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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台灣教育/就業計畫 (CTEP)  

2015 年第四季 服務季報 

2015 年 10 月~12 月 

壹、教育計畫 

一、 結業學生總數突破萬人，2016 年目標為全年再增 4,000 位學生結業 

2015 年結束之際，CTEP 結業學生累積總數跨越"萬人里程碑"。5 年期間，

共有 14,580 位學生入學，約 70%、10,036 位學生完成 12 週、每週 5 天、

每天 1~2 小時的基礎電腦、簡易英文或中文課程，領取到結業證書。 

2015 年 12 月 31 日時，CTEP 共有 96 班、1964 位學生在學，包括 : 730

位學生、47 班之電腦班，1191 位學生、46 班之英文班，以及 43 位學生、

3 班之電腦班。 

CTEP 的 2016 年目標是，全年新增 4,000 位結業學生，到 2016 年底時累積

結業人數達到 14,000 人。 

 

 

 

 

 

 

二、 調整績效不佳的教育中心，2016 年目標新增 3 所教育中心 

CTEP 不蓋教室，除了省錢，還能無牽掛地將經營中的教育中心轉移給其他

機構繼續經營，並且適時關閉績效不佳的教育中心，然後有效率的將寶貴的

資源轉往其他偏鄉。 

CTEP於2015年3月關閉KPK教育中心，7月遷址至新設的HSB教育中心。

繼此之後，CTEP 於第 4 季再果斷地關閉下列 2 所教育中心，其中一所已遷

址重新開班，另外一所將視情況在原址重新開班。 

日期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課程 
本季(10~12 月) 迄 2015.12.31 累積 201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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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6 532 5765 3902 47 730 

英文 1090 557 8082 5627 46 1191 

中文 79 60 733 507 3 43 

合計 1878 1149 14580 10036 96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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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閉 BB2 教育中心、遷址新設 APS 教育中心 

BB2教育中心因為教室偏遠，學生人數持續未達每期 50 人的效率目標，

因此於 2015 年 12 月 5 日第 3 期結束後關閉，12 月 21 日遷址至 APS

學校開班，APS 第一期開出 4 班英文、入學學生總數 154 人。日後募集

到電腦後，將再開設電腦班。 

(與 APS 校方簽約)                  (CTEP 主管說明教學課程) 

 

 

 

 

 

 

(學生上課情形)                        (從 ABC 字母開始教起) 

 

 

 

 

 

 

2. 關閉 BK2、將在原地重新開班 

BK2 教育中心的教師表現不佳、經常缺課，CTEP 不得不在學期中停班，

將有意願的學生安排至鄰近的 BK1 教育中心繼續就學。日後找到合適教

師時，將在 BK2 原地重新開班。 

迄 2015 年底，CTEP 共開設 26 所教育中心，其中 5 所已經關閉，4 所移轉

給教會或其他機構組織，目前經營中的有 17 所，如果資金充足，2016 年會

增設 3 所，每年新增 600 位學生，將經營中的教育中心增加並維持於 20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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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就業計畫 

不同於偏鄉在地的「教育計畫」，「就業計畫」是協助偏鄉青年遠赴數百公里外大金邊

地區的工廠就業，這涉及離鄉背井的安全、費用、家庭及社會等問題，在柬埔寨未曾

聽說有國際 NPO 非營利組織從事這樣艱難的任務。 

迄 2015 年底，CTEP 僅安置 22 位偏鄉青年就業，在不斷的挫折中摸索新方向，當前

採取的策略是 : 運用政府資源來推動「工廠參訪」、運用學校資源來推展「建教合作」。 

一、 「工廠參訪」 : 管轄 28 萬人的 29 位偏鄉地區首長於 12 月參訪金邊台商工廠 

1500 萬人的柬埔寨，有高達 44 萬人在泰國合法或非法打工，柬工在泰國的工作

環境不佳、保障欠缺，造成了許多社會與家庭問題，2014 年 5 月泰國政變時，

一時間就有 20 餘萬柬工奔逃回國。 

近年來大量外商工廠湧入柬埔寨首都大金邊地區(其他地區缺電、缺路)，造成缺

工問題，工廠因而大幅改善工資及工作環境，基本工資自 3 年前的 US$80/月遽

增至 2016 年起的 US$140/月，加上津貼及獎金後約 US$200/月，已經接近泰

國的 US$200~300/月。 

然而，遠離金邊的中西部偏鄉民眾繼續西進泰國，即使柬埔寨國家就業局(NEA, 

National Employment Agency)積極宣導，民眾依然質疑"真的拿得到工資嗎? 

