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台灣教育/就業計畫 (CTEP)
2016 年第四季 服務季報
2016 年 10 月~12 月

壹、教育計畫 (p.2)
2016 年結業 3527 位學生，6 年來累積入學 21134 位、結業 13563 位學生。柬
埔寨正規教育日漸改善，CTEP 將凍縮教育計畫，將有限的資源轉移至就業計畫。
2017 年目標是結業 4,000 位學生，並新增職業培訓及網路課程，以因應就業需要
及時代進步，另將經由關閉、新設、重開教育中心，來有效運用有限的資源。
參、就業計畫 (p.6)
2016 年回報資料的就業人數 367 人；職工流動率及產業變化是最大挑戰。
2017 年目標為累積 2000 人就業；將加強村民的就業說明及男工培訓，除了以
成衣廠為主的台資工廠，還將擴大開發以機電為主的日資廠商。
參、東南亞服務實習計畫 (p.9)
台灣教育部提撥 10 億元推動「新南向人才培育政策」，但執行面偏向教育機構，
未能有效運用東南亞台商企業及 NGO 的在地資源。
CTEP 落實"國際服務、服務台灣″的宗旨，2017 年六月前試點實施「東南亞服
務實習計畫」，提供台灣青年在東南亞《國際服務 + 企業實習》的機會。
肆、財務狀況 (p.10)
2016 年捐贈收入 US$15.4 萬、費用支出 US$15.2 萬，現金餘額為負值，改善財
務是 CTEP 迫切的難題，請點閱 財務季報。
伍、志工專欄 (P.11)
志工的背景、工作及心得 : 1) 台大劉玉婷(P.11)；2) 輔大李佳蓉(P.12)；3) 香港中
文大學唐諾兒 (P.13)；4) 文藻外語大學謝宜庭 (P.15)。CTEP 志工的例行工作(P.19)
陸、工作及生活圖文 (P.21)
1) 偏鄉教師在職訓練 (p.21)；2) SPS 草棚教室修繕 (p.22)；3) 消防宣導
(p.23)；4) 中文班學生獲獎學金赴中國貴州省留學 (p.23)。

前兩季季報 : 2016 年第二季服務季報、2016 年第三季服務季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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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育計畫
一、2016 年結業 3527 位學生，6 年來累積入學 21134 位學生、結業 13563 位學生
日期

課程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第 4 季

2016 全年

迄 2016.12.31

2016.12.31

(10~12 月)

(1~12 月)

累積

在學中

入學

結業

入學

結業

入學

結業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電腦

793

326

2613

1493

8378

5395

57

889

英文

1285

486

3835

1996

11917

7623

64

1769

中文

47

15

106

38

839

545

4

47

合計

2125

827

6554

3527

21134

13563

125

2705

課堂數

在學
人數

2016 年 CTEP 全年結業 3527 位學生，僅達成 4,000 人目標之 88%，未達目
標的主因是柬埔寨政府的正規教育日漸改善，許多學校增加教學時間、提供
課外輔導，導致 CTEP 教育中心的入學學生減少、退學人數增加，但 CTEP
團隊仍須努力改進。
國際服務的最終目標就是不被需要而終止服務，CTEP 希望能儘早結束在柬埔
寨的教育工作，將有限的資源移轉到其他用途或地區。

二、2017 年目標 : 全年結業 4000 位學生
2017 年結業學生人數目標維持於 2016 年同樣的 4000 人。
基於財務及績效考量，CTEP 將凍縮教育計畫，將有限的資源增加投入就業計
畫。2017 年 CTEP 不再擴大偏鄉教育的規模，開設一所新教育中心之前，要
先關閉一所績效較差者。績效考核的標準包括，每一教育中心每年須結業 200
位學生，未達績效標準的將被關閉，將有限的資源轉移至更偏遠、更需要電
腦及英文啟蒙教育的偏鄉。
三、績效管理 : 關閉、新設、重開教育中心
1. 關閉 KPT 教育中心 ~ 績效不佳
KPT 第 10 期課程結束後暫時關閉，因為自 2013 年 8 月迄 2016 年 10 月，
3 年餘僅結業 40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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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設 ST 教育中心
在關閉的 KPT 所在之 Kampong Thom 省，省內貧窮地區有一所 ST 高中
( Santuk high school)，7 年級至 12 年級共有 727 位學生。ST 距離金邊
就業市場僅 140 公里，距 CTEP 本部所在的暹粒則為 180 公里，該校學生
多數未能完成學業便到金邊工廠工作以分擔家計，此外，學生會利用學校
假期去當建築工人、賣麵包、家務整理、工廠工作、採木薯。
為幫助該校學生在高中畢業後順利就業，2016 年 11 月，CTEP 在 ST 新設
立教育中心。ST 第一期開出 7 班電腦班、5 班英文班、2 班縫紉班，合計
14 班、310 位學生，遠超過剛關閉的 KPT，達到了調整教育中心、有效運
用資源的目的。
(ST 開學典禮)

