上只能用煤油燈。一家三口的

生活主要靠母親在市場賣粿，和偶爾替人洗衣，收

入非常有限，連基本的三餐有時都無法滿足。 

52 覺群中學 南眞 小三 

父母離婚多年，南真從小就是奶奶照顧長大的，母

親在外地工廠縫衣，二、三個月會寄錢回來。奶奶

務農維生，今年收成還欠四個月的米，親戚都住在

旁邊，生活上會給予一些幫忙。 

53 覺群中學 陳麗英 小三 

父母務農，今年收成還不足半年的米；沒有自己的

田地，是跟爺爺借地來耕種的。為了增加收入，母

親空閒時就去賣炸餠，孝順的麗英有時也去幫人種

田賺錢。 

54 覺群中學 陳東 小三 

家庭生活全靠生病的母親賣彩票維持，偶爾也賣些

花。全家每兩個月到茶膠省的政府醫院拿一次藥，

每次車費要二萬元柬幣。雖染有愛滋病，但都有持

續且準時的服藥。 

55 覺群中學 陳勝強 小三 

父母離婚，母親賣炸甜餠來撫養孩子，母親的鼻子

發炎，腸胃也不太好，所以不能做太粗重的工作。

家裡原本養雞想貼補家用，但因雨季都病死了。勝

強和姐姐曾因繳不出學費而停學。 

56 覺群中學 林美玲 小三 

家裡還是靠阿姨種田，今年收成二十包，收成不夠

吃，還欠三個月。哥哥姊姊都已分家，哥哥一年會

給美玲兩次生活費。 

57 覺群中學 蘇丹妹 小三 

家裡務農，今年收成大約還缺一個月的白米，旱季

時也種地瓜來賣，和養些豬和雞貼補家用。姐姐以

前在金邊工廠工作，現已結婚嫁到外地，只有在過

節時會寄錢回家。 

58 覺群中學 史清 小三 

史清現在仍與祖母、阿姨同住，母親則在嗊吥打工

賣炸甜餠，日常生活是靠阿姨賣炸黑輪來維持，一

天收入約二~三千柬幣。 

59 覺群中學 齊尾 小三 

家裡務農，父母和哥哥姊姊都幫忙耕種，但因為田

地小，收成有限，今年米只夠吃半年，所以母親有

時也去幫人種田，旱季時也賣菜和地瓜增加收入。 

60 覺群中學 梁速比 小三 

父母務農，因家中田地小，收成有限，今年的米只

夠吃四個月，旱季時靠種菜維持生活；父親有時也

去幫人種田，另外還養豬賺錢來貼補家用。 



 

