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台灣教育/就業計畫 (CTEP)
2017 年第一季 服務季報
2017 年 1 月~3 月
壹、教育計畫 (p.2)
2017 年第一季結業 1,051 位學生，7 年來累積入學 22,932 位、結業 14,265 位學
生。CTEP 致力提升教育品質，費用因而遽增；在財務拮据的情況下，CTEP 擬"
捨近扶遠"，關閉鄰近城市的教育中心，將有限的資源移轉至更偏遠的鄉村去施教。
貳、就業計畫 (p.3)
近來基層勞工供不應求的情況已經趨緩，CTEP 輔導的低教育、無技術的偏鄉村民難
以直接進入國際大廠就業，因此 CTEP 擴大安排偏鄉青年職訓。
參、協力 培育台灣南向人才 (p.4)
配合政府南向政策，CTEP 開啟「東南亞參訪學習計畫」
，落地招待 20 位台灣青年
參訪柬埔寨及越南，來了解當地農、工、商方面的就業、創業及志業機會。
肆、爭取 台商擴大偏鄉服務 (p.5)
台商崑洲集團在磅通省認養 2 所 CTEP 教育中心、聘僱 300 位省民、支援省政府
職訓中心；台商鼎樽集團亦在暹粒省認養 2 所 CTEP 教育中心、捐助當地居民。
伍、配合 柬埔寨政府就業政策 (p.8)
安排來自 5 個省的 4 位副省長、52 位正副縣長等 70 位公務人員參訪外商工廠，
讓偏遠省分的官員認識國際企業、了解勞資規範，從而能更積極的促進國內就業。
陸、財務狀況 (p.10)
2017 年第一季捐贈收入 US$45,935、費用支出 US$46,572 萬，季末現金缺額
US$879，請點閱 財務季報。
柒、圖文報導
1) 電腦的募集與運送 (p.11)； 2) Children behind the fence (p.11)； 3) 課堂好好
玩 (p.12)； 4) 英文老師 (p.12); 5) Patience (p.13); 6) 以英文教授電腦課 (p13);
7) 在職訓練 (p14);

8) 就業說明會 (p15);

9) 國際移工組織 (p15)

捌、特別專文 ~ 萌芽的夢想 (P.16) 文/許茜雯 CTEP 前主任
前兩季季報 : 2016 年第四季服務季報、2016 年第三季服務季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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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育計畫
一、2017 年第一季結業 1,051 位學生，迄今累積結業 14,265 位學生

課程

2017 年第 1 季

迄 2017.3.31 累積

入學人數 結業人數 入學人數 結業人數

2017.3.31 在學中
課堂數

在學人數

電腦

536

336

8924

5593

64

1030

英文

1107

715

13169

8127

77

2154

中文

0

0

839

545

4

47

合計

1643

1051

22932

14265

145

3231

結業率 : 2017 年第 1 季 = 64% ； 迄今累積 = 62.2%

二、提升教學品質、盡力捨近扶遠
1. 教學品質
CTEP 教育計畫的運作已經相當穩定，目前採取下列措施來提升教學品質 :


偏鄉教師 : 提高教師薪資，補助教師在外進修學費，汰換不適職的教師，
在學生較多的教育中心增加教師。



學期時間 : 以往每一期 3 個月的課程，逐漸增加為每學期 4~5 個月，
從而年度結業學生的人數可能會低於原目標之 4,000 人。



課程內容 : 英文班增加進階英語課程，電腦班增加網路應用課程。

上述措施導致成本費用遽增，目前柬籍教師及外籍志工人數已達 40 人，
加上物價上漲，人事費用金額年增 30%，此外，網路設備購置及數據傳輸
費用，每年亦達 US$10,000。
2. 捨近扶遠
由於經費拮据，CTEP 不再繼續擴充，原則上只維持 20 所偏鄉教育中心，
但是仍有許多偏鄉主動前來請求開設電腦班及英文班，因應偏鄉教育的需
求，CTEP 擬採「捨近扶遠」的策略，逐一關閉鄰近城市的教育中心，轉
往更偏遠的鄉村去施教。
然而，面對學生的求知渴望、家長的殷殷期盼、教師的就業需要，實務上
CTEP 難以關閉任一教育中心，只能盡力而為，力求有教無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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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就業計畫
由於政府大幅調高最低工資以及即將到來的政治大選，外資暫緩流入柬埔寨，甚
至時有外商撤資的傳聞，因而勞雇市場中先前女作業員供不應求的情況已經趨緩，
績優國際大廠錄用勞工的標準也愈趨嚴格。
CTEP 輔助的幾乎都是低教育、無技術的偏鄉村民，在當前的勞動市場中暫時難
以找到好工作，因此，CTEP 調整策略，採取下列措施，以"配合政府施政"及"安
排青年職訓"來補強原先僅有的"直接安置工廠就業"。
一、配合柬埔寨政府、協力促進就業
CTEP 擴大與柬埔寨政府機構的關係，交往對象除了國家就業局(NEA)之外，又增
加 5 個省的省政府及其職訓中心，工作內容包括如下 :
1. 工廠參訪 : 應柬埔寨 5 個省省政府之請託，CTEP 於 2017 年 3 月 1~3 日舉辦
第 4 次工廠參訪，共有 4 位副省長、6 位縣長、46 位副縣長、5 位國家就業局
主任等一行 70 人參加。(相關訊息請參閱第 8 頁)
2. 就業說明會 : 繼續與 NEA 下鄉舉辦說明會，每個月 2~3 場。(相關訊息請參閱第
15 頁)