(典禮前和尚祈福)

3. 重開 Tasne 教育中心
Tasne 教育中心是"澎湖牙醫公會"
的阮醫師所創設，2013 年 2 月起
由"柬埔寨台灣教育/就業計畫
(CTEP)"經營管理。
2014 年 4 月，CTEP 將 Tasne 教育
中心移交給某基督教機構，經過 2
年半之後，基於績效考量，Tasne
教育中心的電腦班於 2016 年 11 月
再度移轉交還 CTEP 經營管理。
繼 Tasne 之後，還有 Taom、KK 及
剛關閉的 KPT 等被移轉或關閉的教
育中心，日後也可能重返 C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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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職訓課程 : 縫紉班
1. HSB : 第一所開設縫紉班的 CTEP 教育中心
台商成衣廠在柬埔寨推廣職訓教育不遺餘力，2015 年曾提供多台中古的電
動縫紉機給 HSB 縫紉班，2016 年 9 月柬埔寨洪森總理來到 HSB 參訪，見
到 HSB 的電動縫紉機非常驚喜，因為其他學校使用的都只是腳踏縫紉機，
因而特別撥款整修破舊的縫紉班教室。
(洪森總理參訪 HSB)

(特別撥款整修的教室)

2. ST : 第二所開設縫紉班的 CTEP 教育中心
新開設的 ST 教育中心擁有 50 台傳統腳踏縫紉機，校長曾自行募資每月 50 美
金聘用老師前來教授，只執行三個月就因資金不足而被迫結束，CTEP 協力重開
縫紉班，台商成衣廠亦將捐贈多台電動縫紉機給 ST。
(ST 學生操作腳踏縫紉機)

(台商將捐贈的電動縫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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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網路應用課程
CTEP 自 2016 年第 3 季起，逐步在 CTEP 所有偏鄉教室的電腦班中導入「網
路應用課程」
，課程內容包括 Internet introduction、Google、Yahoo、Gmail、
Skype、Messenger、Facebook、YouTube、Search 等 9 項。
網路設備架設及網路課程開班進度 :
2016 年 第 3 季 : 已完成 2 所教育中心 BB1、DS
2016 年 第 4 季 : 已完成 3 所教育中心 SPS、PO、BK
2017 年 第 1 季 : 規劃 5 所教育中心 KR、Thnal、DR、TY、KOL
2017 年 第 2 季 : 規劃 4 所教育中心 PT、SC、KPT、HSB
待解決的問題依然是先前季報所報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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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偏鄉教室遠離城鎮，網路通訊較差，必須混用 Modem、Phone。



偏鄉教師的素質不一，網路課程的教學能力有好有壞，需要密集培訓。



全部教育中心的網路設備架設完成後，每年的網路及相關費用將超過
US$10,000。

(架設在 SPS 教育中心的網路設備)

(掛在 BK 教室梁柱上的網路設備)

(DS 教育中心學生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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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就業計畫
一、2016 年的成績與困難
《2016 年的成績》


就業人數 : 回報資料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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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 2016 年
9 月 30 日
2016 年
10~12 月

總 計

產 業

暹粒省

磅通省

其他省

合

製 造

37

233

3

273

服 務

59

0

0

59

小 計

96

233

3

332

製 造

0

23

0

23

服 務

12

0

0

12

小 計

12

20

0

35

製 造

37

256

3

296

服 務

71

0

0

71

合 計

108

256

3

367

計

經由 CTEP 直接或間接輔助就業的人數超過上表數據，因為許多村民自行前往
工廠就職，一些工廠也未向 CTEP 回報村民報到人數。


就業宣導 : 深遠影響
CTEP 舉辦過數十個鄉村考察、十餘場就業說明會、3 次工廠/工業區參訪，參
與的區長、鄉長及村長等所管轄的村民近百萬人，對於偏鄉村民未來就業所
產生的影響非常深遠。