工廠環境很差啊?" CTEP 的教師下鄉輔導就業時，更被懷疑"是不是來騙女孩子?" 

於是 CTEP 改採新策略，憑藉著五年來創設 20 餘所偏鄉教室的實績，說服具有

公權力的NEA代為邀請中西部 29個地區的地區首長Commune Chief，於 2015

年 12 月 15~16 日包車東行 350 公里來到金邊市，實地參訪一家績優的台商成

衣工廠。 

29位Commune Chief來自柬埔寨中西部Siem Reap及Kampong Thom兩省，

下轄 258 村莊、56,680 家庭、281,768 人民，約佔柬埔寨 1500 萬人口之 1.8%。

村長們在成衣工廠參觀生產作業流程、了解職工生活環境，還聽取勞工相關的法

規及薪資規定。 

兩天一夜的參訪行程之後，NEA 的公務員完成了政策任務，台商成衣工廠善盡了

外商的國際企業社會責任，台灣人的友善根植於更多柬埔寨人的心中，最重要的

是，29 位村長帶回的訊息，將增進中西部數 28 萬位村民的正確認知，有助於他

們做出有利於其個人及家庭的就業選擇 ~ 西進泰國、東赴金邊或續留農村。 

我們認為勞工不足將會是台商工廠未來最大的隱憂，因為柬埔寨只有 1500 萬人



4 

 

口，工廠集中在人口 300 萬的大金邊地區，又左鄰泰國、右接越南，工資條件都

優於柬埔寨。CTEP 知道自己微薄的實力以及非營利組織的基本立場，因此會視

需要再安排工廠參訪，以積極促進偏鄉與工廠之間的交流認知，同時會協助、但

不直接參與工廠招工事宜。 

       (工廠正廳前合照)                   (會議室討論) 

 

 

 

 

 

          (參觀工廠)                      (工廠作業) 

 

 

 

 

 

 

 

參訪後代表致詞 : 

代表一 : 我從未見到及想像到 貴廠是如此之好，這裡的工作環境良好，職務規

定及福利是完全合理且能被接受的；我請 貴廠將工廠遷至其他省分來

幫助我們的同胞，最後，我要感謝 貴廠及 CTEP 讓我們有機會見到工

廠的實況，我會毫無疑慮的將 貴廠訊息告訴我的村民，謝謝! 

代表二 : 難以相信的，我們能見到柬埔寨成衣工廠的真實情況，我要說"聽聞千

遍不如眼見一次"，我敢當面告訴你們，我會傳播並協助轉達訊息給我

的村民，並且盡全力幫助 貴廠找到職工，身為區長，我謹代表其他 28

位參訪者告訴你們，毫無疑慮的，我堅定承諾要幫助 貴廠找到職工。 



5 

 

二、 「建教合作」: 台商提供縫紉機台及師資培訓在偏鄉學校開辦縫紉教學 

HSB 是柬埔寨的一所 1200 位學生的偏鄉中學，校內 9 年級及 10 年級的學生每

週要上 7 小時的縫紉課程，因為成衣是柬埔寨最大的出口產業。 

HSB 的縫紉教室有 50 台「腳踏縫紉機」，其中 30 台已經故障，CTEP 在 HSB 開

設有電腦班，知道這情況後，於 11 月向一間台商成衣廠募集了 10 台舊「電動縫

紉機」，其中 8 台捐贈給 HSB，其餘 2 台放在 CTEP 新設立的勞工中心。 

CTEP 於 12 月派遣 3 位縫紉教師前往台商成衣工廠實作培訓，結束返回後，在

HSB 教導在校學生，並將在周末開班為校外民眾提供免費縫紉教學；亦將在 CTEP

勞工中心，為有意進入成衣廠或鞋廠工作的偏鄉青年提供就職考前訓練。 

     (台商捐贈的電動縫紉機)            (學校現有的腳踏縫紉) 

 

 

