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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台灣教育計畫 (CTEP)  

2015 年第三季 學務季報 

2015 年 7 月~9 月 

2015 年起，CTEP 在原有的「教育計畫」基礎上，新啟動了「就業計畫」，要在教育中

注入"勤奮敬業"的實作精神，並在柬埔寨這開始工業化的國家，向"建教合作"邁進。 

2015 年第三季，CTEP 的「教育計畫」繼續穩定運作，今年底將達成一萬位學生結業

的里程碑，今後亦將每年結業 4,000 位學生。 

2015 年第三季，CTEP 的「就業計畫」終於達成"零突破"，安置了 4 位偏鄉青年進入

金邊的台商工廠就業，並協助 23 位偏鄉青年在暹粒的旅店餐廳找到工作；CTEP 正致

力要提前達成 3 年 2000 人就業的目標。 

"零突破" 是 CTEP 從"濟弱扶貧"邁入"自力更生"的里程碑；CTEP 安排偏鄉青年進入

台商工廠工作，更是台灣 NPO (非營利組織)與台商企業結合的新典範。 

壹、就業計畫 

CTEP「就業計畫」的服務對象是在鄉村賦閒以及自泰國打工返國的柬埔寨青年，就業

的地區及產業則是暹粒的旅遊業及金邊的工廠。 

一、 暹粒旅遊業 

CTEP 本部位於吳哥窟所在的暹粒市，當地的旅店餐廳需要許多服務人員，CTEP

輔導的偏鄉青年幾乎都沒有技術專長及外語能力，所以只能擔任低階的清潔工、

搬運工等，而旅遊業的季節性波動極大，工作不穩、薪資不高，因此 "暹粒旅遊

業"雖然對於 CTEP 而言較為容易，但不是 CTEP 的重點。 

2015 年第三季，CTEP 安置了 23 位偏鄉青年在暹粒的酒店及餐廳工作。 

二、金邊工廠  

金邊的台商成衣及鞋類工廠是 CTEP 的主要目標 : 

 成衣及鞋類佔柬埔寨出口額的 80%，CTEP 為偏鄉青年爭取就業的是大型台商

績優工廠，因其重視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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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工廠幾乎都聚集在首都大金邊地區(Phnom Penh)，原因是電力、道路、

機場等基礎設施較為完備，亦接近 Sihanouk 港口。 

 

 

 

 

 

 

CTEP "零突破"的達成是歷經無數挫折及下述不斷努力之後的成果 : 

1. 金邊差旅 

CTEP 本部所在的暹粒市(Siem Reap)距離首都金邊市(Phnom Pneh)來回顛簸

700 公里、耗時 14 小時，今年以來，為了「就業計畫」相關的洽談、考察、培

訓及應試，CTEP 工作人員及覓職村民往返暹粒/金邊共 40 餘人次，車行總里程

3 萬公里、總時數 600 小時。 

2. 執行人員  

CTEP 新聘一位柬籍主管、並指派一位志工專責「就業計畫」；此外，對偏鄉教

師施予不斷的再教育，並對主管警示 ~ 若不推動「就業計畫」，「教育計畫」就

失去意義，因為 CTEP 教育的最終目的就是就業。 

3. 營運執照 

CTEP 已經申請 Social Enterprise 證照，營運項目包括 Employment Agency。 

 

 

 

 

http://www.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centreforaviation.com/images/stories/2011/july/19/Cambodia_map.PNG&imgrefurl=http://centreforaviation.com/analysis/cambodia-airports-records-traffic-growth-as-one-of-aseans-smallest-markets-shows-potential-55604&h=679&w=953&tbnid=qsD1ETpQ_dyZXM:&docid=5jguc4yFXXAYvM&hl=zh-TW&ei=-M4HVuz3BYbXmAXli4ioBg&tbm=isch&ved=0CFYQMyhTMFM4rAJqFQoTCOzT5K6Kl8gCFYYrpgod5QUC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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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勞工中心 

8 月在暹粒市設置勞工中心，為謀職的偏鄉青年提供應試訓練及過渡住宿。 

         (勞工中心外貌)                    (一樓將裝置實習機台及考測儀器) 

 

 

 

 

       (二樓宿舍床位)                        (公務車改裝成 13 人座村民中巴) 

 

 

 

 

5. 第一批金邊求職應試團 

洽談、考察、培訓之後，就應進行求職應試的實務操作，因此 CTEP 在覓

職的村民中挑選 20 位，安排他們前往金邊台商工廠應試。 

8 月底 CTEP 台籍志工及柬籍主管帶領第一批 20 位村民前往金邊，在台商

工廠歷經一週的應試、等待、再應試、等待、再應試，最後只有 4 位村民

就職，雖然就職率不高，還是誠摯感激台商協助 CTEP 達成 "零突破"。 

檢討 20%超低就職率的原因如下 : 