61 覺群中學 邢財 小三 

邢財仍與哥哥、嫂嫂同住，哥哥種田維生，今年不

夠九十公斤；農閒時哥哥仍去捕魚增加收入。嫂嫂

懷孕快生第二個孩子了，家中的開銷還要增加，但

邢財已二十歲，會去打工籌措部分學費。 

62 覺群中學 溫雪瑞 小三 
父母種田維生，收成不夠吃，還缺七個月的米；在

外地工作的哥哥已結婚分家，也不再寄錢回家來。 

63 覺群中學 鄧亞萍 小三 

父母務農，家中田地很小，收成還欠五個月的米，

家中養了不少的豬、雞、鴨，是已婚的姐姐幫忙的。

哥哥原本在金邊打工，不小心工作意外造成脊椎受

傷，送到金邊治療，現在回家休養，仍有持續服藥。 

64 覺群中學 祥光明 小四 

家裡務農，今年收成還欠二個月的米，母親平時也

在市場賣米粉，收入微薄；有一個哥哥在金邊工廠

打工。 

65 覺群中學 謝昌明 小四 
家裡務農，因地小收成很少，還要再買五百公斤的

米來吃。家中共有三個孩子在讀書，負擔沉重。 

66 覺群中學 孫樹拉 小四 

家裡務農，因地小收成少，今年收成還欠四個月的

米，父親有時會去幫別人種田增加收入。家中共有

四個孩子在讀書。 

67 覺群中學 齊琴 小四 

父母離婚多年，母親帶著孩子住在家鄉，舅舅幫忙

蓋了房子，田地小收成不夠吃，另外還養些雞鴨，

和種些冬瓜、青菜賣錢貼補家用。 

68 覺群中學 金才 小四 

父親原為警察，現在靠種田維生，收成有限、不夠

全家人吃，所以養些雞和兩隻母豬來貼補家用。四

個孩子都在就學，其中有三個就讀華校。 

69 覺群中學 金利和 小四 

父親原本就有心臟病、高血壓，曾去越南看病但沒

有改善，父親現在瘦弱且全身無力，目前在金邊就

醫，每週回診，為了看病借了一百萬柬幣。 

70 覺群中學 陳麗達 小四 

今年的收成夠吃一年，舅舅還是做理髮的工作，家

裡也養些雞鴨來賣錢貼補家用，生活上勉強足夠，

偶爾祖母生病，就必須借錢支付醫療費用。 

71 覺群中學 廖文速 小四 
家裡以種田維生，田地小收成有限，住家是簡陋的

茅草屋，家中三個孩子皆在就學中，兩個就讀華校。 

72 覺群中學 金麗達 小四 

麗達從小就跟著奶奶住，直到去年父親生病過世

後，就常回家裡住去陪伴母親。母親種稻，姐姐和

姐夫也幫忙耕種，今年收成還不足兩個月的米。曾

借錢給父親看病，現在還欠銀行五十萬柬幣。 

73 覺群中學 珊玲 小四 

家裡種田，今年收成不佳，還欠八個月。高腳木屋

因颳大風毀壞了，加上父親騎車跌倒受傷，向銀行

借錢看病，每個月需償還高額利息。 



 

74 覺群中學 徐福 小四 

家庭生活仍靠務農及養雞，今年收成不佳還欠半

年，現在整理了一塊地方專門養雞。妹妹患有精神

分裂症，需要定期至醫院拿藥。 

75 覺群中學 林師文 小四 

母親過世後就跟姑姑同住，生活靠親戚照顧；父親

仍在磅順港工作，半年至一年會寄錢回家；師文鼻

竇炎的問題，仍因經濟問題未改善。 

76 覺群中學 宇秀鳳 小四 

父親另組家庭，多年來未探望子女。生活靠姐姐種

田及在柬校門口擺攤賣些水果、餠乾增加收入。之

前哥哥去菩薩省工作，現已回家幫忙種田。 

77 覺群中學 邢達娜 小四 

家庭以賣粿條維生，現在由姐姐負責生意，市場攤

位租金漲價，收入仍少；家裡也有種田，但收成不

夠吃。 

78 覺群中學 符美香 小四 符松的姐姐。 

79 覺群中學 保賽莉 小四 

家裡以種田維生，收成夠吃，大哥在金邊學華文，

所以家裡每個月寄錢給他，靠養些雞和豬來貼補家

用。父親近來身體不佳，有痔瘡問題、常頭暈，為

省錢僅靠喝草藥治療。 

80 覺群中學 邢高升 小四 

單親家庭，母親務農但收成有限，今年的米不夠吃

四個月，大哥因摔車造成肢體殘障，只能在家休養，

二哥在外地工作，每個月寄些錢回家，家中也種地

瓜和養些雞貼補家用。 

81 覺群中學 速興倫 小四 

仍與祖父母同住，依靠種田維生，今年收成勉強夠

吃，但祖父的身體狀況差，最近常覺得累，胃口變

差，而且小便少的時候臉就會水腫，疑似腎臟方面

有問題，因貧困沒有到大醫院治療。 

82 覺群中學 孫麗娜 小四 

和母親、兄弟姐妹、祖母住在一起，全家共有十一

個人，生活靠祖母和大姐在市場賣菜。最近因祖母

的高血壓問題嚴重，無法去市場做生意，生活全靠

大姐去餐廳打工的微薄收入來維持。 

83 覺群中學 林春妮 小四 

父親在市場做清潔工，母親則賣些竹簍貼補家用。

母親的脖子上有個甲狀腺造成的腫瘤，已經二十年

了，因為沒錢一直無法開刀切除。 

84 覺群中學 林美蘭 小四 

父親現以打零工賺錢，做裝修的雜工，酬勞不定；

母親之前在家門口賣甜品，因生意不佳不賣了。祖

母則到別人家去當幫傭，還幫忙照顧兩個親戚的小

孩。家裡還有兩個孩子在就學，經濟壓力沉重。 

85 覺群中學 林道美 小四 

父母仍是種田維生，今年收成十八包，不夠二~三個

月的米；旱季時會種些地瓜來賣錢；大哥在金邊當

廚師，現已結婚分家。 



 