 

 

 

 

(台商成衣工廠實作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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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EP「就業計畫」邊做邊學，最近認知到下列問題 : 

1. 柬埔寨偏鄉村民出外打工，在領到第一次工資前，交通、食宿、生活用品

等費用需要約 US$100 周轉金，廠商如能提供交通接運及預支工資，或將

有助於村民免於高息負債及出外就業之困難。 

2. 許多偏鄉村民赴泰打工，在農忙季節時會返國務農；日後赴金邊工廠就業，

也會有同樣問題。廠商如能做好準備並採取因應的彈性措施，或將有助於

接單及生產調度。 

3. 偏鄉村民普遍單純，來到金邊大城市面對貧富落差及高昂物價，容易被煽

動罷工；此外，在安逸勿勞風氣日盛的大金邊地區，年輕人會流向服務業。

廠商如能將部分工廠遷移至外省，或能紓解問題。 

參、財務狀況  

柬埔寨台灣教育計畫 (CTEP) 2015 年的費用支出為 US$162,404，捐款收入為

US$162,056，期末現金缺額 US$1,691，必須再度對外借款週轉。 

CTEP 2016 年的費用預算為 US$18 萬，增加部分主要是用於推展"就業計畫"、

調整教師的薪資，並逐步將台籍主管由"津貼志工"改制為"薪資社工"，這有助於

熟習運作的主管志工不必因經濟壓力而終止服務、返台就業。 

CTEP 的現金流量表如下，詳細資料請點閱 2015 年第 4 季財務季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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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季 33,161 39,566 (6,405) (1,691) 

2015 年 全年 162,404 162,056 348 (1,691) 

     *第一季有一筆捐款專用於購置一輛12年的二手車，含相關費用總金額US$16,000 

CTEP 沒有企業、宗教或政府支持，在台灣沒有辦公室、不聘僱專職人員、不做

媒體宣傳，所以財務是最脆弱的一環，為此，CTEP 申辦一家資訊公司的"網上捐

款"系統服務(請點閱)，該項服務不需要聘請專人管理，但 CTEP 必須改變以往低

調作風，開始選擇性的接受採訪，並對外座談演講，來配合網上捐款勸募工作。 

http://camtw.com.tw/cambodia/wp-content/uploads/2016/01/CTEP-財務季報-2015年第4季-2015.12.31..pdf
https://camtw.eoffering.org.tw/
https://camtw.eoffering.org.tw/
https://camtw.eoffering.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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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圖文摘錄 

CTEP 的外籍志工及柬籍教師分別在 Facebook 設置了社團「TaiwanCE」及「STT 

CTEP」，以下為摘錄自該社團的部分圖文。 

一、偏鄉教育的挑戰 (台灣志工主任 Kim 於 2015.12.29 在 KR 教育中心) 

從偏鄉老師口中總能得知，跟著 CTEP 的每個孩子都很珍惜學習電腦及英文的機會，

特別是學校沒有的電腦課程。政府將英文教材編入課程中，讓孩子們一下子接觸難度

較高的英文，由 CTEP 提供的英文則能奠定穩定基礎，並銜接校內教材。 

從十月開始不斷面對的挑戰是，公立學校課後輔導課程(extra class)增加，影響學生的

出席。如何在有限的課後時間，同時兼顧校內課程以及參與校外學習，將是老師與孩

子們努力克服的議題。 

以 CTEP 的 KR 偏鄉教室為例，期中考後受輔

導課程影響，已合併兩個班級；今日為期末

考，因學生出席低，而苦惱、失望的老師們，

仍不放棄！堅持並期待在下一期能有所改

善。 

KR 偏鄉教室的 Narith 教師在本周偏鄉老師

回訓時也提出此問題，解決方法為 KR 下期開

班將藉由與鄰近四所小學校長溝通合作，並

請村長協助，望能有所改善。其他在地或與

寺廟合作之教室在未來也將進一步調查，了

解學生受影響狀況，能否藉由與鄰近學校合

作而有所調整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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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歌唱教學  (台灣志工 Mindy 及 Ayu) 

