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台灣教育/就業計畫 (CTEP)
2016 年第三季 服務季報
2016 年 7 月~9 月

壹、配合政府政策
一、柬埔寨政府勞工政策 ~ 導引在泰國的移工 回柬埔寨就業

(p.2)

二、台灣政府南向政策 ~ 建教合作 提供台灣青年免費食宿及實習平台 (p.3)
貳、教育計畫
一、本季結業 853 位學生，累積結業 12,736 位學生

(p.4)

二、網路應用課程 ~ 本季在 2 所教育中心新開班，年底前將再增 3 所

(p.4)

三、增設偏鄉教育中心 ~ 開設地點從廟宇/教堂轉向學校，以配合就業

(p.5)

參、就業計畫
一、輔導就業 ~ 本季就業 52 人(27 人至日資工廠)、迄今累積 332 人

(p.6)

二、工廠參訪 ~ 管轄 38 萬人的偏鄉首長參訪金邊 9 家(7 家日資)工廠

(p.7)

三、招聘會及村鎮宣導 ~ 與"國家就業局"及"金邊經貿特區"聯合行動

(p.9)

肆、財務狀況
CTEP 開始將管理人員專職化，請點閱 2016 年第 3 季財務季報。

附件 : CTEP 工作及生活圖文

(P.10)

(p.11)

1) 認識自己國家的過往歷史及現代化首都； 2) AboutAsia 英語教學
合作； 3) 酷熱的結業典禮； 4) 沒有燈的偏鄉教室； 5) Shake and
Move song for phonics class；6) 需要修繕的草棚教室； 7) 師長的
勵志致詞； 8) 缺電的電腦課； 9) 暹粒中山華文學校； 10) 澎湖牙
醫師公會的阮議賢醫師。
參閱 : 2016 年第二季服務季報、2016 年第一季服務季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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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配合政府政策
CTEP 是一個很小規模的非政府組織(NGO,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必須
深入分析社會需求、順應發展趨勢，並配合政府政策、慎選服務項目，才能憑藉自
己微薄的力量，運用政府的資源，做出更多的貢獻。
一、柬埔寨政府政策 ~ 導引移工 回國就業
人口僅 1500 萬的柬埔寨，有高達 50 萬移工在泰國合法或非法打工，造成了許
多家庭、社會及經濟問題；另一方面，近年來大量湧入柬埔寨的外資工廠，卻
面對缺工問題，因此柬埔寨政府的政策是導引移工回國就業，CTEP 的輔導就
業計畫，正成為柬埔寨政府政策的推手。
1. 2016 年 9 月，柬埔寨政府主管勞工就業的機構「國家就業局 ~ NEA,
National Employment Agency」及柬埔寨最主要的開發區「金邊經貿特
區 ~ PPSEZ, Phnom Penh Special Economic Zone」分別發布訊息，說
明來自台灣的 CTEP(Cambodia-Taiwan Education/Employment
Program)在柬埔寨偏鄉輔導村民就業，並組團參訪 PPSEZ 內的工廠，讓
偏鄉村民知道，柬埔寨也有好的就業機會，不須遠赴泰國打工。


NEA (8 分鐘柬文影片) www.goo.gl/gUWzCZ



PPSEZ (英文報導) https://goo.gl/Xbi9v1

2. 2016 年 9 月 17 日柬埔寨政府發佈政策短片，告誡國人不要無知受騙赴泰
打工。


Back Homeland (13 分鐘柬文影片) www.goo.gl/fXE2fd

(柬埔寨國家就業局 ~ NEA, National Employment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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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政府政策 ~ 南向發展 建教合作
繼擴大與「柬埔寨台商」互動、擴大參與「國際 NGO」活動之後，
「建教合作」
將是 CTEP 配合台灣政府南向政策的另一舉措。
2016 年 9 月 23 日報載〔新南向搶才〕，政府將補助超過一萬兩千名台灣青年
到東南亞擔任志工、工作及研習。
不論上述報導是否落實，CTEP 將進行建教合作，開放現有的偏鄉教育及輔導
就業平台，並提供免費食宿，歡迎台灣的學校/機構派遣在校學生/社會人士來
柬埔寨服務，初期暫定與 1~2 所學校/機構進行建教合作，人員安排可採輪調
制，每一學校/機構經常維持多人駐柬服務。
事實上，多年來 CTEP 已經接待過數百位來自台灣及其他地區的學生及社會青
年，2016 年暑期，CTEP 就接待過 4 所來自台灣的大學學生團體。
CTEP 的宗旨是教育，教育的對象不僅是柬埔寨民眾，也包括來自台灣及其他
各國的國際志工及公益訪客，所以 CTEP 開放平台，歡迎所有認真且務實的志
工及參訪者，目的並不是期待每位來者都做出貢獻，而是讓來自較為富裕環境
的國際志工及公益訪客，能在扶貧中惜福、在付出時成長。
(扶輪社青年團)

