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台灣教育/就業計畫 (CTEP)
2017 年第 2 季 服務季報
2017 年 4 月~6 月
壹、教育計畫 (p.2)


2017 年第２季結業 926 位學生，7 年來累積入學 24,460 位、結業 15,540 位
學生，目前 CTEP 直營的 20 所教育中心之在學生人數為 3058 人。



新增設立 KS 教育中心，這是 CTEP 設立的第 30 所教育中心。



過去一年已在 9 所偏鄉教室架設網路設備，尚未達全部教室之半，將加速佈建
設備，落實全面性網路課程的目標。



新設計的《Sponsored by Taiwanese People 台灣人民贊助》牌匾，將懸掛
於我們在柬埔寨開設的每一所偏鄉教室的牆上。

貳、就業計畫 (p.５)
就業計畫遭遇困難，CTEP 正重新摸索新的運作模式，日後的就業計畫將專注於「職
業培訓」
，不再是「鄉村至工廠的全程就業服務」
。除了要強化現有的兩所教育中心之
縫紉班之外，擬與省政府職訓中心合作，開設短期速成的縫紉職訓班，課程內容為縫
紉機具的操作、而非製衣剪裁，目的是培訓成衣廠及鞋廠的作業員、而非裁縫師。
參、台灣南向教育計畫 (TSEP) (p.５)
台灣至善協會在「國際服務、服務台灣」的新方向下，於 2017 年啟動 TSEP (Taiwan
Southbound Education Program)，目標是培育台灣南向發展的人才，具體行
動之一是將於 7 月舉辦的"柬埔寨及越南參訪團"，這標誌著協會的服務對象正從
外國人士、擴展至台灣青年，目標地區從柬埔寨、擴展至越南等南向國家。
肆、財務狀況 (p.8)
2017 年第２季捐贈收入 US$35,174、費用支出 US$44,031，季末現金缺額
US$9,736，請點閱 財務季報。
伍、專題報導之一 : 2017 年金頭腦競賽 第四屆 Golden Brain Competition

(p.9)

陸、專題報導之二 : 自香港、澳洲、美國來到 CTEP 服務的國際志工 (p.14)
前兩季季報 : 2016 年第四季服務季報、2017 年第一季服務季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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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柬埔寨教育計畫
一、2017 年第 2 季結業 926 位學生，迄今累積結業 15,540 位學生

課程

2017 年第 2 季

迄 2017.6.30 累積

入學人數 結業人數 入學人數 結業人數

2017.6.30 在學中
課堂數

在學人數

電腦

533

326

9447

6057

62

970

英文

1121

592

14145

8930

81

2059

中文

29

8

868

553

3

29

合計

1683

926

24460

15540

146

3058

迄今累積結業率 =63.5%

2017 年第 2 季結業學生人數為 926 人，較第一季的 1051 人少，原因之一是
嚴控教育品質，新開班的 ST 教育中心第一期入學 278 人，僅 59 人取得結業
證書，KPS 教育中心第一期入學 123 人，僅 59 人取得結業證書，第二期入
學 117 人，僅 57 人取得結業證書，APS 教育中心第四期入學 158 人，僅 44
人取得結業證書。
二、Golden Brain Competition 金頭腦競賽
第四屆「GOLDEN BRAIN COMPETITION 金頭腦競賽」已經於 2017 年 6
月 11 日圓滿完成，這是 CTEP 最重要的年度活動，詳細資料請參閱第 9 頁之
專題報導。
三、Sponsored by Taiwanese People 台灣人民贊助 牌匾
政府外交處境艱難，國民各盡一份薄
力。
我們新設計的牌匾，內容為中文、英
文及柬文的《Sponsored by
Taiwanese People》，將懸掛於我們
在柬埔寨開設的 20 幾所偏鄉教室的
牆上，這些教室每年結業 4000 位學
生，連同親友將有超過一萬位柬埔寨
人知道台灣人民是他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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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增設立 KS 教育中心
KS 教育中心於 2017 年 5 月 3 日正式開課，這是 CTEP 設立的第 30 所教育
中心，也是 CTEP 目前直營的第 20 所教育中心 (其他 3 所教育中心移交給教
會及民間人士，7 所教育中心已經關閉。)
KS 使用的教室屬於在地的公立中小學 Kampongkor primary and Kien
Sangke Secondary school，該校距離暹粒市約 25 公里，校舍由日本人協助
興建，環境整潔舒適，教室和師資管理也見規模。
KS 第一期提供三節英文課和五節電腦課，兩位老師分別為在家辦學熱衷教育
的 Chanak，以及從 DR 偏鄉畢業的 CTEP 舊生 Meysin。
校長非常支持我們的課程，也聯絡鄰近村長及警察協助宣傳 CTEP 的教學，
讓更多家長及孩童明白教育能成就將來。CTEP 正積極規劃未來在 KS 開設縫
紉課程，達到建教合作的目的。
非常感謝鼎樽集團認養 KS 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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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速在偏鄉教室架設網路設備
先前多期季報中報導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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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提升偏鄉青年的網路技能，跟上社會發展的進程，CTEP 自 2016 年 7
月起，逐步在 CTEP 各偏鄉教室裝置網路設備，並在電腦班中導入「網路應
用課程」。
經過一年，CTEP 在 9 所教育中心架設完成網路設備，尚未達全部教室之半，
為加速網路教育，CTEP 將在 2017 年第 3 季再佈建 3 所教育中心的網路設備。
架設網路設備所費不貲，網路開通之後的傳輸費用也不便宜，目前的 9 所偏
鄉教室每年的網路費用已超過 US$4,000，當所有的偏鄉教室都裝設網路後，
全年的網路費用將超過 US$10,000。
序號
01
02
03