協力夥伴 : 台商、日商、經貿特區、國家就業局
CTEP 獲得多家台商支持，並與「國家就業局 NEA」合作，爭取到柬埔寨最大
的「金邊經貿特區 Phnom Penh Special Economic Zone」之支持，還得到
日商的信任，已輔導 50 位村民赴日資工廠就業。



台灣形象 : 友善、可靠、情誼
最重要的是，許多柬埔寨偏鄉區長、鄉長、村長及村民對 CTEP 的友善及專業
已具信心，從而認識台灣，並建立起對台灣的信任與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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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的困難》


新手村民
農村工作辛苦但很自由，來自鄉村的女工，初入工廠不熟悉機器操作，作業
效率較差，一時間又難以適應工廠的規律作息，因此離職率甚高，造成雇主
困擾。CTEP 特此向一直支持 CTEP、仍願雇用新手村民之台商工廠表達誠摯
謝意及衷心歉意。
CTEP 在東南亞見證到許多默默耕耘的台商，敬佩他們照顧民眾、回饋地方，
這就是最好的南向政策。



男工、高齡勞工
多數的成衣廠及鞋廠不願雇用男工，因為縫紉作業適合女性，且工廠滋事者
多為男工；此外，35 歲以上的男女工都不易找到工作。柬埔寨薪資不斷上調，
卻仍有數十萬移工前往泰國打工，這是主要原因。



工資、工會
柬埔寨最低工資自 2017 年起上調至 US$153/月，遠高於 2010 年的 US$61/
月，外加津貼、補助、加班費等之後，一般基層勞工的月收入逾 US$230/月，
已接近越南，但生產力不如越南，更高於孟加拉的 US$64/月最低工資，再加
上柬埔寨的電力、交通等基礎設施不佳，2017 年又有大選，工會運動的問題
恐會加劇，因此外資工廠趨於保守，勞力市場開始出現供過於求的局面。
然而，我們認為柬埔寨或有可能在短期內再呈"女工不足"現象，因為自中國大
陸及日本遷出的工廠太多，越南、緬甸等國都有各自的問題。當前的供過於
求的情勢，或有助於促進勞工自律、工資平穩。



財力、人力
CTEP 財務拮据，沒有專職的就業輔導人員，工作全由教師兼任；與 NEA 合
作的職訓計畫遲遲未能開啟；工廠參訪及偏鄉說明會未能更多舉辦。

二、2017 年的目標與規劃
《2017 年的目標》
2017 年輔導就業人數要累積達到 2000 人，這是超高難度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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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EP 將繼續輔助新手村民、男工及高齡勞工，他們是特別困難、但也正是最需
要協助的對象。
《2017 年的規劃》
為達成 2017 年目標，CTEP 將減緩對教育計畫的投入，將有限的資源轉向就業
計畫，來執行下列行動規劃。


聘僱 1~2 位就業計畫的專職人員，來擴大偏鄉說明會、並增加工廠參訪。



為降低村民就業後的流動性，將加強對村民的就業說明，並且不再協助無正
當理由而離職的村民，以示懲戒。



除了以成衣廠及鞋廠為主的台資工廠，CTEP 還將擴大開發以機電等非成衣業
為主的日資廠商，以降低產業的集中風險。



與 NEA 國家就業局合作的職訓計畫擬於 2017 下半年啟動，職訓內容可能是
針對男性村民的水電修繕、室內配線等基本技能，目標不是要培訓出專業技
師，而是讓男性村民習得一些基本技藝，有機會到相關廠家實作來成為專業
技師，即使到非相關廠家覓職，也可能因多一些基本技能，而增加被錄用的
機會，此外，希望也有助於高齡勞工在家鄉自雇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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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東南亞服務實習計畫
一、實施背景
1. 台灣教育部提撥 10 億元新台幣推動「新南向人才培育政策」，用意良好，執
行面卻偏向教育機構，未能有效運用東南亞台商企業及台灣 NGO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非政府組織)的在地資源。
2. 東南亞經濟、社會及人文快速發展，數十萬外籍配偶及數十萬外籍移工自東
南亞湧入台灣，台商企業赴東南亞設廠經商的也超過萬家；東南亞對台灣愈
來愈重要，能提供台灣新生代的發展機會愈來愈多，然而，許多台灣青年卻
因不甚了解東南亞而裹足不前或中途折返，這是台灣青年的機會損失。
3. CTEP 所接觸的台商企業，大陸籍幹部 vs.台灣籍幹部的比率幾乎都超過 10 : 1，
而且台籍幹部的年齡普遍偏高，許多年輕台幹耐不多久就辭職，高流動率造
成台商企業的成本負擔。
4. 參與 CTEP 服務的長短期志工已近百位，CTEP 也接待過數百位公益參訪人員，
其中許多人願意且適合留在東南亞台商企業工作，卻缺乏機會及管道。

