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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台灣教育/就業計畫 (CTEP)  

2016 年第一季 服務季報 

2016 年 1 月~3 月 

壹、教育計畫 

一、 2016 年第一季結業 1,184 位學生，累積結業 11,220 位學生 

2016 年第一季， CTEP 有 16 所教育中心舉行結業典禮，合計 1,184 位學

生結業，5 年來累積結業學生人數達 11,220 位。 

2016.03.31 時，共有 85 班 1,639 位學生在學，包括電腦 46 班、701 人，

英文 37 班、911 人，中文 2 班、27 人。 

第一季 1,184 位學生結業，超過年度目標 4,000 人的 1/4，但全年達標仍有

疑慮，因為柬埔寨教育部正在更改學制，許多學校延長教課時間，使得學生

無法繼續在課後參加 CTEP 的電腦/英文補教，從而，第一季學生結業 1,184

位，相對於入學之 1,964 人，僅 60.3%的結業率低於以往之 70%， 

我們欣見這樣的發展，希望柬埔寨教育能更快的步入正軌，我們就能儘早撤

離；當前我們的因應措施是，關閉一些招生人數不足或結業率較低的教育中

心，轉向更偏遠的鄉村設立偏鄉教室。 

具體行動是關閉了 CTEP 本部所在的暹粒市近郊之 BK2 教育中心，然後規劃

於 5 月初遠赴 170 公里外的磅通省新設偏鄉教室，之所以選擇磅通省，因為

該省距離首都金邊市僅 100 餘公里，我們較易輔導當地村民前往金邊的台商

工廠就業。 

       日期 2016 年 3 月 31 日 

課程 
本季(1~3 月) 迄 2016.03.31 累積 2016.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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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 419 6466 4321 46 701 

英文 911 748 8993 6375 37 911 

中文 27 17 760 524 2 27 

合計 1639 1184 16219 11220 85 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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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業典禮是 CTEP 各教育中心的嘉年華會，有師長致詞、頒獎、發結業證書及飲料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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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升教育素質 

1. 延長學期時間 

各教育中心的環境不同，鄰近鄉鎮且有供電的地區，學生素質較高，越偏

遠的農村，學生要幫忙農務、家長也較不重視教育，教學就愈加困難。 

因此，CTEP 開始修改教學內容，課程不再統一設定為 3 個月一期；在特

定地區，學期時間將延長為 4 個月或更長，較為充裕的教學時間，得以提

升課程豐富度，進而促進學生持續參與、樂在學習。 

首先試行的是在 KR 教育中心，該中心的教師正將經驗分享給其他教師，

相互切磋、共謀改善，KR 的新學制日後將適用在其他教育中心。 

2. 教師進修 

a) 進修補助辦法 

許多偏鄉教師的教育程度不高，卻有良好的服務心態以及肯學習的進

取心；另一方面，隨著教材難度上升，以及學生求知欲增加，教師本

身也需進修才能提升教學水準，維持學生就讀。 

因此，CTEP 提出「進修補助辦法」，針對服務達到一定任期、教學成

績達到一定水平的教師，提供半額學費之補助金，另提供就學貸款，

供其至大學或相關教育機構進修，學成後則須回饋到教學上。 

a)  ABOUTAsia 英語教學 

偏鄉教師的英語很差，因此 CTEP 導入拼音課程，讓教師們認識子母

音，了解正確發音。 

CTEP 還爭取到英國 NGO 組織在柬埔寨的 ABOUTAsia 之協助，將派

遣 CTEP 教師前往接受師資培訓；ABOUTAsia 的每場培訓都會有課

前訪視，觀察學員的教學模式；學員參與工作坊時，ABOUTAsia 會

提供教學技巧與團體討論，讓學員進一步與其他夥伴切磋琢磨，工作

坊後的回訪，將確認學員所學並即時給予改善建議。 

三、 舊筆電 

多年來 CTEP 在台灣累積募得了 400 餘台舊筆電，其中 240 台是由 Caroline

謝小姐一人所貢獻，她是 CTEP 電腦啟蒙教育的最大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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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電壓不穩、天氣溼熱，舊筆電在學生輪番操作下很容易故障，維修所