86 覺群中學 陳秀英 小四 

父母務農，田地小收成有限，只夠全家吃三個月；

大姐已婚，在外地工作，現在所住的房子是大姐的。

還有五名子女在讀書，其中兩個就讀華校。 

87 覺群中學 邢小妹 小四 

小妹還是住在爺爺家，現在由叔叔負責種田，今年

的收成還足夠養家中的六個人；父母在金邊租店面

賣雜貨，每個月會寄錢來給孩子花用。 

88 覺群中學 云素雅 小四 

家裡種田維生，因為田地小，今年收成還是不夠吃，

欠六個月的米；母親現在沒有在市場賣雜貨，和姐

姐在路邊賣雞，還幫忙別人看牛，將來母牛生產時

可以分得小牛。 

89 覺群中學 許娜 小四 

家裡務農，田地有一畝大，收成尚欠二個月，今年

貸款修建房屋尚未還清；哥哥在泰國當水泥工人，

收入不錯，家裡有二人就讀華校。 

90 覺群中學 符珊塔 小四 

父親在家負責種田，今年的收成勉強夠全家人食

用，有時也幫人賣烤豬肉，增加收入。家中三名子

女都就讀華校。 

91 覺群中學 名強 小四 

傳統農家，父親年紀大，種田工作主要由母親和姐

姐們負責，收成還夠全家吃，旱季時種空心菜來賣。

大姐罹患精神疾病仍在服藥；家中還有兩個孩子讀

華校，經濟負擔重。 

92 覺群中學 名利 小五 為名強的哥哥。 

93 覺群中學 林慧 小五 
家裡務農，田地很小，今年收成只有十包，還欠五

個月的米。還有三名子女就學，兩位就讀華校。 

94 覺群中學 岑妹 小五 

家裡務農，收成不夠吃，還欠四個月的米，另外種

些空心菜販賣，以及賣炸餠。姐姐在工廠工作，而

母親的視力越來越差，看東西更加模糊，腳因為曾

經斷過，走起路來不太方便。 

95 覺群中學 溫娜麗 小五 
父母務農，田地小今年收成只有七包，全家居住的

是草屋，大哥則是做捕魚的工作。 

96 覺群中學 曹珊 小五 

父親有關節疼痛的疾病，需固定服藥，生活靠母親

至金邊幫傭，家裡今年修建房子，生活環境改善許

多，但仍有多名子女在就學，學費負擔重。 

97 覺群中學 巴妮梅 小五 

家裡務農，田地小加上缺水的問題，今年收成很差

只有六包，還欠四個月的米，為了增加收入，父親

閒時種些青菜販售，母親則到處賣粿。有三名子女

都唸華校。 

98 覺群中學 蔡賽萍 小五 

家裡務農，收成無法自足，還欠四個月米，原本有

種番薯賣錢，現在已經沒能收成了；姐姐到泰國打

工，最近有寄錢回來，但不固定。 



 