  成衣工廠需要大量女工，但男工職缺不多。 

  一些成衣工廠不提供在職訓練，CTEP 安排的村民都未操作過電動機台。 

  一些村民未備齊身分證、戶口名簿及出生證明等必備文件。 

  一些村民因為緊張或身體缺陷，未通過色盲及靈敏度等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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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村民因為配偶未被錄用或不適應工廠運作而放棄。 

安排未被錄用的村民返鄉，執行時比預期的困難，因為一些村民背負著親

友的期待，又舉債或賣掉家中的雞鴨才得以籌款出行，獲知未被錄用即將

返鄉時，許多人哭泣。CTEP 原本就負擔村民的來回食宿交通費用，為了安

撫村民，另外再給予村民額外補償，並承諾下次優先安排他們就業。 

經過 CTEP 主管的耐心誠懇的說明，返鄉村民多能了解 CTEP 的處境及努

力，口耳相傳之後，許多村民主動前來 CTEP 請求輔導就業；更多的 CTEP

主管及偏鄉教師也開始認同「就業計畫」。 

經過這次試點行動，CTEP 取得下列認知 : 

 要審慎了解覓職村民的背景及意向，包括工作資歷、泰國經驗、人格品行、

同行親屬、金邊親友等；更不可誤導村民有過度樂觀的期待。 

 要嚴格審核覓職村民的證件及健康條件，包括 ID、Birth Certificate、Family 

Book，以及色盲、操作靈敏度、年齡等。 

 要充分了解企業的文化背景、管理思維及對 CSR(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視度。 

 要充分了解企業的勞工需求、招工標準及培訓計畫，包括工作內容、男女的

適職區別、操作技術的熟練度以及是否提供在職訓練。 

 CTEP 不會再自費安排村民前往金邊求職應試，要在 CTEP 勞工中心增添硬體

設備及軟體知識，為覓職村民提供應試訓練，並且邀請工廠派員前來 CTEP

勞工中心作招工考試。 

 要積極洽覓成衣業以外的鞋業、服務業等產業，為男性村民爭取工作機會。 

      (搭車自暹粒前往金邊)                 (抵達金邊後前往暫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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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廠內實作應試)                     (未獲錄用者傷心返鄉) 

6. CTEP 主管赴金邊台商工廠培訓實習 

第一批金邊求職團返回後，CTEP 認真檢討缺失，知道不能只在暹粒閉門造車，

因此 9 月中旬安排一位柬籍主管及一位台籍志工同赴台商金邊工廠培訓一週，

兩人住在勞工宿舍，以體驗勞工生活，培訓成果非常豐碩 : 

 見習企業如何面談及考核求職人員、企業如何培訓及試用新聘員工。  

 了解工廠內部不同職務的工作性質、技術需求及勞動力調度。  

 了解企業內部管理規則、薪酬標準及獎懲措施。 

 體驗職工的食宿及休閒活動，瞭解其可能遭遇的問題及解決方法。 

          (手指靈活測試)                           (拷克車) 

 

 

 

 

 

 

 

         (工廠附近出租房)                          (下班生活煮飯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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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育計畫 

一、2015 年 9 月底累積結業 8887 位學生，在校學生 1713 人 

2015 年第三季，CTEP 共有新入學學生 852 人、結業 735 人，迄 2015 年 9

月 30 日，累積的入學及結業學生分別為 12655 人及 8887 人。 

2015 年 9 月 30 日時，CTEP 共有 84 班、1713 位學生在學。CTEP 的 2015

年目標是，到年底時累積結業人數達到 10,000 人，應可達成。 

 

 

 

 

 

 

二、新增 TP2 教育中心 

CTEP 於 2015 年 8 月在 Doun Sva 地區的一所小學內新設教育中心，訂名為

TP2，TP2 第一期開設 3 班電腦、4 班英文，合計 166 位學生，包括一班為校

長及學校教師特設的電腦班。 

Doun Sva距離CTEP本部所在的暹粒市車程逾1小時，區內有5個村落、1,452

個家庭，Doun Sva 小學部一年級至六年級共有 12 班、466 位學生，學前班

有 7 班、130 位幼稚園生，教師人數合計 18 人。 

Doun Sva 地區的家長重視孩子教育，校長的支持度亦很高，在報名期間踴躍

的狀況讓校長必須親自篩選可以進入課程的學生，並在開課後首次訪視課程

進度時詢問是否能再多開幾班，不僅校內還有更多學生想學習，連學生家中

的兄弟姊妹、鄰居也期待能有此次的機會。 

在推展「輔導就業計畫」之際，CTEP 的策略是不再增加教育中心，之所以新

設 TP2 教育中心，主要考量包括 : 