費不貲，因此 CTEP 一年要淘汰 50 台舊筆電。 

CTEP 目前只剩不足 250 台筆電，而維持電腦班的正常教學及經常性換補需

要 300 台筆電。 

筆電募集困難，自購筆電又所費不貲，因此 CTEP 關閉了 BK2 偏鄉教室，抽

回 15 台筆電，用以換補其他教育中心報廢的電腦，而預定於 5 月初新開設

的 KPS 教育中心，第一期將先開基礎英文班，第二期才加開電腦班，讓 CTEP

有時間募集電腦或募資自購筆電。 

 

 

 

 

 

 

 

四、 教室 

CTEP 從不自費興建或承租教室，而是免費使用廟宇、教堂、學校或鄉鎮公

所的空間來授課，偏鄉教室的修繕及擴建亦由村民自行負責。 

1. Tompong 教育中心 

Tompong 是柬埔寨的一個遙遠偏鄉，兩年多前我們前往設置 CTEP 

Learning Center 教育中心；去年年底英文班移至附近廟宇授課，當時大

和尚提供之課桌椅須修繕，教室環境亦須整理，故主動提出募款計畫，要

借用 CTEP 的招牌來向村民募款，他們製作的大海報（如圖），內容是這

樣的： 

《廟宇和尚募款，以支持 CTEP 在 Tompong 的教育中心，款項將

用於建築、地板、桌椅等教室硬體設備。CTEP 不向學生收費，

Tompong 教育中心的所有款項來自臺灣人的善心捐贈，用於資助

師資及購買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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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EP 這塊在台灣沒人聽過的招牌，還能在異國偏鄉發揮一點功能，要感

謝多年來志工及捐贈者辛勤建立起的專業績效與清廉信譽，而更令人欣慰

的是柬埔寨貧窮村民也開始自立興學。 

 

 

 

 

 

 

 

2. Thnal 教育中心 

2013 年 4 月，CTEP 應"世界展望會柬埔寨分會(WVC)"之託，在 Thnal

開設偏鄉教室。 

由村民們合力蓋起的草棚教室，因稻草自然腐蝕而有所損壞，因此村民自

力修繕教室，換上了新的鐵皮屋頂，而 CTEP 則提供部分材料費用。 

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裏，學生不必擔心教室漏雨，而村民會珍惜他們自己興

建及維修的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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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就業計畫 

經過一年多的摸索，CTEP「就業計畫」的目標明確為 : 

 輔導偏鄉村民及自泰國返回的勞工至績優工廠就業。 

 協助廠商聯繫職工家鄉的親人及村鎮長，來穩定職工的生活與工作，並安撫一些

不理性的罷工、怠工行動。 

「就業計畫」的三大策略合作對象則為 : 

 台商工廠。 

 柬埔寨國家就業局 NEA (National Employment Agency)。 

 Siem Reap (暹粒)、Kampong Thom (磅通)、Battambang (馬德望) 三個省分

的 Commune(鄉)。 

柬埔寨地圖如下 : 

 Kampong Thom (磅通省)位於地圖正中央，人口 70 萬，距離地圖下方 Phnom 

Penh (金邊) 168 公里，地處 Phnom Penh (金邊)與 Siem Reap (暹粒)中間位置。 

 Siem Reap (暹粒省)位於 Kampong Thom (磅通)省左上方，人口 90 萬，距離

Phnom Penh (金邊) 320 公里，是吳哥窟景點及 CTEP 本部所在地。 

 Battambang (馬德望省)位於 Siem Reap (暹粒)省左下方，人口 104 萬，距離

Phnom Penh (金邊) 295 公里，近鄰泰國，該省許多柬埔寨人前往泰國打工。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C5rSkzs7KAhUHIaYKHYIRDtMQjRwIBw&url=https://kh.boell.org/en/categories/cambodia-map&psig=AFQjCNGPhKyA6ZPnSis_PmDolNyIvgjMkw&ust=1454142807639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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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鄉鎮普查 