二、計畫內容
1. CTEP「東南亞服務實習計畫」提供台灣青年在東南亞「3 個月國際服務 + 3
個月企業實習」的機會，讓學員得以深入東南亞城鄉、並實際參與工商運作，
來瞭解東南亞的政經情勢及語言文化，做好準備之後才決定是否投向東南亞，
從而有助於台商企業聘僱到真正瞭解並有意願長期投入東南亞的年輕幹部。
2.「東南亞服務實習計畫」的企業實習優先於國際服務，學員的食宿免費，交通
費自理(績優者將獲補助，以鼓勵學員認真實作學習)，企業提供不低於法訂工
資的生活津貼。服務實習結束後，學員得返台就業或升學，也可以向企業申
請轉任為正職員工、向 CTEP 申請擔任長期志工、或轉赴東南亞其他國家發展。
學員的基本必要條件包括 : 1) 有志赴東南亞發展；2) 具英語溝通能力；3) 身
體健康、無不良嗜好。
3.「東南亞服務實習計畫」預定於 2017 年 6 月畢業季或之前試點實施，當前的
困難點，一是爭取企業提供實習名額，二是找到有志赴東南亞發展的青年。
CTEP 正積極策劃，務必試點成功，才能將可行的運作模式提供給政府、企業
及其他 NGO 參考，希望更多機構參與，共同來擴大台灣在東南亞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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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財務狀況
CTEP 嚴控支出，2016 年全年費用 US$152,164，低於 2015 年的 US$162,056，
但捐贈收入 US$153,613，也低於前一年度的 US$162,404。
值得注意的是，2016 年第四季捐贈收入 US$10,787，創 4 年半新低，2016 年
底時 CTEP 現金缺額為 US$242。
詳細資料請點閱 2016 年第 4 季財務季報。
現金流量表 :
現金流量(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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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 4 季

10,787

37,986

(27,199)

(242)

2016 年

全年

153,613

152,164

1,449

(242)

2015 年

全年

162,404

162,056

348

(1,691)