(中學生)

(大學生)

(社會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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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育計畫
一、 2016 年第三季結業 853 位學生，累積結業 12,736 位學生
2016 年第三季， CTEP 有 9 所教育中心舉行結業典禮，合計 853 位學生結
業，該 9 所教育中心當期的入學人數為 1324 人，結業 782 人，結業率 64.4%，
未能結業的原因包括 : 公立學校課業繁重及在家幫忙家事農務等，但 CTEP
部分教師的教學績效不佳、課程內容不好也是原因，就此，CTEP 的因應措施
包括 :
1. 引進「網路應用課程」及「進階英語」等新課程。
2. 外聘專業訓練師，在每月兩次的在職訓練日，為偏鄉教師提供密集的英
文及電腦培訓。
3. 偏鄉教師在外進修，經核可者，CTEP 補助其學費並提供周末住宿。
4. 績效持續未能改進的不合格教師，將由 CTEP 解職。(CTEP 維持 25~30 位教
師，其中 10 餘位教師更換過。)
5.

績效持續未達標準的教育中心，CTEP 會無所顧忌地的將之關閉。(迄今
CTEP 累積設立 28 所教育中心，其中 7 所已經關閉。)

2016 年 9 月底時，共有 99 班 1,960 位學生在學，包括電腦 48 班、716 位
學生，英文 48 班、1212 位學生，中文 3 班、32 位學生。迄 2016.9.30，累
積結業學生人數為 12,736 位。
日期
課程

2016 年 9 月 30 日
本季(7~9 月)
入學人數 結業人數

迄 2016.9.30 累積

2016.9.30 在學中

入學人數

結業人數

課堂數

在學人數

電腦

435

435

7,585

5,069

48

716

英文

997

418

10,632

7,137

48

1,212

中文

32

0

792

530

3

32

合計

1,464

853

19,009

12,736

99

1,960

二、網路應用課程
前季季報中報導過，柬埔寨偏鄉貧窮且缺電，很少人使用電腦，更奢談上網，
因此 CTEP 在偏鄉推展的「電腦啟蒙教育」，一直停留於 Window Office 的
Word、PowerPoint 及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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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升偏鄉青年的網路技能，跟上社會發展的進程，CTEP 擬訂計畫自 2016
年 7 月起，逐步在 CTEP 所有偏鄉教室的電腦班中導入「網路應用課程」。
1. 開班進度


BB1 教育中心已於 2016 年 7 月率先導入「網路應用課程」。



DS 教育中心隨後已於 2016 年 8 月開班教授「網路應用課程」。



PO、BK、SPS 三所教育中心的「網路應用課程」排定於今年第 4 季開班。

2. 課程內容
包括 Internet introduction、Google、Yahoo、Gmail、Skype、Messenger、
Facebook、YouTube、Search 等 9 項。
3. 問題解決


CTEP 使用的電腦幾乎全是募集來的舊筆電，許多已經老舊至無法升級、
甚至無 Wifi 功能，所幸 CTEP 最大的筆電貢獻者「謝小姐」已協力安排
華碩公司再捐贈數十台再生筆電，將陸續交貨。筆電若有不足或未能及
時到位，CTEP 將在市場中採購 1~2 年舊的筆電。



一些偏鄉教室遠離城鎮，網路通訊較差，必須混用 Modem、Phone，
但即使如此，有幾所偏鄉教室可能無法在一年內開出網路應用課程班。



偏鄉教師的素質不一，網路課程的教學能力有好有壞，CTEP 就利用每月
2 次的在職訓練日，施以密集培訓。

4. 學生改變
偏鄉學生們人生中第一次經由 Google 進入浩瀚的知識領域，通過
Facebook 廣交新朋友，使用 email 傳遞訊息，他們的人生將永遠改變。

