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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至善文教協會是台灣內政部核准設立
之非營利社團法人。

柬埔寨教育與就業計劃 (CTEP)是協會於
2010年啟動的國際服務項目。

創始成員來自外商銀行，具國際歷練及多
元思維，重視經營績效、落實組織治理。

 CTEP在柬埔寨有40位柬籍同仁與外籍志工，
在台灣無專屬辦公室，只有無薪志工。

註 :「社團法人台灣至善文教協會」不同於「財團法人至

善社會福利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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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教育

2010年起，在柬埔寨提供免費電腦、英文及中文教育；

迄今已在柬埔寨設立21所教育中心，累積入學23,000

位、結業14,000位學生。

✽輔導就業

2015年起，輔導偏鄉青年及自泰國返國之移工在柬埔

寨國內覓職；迄今已直接輔導400位青年就業，並配

合政府推動就業政策，間接協助更多青年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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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外交

CTEP在柬埔寨深入偏鄉、長期服務，提供偏鄉

教育及就業輔導，並安排柬埔寨人員來台參訪，

將台灣人民的友善根植於柬埔寨人民心中。

✽南向發展

CTEP開放服務平台，接納台灣青年來柬服務學習；

亦呼應台灣政府的南向政策，推展東南亞參訪學

習計畫，為台灣培育南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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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EP 1.0學童午餐 (2010 ~ 2011中止 )

 CTEP 2.0城區教育 (2011 ~ 減縮)

 CTEP 3.0偏鄉教育 (2012 ~ 進行中)

 CTEP 4.0輔導就業 (2015 ~開展中)

 CTEP 5.0服務台灣 (2017 ~新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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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三個偏遠省分及圍繞金邊首都的兩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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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柬埔寨歷經數十年戰亂及赤棉屠殺，曾經是全球最貧

窮落後的國家之一，首都金邊市及吳哥窟暹粒市日趨

繁榮，但鄉村依舊貧窮落後。

 1,500萬國民中，1/3的人口為14歲以下的青少年及兒

童，1/7的嬰兒活不過5歲，40%生活於貧窮線以下，

過半的地區沒有電力供應。

 柬埔寨是全世界NGO/NPO最密集的國家之一，國際

救援物資湧向柬埔寨，但是真正能夠讓柬埔寨人民

脫離貧窮迴圈、邁向經濟獨立的根本之道是「教育」

及「就業」。



教育方針 :深入偏鄉、長期服務，不分種族、
性別、年齡、宗教，以貧弱為優先，免費提供
就業所需的電腦及英文補教。

就業導向 :輔導“工廠就業”、倡導“勤奮敬業”；
推動建教合作，並配合外資廠商落實其在柬埔
寨的企業社會責任。

勵志精神 :沒有悲情、只有希望，不要憐憫、
只要機會，勤奮敬業、自立自強，要感恩、要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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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EP 在柬埔寨不施財物救濟、不蓋房舍建物，專注於就

業所需的基礎教育；在台灣沒有房租、沒有薪資、沒有差

旅費用，所有資源投向柬埔寨，並且貫徹財務透明，定期

公告學務及財務季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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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EP 從事國際服務時，兼做國民外交，各教室及公務車

都掛有「台灣人民贊助」的牌匾，另邀請柬埔寨各界人士

訪台，將台灣人的友善形象根植於柬埔寨民眾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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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EP 開放服務平台、歡迎參訪，已接待數百位台灣大中

學生及國際人士，讓台灣及國際青年投入國際服務，在扶

貧中惜福、在付出時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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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EP與「柬埔寨國家就業局」密切合作，舉辦了數十

場就業活動，2017年3月安排來自5個省的4位副省長、

52位正副縣長、5位國家就業局主任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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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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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在外交部及北美台灣商會世台聯合基金會

的安排下，CTEP執行長赴美國華府參加InterAction國際

NGO會議，代表台灣發言，報告台灣履行國際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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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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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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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EP感謝許多個人及企業的支持，法人贊助者包括 :

台北市至善扶輪社、北美台灣商會世台聯合基金會、

崑洲集團、華碩集團、鼎樽集團、美國Arom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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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台灣、馬來西亞、香港、中國大陸的80 餘位志工