柬埔寨有 25 省、197 區、1633 鄉，CTEP 設置的 20 餘所教育中心分布在 Siem 

Reap (暹粒省)、Kampong Thom(磅通省)、Battambang (馬德望省)，這就是

CTEP 就業計畫策略發展的省分。 

Province 省   District 區 Commune 鄉 

Siem Reap 暹粒省 12 100 

Kampong Thom 磅通省 8 81 

Battambang 馬德望省 14 102 

其他 22 省       163     1350 

合計 25 省      197 區    1633 鄉 

CTEP 已經於 2016 年元月在 Kampong Thom 磅通省完成 21 個 Commune 鄉

的實地考察，詳請點閱〔Kampong Thom 鄉鎮考察報告摘要〕。 

如果能募足資金，同樣的鄉鎮考察將在磅通省其他鄉鎮及暹粒省東部實施；暹粒

省東連磅通省，磅通省接近工廠聚集的大金邊地區，我們較易輔導當地村民前往

金邊的台商工廠就業。 

如果經費更加充裕，CTEP 會遠赴馬德望省做鄉鎮考察，該省緊鄰泰國，有許多

自泰國返回的勞工。 

考察之後，CTEP 進一步的將於第 2 季、第 3 季、第 4 季在磅通省的不同鄉鎮設

置偏鄉教室。 

 

 

 

 

 

 

 

 

(鄉鎮普查照片) 

http://camtw.com.tw/cambodia/wp-content/uploads/2016/04/Kampong-Thom-Province-Commune-Data-2016.1.2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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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廠參訪 

2015 年 12 月，CTEP 聯合柬埔寨國家就業局 NEA (National Employment 

Agency)邀請來自暹粒省及磅通省的 29 位鄉長(Commune Chiefs)或其代表，組

團參訪金邊的台商 Q 成衣工廠，這些鄉長下轄人口約 28 萬人，影響力極大，參

訪效果極佳，唯一遺憾的是，成衣工廠需要的多是女工。 

為了替男工爭取就業機會，CTEP 於 2016 年 2 月 23~24 日，再度聯合 NEA 組

團參訪金邊的台商 S 製鞋工廠，此次範圍擴大至暹粒、磅通及馬德望三個省分，

共有 28 位管轄 289 個村 35 萬人口的鄉長及 NEA 主管參加。 

台商 S 新建的製鞋工廠規模極大，讓參訪的鄉長驚訝原來柬埔寨也有這樣新穎的

大工廠，遺憾的是，製鞋工廠需要的仍然多是女工。 

(工廠參訪照片) 

 

 

 

 

 

 

 

 

 

 

 

 

 

CTEP 早已經由 20 餘所偏鄉教室，獲得廣大村民的信任，現在 CTEP 進一步與

NEA 建立了互信基礎及合作默契，日後可以經由 NEA 及 CTEP 偏鄉教育網邀請

更多鄉長參訪台商工廠，但前提是 CTEP 必須解決包括下列之各項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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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鄉村招募的村民，習慣於自由自在、不受拘束，需要一段歷程來適應工廠

內有紀律的步調，因此第一、二份工廠職務很可能易於異動；相對下，直接

到工廠應徵的，多數是已經在其他工廠適應過的有經驗勞工。 

 村民自鄉村前往金邊工廠覓職，在領取到第一份工資之前，平均需要 US$100

週轉金 (赴泰國打工更高)，除了賣雞、賣豬之外，只能靠借貸籌款，所以柬

埔寨各地都有 MicroFinance 小額信貸，即使是 "WorldVision 世界展望會" 

關係企業的 VisionFund，其利息都超過 25%。 

 工廠參訪需要花費極大的資金與人力，會排擠CTEP教育計畫所需要的資源，

因此若無外界支援，CTEP 將暫停工廠參訪及上述的村民覓職補助。 

三、 就業招聘會 

1. 國家就業局 NEA 就業招聘會 

CTEP 於 2016 年 2 月 18 日參與下列兩場 NEA 就業招聘會，協助台商工廠現

場招募了 26 位勞工，並為後續招工開啟新機。 

a) 磅通省 Trapeang Reussey 

 

 

 

 

 

 

b) 暹粒省 Knach Trach pag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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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商工廠招工面試 

CTEP 在位於暹粒市的 CTEP 勞工中心為台商成衣工廠舉辦招工面試，現場招

募了 10 位勞工，為日後協助台商工廠招工面試，建立起 SOP 標準作業流程。 

           (色盲測試)                        (機器操作) 