二、擴大學校職業教育、安排青年職訓
對於低教育、無技術的青年，CTEP 過去的輔助方式是直接引薦到工廠就業，今
後將著重於職業培訓。
1. 縫紉班 : CTEP 的 HSB 及 ST 兩所教育中心獲贈台商提供的電動縫紉機，已經
開設縫紉班，為該校學生及鄰近村民提供縫紉職訓。今年 8 月學生畢業季前，
CTEP 將邀請廠商前來校園徵才。
2. 職訓班 : CTEP 已經洽妥 12 所公民營的職訓中心，並已安置 10 餘位青年接受
培訓，今後將繼續安排更多職訓。

CTEP 安排之
機車維修及烹
飪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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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協力 培育台灣南向人才
外交孤立的台灣，政府推動南向政策時，需要台商及 NGO 非政府組織的支持。
歷經 7 年的柬埔寨偏鄉服務之後，CTEP 有一分能力及一百分的意願來配合國策，因
此 2017 年起 CTEP 的工作方向是 : 國際服務、服務台灣。
CTEP 的各項國際服務都有助於台灣的國民外交及經濟發展，而新啟動的「東南亞參
訪學習計畫」，目標為長期培育台灣的南向人才，則是直接服務台灣。
【南向人才培育 @ 落地招待 20 位台灣青年參訪柬埔寨及越南】
CTEP 與曾任越南慈濟負責人的越南台商及台灣的人力資源公司，共同推出「東
南亞參訪學習計畫」
，第一梯次將落地招待 20 位台灣青年前往東南亞實地參訪，
來了解當地農、工、商方面的就業、創業及志業機會。


參訪國家為柬埔寨及越南。



參訪日期為 2017 年 7 月 9 日(週日)至 7 月 22 日(週六)，為期兩週，第一週
參訪柬埔寨、第二週參訪越南，受時間限制的學員可選擇只參訪其中一國。



參訪之產業、機構及內容包括 :
製造業 : 成衣、機械、製鞋等工廠
工業區 : 金邊經濟特區
農漁業 : 農村、養殖場
金融業 : 銀行、保險、MicroFinance
旅遊業 : 旅遊區、購物商店、旅社業者
機構 : NGO、社會企業
教育 : 公私立學校、教育中心、職訓中心
宗教 : 廟宇、教會
法規 : 簽證、勞動、投資

主辦機構落地招待 20 位青年學員，補助兩週參訪學習期間的食宿交通費用；參
訪學員自付機票、簽證費及保險費，自付金額合計約 NT$22,000。經濟條件較
佳的資深社會人士得自費參加，無落地招待補助，亦不受 20 人員額的限制。
參訪實習結束後，主辦機構可能推薦表現優良且有志赴東南亞發展的學員至企業
界擔任實習生、儲備幹部或正職員工。
報名日期自 2017 年 4 月 1 日起、迄 4 月 30 日止，甄選的重要標準為是否有意
願長期投入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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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爭取 台商擴大偏鄉服務
CTEP 憑藉著深根偏鄉 7 年的地緣人脈關係，爭取台商在特定的省分擴大偏鄉服務，
讓企業的企業社會責任(CSR)能更有效的回饋社會，也讓民眾及政府更為有感，以下
為兩則實例。
一、崑洲集團 QMI Group @ 磅通省 Kampong Thom
崑洲集團 QMI Group (QMI)是在柬埔寨證券市場上市的台商成衣大廠；磅通省
Kampong Thom (KPT)是距離首都金邊 180 公里的小省，該省沒有工業、沒有
旅遊業、僅有缺乏灌溉系統的落後農業，70 餘萬省民中，年輕人不是到金邊就
業、就是赴泰國打工。
在 CTEP 的請託與安排下，QMI 於兩年前開始在 KPT 省展開一系列的"服務偏省、
深根偏鄉" 工作 :


2015 年，QMI 認養 KPT 省 HSB 中學的電腦班，2016 年 QMI 提供電動縫
紉機，擴大 HSB 中學的縫紉職訓班。



2016 年，QMI 雇用了來自 KPT 省約 300 位沒經驗、無技能的村民，提供
其在職訓練及就業機會。



2017 年，QMI 認養 KPT 省另一所中學"ST"的電腦班及英文班，同時提供電
動縫紉機，擴大該校的縫紉職訓班。



2017 年，QMI 進一步提供電動縫紉機及相關設備材料給 KPT 省的"省立職
訓中心" (PTC, Provincial Training Center)。



2017 年，8 月份高中生畢業前，我們將邀請 QMI 來到其認養的 HSB 中學
及 ST 中學做校園招募。

當許多企業捐贈米糧物資時，QMI 專注於就業
相關的服務；當許多企業贊助學校教育時，QMI
在自己的工廠內提供在職訓練，並進一步支持省
政府的職訓教育；當許多企業只錄用有經驗的技
術工人時，QMI 雇用沒經驗、無技能的村民；
當許多企業只在大城市服務時，QMI 遠赴偏省、
深根偏鄉。
QMI 的有效服務，讓 KPT 省的民眾及政府漸漸
開始有感。

KPT 省政府職訓中心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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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MI 認養的 KPT 省 HSB 中學 學生合照