CTEP 在柬埔寨深入偏鄉，為台灣建立良好形象，然而，2016 年全年捐贈收入
中，來自柬埔寨台灣企業及個人的捐款僅占總額的 2%。
CTEP 在東南亞以行動全力支持政府的南向政策，但請託台灣商會及台灣政府各
機關的信函，無一回應。
由於財務問題，CTEP 凍縮教育計劃，也延緩了就業計畫的發展，CTEP 將努力
爭取各界的支持與栽培，才能繼續在海外「國際服務、服務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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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志工專欄
簡介 1 位卸任主任及 3 位現任志工的背景、工作及心得。
一、台大物理系 ~ CTEP 前主任 劉玉婷 (Jade)
Jade 是台大物理碩士，在台積電服務 4 年半之
後，辭去高薪的工程師職務，暫別交往了 10
年的男友，於 2012 年 5 月抵達柬埔寨，擔任"
柬埔寨台灣教育計畫(CTEP)"的志工，每月生活
津貼 US$125。
Jade 初抵柬埔寨時，適逢 CTEP 本部因故遷出
原址，暫時借用教堂的活動間及屋頂來繼續教
學，當時教室桌椅都未能搬過來，Jade 就買了
幾張廉價矮桌，學生席地而坐上課；之後的一
年多期間裏，Jade 帶領著柬籍員工及外籍志工，
篳路藍縷、克難興學，不僅重建了現今使用中
的 CTEP 本部，另創設了 6 所偏鄉教室。
Jade 超愛她的學生，不管是在課堂中、下課後、還是帶學生旅遊時，她總是
與學生打成一片；早期 CTEP 只有幾台自行車及一輛中古機車，Jade 就騎著
這輛機車跑遍各偏鄉教室，最遠的教室一日來回近百公里，旱季時赤陽炙熱、
雨季時道路泥濘，不論如何疲憊，Jade 下了車總是笑面迎向學生；她去學校
探望學生時，經常帶著餐飲點心，來鼓勵同學們努力學習；她甚至勤學柬埔
寨文以便與學生溝通，Jade 的柬文能力，迄今尚無其他志工能夠比擬；有一
次她被偷竊了 USD1,000 鉅款，雖然心痛，卻未改變她熱愛學生的初衷。
服務一年餘之後，Jade 短暫返回台灣，旋即再赴柬埔寨擔任澎湖牙醫公會的
醫療團隊志工，直到懷孕之後才返回台灣定居；恭喜 Jade 於 2014 年 10 月
產下健康美麗的女兒，近日又生下另一個健康美麗的女兒。
作為兩個女兒的母親，Jade 說:「當媽媽之後，分外忙碌。寶寶睡著後的偷閒
時刻，思緒總會回到在柬埔寨生活的時光，有時想起孩子、有時想起工作夥
伴。誠心希望，有朝一日，能再回到思念的柬埔寨。」
多年來，Jade 不曾演講、沒有出書、也未被媒體報導過，但她的默默所為，
讓這個世界增添了一分美好，也將台灣人的友善根植於異國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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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大中文系 ~ 長期志工 李佳蓉 (Laura)
李佳蓉於 2016 年 6 月自輔大中文系畢業，9 月來到柬埔寨擔任 CTEP 志工。
佳蓉大一時加入了輔大文愛志工隊，她說這是她的人生轉捩點，讓一位一直
生活在都市的井底之蛙看見自己的無知和渺小。在志工隊中她學習許多事情，
其中影響最深的是學會用不同的角度來看世界。文愛服務的對象是小孩，需
要彎下腰用他們的視野來看世界，佳蓉因而學會了包容，無論是對帶小孩或
是和夥伴間的團隊合作，隊員在團隊中都需要放大自己也需要縮小自己；放
大，是因為對外隊員的一舉一動都代表著團隊，因此需要格外小心謹慎；縮
小，才能使自己的眼界開闊，不要迷失本心。
大三時當上副隊長，接觸到許多以前在當隊員時沒有接觸過的行政和隊務問
題，讓佳蓉學會更多待人處事、溝通協調的技巧，也了解到經營維持一個團
隊的艱辛、會遇到各式各樣的問題，因為文愛還在草創期，最常遇到的問題
便是人手不足，除了要鼓勵隊員多參與，更要親力親為，這除了增加自己的
危機處理能力，也因為頻繁的出隊而與隊員們更熟悉，甚至在自身的壓力處
理和心理調適都有很大的進步。
佳蓉大四時擔任文學院四支志工隊的總召集人，這對她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
戰，和擔任副隊長不同，擔任總召要面對的人不僅僅只是熟悉的隊員，更多
的是陌生的他隊成員，總召是四隊共同的窗口，負責四支志工隊對外對內的
聯繫，因此對於四支志工隊都要非常熟悉，要讓四支志工隊彼此合作但又不
失獨立性，為了可以達到這個目標，佳蓉積極參與四隊事務，融入不同團隊，
了解各隊的狀況，進行適當的分工，透過分工合作和互相幫助使四隊的連結
更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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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志工隊的四年使佳蓉在各方面都有極大的收穫，深深覺得自己付出的太少
而得到了更多，希望能將志工這條路一直走下去，盡自己一點力量為世界服
務，因此畢業後立即加入 CTEP，開啟國際服務的新頁。
2016 年 11 月，輔大曾聖益教授帶領學生來柬埔寨參訪，適逢 Bakong 教育
中心舉行結業典禮，佳蓉帶領母校師生一同前往，實際了解了 CTEP 的工作
狀況，相信有助於輔大學生參與 NGO 國際服務，CTEP 歡迎更多輔大學生來
參訪或加入 CTEP。
(李佳蓉 志工)

(曾聖益教授)

三、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 長期志工 唐諾兒 (Erica)
Erica 是來自香港的志工，2015 年畢業於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在校期間就投身於
社會服務，畢業後繼續在東南亞地區擔任
國際志工，曾到印尼、中國、柬埔寨、越
南、泰北和緬甸從事中英文義教、孤兒照
顧及耕作等。
Erica 很清楚當志工沒有收入，這卻是她堅
持要走的道路，每段旅程都使她的信念更
加堅定：旅途相遇的人讓她學會真正的團
體合作、學生讓她明白即使改變不了世界，
但我們的世界卻因彼此而改變、合作團體
讓她知道世上願意付出的人還很多。這一
切都令她對自己所做的事更熱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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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a 中英文俱佳，她常在 TaiwanCE 發佈訊息，以下是她的兩篇刊文。
1 . 學生在結業典禮上感謝父母