 

 

 

 

3. Kralanh High School 就業說明會 

CTEP 於 2016 年 3 月 9 日參加 Kralanh High School 就業說明會，了解當地

高中生畢業後的就業情況，因為台商需要的不僅是生產線勞工，也需要基層培

訓幹部。 

(會場情況) 

 

 

 

 

 

 

 

四、 建教合作 

HSB 是柬埔寨的一所 1200 位學生的偏鄉中學，校內開設縫紉課程；台商 Q 成衣

工廠提供了 8 台舊「電動縫紉機」，並接納該校縫紉教師前往工廠實作培訓。 

目前 HSB 開出 7 班縫紉課程，共有 150 位學生，台商 Q 成衣工廠提供滑潤液、

剪刀、布料、針線及其他工具，電費則由學生分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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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NEA、村民與台商 

1. NEA 

柬埔寨國家就業局NEA (National Employment Agency)與CTEP合作密切，

主要原因是台商在柬埔寨的成衣與鞋業(Garment and Footwear)投資龐大、

僱工眾多，而來自台灣的 CTEP 是極罕見的願投入就業服務的 NGO。 

Garment and Footwear 是柬埔寨最大的產業，2015 年的出口總值為 71 億

美元，約佔柬埔寨出口總額之 79%。超過 1,000 家的廠商雇用了 75 萬人，但

85%以上的勞工為女性。 

 

 

 

 

 

 

Garment and Footwear 的最低工資自 2010 年的每月 61 美元，躍增至 2016

年的 140 美元，加上食宿交通全勤等津貼及加班費，現在的員工通常可以領

到 200 美元以上，但該最低工資僅適用於 Garment and Footwear 產業。 

由於 Garment and Footwear 產業僱用的絕大數是女工，因此女工不足，男

工找不到好工作而繼續流向泰國，造成柬埔寨生產力、社會及家庭的問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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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CTEP 向 NEA 建議，敦請政府以稅賦及其他優惠措施來鼓勵廠商將男工

雇用比率倍增為 30%。 

 

 

 

 

 

 

 

2. 村民 

偏鄉村民大多很單純、易受騙，吃了虧以後就對外人抱持懷疑態度，對於免費

的服務也都存疑。 

CTEP 於 2015 年開啟就業服務，這是柬埔寨 NGO 界的創舉，但也遭遇許多

質疑，其中最令人氣餒的是我們所要幫助的村民都懷疑我們。 

日前在一場國際 NGO 活動中，鄉長 Commune chief 致詞，他告訴村民們可

以相信CTEP，但不要任意相信人力仲介，人力仲介通常在偏鄉找到一位村民後，

會請對方協助找其他村民並給予 50、100美元的酬勞，再將人轉賣到其他公司，

去當非法勞工。 

僅僅在幾個月前，CTEP 還被質疑為不法牟利的人力仲介，現在有如此重大的改

變，都歸功於 NEA 公權力的加持、台商工廠的實力以及 CTEP 上下一心的真誠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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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柬埔寨台商 

CTEP 自 2015 年初開啟就業服務，一年來挫折不斷、成果不多，在摸索過程

中還帶給台商不少麻煩，特別感謝台商不厭其煩、且不求回報的繼續支援，展

現出台商的企業社會責任，以及主事者的慈慧。 

CTEP 感激在心，日後在廠商需要時，當必協助廠商聯繫職工家鄉的親人及村

鎮長，來穩定職工的生活與工作，並安撫一些不理性的罷工、怠工行動。 

 

參、財務狀況  

2016年第一季捐贈收入為US$30,198，費用支出為US$36,298，差額US$6,100，

這是連續第四個季度入不敷出，詳細資料請點閱 2016 年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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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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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第 1 季 30,198 36,298 (6,100) (7,791) 