99 覺群中學 廖金娘 小五 

自小就跟阿姨同住，生活由阿姨負責，但阿姨無能

力供應學費，而父母今年農地收成少，不夠全家人

食用，所以父親去打零工，母親也去幫別人種田。 

100 覺群中學 廖金珊 小五 

種田維生，田地小收成有限，今年還欠六個月的米；

母親有嚴重頭痛的問題，自行買成藥來吃，每個月

都需支付藥錢。兩名孩子就讀華校，經濟負擔沉重。 

101 覺群中學 祁軍弟 小五 
父母失聯多年，軍弟和哥哥都由祖父母撫養長大，

哥哥已結婚成家，很少回來探望。 

102 覺群中學 連金秀 小五 
哥哥當摩托車夫，母親則在賣粥，家裡還有耕種田

地，今年收成約五百公斤，還不足三個月的米。 

103 覺群中學 宇秀妹 小五 

從小給阿姨收養，阿姨有三個孩子，生活靠種田來

維持，有半畝大的田地，今年收成約二十五包，剛

好夠吃。家裡也養了豬和一些雞來增加收入。住家

離學校很遠，秀妹都騎單車上學。 

104 覺群中學 賴弟 小五 

傳統農家，住屋為土房，今年田地收成尚可，父母

農閒時還是到附近柬校門口賣水果，貼補家用。家

中有五名子女就學，其中三位讀華校，經濟負擔重。 

105 覺群中學 廖麗娜 小五 

家裡務農，向人租地耕種，一年耕種兩次，收成十

多包，只欠二個月的米，還有養些雞和一隻豬來增

加收入。 

106 覺群中學 孫勝 小五 

與奶奶同住，家中仍是靠父母耕種來維持生活，今

年收成二百五十公斤，還欠二個月的米；母親有時

也賣炸餠貼補家用，和養些雞鴨來賣。 

107 覺群中學 李速文 小五 

傳統農家，從小就跟著爺爺奶奶同住，因祖父母年

紀已大耕種吃力，收成有限，只夠吃半年，有時沒

米吃，父母會幫忙分給一些米。 

108 覺群中學 史雪慧 小五 

案家務農，今年收成尚可，還缺四個月的米，家中

有養豬，經濟因此有改善，債務已還清。但母親有

高血壓的問題，常頭暈無法工作，還需醫藥開銷。 

109 覺群中學 波那樂 小五 

稻子的收成三十小包，還有飼養些豬和牛。姐姐騎

摩托車時不慎跌倒，導致右手骨折，無法工作，因

湊不出此開刀費用，而放棄治療。 

110 覺群中學 陳速恩 小五 

父親的工作為幫豬配種，也有耕種稻米，但地小收

成少；母親在家照顧孩子，因家庭人口多，且有四

名子女在就學，父母經濟負擔重。 

111 覺群中學 韓慧明 小五 

自有田地小，所以收成少，以前母親會到市場賣魚，

現在因為常生病已停賣，只在家賣空心菜。母親得

了肺病，常咳嗽，每天都去拿藥，藥費開銷大。 



 

112 覺群中學 符淑良 小六 
家裡務農，父親斷了一隻腳，所以由母親負責耕種，

收成尚可，勉強夠全家人吃。  

113 覺群中學 邢春云 小六 

父母務農，田地小，今年收成只有十二包，還欠五

個月的米，為貼補家用，母親去別人店裡做洗碗的

工作，因為沒錢交學費只好向銀行貸款。 

114 覺群中學 高達麗 小六 

家裡務農，因為缺水收成不好，只得到六包，還缺

半年的米。母親平時也賣粿增加收入，達麗則利用

暑假到金邊洗碗打工賺取學費。 

115 覺群中學 馮美清 小六 

父母務農，今年收成只有十包，還欠二個月的米，

姐姐在金邊做幫傭的工作，有時會寄錢回家，另外

母親也賣粿來增加收入。 

116 覺群中學 陸秋麗 小六 

父母在金邊工作，父親是工廠司機，母親在工廠打

工，每個月寄錢回來；秋麗和弟妹們平常生活都由

祖父母照顧，兩老種田維生，今年收成足夠全家人

食用一年。 

117 覺群中學 安文珊 小六 

家裡務農維生，今年收成尚可，只欠二個月米，母

親以賣空心菜增加收入。父母借的錢終於還清，但

還有三名子女就學，經濟壓力仍難以減輕。 

118 覺群中學 安素美 小六 為安文珊的妹妹。 

119 覺群中學 邢碟莉 小六 

碟莉從小和外婆、舅舅同住，生活花費仍由父母供

應，今年父母又生了一個女兒，家中共有五個孩子，

其中三個讀柬校。外婆以前賣酒，現在靠種些瓜類

販售維生。 

120 覺群中學 黃拉達 小六 

父親做看守果園的工作，收入有限，原本養些雞來

貼補家用，但是雨季雞隻生病全死了。家中人口多，

要照顧七十六歲的爺爺，還有五個孩子就學，經濟

負擔沉重。 

121 覺群中學 黃泰 小六 

母親罹患愛滋病，需固定回診服藥，因無力耕種已

將田租給別人，精神尚可時會到市場賣菜賺點錢，

生活上主要靠在金邊工廠工作的姐姐寄錢回來。 

122 覺群中學 云明興 小六 

家裡靠務農和父親當摩托車夫維持，姐姐在金邊幫

傭，收入很少，母親身體多病，只能在家休養無法

去工作，時常買藥來服用。 

123 覺群中學 溫那 小六 

家裡仍以務農維生，但田地很小，收成少，今年還

要再買三百公斤的米來食用；父母也幫人種田，或

者幫人載貨，以增加收入。 

124 覺群中學 程金蓮 小六 

家裡務農，今年收成約有九百公斤，無法自足，還

欠二個月的米。哥哥在國公省打工，一年寄二、三

次錢回家，貼補家用。家中還有四個孩子就學。 



 