1.  TP2 教育中心的兩位偏鄉教師 Lin and Vuth 用歌唱來教英文，12 月 8 日教的英

文歌中加入了 CTEP 名稱，很有創意、也非常有趣。 

請點閱 學生唱英文歌  

2.  11 月 14 日是兩週一次的偏鄉教師在職訓練課程，自從上次偏鄉老師們參與 Jessy

老師工作坊後，CTEP 延續英文歌曲教學，藉由簡單的歌曲讓老師能夠學習如何帶

領孩子們在快樂的環境下接收新的英文知識， 

請點閱 英文歌曲教學 

3.  12 月 21 日馬德望天主教堂的幼稚園孩子們為聖誕節表演預演，一大早就很有精

神，每個小孩都跑來我面前很有禮貌地打招呼，下次還要去看你們。 

請點閱 孩子們活力預演影片 

 

三、結業典禮  (台灣志工 Mindy 於 2015.12.27 在 DR 教育中心) 

今天到 DR 結業典禮，到目前為止已經是第 10 期了，恭喜各位孩子在三位老師的帶領

下用心學習，結束時，還有許多孩子拿著自己做的花圈幫我們和老師們帶上，這是 DR

教室特有的贈禮儀式，花圈上點綴著美麗的亮珠花花，就像他們的笑容一樣燦爛，祝

你們在新的一年都能夠在學業知識上有所增長，祝你們及你們的家人，身體都能保持

健康像一尾活龍，祝你們不論在哪裡都要保持微笑 笑笑身體好! 

 

 

 

 

 

 

https://youtu.be/V3-v8A8b5Vs
https://www.facebook.com/100002170233145/videos/939213806160952/
https://youtu.be/nqPMWcMr5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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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生活  (馬來西亞志工 Ching Ping 於 2015.12.25 在 SPS 教育中心) 

今天是聖誕節, 雖然暹粒市充滿了聖誕氣息，但在柬埔寨聖誕節沒有放假，所以我們

來到了 SPS 訪視. 

無論是教室內外都是學生的身影，教室內的學生在為著英文小考而苦惱，教室外的學

生等待著上課或己完成小考的正用毽子歡樂的玩著躲避球；下課時間一到，學生們又

衝回教室回到自己的座位，在解散前他們唱了好幾首英文歌曲。 

趁著時間空檔，我們和其中一位老師聊天，籍由聊天從而了解他在課程上有遇到什麼

問題或者教室是否有問題，他告知我們因為某些學生的年級太小，他較難控制及教導

而拒收，但也因此常在路上被家長們攔下詢問他為何不收他的孩子；我問他喜歡在

CTEP 工作嗎? 他毫不猶豫的立即回答他喜歡，他喜歡可以幫助更多的學生學習知識. 

我想教育不僅僅是單方面的，教師和學生的熱情與認真能讓教育更持久的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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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設新教育中心  (台灣志工 Ayu 於 2015.12.18 在 APS 教育中心) 

今天是 BB2 教室轉移至公立學校 APS 的簽約儀式，我們一早七點半與主任及柬籍幹

部從暹粒出發，在十點左右抵達公立學校，十點半開始今天的簽約儀式，今天參與的

人員有學校校長、副校長、老師及二位村長。 

我們將開設基礎英文課程，希望學生們可以打好英文基礎，為往後的電腦課程先做好

準備。原本希望一年可以達到有 100 位學生註冊，但目前第一個學期就已經有 154 位

學生報名註冊，已經超過預期的目標。而英文課程將分成四個班級，從早上 11 點到

下午四點，上午及下午各有二個班級。 

我們歡迎當地村民學童免費來上課，也希望校長及村長們可以協助觀察學生們上課的

狀況。村長們向 CTEP 表示，在此村落以往從未有任何的 NGO 來協助過他們，他們

非常感謝 CTEP 可以來開設免費的英文課程，幫助當地學童，讓他們可以在公立學校

課程以外的時間學習英文。這一學期的課程於 12/21 開課，我們也在當日第一堂課程

回訪。 

                          (開班暨簽約會議) 

 

 

 

 

 

                         (村長)                   (CTEP 聘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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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位中國大陸青年學生的捐款與思維 (台灣志工 Peter 於 2015.11.1)   