縫紉班學生操作 QMI 捐贈的電動縫紉機

掛在 KPT 省政府職訓中心牆壁上的牌匾

致贈 QMI 感謝牌匾

ST 中學致贈給 QMI 的感謝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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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鼎樽集團 Dintsun Group @ 暹粒省 Siem Reap
鼎樽集團 Dintsun Group (Dintsun)是總部設於台中的成衣大廠；暹粒省
Siem Reap(SR)是吳哥窟的所在地，CTEP 的本部就設在該省。
Dintsun 是第一家接納 CTEP 推薦村民就業的工廠，2015 年 Dintsun 認養位
於 SR 省的 Danroun Learning Center，成為第一家認養 CTEP 偏鄉教育中心
的台商企業；2017 年該公司再認養第二所 CTEP 偏鄉教育中心，這是即將於
5 月新開班的 KS Learning Center。
Dintsun 認養的 SR 省 Danroun 廟宇內教育中心 學生合照

Dintsun 捐贈運動衣

Danroun 電腦班

2017 年 5 月將開班的 KS 中學

Danroun 英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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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配合 柬埔寨政府就業政策
過去一年間，CTEP 與柬埔寨國家就業局(NEA)舉辦過３次企業參訪，參訪成
員的層級是在 Commune 及 Village (柬埔寨行政區域劃分是 Province 省,
District 縣, Commune 鄉, Village 村)，Commune Chiefs 鄉長及 Village
heads 村長參訪回來後，大家都驚喜認知 ~ 原來柬埔寨國內也有這麼棒的
工廠、這麼好的薪資福利，在泰國打工的柬埔寨移工應該可以回來了。
消息上傳後，柬埔寨 25 個省之中的 5 個省提出參訪意願，該五省為 Siem
Reap 省、Battambang 省、Kampong Thom 省、Kampong Cham 省、Prey
Veng 省(詳見附圖)，這 5 省人口合計 450 萬，佔該國 1500 萬人口之 30%。
經過 NEA 協調，CTEP 安排於 3 月 1~3 日為柬埔寨五省公務員舉辦第四次
工廠參訪，此次共有來自 5 個省的 70 位公務人員參加，包括 4 位副省長、6
位縣長、46 位副縣長及 5 位國家就業局主任。參訪的目的是讓偏遠省分的官
員知道柬埔寨也有優質工廠，並且認識國際企業、了解勞資規範，從而能更
積極的促進國內就業，導引在泰國打工的 50 萬柬埔寨移工返國就業。
參訪的 6 家工廠包括日商機電廠、美商鑽石廠、越商奶品廠、日商假髮廠、
日商汽車配件廠及台商成衣廠。前 5 家工廠座落於日商經營的金邊經濟特區
Phnom Penh Special Economic Zone (PPSEZ)，PPSEZ 在訪後發布新聞稿
Phnom Penh SEZ welcomes government officials。
我們特別介紹台商 Sabrina 莎美娜成衣廠，一家企業就在柬埔寨創造了一萬
餘個就業機會、提供較佳的員工福利、導入先進的機器設備、裝置水處理環
保設備、使用太陽能綠色能源，讓政府官員對於台商留下深刻的良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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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者
所屬省分

工商聚集的大金邊
(Phnom Penh)地
區

台商 Sabrina 莎美娜成衣廠

金邊經濟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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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財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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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6 月

60,986

40,392

20,594

12,803

2016 年 7 ~ 9 月

51,642

37,488

14,154

26,957

2016 年 10~12 月

10,787

37,986

(27,199)

(242)

2017 年 1 ~ 3 月

45,935

46,572

(637)

(879)

財務明細請點閱 2017 年第一季財務季報。
2017 年第一季捐贈收入為 US$45,935，感謝兩家柬埔寨台商的慷慨贊助，也感
謝扶輪社友及其他朋友的支持。
2017 年第一季費用支出 US$46,572，較前兩季超出約 US$8,000，其中一半是
三月初五省聯合參訪的一次性費用，另一半則是人員增加及薪資上調所產生的長
久性費用增加。
2017 年第一季收支不足 US$673，季末現金缺額 US$879。
CTEP 在台灣沒有辦公室、也沒有支薪員工，年邁的執行長長期奔波於台柬兩地，
無法專注於公關與募款，也無人傳承接棒。CTEP 原先規劃於 2017 年 7 月在台
灣設立據點、聘僱專職人員，來落實「國際服務、服務台灣」的新目標，也建立
長期經營的管理制度，但由於財務拮据而延後實施。
贊助者請點閱 CTEP 捐款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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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圖文報導
圖文報導的內容是摘錄自柬籍員工及外籍志工在 Facebook 或經由其他管道所發
佈的訊息，目的是讓讀者較深入的了解 CTEP 偏鄉教育與就業輔導的情形。
一、電腦的募集與運送 @ 友誼與知識的傳遞
很少 NGO 大規模的投入電腦教育，因為新電
腦價格高昂、舊電腦耗損率高，募集來的電腦
要運送至異國偏鄉又是一大問題。
今年第一季，華碩電腦公司、日本謝小姐、香
港唐校長及台灣的許多朋友共捐贈了 66 台舊
筆電給 CTEP，非常感謝 !
以立團隊志工以及 CTEP 前主任 Gin 所帶領的
海星中學學生，他們人手一台將筆電攜至柬埔
寨，還有陌生的莊小姐，她一人為 CTEP 攜帶
4 台筆電赴柬，非常感謝 !
每一台舊筆電，在平均 2 年餘的使用期間內，
能啟蒙 10 位電腦文盲。
CTEP 募集與運送的不僅是筆電，也是友誼與
知識。
二、Children behind the fence 教室圍籬外的兒童 短片 by 香港志工 Erica
Children behind the fence Cambodia 2 .mp4