三、增設偏鄉教育中心
CTEP 原規劃於今年 9 月在一處偏鄉新設教育中心，因為已有其他國際 NGO
組織在該地區服務，CTEP 決定將有限的資源轉移到其他地區。
CTEP 早期多選擇在廟宇、教堂、村莊內設立教育中心，基於就業計畫之考量，
近期則偏向於偏鄉高中，因為學生畢業後滿 18 歲可以直接進工廠就業，而且
工廠也需要教育程度較高的基層幹部。正在調查的是 Santuk high school，
該校有 50 台人力縫紉機，700 位學生也需要電腦及英文教育，如果順利，
CTEP 將於 2016 年第 4 季在該校陸續開設電腦、英文及縫紉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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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就業計畫
一、 輔導就業人數 2016 年 7~9 月為 52 人、迄今累積 332 人
在台商成衣工廠的提攜下，「CTEP 輔導就業計畫」逐步發展，但柬埔寨的成衣
產業正面臨困境，該國成衣對美國的出口金額，今年 1~6 月為 13 億美元，較
去年同期的 15 億美元減少 13 %，是 5 年來首見，原因是工資遽增、工會滋事。
2016 年第一季，柬埔寨成衣廠淨減少 100 家、鞋廠淨減少 10 家，迄 2016 年
3 月 31 日，尚餘 589 家成衣及鞋類工廠，從而，該產業的勞工需求遽減，CTEP
仰賴的台商成衣工廠難以再提供就業機會給偏鄉村民，因此，CTEP 於 2016 年
7~9 月安置的就業勞工人數僅 52 人，迄今累積輔導就業 332 人。
CTEP 輔導就業人數表 : (未包括勞工自行前往工廠就職及工廠未向 CTEP 回報者)
Province 省
期 間
2015
全年
2016
上半年
2016 年
7~9 月

總 計

產 業

暹粒省

磅通省

其他省

合

計

製 造

5

16

0

21

服 務

41

0

0

41

小 計

46

16

0

62

製 造

31

169

3

203

服 務

15

0

0

15

小 計

46

169

3

218

製 造

1

48

0

49

服 務

3

0

0

3

小 計

4

48

0

52

製 造

37

233

3

273

服 務

59

0

0

59

合 計

96

233

3

332

因應成衣產業衰退、勞工過剩的問題，CTEP 採取的措施是開發來自其他國家、
其他產業的外資工廠，為偏鄉民眾提供就業機會，目前已經初見績效，本季新增
的 52 位就業勞工中，有 27 位是到日本住友集團的 Sumi Wirig 工廠就職，另有
多位即將於第 4 季至 Nishoku 及其他日商工廠報到；此外，CTEP 於 8 月底組
團參訪金邊經貿特區(PPSEZ, Phnom Penh Special Economic Zone)，為 CTEP
所輔導的偏鄉青年開啟了更廣闊的就業市場。(詳見以下報導)
不過，CTEP 將永遠以台商為重，日後成衣及鞋類產業景氣回升時，會優先服務
台商工廠的招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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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廠參訪
2016 年 8 月 30 日~9 月 1 日，CTEP 組團參訪大金邊地區 9 家工廠。
A) 參訪成員 : 來自暹粒省、磅通省及馬德望省的 26 個鄉鎮的地方首長、NEA
政府公務員及 CTEP 工作人員，合計 34 人。三省 26 個鄉鎮的地方首長管轄
著 257 個村莊、65,269 個家庭、384,054 人，其中有 22,667 人離鄉出外打
工，該區域共有 180 所小學、32 所初中及 7 所高中。
B) 參訪工場 : 1 家台商成衣廠 + 位於金邊經貿特區(PPSEZ, Phnom Penh
Special Economic Zone)的 7 家日商工廠、1 家越柬合資工廠。
1. Sabrina 台商成衣廠
2. Taica 日商鞋材廠
3. Denso 日商車用配件廠
4. Rokko Phoenic 日商鞋廠
5. Angkor dairy Product 越柬合資食品廠
6. Heiko Asia 日商包材廠
7. Tanaka Foresight 日商眼鏡配件廠
8. Minebea 日商機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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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參訪成果
1. 參訪團員 : 來自偏鄉的鄉鎮首長驚嘆道"原來柬埔寨也有如此先進的工廠，
每月 US$200 以上的工資+獎金+津貼比泰國差不太多"，紛紛要求工廠儘
早提供職缺，並承諾回去後一定要廣為宣傳，勸導村民不要去泰國打工。
2. 外資工廠 : 前幾年來柬埔寨設廠試點的一些外資工廠，熟悉在地的法規環
境後，陸續開始擴廠，日商 Minebea 機電廠就是實例，該公司現有 5,000
名員工，明年需要增加 15,000 員工，在人口不多的柬埔寨，這是項挑戰，
也將衝擊其他工廠的勞工供需，大家都需要可靠的招工管道。
3. 金邊經貿特區(PPSEZ, Phnom Penh Special Economic Zone) : 協助廠商
招工是特區管理機構的重要任務之一，特區內逾 50%的廠商來自保守的日
本，日本人與台灣人有長遠的友誼互信關係，PPSEZ 很樂見 CTEP 成為其
可靠的夥伴。
4. 國家就業局 (NEA, National Employment Agency) : 很感謝 CTEP 協助
執行柬埔寨政府既定的"移工回國"政策。
5. CTEP : 成功的為偏鄉民眾增加就業機會，成功的與 NEA 及 PPSEZ 建立合
作關係，也成功的將台灣人的友好形象根植於更多柬埔寨民眾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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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招聘會及村鎮宣導
CTEP 經常與"國家就業局(NEA)"舉辦說明會與招聘會。2016 年 8 月 19 日，CTEP
與 NEA 首次聯合"金邊經貿特區(PPSEZ)"，共同下鄉至暹粒省 Tbeng 村舉辦說明
會與招聘會，現場來了將近 80 位村民，這與鄉長承諾的人數落差許多，鄉長在致
辭中一再試圖鞏固村民信心，請他們相信 NEA、PPSEZ 與 CTEP 這三個單位絕非
招搖撞騙的黑心仲介單位，並且強調工作與走出貧困的重要性，村民終於傾向相
信我們，全天一共有 33 位村民登錄前往 PPSEZ 內的工廠就業。