因應財務缺額，CTEP 下調 2016 年預算，自原先設定的月均 US$15,000、全年

US$18 萬，減少為月均 US$13,000、全年 US$15.6 萬。 

從而，偏鄉教室的新設及課程的增班全面減緩，就業計畫亦暫停花費較高的工廠

參訪及村民覓職的交通食宿補助。 

CTEP 有理念、也有執行力，如獲充分資源，能將柬埔寨教育/就業的規模倍增，

或將 CTEP 在柬埔寨的成功經驗複製到緬甸或其他國家地區。 

誠請支持，敬請點閱 CTEP"網上捐款"。 

  

http://camtw.com.tw/cambodia/wp-content/uploads/2016/04/CTEP-財務季報-2016年第1季-2016.3.31.2.pdf
https://camtw.eoffering.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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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我 22 歲，在 CTEP 的半年志工人生 

       (徐民憙 Mindy Hsu  mindy82520pooh@yahoo.com.tw ) 

    獻給：現在或曾經或未來，跟 CTEP 有緣份的人們。分擔的力量是很大的，

尤其是打從心底願意承受。 

    在我還在台灣的時候，剛剛從封閉的軍校畢業，我努力想要到外面看看重新

認識自己、認識這個大社會，好彌補自己因為軍校 4 年被隔絕的世界。我並非抱

怨軍校有什麼不好，反倒感謝軍校教會我的三件事情：勇敢、接受、忍，只是我

對自己說，我想要出來增廣見聞，因為我還活著，我想要用我的眼睛去看更多的

事情，離開自己的舒適圈是一件令人帶著不安卻同時感覺興奮的事情。 

    於是我在畢業日往後推 1 個多月的日子，西元 2015 年 8 月 2 日搭上越南航

空平安降落柬埔寨，看見了一球一球的棕梠樹，內心五味雜陳：又悲又喜、又愛

又恨，於是我的半年開始了……！ 

    下飛機之後，我和我的同伴一起搭上 CTEP 為我們安排的嘟嘟車回到 CTEP

中心位於暹粒的本部 (以下簡稱中心或者家)，回來的時候一個人也沒有，我們

循著臉書上來自一位中心主任志工的訊息留言 ~ 鑰匙在大門的旁邊地板的一

個磚頭後面用紙包起來的一團東西裡面！然後附上許多中心內部的照片跟大致

的樓層簡介。 

 

 

 

 

 

 

 

    我第一眼看見中心大門的感覺：喔？這裡治安很差嗎？為什麼門要用兩層，

內層是三段式玻璃門、外層是像台灣公立學校的那種拉式鐵門、外加上兩個大大

的鎖頭，有種進去就出不來的一種感覺。我們安置好自己在三樓的房間和寢具之

後，到二樓辦公室等待主任志工 Kim 參加偏鄉結業式回來。她是一個非常樂於

分享並且樂觀向上的女生，大我一歲。 

mailto:mindy82520pooh@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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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八點到中午十二點，下午兩點到晚上六點是上班時間，長期志工每月有

兩百美金的生活津貼，和其他機構比較起來雖然行政業務繁雜，但是住宿和伙食

中心都會供應，所以如果不要太過於奢侈，一個月兩百美金是非常足夠花用的。

上班時間是明定，但是晚上志工們還有中文班的課，接下來還要吃飯和盥洗，然

後紀錄工作週報，一整天下來可以說是忙碌而充實的。 

    中心和其他慈善機構不太一樣，志工性質屬於偏行政志工的類型，例行公事

不外乎準備中文課教材、撰寫有被領養的偏鄉教室各期報告，以供資助者了解該

偏鄉的教學成效及孩子學習成果、訪視偏鄉視導偏鄉教師教學情況、整理捐贈物

資、準備各偏鄉結業式禮物、中心財務作帳、需要適時在信件往來中提供意見或

想法等。這樣的志工模式比較不如同一般大眾對於志工發送物資、勞力活動的形

象，像我們這樣一個人員小巧的組織來說，行政業務的重要性也是不容小覷，更

需要大家一同分擔，以使得資源被妥善利用。 

     

 

 

 

 

 

 

 