(1 分 45 秒)

Imagine every child could go to school.
Imagine every child could have a pen to write.
Imagine every child could have no worries.
If every child know they can make a difference for their own future.
If education is a right for every child,
No more children get no education
One child, one teacher, one book and one pen can possibly change the
world.
There will be no more children behind the f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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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堂好好玩 @ CS 教育中心
Sophal 老師展現了一堂精采的互動教學，她教導發音的方法非常出色，Sh、
b、r 都很準確，她也知道學生發'It is '有難度，特意讓每位學生站立朗讀，
從發音、單字、圖像、拼寫、朗讀、句子到遊戲，課堂脈絡完整，內容豐富
多元，單從學生筆記足見他們有所收獲。
"課堂好好玩"是基於老師和學生有趣
的互動。這節課教顏色，老師在黑板
上用彩色粉筆畫了幾隻羊，學生看見
圖畫無比興奮，試圖在自己筆記本上
模仿，有耐性的更填上顏色。之後
Sophal 邀請學生朗讀，無一遺留，
重要的是每位小朋友都能夠參與教
學，同時和老師間默默有了連結，幾
個單字不斷重覆運用，最後以搶拍黑
板遊戲作結。
遊戲是將所學內容總結的最佳方法，
聽到老師要玩遊戲 小朋友洶湧而出，
短短十分鐘，笑聲吵鬧聲歡呼聲英語
單詞夾雜，結束好玩的一課。
四、英文老師 @ ST 教育中心
ST 的英文老師曾在美國生活 20 年，操
良好英語，發音標準且用字豐富，在教
學上針對發音的部分相當專業。柬埔寨
學生的英語用柬文發音系統直接轉換
Vowel 和 Consonant 所以跟很多東南
亞和亞洲地區一樣有其腔調。為解決這
問題，初次擔任老師的 Ryan 上課時特
別強調正確發音，讓學生掌握更貼近英
語國家的發音模式。但老師也坦言畢竟
自己投入教育不久仍缺活動教學和與學
生互動的經驗，他希望日後可以學習更
多令自己更適應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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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Patience @ KOL 教育中心
Students were having their test revision when
we arrived. Teacher wrote the answers clearly
on the blackboard and students took the
correction for test serious. Word by word,
marks by marks, teacher explained in detail.
Some of the students raised their questions
and teacher answered one by one. When you
teach with patience, student can feel and
that's the reason they will give you respect.
六、以英文教授電腦課 @ BK 教育中心
BK 雖然只開設電腦課，但老師在上課時都會盡量使用英文，也會利用自己沒
有課的時間，去上其他老師的課，以增進自己的英文能力。在考試時老師細
心的講解題目，並嚴格執行學生們測驗打字的時間。

七、學生家長參加結業典禮 @ TY 教育中心
A granny here appreciates the free education
given to her two granddaughters by CTEP.
"I am really happy to attend the ceremony"
Granny pointed me where her granddaughter
sits and feeling so proud when mentioning her.
When taking the photo with her
granddaughter holding the top student prize,
granny grinned with the warmest face 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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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職訓練
CTEP 每月兩次利用周六全天舉行"在職訓練 Retraining"，偏鄉教師最遠的來
自 180 公里外的鄰省，訓練的內容除了提升教學能力的電腦及英文之外，還
有團康、衛生、倫理、精神等課程。
近期一次在職訓練的培訓主題為 review，複習我們曾經上過的課程，包括 :
團隊合作、英文文法、CTEP 概況、fire safety 等，還有趣味性十足的老師辨
認題，活動時採用組別競賽的方式，問題難易夾雜，團隊的互相合作與幫忙
可以在這次的活動中看到成果，老師們隨機分組，依然展現良好的默契，互
相幫助也增加彼此認識的機會。
每次的活動發想除了知識的增長，我們也希望透過活動與簡單的遊戲開展出
老師們之間關係的連結；偏鄉教室與教室之間的距離遠，除了一起教書的老
師外，能夠接觸的機會只有在每月兩次的 retraining 中，更何況新教室的老
師們慢慢增加，身為 CTEP 的一員，我們希望能夠讓每位老師都像彼此熟識
的家人與朋友。
這次的培訓雖然是競爭關係，但在進行時老師們都展現了風度，不論輸贏，
不會的問題大家一起提示，會的問題一起開心歡呼，即使腳下的報紙被剪的
越來越小塊，沒關係我們可以一起扶著肩頭，牽起手不讓夥伴踩到地板，知
識的傳授與複習固然重要，但老師們彼此之間的信任與連結才是 CTEP 未來
可以更強壯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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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就業說明會
CTEP 在不同省份的偏鄉舉辦過數十場就業說明會，有些是自辦，更多的是與
國家就業局(NEA, National Employment Agency)合辦，以下是三場案例。
1. 2 月 27 日在 Kampong Cham 省的就業
說明會，日商 Artnature 招募植髮工人。
2. 3 月 16 日在 Siem Reap 省的就業說明會，
暹粒機場保安公司的人員到場招募 X 光
安檢人員及一般的保安員。
3. 3 月 18 日，CTEP 與 NEA 在 Siem Reap
省、Chikreng 縣合辦的就業說明會，共
有 101 位村民參加，其中十位村民報名
參加職訓，想學習技能。
特別要感謝村長挨家挨戶的調查，努力尋找
年輕、有學習意願的村民到場參加說明會，
村長還希望藉由說明會，讓聽過的村民們再
回去告訴他們的家人朋友。
九、國際移工組織
CTEP 在執行就業計畫的過程中，會接觸到許多勞工相關的國際機構，I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https://www.iom.int/ 是其一，
IOM 國際組織正計畫做移工返國的職業輔導，跟我們的就業計畫類似，日後
CTEP 可能與 IOM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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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特別專文 ~ 萌芽的夢想
撰文 : 許茜雯 2015 年 7 月~2017 年元月期間 CTEP 主任
一件事的開始始於很久以前在心裡種下的種子，將在最好的時刻發芽，帶領自己
看到更大的世界。人生中認識的每一個人能教會你一些事、遇到的事情會讓自己
成長，每一步都在探索世界、認識自己。
前往非洲史瓦濟蘭跟著國際組織見習的經歷，佩服如何用當地人能接受的方式分
享知識、提升能力，而非抗拒的在旁觀望；參加超級馬拉松的夜班志工，天剛亮，
意志力與耐力的刺激，看到堅持的成果，許下自己踏上國際服務這條路的願望。