日期 2015 年 9 月 30 日 

課程 
本季(7~9 月) 迄 2015.9.30 累積 2015.9.30 在學中 

入學人數 結業人數 入學人數 結業人數 課堂數 在學人數 

電腦 393 330 5009 3370 46 751 

英文 417 377 6992 5070 35 917 

中文 42 28 654 447 3 45 

合計 852 735 12655 8887 84 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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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P2 將取代現有的 KT 教育中心，KT 位於日漸富裕的暹粒市郊，CTEP 已

經停止在 KT 正常開班施教，僅偶有志工不定期的前往教授中文及技藝。 

 新設的教育中心距離 CTEP 現有的 TP1 (Tompoung) 教育中心較近，因

此被訂名為 TP2，兩地教師相互支援，營運成本較低。 

 如同 TP1 (Tompoung)，TP2 (Doun Sva) 地區的農民生活貧困，CTEP

的「輔導就業計畫」將兩地一併服務。 

     (校舍環境良好)                      (校長及學校教師電腦班) 

 

(教室內學生認真學習)                     (課堂外許多學生張望著) 

四、偏鄉老師在職訓練及團康活動 

偏鄉教師每個月兩次於週六來到 CTEP 本部作在職訓練，上午是英文課、下午

則是電腦課，CTEP 亦利用此機會教授特別課程並舉辦團體活動及會議。 

 能力分班 : 由於新舊教師程度不一，因此 CTEP 開始依能力分班授課，並

安排資深教師擔任助教，協助新進教師。 

 引進新法 : 採用新式教學方法，增加課程豐富性，以提高教師們的興趣

及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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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摩學習 : 使用 CTEP 中型客車，運送教師至不同教育中心參訪觀摩。 

 教師外訓 : 已安排八位偏鄉老師於 8 月份至英國教學組織 ABOUTAsia

受訓，提升備課、授課、評量等教學技能，並與其他組織教師作經驗交流。 

                 (踩氣球團隊競賽活動)               (ABOUTAsia 培訓) 

 

              (中秋節吃月餅活動)                (北醫學生志工團衛生教育課程)  

 

為獎勵教師並鼓舞士氣，CTEP 於 8 月中旬舉辦兩天一夜的柏威夏(Preah 

Vihear)之旅，這是 CTEP 五年多來首次的過夜旅遊，共有柬籍教師及志工近

30 人參加，讓參加者深度認識柬埔寨的歷史文物。 

              (廟前合影)                               (廟中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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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暑期志工團隊 

每年暑假都有學生團體來到柬埔寨參訪 CTEP，今年有朝陽科技大學社團來訪，

另有臺北醫學大學飛洋國際服務團前往 CTEP 引薦的台商工廠提供衛教服務。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陳國洲老師帶領學生於 2013 年為 CTEP 的 KR 教育中心蓋

了一間草棚教室，今年則再度前來為 CTEP 的 SPS 教育中心興建兩間草棚教

室。3 個月前，我們就將 SPS 的位置圖及相關訊息提供給實踐師生，他們先

在台灣設計，7 月初來到柬埔寨實地勘查後動工，師生們在雨季的泥濘路上搬

運材料、在炎暑中揮汗打下水泥地樁、在村民的協助下架設木柱、就地編織

草蓆鋪上屋頂，經過 9 天的工期，完成了 SPS 草棚教室，接下來就是我們的

工作，要在這草棚教室內，每年消除數百位電腦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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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財務狀況  

由於全力推展就業計畫，2015 年第 3 季費用支出 US$42,455，超出 US$30,000

之季度預算，其中 US$6,000 是設置勞工中心的一次性支出以及前往金邊的差旅

費用；在收入方面，由於台灣股市、房市、匯市俱跌，本季捐贈收入僅 US$13,253，

創近 3 年來最低，季度收支缺額高達 US$29,202。 

CTEP 的 2015 年現金流量表如下 : 

現金流量(US$)  當期收入 當期支出 當期餘(差)額 期末現金餘額 

2015年第1季* 87,740 50,018 37,722 35,683 

2015 年第 2 季 28,250 30,017 (1,767) 33,916 

2015 年第 3 季 13,253 42,455 (29,202) 4,714 

     *2015 年第一季有一筆捐款專用於購置一輛 12 年的二手車金額 US$16,000  

面對收支缺額，必須節約費用、積極勸募，然而即使許多人認為勸募需要專人專

職以特別方式來執行，CTEP 仍會繼續維持"不訴諸悲情的理性立場"、"不爭取媒

體報導的低調作風"、"在台灣不設辦公室、不聘僱專職人員的省錢政策"。 

請點閱詳細財務資料: 柬埔寨台灣教學計畫 2015 年第三季 財務季報。 

http://camtw.com.tw/cambodia/wp-content/uploads/2015/10/CTEP-財務季報-2015年第3季-2015.09.302.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