    繁重的行政業務對於新手交接者以及只有三個人的志工人力來說，其實有些

吃力。8 月 5 日，一位馬來西亞短期志工的加入，和我一起建立了快速但卻堅定

的友誼，我們不曉得為什麼很快就成為共患難煮婦二人組，是她教會了我煮出我

人生中的的一鍋飯、第一道菜，也是她教我如何分辨肉是不是壞掉的。我們一起

經歷了很多事情，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一次我和馬來西亞志工跟音樂系同

伴出發要去偏鄉拍攝彼得老闆交代的影片，但是我們沒有機車、也沒有汽車，於

是我們和當時一位住在中心四樓的偏鄉老師問了路，然後就在隔天，三個傻瓜騎

著腳踏車，在不曉得 10 公里對淑女型腳踏車來說有多遠的情況之下，踏上了艱

難的道路，我們一直騎、一直騎，中途我們不太確定位置，天氣炎熱，我們都汗

流浹背、口渴的無法言喻，於是我們停下腳踏車，到路邊稍作休息，然後重新確

認方向，約莫 15 分鐘左右，我們又踏上了腳踏車，繼續前進，大約在下一個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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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後，我們終於到達了位於中心 10 公里的 Provincial Orphanage(PO)偏鄉教

室。 

 

 

 

 

 

 

 

   PO 是由孤兒院提供教室場地、桌椅，CTEP 提供教師、薪資、電費、電腦，

共同合作而成立的偏鄉教室，初期 CTEP 原來只提供孤兒院營養午餐，並沒有要

開班級的打算，但是之後慢慢發現其實附近有些小孩需要花很久的路程才能夠到

小學上課，但是因為政府的教育規畫並不是很完善，小學只有半天的課程，沒有

被妥善管理的小學，在上課期間，老師很少會教課，所以學生大多數只是到學校

花半天的時間和同學在學校玩耍、然後再回家幫忙農務，或者是很多學生因為家

長覺得念書無法維持家計，決定讓小孩不到到學校去而要求他們留在家裡幫忙做

生意或是做農。CTEP 希望改善附近小孩的教育狀況，於是開設英文班和電腦班，

實施啟蒙教育，希望培養他們和外界接軌的能力，不要一輩子只生活在這裡。 

    彼得老闆說：「如果說教育是 0 ~ 100，那我們只做 0 ~ 1，我們不可能取代

政府的教育功能，但是我們可以啟蒙小孩，讓他們不會對知識陌生，而學英文是

世界語言、必須會；而電腦是一個能夠快速與世界接軌的方式，所以我們努力募

集電腦，讓孩子至少做到熟悉鍵盤、簡單文書軟體應用等等…」 

    我花了一個月又兩週的時間把 CTEP 的 18 間偏鄉教室走完 (另有多間偏鄉

教室已經移交給教會或村民繼續經營)，對他們有很初步的了解。我觀察到了第

一件事情：我能夠幫助他們的究竟還有什麼？在柬埔寨你會看見非常多的國際組

織，標榜的都是濟弱扶貧、關懷弱勢、慈善關懷，但是弱勢是在我們這些自己覺

得能力不錯又有閒情逸致或是覺得情操過人，而想出來的媒體標語。事實上，我

們真的能夠做到什麼嗎？我看見他們因為外來團體帶來的不良習慣並不比外來

人種帶來的友善行為少啊！教育才是基礎，但是要延續、要深入、要有效，而非

一昧地給予，這些才是真正的核心問題，但是卻通常不是媒體關心的核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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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貧窮的人沒有悲傷的權利。」那天，我正在庫房裡整理物資，想到最近去

的偏鄉，看見有許多小孩沒有書包，有些用塑膠袋、有些用一個資料夾就當作書

袋使用，當下看見覺得為什麼我們不把庫房裡的舊書包拿來給他們呢？當時我問

了 Kim，她說：「恩...你有這樣的想法是很好，但是我們的書包足夠發給我們所

有偏鄉嗎？再者，我們要以什麼樣的名義發給他們呢？」其實她想要表達的是，

如果只是一昧地給予，只會養成這些小孩子的壞習慣，他們久而久之會把外界給

他們的東西視為理所當然，不用花一絲力氣去爭取，如此會扼殺他們長大之後自

力更生的能力、會讓他們潛意識裡變的懶惰、如果物資不夠配給所有人，會有公

平差別待遇的問題產生……等等。 

 

 

 

 

 

 

 

    志工這一塊是很大的學問，不是只要有同情心就可以、更不是只要有錢就可

以，做為一位國際志工更重要的是：1. 努力融入當地，學會幾句當地話最好。 2. 