(2016 年 12 月 4 日)

參加 KOL 第七期結業禮，未正式踏進教室，突然被孩子們熱情的問候嚇
到。他們全體起立雀躍地說了一句簡單而親切的英文 Hello Teacher How
are you? 孩子等待著回應，仍然站著，真摯的眼神讓你會心微笑。這是
他們對老師的尊重，也透過語言和笑容拉近了彼此的距離。
多謝、感激和支持是在結業禮聽得最多的三個詞語。多謝今天我們的到
來、感激 CTEP 的幫忙、有賴學校一直支持…..。這不是一句敷衍也不是
隨便說說，是發自內心的感動。今天特別叫孩子們站起來感謝家人，一
開始大家都很害羞，你看我、我看你，未有一個人說出一句 all khun，儘
管孩子一臉靦腆，最後大家都害羞地說了聲感謝，家人臉上也見安慰滿
足的笑容。可是我們常常習慣感激別人卻忘了答謝父母家人，或許是難
以啟齒或許是太過習慣至無視，這個謝謝顯得有點生疏。在結業禮，最
重要的一句謝謝應該獻給家人，他們讓我們有機會看到這個世界，得到
接受教育的機會，以後再將新世界帶給未來的孩子。這句感謝，毫不熟
練，但對於父母，是觸動心窩的一句。對於我們，則是堅持下去的動力。
(學生在結業典禮上感謝父母)

2. 致外籍志工及柬籍教師

(2016 年 12 月 24 日聖誕夜)

Every volunteer here, wants to make an impact on the biggest scale,
wants to help lift people out of poverty and hardship. Time reveals
the truth, we know less about education, and poverty or people’s
living than a small farmer in Cambodia, who has zero years of formal
schooling. We spend our time behind a desk with intelligence and
capability to 'helping people' but the confuse and uncertain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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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ng the messy, contradictory and in-between-ing reality still occur
to us. Yes, we can speak the vibrant and international language
Chinese and English fluently but we won’t understand something
simple like: how are you today teacher in Khmer.
May someone say they are hoping to effect change in their village,
in a region or in their country, to become someone like you, who is
actively pursuing a more just world, however they underestimate
themselves. Teachers, you are the one to gain valuable upstream and
advocacy knowledge and insights for your students. You all are at
the upmost importance of CTEP. The moment you think you are lack
of knowledge, confidence or ability, I would say, it is the moment
you don't know how great you are that you have inspired your
students in their life.
Sincerely respect teachers and the supporter of every Learning
Centre who devote themselves in education and provide a place for
study, also do their best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in Cambodia.

四、文藻大學應用華語文系 ~ 長期志工 謝宜庭 (Yiting)
謝宜庭於 2016 年 6 月自文藻外語大學應用華語文系畢業，在校期間即參與
天主教社會服務工作，並於 2015 年及 2016 年暑假兩度來到柬埔寨從事國際
服務，她於 2016 年 11 月參加 CTEP。
過去兩個月期間，謝宜庭訪視了各偏鄉教育中心，以下是她的部分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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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B1 教育中心
BB1 位於馬德望省，電腦班設在 Ursuline Learning Center 天主教吳甦樂修會
的學習中心，由吳甦樂修會的修女們管理。
這是我第三次到訪馬德望，馬德望 Chrab
veal 村的學習中心是由天主教吳甦樂修會
的修女們經營管理，在這兩年的服務中，
這次是我首次以 CTEP 志工的身分訪視。
這兩年學習中心的教室從去年的兩間教室，
到今年又增蓋了二樓另外兩間教室，整個
學習環境很舒適、乾淨，教室前還有停摩
托車的車棚，學生來上課都會將自己的車
子停放整齊，學生電腦學習課程有基本的
Word、Excel、Powerpoint、還有 Internet
甚至有 Photoshop。
這次到訪適逢新來的電腦老師在上課，上
課前修女快步的進到教室確認學生出席狀
況，課堂中學生們專注的操作。第二堂課
是新的班級，第一次學習 Internet，老師、
學生們彼此介紹完後開始分配電腦，學生
們按照順序期待拿到屬於自己上課專用的
筆電。