先後參與 CTEP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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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禮仁 : 創辦人，曾任台大光啟學社社長，曾服務於The 

Chase Manhattan Bank等金融業30年。

王鴻嬪 : 至善協會理事長，清華經濟系畢業，曾任上海

JPMorgan資產管理公司總經理。

龔天益 : 至善協會理事，曾任紐約銀行上海及台北分行總經

理，任教於廈門大學及政治大學。

曾本茹 : 現任CTEP柬埔寨主任，高餐碩士，十餘年NGO資歷。

許茜雯 : 前柬埔寨主任，北醫學士，台大醫院副管理師。

陳靜嫻 : 前柬埔寨主任，清大化學碩士，花蓮海星中學教師。

劉玉婷 : 前柬埔寨主任，台大物理碩士，台積電工程師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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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EP的20餘個教育中心，東西相距350公里，橫跨
Kampong Thom、Siem Reap及Battambang三個偏遠省
分，遠離較富庶的首都金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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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鄉村挑選能免費提供教室、能推薦種子

教師、能每年培育200位以上學生的貧困偏鄉

 種子教師接受培訓，結業後返鄉開設偏鄉教

室，CTEP提供薪資、電腦、教材、發電機

 偏鄉教室開課後，教師每月兩次返回接受在

職訓練；CTEP 定期派員前往偏鄉輔導考核

 關閉績效不佳的教育中心，移轉已設立的交

育中心給其他NGO，將資源另作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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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柬埔寨公立學校的教室及教師俱缺，許多學生僅

上半天課，CTEP因應學生需要，提供上午班、下

午班、夜間班、周末班的教學課程。

 各科教學以每班30人為上限、每期3個月、每週5

天、每節50~100分鐘。

 電腦班教授MS Office；英文班教授ABC及簡單英

語對話；中文班教授拼音及基礎對話。

 一些CTEP教育中心提供進階電腦及英文課程，供

基礎班結業生升級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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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的職前訓練 每月兩次在職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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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及英文 公民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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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EC                                      KT 

TAOM (Catholic) A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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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NE (Christian) BAKONG 

DANROUN (Temple) KPT (Catho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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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EAK                      THNAL (WorldVision)

KR                                      S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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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POUNG                         SC (Temple)

PO                               KOL (PengHu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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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Catholic) KPS                      DS                 

HSB (Sewing Class)                         APS

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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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柬埔寨人口僅1500萬，合法或非法前往泰國打工的
人數竟高達44萬人，造成家庭及社會問題；柬工在
泰國的工作環境及工資條件不佳，2014年5月泰國政
變，20餘萬在泰國的柬工曾一度逃返柬埔寨。

 許多外資企業正湧入柬埔寨，造成柬埔寨工廠缺工
、罷工問題日增，基本工資則自2010年前的US$61/

月，遽增至2017年的US$153/月，工作環境亦逐漸改
善，但許多偏鄉青年並不了解，依然湧向泰國。

 CTEP教育的最終目的就是就業，所以自2015年起開
始進行輔導就業工作，目的是推廣就業訊息、協助
偏鄉青年進入柬埔寨工廠賺取工資、學習實務技術
、鍛鍊勤奮敬業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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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國家就業局

National Employment Agency (N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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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國家就業局NEA舉辦過數十場就業說明招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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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政府官員及鄉鎮首長參訪台商工廠，實地了解工

廠運作、薪資福利、生活條件及勞動法規；後續已輔

導300餘位偏鄉青年至台商工廠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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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政府官員參訪柬埔寨最優良的金邊經濟特區

，後續已輔導100位偏鄉青年至日商工廠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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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TEP的安排下，柬埔寨偏遠省分的HSB中學及ST

中學開設縫紉班，由台商工廠提供縫紉機及材料，並

由台商培訓學校教師，學生畢業後得以順利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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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EP已經洽妥Provincial Training Center等12所公

民營的職訓中心，並已安置數十位青年接受烹飪

、機車維修、家電裝配等專業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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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NGO在世界各貧窮落後地區推廣電腦啟

蒙教育，如同五十年前台灣農耕隊在非洲推

展農業服務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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