台灣至善文教協會理事龔天益先生在廈門大學主持一系列的專題講座，CTEP 志工侯禮

仁應邀於 10 月 10 日來到廈門大學，以"柬埔寨國際服務"為主題做專題演講。 

演講完後一位學生前來問我有沒有"支付寶"的捐款帳戶，我告訴他 CTEP 只有在台灣的

銀行捐款專戶，返台後接到這位學生來函，他告訴我向銀行查詢後才知道匯款到台灣

的銀行作業費用這麼高，所以他等到龔先生於10月30日再次赴廈門大學主持講座時，

將 500 元人民幣交給龔先生，請他轉贈給柬埔寨貧民。 

這是我們第一次收到來自大陸的捐款，而且是一位學生將他月收入的 20%捐出，所以

我特別與這位廈門大學博士班二年級學生做通訊對話，以下是問答摘要 :  

1. 你家庭的經濟條件如何？你目前是否有固定的收入？  

我的家庭經濟條件極其普通，目前我每月有 2500 元人民幣的資助。 

2. 你是否曾捐助過中國國內或國外的慈善機構？  

以前有在學校捐助過善款，但不清楚是哪個慈善機構，也沒有具體瞭解和關注這

些款項的具體去處和應用方式；我沒有捐助過國外慈善機構。 

3. 捐助國外慈善機構是否會被一些同學朋友批評 ~ 為何不捐助中國國內的慈善機構？

如有批評，你如何回應？ 

我想很多人都對大陸的慈善機構缺乏信任，因此我周圍的人應該不會就"國內還是國

外"這個問題有太多議論。然而，並不排除有些人會提出質疑和批評，對此我會做如

下回應：首先，從信任度、透明度和效率等方面解釋國內和國外的差異，然後，或

許會從一個比較大的格局來談，比如 NGO 本來就是無國界的，愛心更是無國界的！

另外，臺灣和我們是一家人哦。  

4. 你對於台灣人從事"非營利慈善志業"的認知有多少？你認為中國大陸人應該如何面

對"非營利慈善志業"？  

其實，我對臺灣的非盈利慈善志業並沒有過多的瞭解。您的演講是我第一次比較全

面的瞭解像 CTEP 這樣的 NGO。我非常認可非盈利慈善志業。另外，我在廈門大學

聽過幾次臺灣人做的演講，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臺灣人厚重的人文情懷。有情懷，

才有真正的慈善。我覺得這是大陸學生比較欠缺的。 

目前，我認為大陸的非盈利慈善志業有太多問題需要面對和處理：凡是組織，政府

都會進行或多或少的干預，這影響了慈善組織的發展壯大和慈善的效率。另外，扭

轉人們對慈善機構的信任，加強人們的人文關懷教育可能是最大的障礙。當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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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人也都有愛心，目前，我們的愛心急需公正的、透明的、有效的慈善組織去引導

和傳達。 

5. 你對於我在廈大所作的演講有何評價與建議？如果你曾經聽過或讀過類似的演講及

文章，你覺得有什麼差異？ 

您和龔老師 10 月 10 日的演講非常精彩，我的內心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和鼓舞。您在

演講中提到的 CTEP 的具體行動，我非常認可。從您的演講中，我認識到慈善效率

和慈善方式的重要性。教育，就是非常好的方式，柬埔寨人得到的是漁，而不是魚，

漁使人學會技能、學會自我尋求進步，而魚往往使人養成好吃懶做的惡習。魚吃完

了，他們會期待再有魚的施捨；而有漁，他們沒魚的時候就會自己去找魚。令人感

動的是，CTEP 的首要成員在個人交通等費用上，都是自理；另外，您和龔老師提

及的社會企業這一概念，也給了我很多思考和啟發；總之，我們從演講中看到了 CTEP

的具體方案、策略和有效率的行動和改進。 

6. 建議  

您的演講是不是可以加上明確的倡議捐款的一些話語。另外，可以回訪一些受過

CTEP 幫助的柬埔寨人的感受和他們通過被幫助而獲得的一些或大或小的成就。 

我在電視上流覽過慈善晚會等節目，但這些節目大都是為一些受過自然災害地區捐

款的的活動，重點放在募集資金上，有時候會略帶商業目的（但這也無可厚非）。相

比于您和龔老師的演講，那些活動很少談及具體的資金去向，具體的資金使用方式

等內容，而多的是用眼淚換取同情心。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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