125 覺群中學 翁光明 小六 

光明寄住在姐姐家，姐夫當水泥匠，收入不固定；

父親離開家另娶，母親在家鄉種田，今年收成只有

六包，難以維持生活，更無法協助光明的學費。 

126 覺群中學 沈麗娜 小六 

家裡仍以務農維生，今年收成還不錯，只需要再買

一點米就足夠；三姐到金邊學美髮，還沒有收入。

父母之前貸款買牛，欠的債務尚未還清。 

127 覺群中學 孫福星 小六 

原本靠祖母在市場賣菜的收入維生，但近來祖母因

高血壓問題，常常頭暈，無法做生意，生活全靠姐

夫在餐廳打工的收入來維持，以及鄰居的幫忙。 

128 覺群中學 都法朗 小六 

家裡仍靠務農維生，住家為茅草屋頂的土屋，因田

地小收成少，今年收成只有三百公斤，還缺了九個

月的米。旱季時收地瓜賣錢增加收入。 

129 覺群中學 符之明 小六 

母親和繼父務農，今年收成二百五十公斤，為了增

加收入，繼父也去幫人種田，家中共有七名子女要

撫養，經濟負擔沉重。 

130 覺群中學 楊文弟 小六 

父母務農，田地小，收成不夠吃；種地瓜增加收入，

另也捉魚賣錢；奶奶有時在路邊擺小攤子賣炸餠。

家中四個孩子都還在讀書，有兩個讀華校。 

131 覺群中學 王麗妹 小六 

麗妹自小就與祖母一起生活，經濟情況不佳，有時

沒錢買米，就靠鄰居給些米吃；祖母因年紀大，眼

睛的白內障情形嚴重，視力很差。父母在金邊工作，

每個月會寄點錢來。 

132 覺群中學 翁麗梅 小六 

弟弟去年住院時，借錢付醫藥費，到現在尚未還清；

今年收成差，而弟弟固定每三個月要去金邊回診拿

藥，每次需花費二十萬柬幣，負擔沉重。 

133 覺群中學 賢齊 小六 

母親在金邊工作，三個月才回來一次，每個月從金

邊寄錢回家，大姐擔負起責任，照料弟弟妹妹的生

活。姐弟兩人都就讀華校。 

134 覺群中學 沙麗芳 中一 

傳統農家，上半年收成五百公斤勉強夠吃，家中還

有三個小孩在讀書。訪視時，大哥因為突然昏倒不

省人事，緊急送到茶膠的醫院，這筆意外的支出讓

案家的經濟更困難。 

135 覺群中學 陳高勤 中一 

單親家庭，母親獨自撫養兩個孩子，在市場賣炸餠

維生，收入微薄，家中養了豬和雞來增加收入；兩

個孩子就讀華校，經濟負擔重。 

136 覺群中學 蔡瓊麗 中一 

家庭生活靠母親賣豆芽菜，父親有骨刺，身體狀況

難有改善，而且精神狀況也變差了，最近常因害怕

而躲在床底下。全家人寄住在伯父的家，三個孩子

都尚在求學，經濟壓力沉重。 



 