除了工廠參訪及招聘會，CTEP 工作人員頻頻下鄉宣導，為偏鄉村民提供就業
訊息，並教導工廠作業知識。CTEP 工作人員甚至教導年長的鄉鎮村長如何使
用網路，以便其查詢政府及 CTEP 提供的就業訊息。CTEP 就是這樣一步一腳印
的協助村民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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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財務狀況
2016 年第三季捐贈收入為 US$51,642，費用支出為 US$37,488，2016.9.30 時現金
餘額為 US$26,957，詳細資料請點閱 2016 年第 3 季財務季報。
現金流量表 :
現金流量(US$)

當期收入

當期支出

當期餘(差)額

期末現金餘(缺)額

2016 年第 1 季

30,198

36,298

(6,100)

(7,791)

2016 年第 2 季

60,986

40,392

20,594

12,803

2016 年第 3 季

51,642

37,488

14,154

26,957

2016 年 1~9 月

142,826

114,178

28,648

26,957

自 2016 年 7 月起，CTEP 調高管理職長期志工的職務津貼，並將依原定規劃於 2017
年 7 月在台灣設立辦公室、並聘僱專職人員，來將 CTEP 的管理體制專職化，為此
需要積極爭取企業及善心人士的支持，建置足以支應半年營運費用的存底基金，金
額為 US$100,000，以穩定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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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CTEP 工作及生活圖文
CTEP 志工及偏鄉教師在 Facebook 社團 TaiwanCE 及 STT CTEP 自由發佈訊息，
以下是部分摘錄，從中可以略悉 CTEP 的日常工作及生活狀況。
一、教師旅遊 認識自己國家的過往歷史及現代化首都
大多數的偏鄉教師未曾到過自己國家的首都，因此 CTEP 2016 年的年度旅遊
地點是柬埔寨金邊市。2016 年 9 月底偏鄉教師們參觀 Tuol Sleng Genocide
Museum 屠殺博物館，更加認識了紅色高棉時代的悲慘歷史，也參觀了皇宮
及商業區，輕鬆旅遊並見識到現代化金邊的繁榮進步。