深入探討研究每一個問題，找出對當地人最實質有效的方法才行動。 3. 理性大

過感性，需要有耐力的去接受當地的生活習慣。捐贈物資確實能夠讓世界上那些

物質過剩的國家找到一個窗口以愛心為名而幫助世界上物資嚴重缺乏的國家，但

是要如何分配和中間需要多少人力去分類、盤點、消化，又是另外一回事，大量

的物資在同一個時間點湧入，需要配置人力去處理，確實是每一個慈善組織都會

遇到的問題。尤其是有一些捐贈物資的人，在捐贈物資前並不會去檢查這樣東西

是否還堪用，例如說：我們常常收到大量的原子筆或自動鉛筆，這些都是捐贈者

的美意，但是我們需要花很多的時間去試那一袋又一袋、一支又一支的原子筆是

不是都有水、或是自動鉛筆裡頭只有一支筆芯，那是要請孩子用完那隻自動鉛筆

之後，就要丟掉嗎?或是他們哪裡來的錢去購買新的筆芯呢?有些地方甚至連像樣

的文具店都看不見哩!這些或許可以被歸類為「不了解而產生的錯誤」，但是其實

只需要一點點的認知或是貼心就能夠避免掉這樣的人力和時間耗損或是再一次

不必要的浪費，讓它變成「可以避免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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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長期志工的生活會有很多行政方面的工作，常常會覺得有些壓力，所以

每個月之中大約都會有 15 天的日子需要去訪視偏鄉，訪視我們 18 間偏鄉教育

中心的上課情形、看看教室器材設備等維持情況、然後回來做一些簡短的敘述加

些照片，上傳到 CTEP 的臉書，讓贊助者看見他們認養偏鄉的近況。那些不需要

坐在辦公室的日子，偶爾都會碰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還記得那天，我和兩位柬籍幹部下午 2 點左右出發去 Steung Preah Srok 

(SPS)偏鄉教室，就在車子離開中心沒有多久的時間，突然下起傾盆大雨，是那

種真的很大像台灣颱風來的那種雨勢，約莫 50 分鐘左右車子駛入一條泥巴路，

這是唯二進入那所偏鄉的道路之一，但是兩條都是泥土路，車子以龜速前行而且

不斷打滑，有幾個路段是路很窄、旁邊就是一條河的那種，真的覺得自己在拍電

影，整台車完全不聽使喚，進退兩難，實在是開不下去了，於是我們下了車，車

門都還沒有關上我們就已經全身溼透了!透過沾滿雨水的鏡片我看見車子的輪胎

胎痕裡全佈滿了黃土色的泥土、毫無空隙。下車的位置離教室還有大約 30 分鐘

的路程，雨勢不見小、但我們還是踏上了充滿牛糞和黃土的泥巴道路上，當時我

們已經濕的比在軍校暑訓穿雙濕牌雨衣扛著槍淋雨走下山還要徹底，連

underwear 都可以擠出水那樣，我們每踩一步，腳就會往旁邊位移 5 公分，每

一腳都有不同的新奇，有時左、有時右、有時前、有時後，好像三個人在和隱形

人跳華爾滋。 

    我們大約跳了 30 分鐘才到教室門口，一位偏鄉老師看見我們笑得合不攏嘴，

看我們淋成落湯雞的狼狽模樣…其實連我自己也很想笑，之後，他轉身進去教室

拿出一塊對台灣人來說不怎麼乾淨，卻比他自己身上的衣服還要乾淨的布，要讓

我擦眼鏡和正在滴水的頭髮，那時，我真的覺得很感動，我想他笑，並不是因為

我們被淋成狼狽的模樣，而是在對我們冒著大雨還是要來看他們的行為而由衷的

開心。之後我替教室裡的學生拍照，要做紀錄用。要回去時，那位偏鄉老師，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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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出一個破破的塑膠袋，說：「讓妳裝手機」，感動又再度向我襲來，以前真的不

曉得一個人其實就算什麼都沒有，也可以因為願意給予而顯得溫暖，而今天就發

生在我自己身上...和他們說了再見，我和兩位柬籍主管，再度踏上泥濘的路上，

往 1 公里遠的車子走去，一樣的我們再度又濕的更徹底了，但是這次，我感覺我

帶著滿滿的溫暖走在冷冷的雨中...... 