沒有一開始就很厲害，要開始了才能變厲害
告訴自己，抱著與當地人生活的態度出發，一切就在炙熱的艷陽下，下了飛機踏
上這片土黃色土地，展開。沒有過多的期待，用在地的角度界定問題，分享自己
的觀點，面對解決；取而代之用上位者的角度逼迫成長改變，即便那可能是被認
為更快看到的改變方式。藉由不斷的問為什麼，了解當地思考方式、觀察行為模
式，先認識後定義。
這趟一待就是一年半，再次抵達柬埔寨，於柬埔寨台灣教育與就業計畫(簡稱 CTEP)
服務，對在地的認知奠定於第一次旅行，有機會到學姊於偏鄉的中文班試教，深
受語言不通、立即與翻譯建立信任的震撼，更了解之間的斷層落差。用微笑化解
陌生，用行動展現信任，直到數個月後，當地柬籍幹部告訴我偏鄉老師們說"現在
的主任好像有點不一樣，可以跟她多說一點"。服務即將結束，任內一個一個志工
相繼離開，包含我自己在內，偏鄉老師告訴我說：
「大家開始對於志工的來去感到
難受，好幾批、好幾年了，你可以多留嗎？不要離開我們，這不是只有一個人的
16

感受，很多偏鄉老師都這麼認為。」

多留，需要待多久才算長？三年。
不論是帶領管理團隊與各偏鄉老師或與當地合作者的磨合，有沒有猶豫的時刻？
事情發生的當下，只有勇敢下決定，相信自己的判斷，明天太陽還是會升起，沒
有永遠準備好的時刻。

矛盾與衝突，成長與突破，還是落後？
文化背景造成的差異、立場不同總是會讓許多好意被曲解；讓最初善意的出發點
產生疑惑。如同下鄉頻繁，被鄉村恬淡自得的生活與簡單純樸的人文吸引著，然
而駕駛在路途上，貼著 NGO 標誌的車輛，代表什麼含意？是計畫執行者旅途中
能檢視執行成效以及平安回家的交通工具，但擁有車子的 NGO 就代表很有錢了
嗎？
某一次訪視的回程途中，發生小插曲，到現在仍無法忘懷。那天如往常的行駛，
前方摩托車不斷想轉換車道，司機當下減速慢行卻因騎士突然煞車急轉而撞上，
導致被載的老奶奶因車身傾斜跌坐在地。騎士立即態度強硬的擋在車前，長時間
的溝通協調以及群眾圍觀後，騎士拿到摩托車的賠償費揚長而去，留下當時付錢
要騎士載回家的老奶奶。騎士從發生意外強硬的態度到為了索賠佯裝跛腳傷勢嚴
重，拿到錢後露出開心滿意的表情，如此大的落差。幹部告訴我當地人只要看到
NGO 就會把握機會"喀油"，加上車上還有我這個外國人，在認知中覺得 NGO 很
有錢。"怎麼可能"是心裡最直接的反應，難以理解。一直持續觀察、瞭解於柬埔
寨各 NGO 服務內容，難免發現沒有把關或一味給予造成這樣的誤解，令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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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遇到其他機構在小學發放米給經濟狀況差之家庭，每戶領取者皆有證明及記
錄，每兩個月 20 公斤的米，條件是學生參與學校課程出席率達 80%；此外，提
供學校每位學生營養早餐。當時和發放負責人聊時，問起整個省份每個月所需費
用驚人，款項得來不易吧？他笑而不答。是真的很多，別提了？還是不知道，沒
有概念，只是奉命執行？當然相信大組織會有一定的規章制度與要求，內部的細
節也不能任意透露。
離開時看到村民分裝過程中灑一地的米、想到笑而不答的反應，再看看另一所訪
視的學校幾乎所有校舍皆是受到捐贈，人民怎能不這麼認為。遇到懂得珍惜的使
用者，會感恩就值得；若握有主要資源分配者，沒有妥善運用，中飽私囊，又有
誰敢發聲。資源的給予的確很容易，後續需要費心、費工的是把關與監控，加上
正確觀念教育。