137 覺群中學 黃拉達尼 中一 

父親因地雷斷了一條腿，母親負責種田，收成還不

夠吃半年，常要跟人借米，因家中讀書人口多，三

個姊姊和兩個哥哥都讀柬校，只有黃拉達尼讀華

校，學費開銷大，。 

138 覺群中學 溫淑妮 中一 

父母很早就過世了，淑妮從小跟著奶奶，叔叔家以

務農維生，人口多而收入有限；奶奶則是在路邊擺

個小攤子，賣些炸餠來維持生活。 

139 覺群中學 邢春英 中一 

父母已離婚多年，春英與兄弟姊妹都和母親一起生

活。家中孩子皆在求學階段，生活僅靠母親在家門

口賣黃薑餠。 

140 覺群中學 翁利波 中一 

家裡務農，今年收成二十多包，還不足三個月的米。

家中養了隻小豬和二十多隻雞，住家距離學校非常

的遠，利波每天騎單車上學。 

141 覺群中學 翁利策 中二 為翁利波的哥哥。 

142 覺群中學 辛秀文 中二 

父母務農，家中田地約半公頃，收成約二十包，還

須購買約三個月的米。父親患肺病多年，也常頭痛，

家中還有四個孩子就學。 

143 覺群中學 何麗明 中二 
父親主要做接電線的工作，每天工錢不定，所以收

入不定，家中有三名子女就讀華校。 

144 覺群中學 勝淑平 中二 

淑平和弟弟、外婆一起居住，現在姐姐一家人也同

住，生活就靠賣雜貨的收入維持，姐姐有個一歲大

的兒子要照顧，而淑平和弟弟都就讀華校。 

145 覺群中學 李娜 中二 

家庭收入主要靠父親當鐵道搬運工的薪水，以及種

田的收成，今年因雨水不足、收成不佳；姐姐離婚

後到金邊打工，把女兒留給娘家照顧。 

146 覺群中學 林文忠 中二 

家裡務農，今年收成夠吃。但爺爺身體情況不佳，

手腳疼痛不能走路，且常咳嗽，氣色精神都不好；

為了省錢，並未到大醫院看病，只是買成藥吃。 

147 覺群中學 符明武 中二 

父親帶著後母回到磅咋叻居住，但明武仍寄住在開

咖啡店的朋友家，哥哥在外地工廠打工，很少回來，

也很少給明武生活費。 

148 覺群中學 黃明 中二 

與祖母同住，近來祖母生病在家休養，黃明表示祖

母常頭暈，人虛弱無力，只能吃粥，有服藥和吊點

滴治療，都是靠住金邊的阿姨幫忙提供醫藥費和生

活費。黃明很孝順懂事，還會做飯給祖母吃。 

149 覺群中學 史康芳 中二 

去年收成多，但還欠二~三個月，因為包含其他親

戚，全部共有十六人吃飯，米的開銷很大。父親仍

是閒暇時就去捕魚來賣，因住家距離學校很遠，父

母每天還需給康芳飯錢。 



 

150 覺群中學 史康發 中二 

去年收成十多包，但不夠全家吃，父親仍做摩托車

運送豬的副業，增加收入。因住家距離學校很遠，

康發每天騎單車上學，父母每天還要另外給飯錢。 

151 覺群中學 史康喜 中二 為史康發的弟弟。 

152 覺群中學 范麗云 中二 

父親在市場幫人打金，收入不高，而父親患有肝病，

每月去越南看病一次，花費不少；有個姐姐在工廠

打工，已經結婚，仍每個月寄錢回家。 

153 覺群中學 陳文清 中二 

一家十口目前寄住在親戚的房子，順便幫親戚看守

屋子和土地，免得被人霸佔。父母皆為農人，主要

種植稻米、辣椒和花生。 

154 覺群中學 潘正步 中二 

母親去年因為子宮問題就醫，為了籌措醫藥費用把

家賣了，搬去和姨婆同住。母親現在身體狀況還好，

可以幫忙種田，但還有胃痛的毛病，每週要到醫院

拿藥。 

155 覺群中學 潘正平 中二 為潘正步的弟弟。 

156 覺群中學 曹速 中三 

父親的健康情況已改善許多，但仍需固定服藥，今

年修建房子，生活環境有改善，但家裡仍有多名子

女在就學，負擔較重。 

157 覺群中學 陳明達 小四 
父母雙亡，和姐姐、姐夫一家居住，姐夫以修理摩

托車維生，姐姐在家照顧幼女。 

158 覺群中學 溫旺 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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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覺群中學 黃素麗 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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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覺群中學 安頒旯 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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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光中中學 安叔樂 小一 

父親為打零工的工人，母親偶爾也去做些雜工賺

錢，哥哥自柬校中學畢業後未再升學，因為經常生

病，也無法外出工作，只能在家休養。 

162 光中中學 林仕光 小一 

父親為柬校教師，為增加收入也有收學生補習；母

親則在家照顧小孩，自家沒有田地，所居住的房子

是祖父母所留下的。 

163 光中中學 林彩麗 小二 

父親仍是四處打零工，收入不定，但胃病已有改善；

母親在賣粉條，日收入約七、八千柬幣。家中還有

三名子女就學，哥哥在金邊讀書。 

164 光中中學 庄勝坡 小三 

父母離婚三年多，母親已再嫁，與現在的丈夫一起

在華校當校工，全家人住在學校裡，不需付房租和

水電費，但三個孩子都在讀書，其中兩個讀華校，

且母親已懷有身孕，即將生產，生活開銷將增加。 



 

165 光中中學 優學文 小三 

父親為臨時工，工資不低，但因有酗酒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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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錢可以改建。 

166 光中中學 緬錦雄 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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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中華小學 烈森波 一 
父親因肝病去世三年了，母親在小女兒出生後就改