    所以那天，我在柬埔寨泡了第一次的三溫暖，會暖到心底的那種。即使我沒

有擁有很多，我還是可以讓別人感到溫暖。 

 

 

 

 

 

 

 

 

    在柬埔寨的日子發生了許多無法言喻的故事，我努力將這些化做文字。回想

當初那樣毅然決然的自己：那時的我剛從大學畢業，原先只要簽一張白紙就可以

拿到月領比一般大學生 22K 薪俸高出快 2 倍的軍人鐵飯碗，但是我在大四下學

期，突然就覺得我不希望我的人生因為一支籤就決定我將來的命運，軍人犧牲的

太多換來這樣對等的薪俸卻因為政策規定使然，造成他們的犧牲是為了人而非為

了這個國家、造成國家戰力並沒有因此而提升到達他們奉獻了這樣多的水準。於

是我毅然決然離開了國防部，拒絕簽署我的賣身契，那時我的父母雖然嘴巴上不

說什麼，我卻看的出來他們正在覺得我做了一件愚蠢的事情，然後我又告訴他們

我要來柬埔寨當志工，他們又覺得我在做一件更為愚蠢的行為。我那時非常堅決，

堅決到我氣憤地寫了一封信給爸爸、人明明在台北念書卻硬是寄了一封明信片給

我的父母，在某個周末放假回到家裡兩整天話都不說，哭了整整十二個小時的晚

上，打了電話知心好友問他們你會不會支持我？那是我人生中截至目前為止最瘋

狂的一段時間，你說我想要逃避現實也好，因為我覺得我快要迷失自我，在這個

凡事只講求錢的世界裡，好像不讀研究所、不去工作就是犯了滔天大罪然後等於

拒絕成長、進步、跟上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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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時告訴我的爸爸：「你說我沒有錢憑什麼說幫助別人？」我知道我現在

就算擁有很多新台幣、買了車、有了房，但是卻不了解沒有錢應該怎麼生活；我

知道你和媽媽對我們三個小孩很好沒讓我窮過，但就是沒有窮過，所以我不了解

錢到底可以買到什麼、同時也讓人失去什麼？我想說即便我沒有錢，也可以幫助

別人、找到我自己。」人漸漸長大、逐漸模糊了自己對自己的定義，我想要找回

我自己，所以我需要空間、需要獨立思考、重新觀察我自己。我看過一段很棒的

話：「一直到很久之後我才明白，總是努力融入他人期待情境、在政客教育規畫

下學會如何適切地扮演完美角色的過程，“我”已經失去在矯揉的模型裡，於是

那些我所以為的精彩總是在卸下責任後跟著灰飛煙滅，只剩下一紙漂亮的履歷和

疲憊的自己。」 

    半年回來以後，我爸爸問我：「你將來 20 年以後會不會後悔？後悔自己沒

有留在軍中、羨慕你的同學在 20 年之後有車有房…」我告訴他：「不會，後悔是

因為沒有做到自己喜歡的事情、或是半途而廢；而現在的我兩者皆非，我不後悔

自己做的決定。」 

    國際志工這條路說實在需要非常有熱忱和耐力的人才走的長遠和燦爛的。光

是不為了「錢」作為基本出發點就已經是和世界上 90%的人背道而馳了吧？再

加上身體和精神上的勞動及耗損、文化和風俗上的矛盾也多少會產生不諒解或誤

會。踏上這條路讓我對於人生有新的看法，也對於自己的未來多少有些方向。或

許這就是我覺得享受人生的一種樂趣，做一些別人覺得不可能或是太過理想化的

事情，會有一種成就感，不是高高在上的滿足感，而是希望帶給身邊的人更多人

生希望的踏實感。很想告訴他們，如果你願意，你們也能做到，甚至比我還出色！

如果說我今天很榮幸的被你們羨慕純粹只是因為我多了一些拋棄的勇氣和比較

短路的大腦。很多時候，做！就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