2. SPS 教育中心
每次到 SPS 時心情都會很好，SPS 的教學氛圍活潑，若只看課表上的數據，
會單方面的認為 SPS 應該教學成效不錯，因此學生人數持續攀升，之後就
會直接導向老師們辛苦了這樣的想法，而實際看到教學情況時，原來整個
學習環境這麼好，難怪學生喜歡來上課，老師們的臉上也看不到一絲倦容，
學生很活潑，看到我們的時候很好奇的往我們這裡看，我故意看其中一個
學生並對他做奇怪的表情，他也會用一樣的表情回應我，然後我們一起笑
了，這樣的交流其實在很多偏鄉教室都會發生，但是 SPS 的學生反應特別
靈活有趣，在這裡還是想強調，第一次的訪視到現在的訪視，真的感受很
不同，可以看到訪視的重要，也能體會每次訪視細節的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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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 上課情況)

3. Thnal 教育中心
印象最深刻的是 Thnal 老師 Samath，雖然小小遲到五分鐘，但一進到教
室顯得從容，一到門口就有種掌控局面的氣勢，看到我們也只是稍微打個
招呼就開始上課，教室裡我們彷彿不存在，只有他與學生，連我都這樣盯
著他看他上了半節課，老實說當時不太想離開，他是一個很有教學魅力的
老師，之後 Kim 補充說明 Samath 學生的到課率是 100%，這方面我在填
課表時有注意但沒有特別記得，這也提醒自己在填課表時間時要更留心然
後記得，Kim 問我上課時間時我也回答不出來，需要更用心在每件我做的
事情上面。
(世界展望會提供教室，委託 CTEP 經營 Thnal)

17

4. SC 教育中心
首次造訪 SC，老師 Saven 很年輕，能夠從他的臉龐看出青年的青澀，因
為年紀距離不大，能夠更容易的與孩子們打成一片，教室旁的布告欄可以
看到紅黑的顏色圍繞 CTEP 的課表與學生名單，都是老師自己畫的，黑板
上也有學生折的紙，是貓咪的臉，旁邊的牆上是畫骷髏頭的警告標語，一
問之下才知道，輕輕推一下牆就會整個被推開，因此要警告學生，Narith
說 SC 的學生越來越少，因為附近的居民都到 Siem Reap 來工作，SC 的
學生比較害羞，比起其他教室的孩子他們眼神接觸時都會不好意思的拿起
本子一邊遮臉一邊笑著。
(和尚學生提領筆電前往 SC 教室上課)

5. Tasne 教育中心
Tasne 的教室旁都是被政府保護的林區，我們一下車就能感受到舒服的風
一直在四周吹拂，空氣很新鮮，環境清幽，當時整個學校只有 CTEP 的電
腦課開著，學生們等待我們把考卷拿來前正在練習英打，看到一位女孩子
用細小的手指飛快的在鍵盤上打著，感覺練了很久才有今天這樣的速度；
很喜歡這裡的環境，清新的空氣，看了就心曠神怡的景色，一片片綠色的
樹林，離開前 Narith 補充了柬埔寨的資訊，很多人砍伐樹木賺錢，卻欺騙
居民他們只是把樹砍掉放置在廟宇保管等荒謬的事情，Narith 無奈的笑，
我們也沒多說什麼，以前隨時可以冒險、隨意摘取野果的樹林如今只有房
子，好久沒看到這般景色的 Narith 這天下午也看起來特別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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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ne 的鄉野風光)

附記 : CTEP 志工的例行工作
CTEP 志工除了下鄉訪視偏鄉教室，平常都在做什麼？
一個組織的營運，背後需要很多隻手支撐著，籌募、策略發展、規劃執行、
記錄、維修、採買、補給等等。外籍志工及柬籍幹部們都扮演重要的腳色。
每到新舊志工交接，總需要好一段時間的
交接期與學習期。資深志工了解營運模式，
不厭其煩的教育新進志工，之一，便是傳
授他們電腦管理表格：一個表格記錄著十
幾個偏鄉數百多台筆電及電腦狀態：哪幾
個偏鄉教室的電腦故障送回來維修、哪幾
個偏鄉教室因為即將開網路課程而需更換
較新版本的電腦等等。每台電腦的編碼也
記錄著它的歷史，哪一年提供、幾月、新
舊筆電，數字會說話，告訴我們每台筆電
的身份。
長期志工在 CTEP 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腳色，我們，不同想像可以陪伴小朋
友、教教英文、唱唱歌；而是許多的行政工作：要面對每週來自所有偏鄉
教師的週報告，處理各偏鄉教室的多樣問題，更要執行課本與電腦管理、
訪客接待、資助中山學生並輔導其課業、老師回訓的安排、帳務記錄、薪
資計算、中文班課程規劃與教授、受資助偏鄉結業報告書等等。如此繁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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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志工對於自己的腳色定位更顯重要，這影響著長期服務的心態與
表現，關乎機構營運。