嫁了，生活全靠祖母賣粿來維持。 

168 中華小學 李金興 一 

父親是越南華人，一九八五年從胡志明市來到柬埔

寨，地和房子都是母親的，父親的職業是麵包工人，

收入有限，因為沒錢，所以二十多年從沒回過越南

家鄉，已和親人失聯。 

169 中華小學 松密沙 一 

父親左眼失明，有心臟病、血壓的問題，結了兩次

婚，兩任太太均已去世，總共生了十二個小孩。父

親身體不好，年紀又大，已無法工作，生活收入全

靠大姐做協助村長工作的收入。 

170 中華小學 溫婉娜 一 

父親做水缸，每天大約可賺一萬柬幣，母親以前到

泰國打工，現在家看孩子，三個月前生產卻造成子

宮發炎，尚待治療。 

171 中華小學 托真披 一 

父親為摩托車夫，母親負責養豬，有八隻豬。父親

最近因車牌問題，無法外出工作，也就沒有收入；

與親戚間少往來。 

172 中華小學 仁達良 一 

以務農為生，父親會到田裡抓魚補貼家中吃食，收

成約十~十五包米。因為收入有限，之前是借錢來幫

達良交學費。 

173 中華小學 隆財達 二 

家裡務農，今年收成三十包，也做些小買賣貼補家

用，因收入有限，去年學費是以分期付款的方式繳

交的。 

174 中華小學 花來發 二 

母親幫人除草，工作非常勞苦，全家從外地搬來此

地，村裡登記土地時因太晚報到沒分配到，至今仍

借住在主人的房子。來發讓大姑收養，大姑賣菜維

生，住屋是幫人看園借住的。 

175 中華小學 李仙娜 二 
父親的工作是司機，薪水約三十萬柬幣；仙娜上學

路途遠，需搭乘校車，車資每個月要三萬柬幣。 

176 中華小學 召秀美 三 

父親耕種田地，母親在附近市場賣菜，家中還有爺

爺奶奶同住，爺爺有重聽、奶奶生病。家庭收入有

限，秀美上學路途遠，每月還需車費支出。 

177 中華小學 丁紹華 三 

家裡務農，今年收成白米二十多包，還建屋二百四

十萬柬幣的借款，近期學做香菇，一袋賣七千柬幣。

家庭收入微薄，紹華上學路途遠，每月需支付車費。 



 

178 培才小學 林碧珍 一 

住屋殘破但沒錢修補；父親在自家門口的空間賣咖

啡、紅茶等飲料；祖母罹患老人失智症，常會到處

亂走，所以全家常要到處尋找人，藥費開銷也不小。 

179 培才小學 李金華 三 
父親做包子販賣維生，母親無業在家，由於農家今

年普遍歉收，生意不佳。 

180 培才小學 能米沙 三 
父親在碼頭當工人，收入不豐；全家六口住在間破

舊的木屋，家中四個小孩都還在唸書，經濟壓力大。 

181 培才小學 能沙倫 三 為能米沙的弟弟。 

182 培才小學 本麗佳 三 

父親外遇而棄家不顧；目前靠母親賣雜貨維生，無

法建自家的房子；母親獨力照顧四名子女，幸有親

戚仍給房子借住。 

183 培才小學 本蘇利亞 三 為本麗佳的妹妹。 

184 培才小學 仁蘇妮達 三 

父親仍是幫新人做造型化妝，但結婚季節僅在旱

季，且次數不多；家中還有高齡八十五歲的祖母，

三個小孩都在就學。 

185 培才小學 龍金蘭 四 
家庭狀況改變不大，父親仍在幫人載貨賺取工資，

母親因心臟病而在家休養。 

186 培才小學 李速龍 四 

父親已過世，母親為家管，家中人口多，經濟靠兩

個姐姐賣菜和哥哥做工，姐姐的學費是另一個機構

所幫。 

187 培才小學 蘇美美 五 為蘇速謝的妹妹。 

188 培才小學 張秀美 六 
父親失聯多年。秀美與母親、姐姐相依生活，母親

在自家門口賣自助餐賺錢。 

189 培才小學 林麗香 六 
父親仍在市場賣粥，收入有限，僅能勉強維持衣食

開銷。兄姊多已離家。 

190 培才小學 許速靈 六 
父母離婚，速靈與母親相依為命，父親未聞問速靈

的生活，母親仍在賣地瓜，生活辛苦。 

191 培才小學 杜秀亮 六 
母親過世；父親修理單車收入不多；大姐已婚，仍

會幫忙家裡的生活。哥哥的學費是叔叔幫忙的。 

192 培才小學 蘇速謝 六 
父親仍為市場工人；母親心臟病和高血壓皆有藥費

支出；妹妹亦為協會助學生。 

193 磅針培華小學 成寶利 一 

父親為摩托車夫，母親擺豬肉攤，父母所賺的錢還

夠支付全家的開銷。但父母之前貸款八百萬柬幣尚

未還清，每個月需償還三十八萬柬幣，加上寶利和

妹妹都讀華校，學費負擔沉重。 

194 磅針培華小學 洪玉菜 一 

父母離婚，母親在家做裁縫，房子是向親戚借住的，

每個月要付縫紉機的租金四萬柬幣。共四個小孩，

大哥即將高中畢業，所以母親努力工作存錢，希望

供孩子讀大學。 



 