就像常看到很多小學具備良好的儲水系統並轉換為其他用水的設備，但實際狀況
是乾涸無法使用；壞掉或蓋到一半的井水取水系統也是，機構總是會在投入資源
後插旗子，告訴大家做了這些事。後續呢？不能說總是當地人被寵壞的錯，像是，
只要說了很窮就應該得到；不禁問那些機構自己本身的把關，是幫助當地人還是
幫助自己？
款項只要用在正確的地方發揮效用，其實並不有錢，會發現還有好多問題需要解
決，哪些能改善，變得更好，沒有多餘的一分錢能浪費。

一起成長、一起學習
所有改變，都是從一個人開始；但沒有任何改變，能只靠一個人成就。很多時候，
付出與關懷是發自於內心，只是因為過去也曾這樣被幫助著；當然沒有人是理所
當然要這樣做，這是人與人之間珍貴的情感，幸福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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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未亮，下著雨的鄉間，清晨的寧靜與微冷的氣溫，六點的課程，教室外孩子們
五點半就在等候，等待課室打開，衝進去打掃教室、排好桌椅，把握每分每秒，
老師一來課程開始。門裡是朗朗書聲，門外是滴答雨聲；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醞釀未來希望，也是支持自己服務期間走下去的動力來源。課堂外的風景，是柬
埔寨孩子們把握學校外的學習機會，不同的 NGO 提供多樣多元的機會與在地合
作；而當我們成為其中的一分子，我們也在學習，學習如何一起成長、如何分享
所知。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想辦法用有限幫助別人，這就是價值所在。

訪視偏鄉看到孩子們的成長，珍貴的學習機會更關乎老師資質與是否用心影響。
天公疼憨人，總是在黑夜中出現曙光，微亮的光點給了更多力量；課程班數的增
加，超出原有老師的負荷量，增聘人員又不容易找到適任的人選。幸運的是能讓
我們遇到！在偏鄉面試一位新老師，一位剛從柬埔寨最頂尖、學習電腦科技畢業
的社會新鮮人，不計較薪水多寡，只需要機會，一個讓他能發揮所長的舞台。微
薄的薪水是最初擔心無法請到頂尖人才的原因之一，請幹部再再確認，而他誠懇
的說已經夠他生活了。多少次的面試，遇到好的人選總會因為薪資或是不願意到
偏鄉任教而拒絕，他，讓我們有了一束希望。曾經受到教堂的資助，也是家中學
歷最高的，畢業後短暫跟著叔叔做水電、在邊境當 DJ、回到家鄉捕魚，沒有找到
發揮之處，他的小故事讓他珍惜、讓我感動，相信他的故事同時也激勵著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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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準備好，機會來了還是能被看見。

找老師不易，人才的把握更需要心思。一個擁抱能給予很大的力量，在一個人最
脆弱、需要被諒解時。有一個偏鄉的老師數次提離職，但她教學良好、受學生喜
愛，不論是我自己、負責管理的幹部們甚至是她先生都希望她能留下來。訪視時，
總能看到她用心的逐一指導學生、安撫課堂外吵鬧的孩子；週六老師回訓，認真
增進自己的能力，與其他老師討論新電腦授課技能。那什麼原因讓她必須做這樣
的決定？
與老師溝通，講到老師在意之處，眼淚撲簌撲簌流下來，只能猜想或許她壓抑很
久、或許她的情緒現在得以釋放，而同理與陪伴或許是當下我能給予最大的力量
了。語言文字是溝通上最不容易的事，特別在我們共通語言的能力有限，用“心”
的感受，至少能讓那道藩籬降低一點點。
從中協助溝通的老師，眼眶中泛著淚告訴我關於她自己的經驗，學生也曾告訴她，
如果她不教，他們也不想學了。偏鄉老師們，對 CTEP(柬埔寨台灣教育計畫)是重
要的成員，在各個偏鄉是那個重要的影響力。最後，她的先生來載她前，告訴她，
來一個擁抱，好嗎？她抱得好緊。
如果沒有裂縫，就看不見陽光，沒有一個決定是容易的。每個殘酷背後，也許都
有不得已；每個堅持後面，可能充滿了眼淚。

轉身背後都是故事
等待，時間總會告訴我們，能有更好的結果。
父母願意陪伴、看著孩子長大，上司花時間帶人、期待能力提升，老師可以一直
重複教導學生、從不會到會，一切一切的過程都需要時間，需要耐心等待，等待
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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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個國家呢？他們人民的期待呢？有多少時間，可以等？過去的歷史，統治者
的更迭，不同國家的管理，甚至是領袖背後各國的支持；種種造成的傷害，赤柬
留下的陰影，造就過去不曾被善待的人們，現在生存態度的選擇。觀察下更多的
是疑惑，得到的結果總是“因為這是柬埔寨”，接受嗎？不接受嗎？單一思考脈
絡、缺少勇氣承擔、足夠的錢生活就好了，又或者行政流程上總是深感有錢能使
鬼推磨。
東協的起飛，外資離不開的越南、平民出生的總統佐科威打造新的印尼、面對選
舉賭一個改變的緬甸；被詛咒的柬埔寨如何破解咒語，從過去中站起來，等待是
否只是唯一的答案。