二、AboutAsia 英語教學合作
AboutAsia 是深根於柬埔寨的 NGO，該組織將遠從英國而來的 Limited
Resources Teacher Training（LRTT）老師，帶入 CTEP 的偏鄉教室，從課堂
觀察、教學建議到訓練，最終提升老師們的教學品質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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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DR 偏鄉教室 酷熱的結業典禮
難得的高溫，溫度爬上了 35 度，站在屋簷下還是感受得到熱勁，大家汗水直
流。不過天氣再怎麼炎熱，都沒有我們 DR 學生來的熱情！ 因為跟過往相比，
今天的 DR 結業式出席率高得驚人，來了 140 人之多，而且在老師安排之下，
井然有序地坐著等待典禮開始。在老師們極力邀請之下，學生家長也輸人不
輸陣，來了 20 多位，加上村長的蒞臨，家長們都非常踴躍發表致辭，勉勵台
下的孩童多唸書。DR 幾名學生也毫不羞澀，立刻高歌了一段「You Are My
Sunshine」 ~ 相信大家在這學期都有好好學習 ~。

四、沒有燈的 Thnal 偏鄉教室
抵達 Thnal 偏鄉教室時已經下午了，因為雨季的關係，太陽下山的時間很早，
沒有燈的教室六點之後便顯得昏暗，小朋友利用老師手機手電筒照亮白板的
燈光，抄寫筆記，教師 Vorn 結束自己的課程後不但沒有回去休息，還前往另
一間教室跟學生們一起上教師 Samar 的電腦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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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Shake and Move song for phonics class
在 CTEP 教育中心，偏鄉教師教唱 Shake and Move Song
https://www.facebook.com/sarunu.kieng/videos/531367247067557/

六、需要修繕的 SPS 草棚教室
SPS 的兩位老師都非常優秀，教學活潑生動，運用很多小技巧加強和學生之
間的互動，例如讓學生分組競賽或是利用小組討論的方式讓學生進行活動，
使學生增加不少學習興趣，本來困難的課程也不在那麼無趣。老師也為了讓
學生能夠學習到更多知識，在假日時另外自修上課不斷精進自己。
SPS 的教室為台灣實踐大學學生志工一年多前免費建置的草棚教室，目前已
有多處破損，需要修葺，故這次訪視也仔細察看了破損的地方，並重新丈量，
評估是否需要將屋頂的材料換成更加堅固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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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KR 偏鄉教室 師長的勵志致詞
Valuable advice from our Commune Councilor - “Practice well what
you've learnt, as practice makes perfect. You are fortunate to have
opportunities to learn, make best use to improve yourselves. Be a good
member to your family, be a useful member to your community."
Chief of Police gave much encouragement to young students - “You
are pillars of our future society, so build your knowledge and be
stronger every day!”
In addition, CTEP Director Kim reminded "This is a good day! This is a
good beginning for the basis of your future learnings. Let's rejoice and
be happy to learn more!”

八、DS 偏鄉教室 缺電的電腦課
一早出發，歷經了搖搖晃晃近 2 小時的路程, 我們好不容易來到了 DS。 踏
入教室，教師 Lin 告知我們沒電，其實是電力供應不足，只有電燈會亮，風
扇轉不動，網路更不可能開啟。這班學生是 Lin 在另一間偏鄉教室帶了近 2
年的孩子，他們為了能上網路課程即使騎近 1 小時的腳踏車也很開心，從他
14

們身上我看到 Lin 的付出, 教育出一班懂事且好學的學生。沒網路不能實際
操作，Lin 就開始教理論，用問和答的方式加強學生們對網路的觀念；下一
班的教師班也是上網路課，慶幸的是後來電力恢復了，也順利的上完課。

九、暹粒中山華文學校

CTEP 中文班學生的進修學校

柬華理事總會成立於 1990 年，會址設於金邊，下轄五大會館、各省理事會、
宗親會等 100 多個分支及 70 幾所公私立華校。
中山學校是柬華理事會在暹粒設
立的華文學校，CTEP 自己開設有
中文班，但挑選班上績優學生，資
助其至中山學校接受華語正規教
育，迄今已培育 34 位學生。每年
二月及八月是中山學校的註冊期，
CTEP 代為繳交註冊費，並向資助
者報告學生們的學習表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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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KOL 偏鄉教室 澎湖牙醫師公會的阮議賢醫師
KOL 是由 CHSO (Cambodia Health and Smile Organization)全額資助並
委託 CTEP 教學管理的偏鄉教室。CHSO 是澎湖牙醫師公會的阮議賢醫師所
創設，阮醫師每個月都會來柬埔寨義診，先前在暹粒，這一兩年以馬德望為
主。
從臺灣運來國光號 20 人座，整修後成為行動牙科診療車，每個月的義診便能
看到國光號在路上行駛，為偏鄉兒童的牙齒健康帶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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