195 磅針培華小學 興淑妮 一 
貧困單親家庭，母親為柬校教師，獨立撫養三個孩

子。年邁的祖母已無法工作。 

196 磅針培華小學 帝素萍 一 
案家務農，案父母和案主三位姊姊皆是農人，有兩

位哥哥也還在讀書。 

197 磅針培華小學 杜速帕 一 貧困單親家庭，母親和哥哥打零工。 

198 磅針培華小學 秦少萍 三 

父母都在柬校工作，柬校教師薪資低。三個姐姐都

在讀大學，幸好是免費生，但生活費仍令父母大感

吃不消。 

199 磅針培華小學 鄧速華 二 

父母在家門前擺小攤賣米粉小吃。家裡有五個孩

子，都在讀書，兩個姐姐在金邊唸大學，為了省錢

都從家裡帶吃的去。另外三個孩子都唸華校，龐大

的學費對父母是沉重的負擔。 

200 磅針培華小學 楊金梅 四 

家庭經濟主要靠父親做工收入，每月約十至十五萬

柬幣，但七月父親因腸熱病無法工作。母親租地種

田，收成有限。住家離校遠，金梅和姐姐在校寄宿，

從家裡帶米去煮。 

201 磅針培華小學 楊金花 三 為楊金梅的姐姐。 

202 磅針培華小學 文寶華 四 

父母仍以務農為主，母親也賣粿貼補家用，家裡還

養了三頭大母豬。寶華上學期全班第六名，成績還

不錯；因家離校遠，平常住校，上學期為了回家，

事假請的較多。 

203 磅針培華小學 相金成 五 

父親對金成不聞問，哥哥已離家做建築工人，日薪

約一萬柬幣；祖母年紀已大，身體狀況較差，家訪

當天奶奶剛好身體不適在家吊點滴，幸好其他親戚

和鄰居都很關心奶奶，願幫他們祖孫的生活。 

204 磅針培華小學 春清花 五 
為單親家庭，靠母親種青菜販賣，每月約有十萬柬

幣收入，另外母親還會騎單車去賣豬肉。 

205 磅針培華小學 陳永安 六 

父親多年前就因肝病過世。母子倆與姑姑及高齡七

十六、多病的祖母同住；經濟靠母親賣烤香蕉、姑

姑賣椰子維持。 

206 磅針培華小學 吳小妹 六 
父親仍無幫助家庭生活；小妹仍與母親、弟弟、外

婆同住。生活無太大改變。 

207 磅針培華小學 李碧蘭 六 

父母以洗摩托車的收入維生，收入微薄難以維持生

活，住屋是親戚的，生活費不夠用也是親戚幫助的，

碧蘭去年的學費也是阿姨幫忙支付的。因長期的生

活重擔，使母親的心情抑鬱沉重。 

208 磅針培華小學 方鈺雅 六 
父親過世多年，母親到台灣工作，但匯錢回家的時

間及金額不定，鈺雅仍依七十多歲的祖父母生活。 



 

209 磅針培華小學 任陶利 六 
父親仍無音訊，母親一肩扛起家中農務；家中還有

七十多歲的祖父母需要照顧。 

210 磅針培華小學 梁鉆娣 中二 

今年暑假祖母剛過世，鉆娣仍與叔叔一家同住，叔

叔在自家門口開了賣光碟片的店；哥哥姐姐都在金

邊工作，會寄些錢給叔叔。 

211 新光小學 辛旺達 二 
父母依舊做包子販賣，收入還算夠維持生活，但無

力供應子女學費，旺達近日身體狀況不佳，常生病。 

212 新光小學 興淑娜 二 
父親仍舊當摩托車夫，母親在市場租小攤位賣仙

草，淑娜上次的期末考試未到。 

213 新光小學 林志成 二 為林賽杏的弟弟。 

214 新光小學 楊美香 四 

生活費靠父親和姐姐兩人賣甜品維持，但由於父親

和美香的身體狀況不好，常手腳寒冷、麻痺，甚至

昏倒，因此家境仍舊未改善，一樣貧困。 

215 新光小學 謝賽明 四 
父母務農，主要種稻米，因田地小，耕種兩次還不

夠全家吃，另外還種甘蔗。 

216 新光小學 林寶嬋 四 
家庭生活靠父母仍不足以維持，目前仍需靠叔叔幫

忙，叔叔日常還幫忙寶嬋去學手藝，增加專長。 

217 新光小學 林賽杏 六 
父母仍在市場賣粥，收入微薄，但父親現在已較少

喝酒，有時會到市場幫忙賣粥。 

218 新光小學 陳金納 六 
住家為破舊木屋，父母做冰棒沿街叫賣，利潤少，

因此收入微薄不足以生活。 

219 新光小學 盧為嬌 六 
父母務農維生，收成不夠吃，為嬌計畫畢業後，要

去金邊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