矗立於歷史洪流的吳哥遺址，象徵過去王朝的輝煌；泰柬邊境的博威夏，充滿歷
史爭議；赤柬遺留下來的萬人塚、監獄遺址，提醒過去曾發生過的悲痛。難以想
像經歷過歷史的人們就在你身旁，而他們背負的過去努力向前，繼續向前走。聽
著超商老闆說著自己已經六十幾歲，十幾歲時曾讀過書，學了一年的中文，後來
赤柬的發生，為了生存不斷逃離、找個安全的庇護所；如今，把握機會不斷辛苦
工作、賺錢，即便朋友邀請喝酒享樂、勸說不用這麼累，從老闆口中說出的是：
「就
是要把握機會啊！趁現在可以做時多拼命一點。」為了養家餬口，讓自己的家人
有好日子過，總能在他口中，聽到孩子到了不同國家旅行、學習，講到他自己，
總愛守著這裡的一切，放不下心。而我喜歡逗著老闆，告訴他孩子長大了，換他
帶著老婆到處走走，逗得他笑呵呵。
經營電腦商行的老闆，從赤柬後什麼都沒有，慢慢白手起家，修理腳踏車、存點
錢，到最後有了自己的電腦商店並培養修繕團隊；甚至為了孩子們的生計著想，
也在市區設立第二家分店，期望孩子能有一技之長，繼承家業。幹部的媽媽，負
責照顧家中三位孩子、種田養家，父親則在他鄉工作將收入寄回家中；三位都讀
到大學畢業，媽媽曾告訴他們：
「知識能幫助他們自己，是父母能給他們最大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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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另一位幹部的爸爸總是告訴他：「你要認真讀書工作，才是我們的孩子。」
生命如同受到護城河守護的吳哥遺址，歲月變化，河水隨著雨季乾季增加減少，
始終如一的吳哥遺址，沒有在歷史洪流中被摧毀，矗立千年。片刻的寧靜，夕陽
西下照亮了吳哥；感受風的吹拂，起了、沒了，人生如同一陣風；抬頭仰望夜空，
亮了、暗了，希望如同一片星斗，在夜晚閃耀。閉上眼，聽到自己的心跳聲，我
們與生俱來，在內心深處的勇敢與堅強。

時間的侷限與挑戰
人生的意義在於每個勇敢的選擇，更加的踏實，簡簡單單過每一天；生命的裂縫
看見陽光也看到之後的一抹微笑，創造價值。無論是誰走進生命裡，都不是偶然，
一定會教會我們什麼。
在服務的這段期間，說不累是騙人的。
第一批輔導偏鄉村民在台商工廠就業的每個突破，當下的不確定感及無措、鼓起
勇氣面對，甚至遇到突發狀況的因應與努力堅持的溝通。那陣子起床後眼角的淚
痕，擦一擦後，會沒事的，是一直在心裡的希望。也記得那次講話一週後的沙啞
聲音，還被誤認為電話端的人不是本人，怎麼會是男生。接待第一組訪客，熬夜
熟記教育計劃中每個偏鄉的背景與機構的發展，做足功課，得到的肯定是訪客無
法相信當時到柬不到一個月。

容易嗎？在於我的年紀，總是面對到質疑，而合作的對象是經驗豐富之前輩，難
免被當成小朋友。曾不喜歡被問起年齡，面對合作廠商、面對各鄉鎮主管時，稚
嫩的外表，引起更多不確定與懷疑。你可以嗎？身分迫使自己急著長大，急著想
證明我可以。總是要付出才知道有什麼樣的果實，很美的風景藏的是心中的所有
滋味。過程中發現自己原來比想像的沒安全感，卻也看到原來我有這麼多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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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工作中學習，社會化的過程保有自己，也提醒自己匆促之餘，要懂得慢慢欣賞
沿途風景。
每一個走進你的人，將帶領你看到更不一樣的世界，一直很謝謝在這遇到的每位
前輩，不同的經驗分享、指導與包容。不論是切身經歷，身為管理者營造良好的
工作環境，良性循環能讓事情更順利；並且要養成閱讀的習慣，從大量閱讀中累
積對事情的判斷力。又或是勉勵的話語，對自己有足夠的自信面對合作的對象。
走在這條路上，需要堅持努力、謙虛的學習請益，還有身旁一起共同奮鬥的夥伴。
尋找志工發揮的舞台，營造當地幹部學習的機會。直到有一次幹部很開心的告訴
我說，他會用 Google 標記定位，幫助他判斷距離、交通時間。當時他眼睛發亮，
也說是哪一位志工教的。才意識到，他們知道要做好，但其實也需要方法，幫助
他們更快達成。了解我們永遠不是在當地待最久的那個人，屬於這裡的一切，帶
不走。那如何培養出好的團隊、花心思告訴當地幹部每一件事情的 why，讓他們
懂得思考判斷，勝過只有告訴去做什麼。創造舞臺，提供機會發揮所產生的影響
力，力量不可忽視，由志工與幹部策劃教學，期待正確矯正偏鄉老師們的發音。