每個月的行程滿滿，隔週的週六是所有偏鄉老師回訓；週日安排參加偏鄉
結業式，如果遇到結業旺季又遇到沒有國定假日的月份真的很瘋狂，會看
到滿滿的行事曆。好險柬埔寨的國定假日不少，總能讓我們喘口氣、放鬆，
參與傳統活動也豐富在這的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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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其他工作及生活圖文
CTEP 志工及偏鄉教師在例行報告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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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教師在職訓練
偏鄉老師在職訓練是每月兩次、隔周六的例行公事，這次看到四樓教室將坐
不下全部老師，不禁深吸一口氣，我們的偏鄉教師怎麼突然變這麼多了!!!
此次在職訓練有兩件重要的事項 ~
1. 由 CTEP 提供借用給所有偏鄉老師每人一台筆電，讓老師們利用時間進修
也提升電腦技能，此外釋出偏鄉教室的筆電，不影響學生學習。
每個偏鄉教室基本都配發 15 台筆電，但為什麼學生人數或可以使用的筆
電只有 14 台？因為一台在老師那。最近我們獲贈一批筆電，湊齊了能提
供給老師的數量，並根據表現、網路課程，提供較好的數台筆電給績優的
教師。再再提醒老師，好好表現，盡心盡力就該鼓勵！
2. 現任志工靜萍也服務滿一年即將回馬來西亞，貼心用心如她，做了可愛的
衣服吊飾給每一個如同家人的柬埔寨教師，謝謝她、更謝謝這段時間的付
出。領電腦、拿禮物的同時，老師們都很會抓緊時間留下可愛鏡頭呢!!!
以下引用幹部 Narith 的文字 :
We are not perfect, but we are not weak.
We are not the top, but we are trying hard.
We are not relative, but we are close together.
We ar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we are going on the same way (goal).
We are CTEP Family !
(在職訓練的 CTEP 偏鄉教師)

(馬來西亞志工製作的衣服吊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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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PS 草棚教室修繕
2015 年 7 月下旬，實踐大學陳國洲教授率領學生志工團來到 SPS 教育中心，
偕同村民興建三間柬埔寨傳統樣式的草棚教室，供師生們教學使用迄今。
(2013 年建設過程的照片記錄)

草葉編製的屋頂及牆壁經不起風雨而腐壞，木製地板經不起學生踩踏而破裂，
地基支柱也鬆動。在阮醫師的協助下，校方、村民、學生共同參與整修，完
成了 SPS 草棚教室的修繕工作。
(牆壁及屋頂的破洞)

(地板破洞)

(屋頂加板、地基支柱補強)

(修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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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防宣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受過訓練之主任許茜雯，帶領唐諾兒及謝宜庭兩位志
工，為 CTEP 管理團隊以及偏鄉老師共 28 人提供以下訓練 :


消防觀念：導致火災發生的三要素、建物特性與逃生相關概念。



火災因應之道：常見的偏鄉火災易發環境，查明火源並判斷本身處境。



模擬操作滅火器的使用：P.A.S.S.



逃生路線：從 CTEP 本部的逃生演練，延伸到偏鄉自行設計逃生路線。

訓練成果是，學員具備使用滅火器能力，並習得逃生路線規劃與應變措施。

四、中文班學生獲獎學金赴中國貴州省留學
1. 胡志新 : 曾於 CTEP 的 AOO 教育中心學習中文，之後由 CTEP 資助在暹
粒中山華文學校進修，成績表現優異，2015 年中開始努力準備漢語考試
HSK (國際漢語標準化考試)，2016 年四月成功申請上貴州大學，已於九月
出發，將留學一年。

2. 陳怡鈴 : CTEP 本部中文班學生，志工們課堂授課並在課後家教，陳生努
力學習精進中文，今年申請到獎學金，將前往貴州大學留學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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