在 CTEP 的所有偏鄉、人力，都是取之於當地社區，善用在地資源、培養人才後
投入教育，由種子老師能力提升後，展現每一顆撒下種子的力量。志工扮演的腳
色是在每個月定期訪視偏鄉、督導的過程中發現問題並提出改善方案。偏鄉的孩
子一小時課程中，在最一開始只能學習一、兩個字母，重新了解筆畫、認識新的
語言，直到循序漸進越來越好；老師們也一樣在學習的歷程中，不曾受過英文教
育，自己的學習與機構的培訓扮演重要的腳色。發音模式不同，習慣捲舌音的當
地人，有些英文發音對他們來說沒有人教過，他們必須靠自己用柬文去聯想發音。
發現這個困擾後，規劃一周的發音課程，讓所有老師回到總部從新認識發音，而
來自台灣的志工，從新學習世界公認的音標系統，選擇當地較常使用的英式發音
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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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選擇哪條路，對自己做的事一定要有信心，即使覺得不安，也總是要跨出
第一步。」靠著摸索，心理共同的信念，如同《無國界醫師的世界》寫著：
「我們
在同一艘小船上，會一直待著」
。具備跨文化團隊的組織，會在挑戰最多時緊密凝
聚著，在安穩的日子費心溝通。而赤裸裸的共同生活，讓一個人的原始層面終將
顯露；把部分自己投入服務內容中，會看到人的脆弱之處。每個人只是跨出了那
勇敢的第一步。

在地支持的力量，堅持且強韌的心
為什麼我們會在這，只因為有同樣的一顆心，可以休息時不好好休息，我們知道
這個世界很有趣，像個孩子抱著好奇心探索；我們是世界的一份子，持續學習與
再付出。很喜歡與在這生活更久、更用心的神父、修女們聊聊，聽著他們說偏鄉
遇到的困難，能與村民溝通的他們又如何解決。了解他們的付出後，更深切感受
到什麼力量讓他們一直為這塊土地付出。
洞里薩湖湖水，乘載的是無數水上人家的生活，與神父搭乘兩個多小時的湖上時
光，抵達一個宛如世外桃源：那是一個鮮少紛擾、不同於我們所熟悉生活方式的
水上浮村，一個一輩子都離不開之處，隨著水波搖擺度日。當每戶小船隨著風起
的浪在湖面上晃啊晃，思索著他們如何生活，看到當地自行發展出來的移動船家，
銷售詢問各戶所需。當我皺起眉，詢問神父更多細節時，神父自在的答道：需要
我們擔心嗎？這就是生活，儘管會有煩惱，當然也能過得開心。而我們的來到、
水上教堂的存在，最重要的是讓大家、孩子可以有個相聚的地方，離開自己居住
的小小空間，如此而已。
背後的用心，很簡單，神父不讓高貴情操侷限自己，親切平凡的那面更表現出對
人生的泰然。在磅通省的神父也將他的所長運用解決當地的建築問題，感嘆有技
能的人力都到泰國工作，賺取更多的薪資；留下來的總是需要被教育、不斷訓練
一批批新人。和當地人共同生活，陪伴才能看見問題，家暴、將孩子送給別人等，
許多家庭問題仍存在於偏鄉，門外的敲門聲，是下一個孩子的安全家園，暫時的
躲避。必須當和事佬解決問題的神父，總在抽空後去拜訪協調。
不論在哪一個省份服務的神父、修女或其他組織長久的服務者，在心中，都知道
有些狀況不是不說，也不是沒感覺，而知道說與不說都一樣。有時候知道越多、
看得越清楚，卻越無法判斷，只是還不想放棄，想再試一次，相信嘗試之後有一
點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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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此刻就是最好的時刻
有時候只是比較早遇到、學到，這門人生的功課。旅程中是一趟與自我的對話，
日常生活則是不斷的學習、反思，好像更懂得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這些日子，最深刻的莫過於學習主宰恐懼、學習勇敢。沒有所謂最完美的時刻，
不要等到沒有害怕才行動。深夜的自我對話，我能夠做什麼？我還想要做些什麼？
過程定位著自己。不想妥協，忍不住試著解決所遇到的每個問題，但試圖解決複
雜的問題並不那麼有趣，還需要一點一滴慢慢累積成效。而等待時，我們無法、
也不用去改變任何人，能做的就是去接受、去愛他們。

就像好朋友總會說著，每個志工的背影是孤單的，看到光鮮亮麗的一面，燦爛的
笑容，但轉身看不到未來的樣子，會迷茫的不知所措；有時候，明明很累了，卻
沒辦法停止腳步。太陽依舊每日升起，不曾為誰停留。只知道，真心渴望做一件
事，不需要任何原因、任何報酬，甚至花時間、金錢，也願意投入。關心的範圍，
我想，也造就能力所及的極限。沒有人能為我們自己的人生負責，承擔選擇後果
的永遠是自己，所以，做最後決定的人，始終還是我們自己，不是嗎？總是被感
動著，也被困惑著。
一個孤單的形影，汲汲營營的人生，為了什麼而追求？駐足的美好，感謝當下，
珍惜與惜緣。城裡的月光把夢照亮，勇敢作夢，我們有點亮未來的神奇魔法。在
對的機會，願意冒險一試，承擔風險。當個實踐者，也是個嘗試冒險者。
回憶織成動力，讓美好伴隨著抬頭向前，服務結束後，也如此期待、想像著—這
片土地發生的，與我產生的連結，遠方的你們，"大家過得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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