設置年季
2016 年第 3 季

教育中心 ISP

speed

網路費用

BB1

SINET

8MB

Paid by Church

DS

SINET

8MB

US$ 400/Year

SPS

Super Power

10MB

US$ 600/Year

SINET

8MB

US$ 400/Year

04

2016 年第 4 季 PO

05

BK

Super Power

10MB

US$ 600/Year

06

DR

Super Power

10MB

US$ 600/Year

07

2017 年第 1 季 TY

Super Power

10MB

US$ 600/Year

Open Net

15MB

US$ 390/Year

Super Power

10MB

US$ 450/Year

08
09

HSB
2017 年第 2 季 KR

4

貳、柬埔寨就業計畫
教育很重要，就業則很迫切，所以 CTEP 於 2015 年開啟就業計畫，然而"輔導就
業"遠比"偏鄉教育"艱難，因為就業涉及勞資、產業、政治以及人性等因素。
2016 年 CTEP 輔導了 300 餘位沒經驗、無技術、低學歷的村民就業，CTEP 提供
的是「鄉村至工廠的全程就業服務」，除了代覓工廠、安排面試及培訓(非常感恩
QMI 願意接納並培訓無經驗的村民)，還補貼許多村民離鄉背井前往首都金邊的
交通及生活費。
然而 CTEP 輔導就業的職工中，超過 2/3 已經離職，其原因包括習慣於自由自在
生活的農民，一開始都難以適應規律的工廠作息，此外，CTEP 照顧太多，村民
不須支付代價就很容易地取得、從而也就不珍惜來之不易的培訓及就業機會。
CTEP 重新摸索新策略，除了配合柬埔寨政府宣導國內就業、安排官員參訪工廠
之外，規劃新的運作模式為：
CTEP 就業計畫將專注於「職業培訓」
，不再是「鄉村至工廠的全程就業服務」。
目前 CTEP 已經提供設備及資金，贊助下述 2 所學校的縫紉班，但在學校公教人
員體制下，績效難以展現，CTEP 有意介入管理，期能發揮產學結合的綜合績效。
教育中心

HSB 教育中心

ST 教育中心

修課

九年級、十年級學生必修

非必修課程

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2015.10

2016.10

2016.11.24

2017.04.10

2016.07

2017.07

2017.04.02

2017.08.27

授課期間
縫紉課程
縫紉機

上課時數

入學人數
縫紉教師

以 QMI 公司的職業訓練課程為優先，結束後再上其他縫紉技巧
自有腳踏縫紉機 50 台

自有腳踏縫紉機 30 台

QMI 提供電動縫紉機８台

QMI 提供電動縫紉機７台

每週 2 天

每週 2 天

每週５天

每週５天

每天２小時

每天２小時

每天２小時

每天２小時

每週４小時

每週４小時

每週 10 小時

每週 10 小時

學生 400 人

學生 315 人

學生 20 人

學生 25 人

村民 13 人

村民 0 人

HSB 現有教師

CTEP 外聘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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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校長主動提出計畫，七月開始提供 11 至 12 名清寒學生學習縫紉課程，，
來幫助清寒學生除了學業之外擁有其他技能。
HSB 縫紉課

SＴ縫紉課

今年５月，QMI 提供７台電動縫紉機給磅通省職訓中心(PTC, Provincial Training
Center)，PTC 自有多台腳踏縫紉機，並且已開設有縫紉班，甚至進入監獄內授課，
新增的電動縫紉機將有助於擴大培訓。
我們正研究與 PTC 合作開設下述短期速成縫紉職訓班，關鍵是 CTEP 能勸募到更
多台電動縫紉機以及聘請教師、維修設備、學員津貼的經費。


課程內容為縫紉機具的操作、而非剪裁製衣，目的是培訓成衣廠及鞋廠的
作業員、而非裁縫師。



培訓期間為１～２週，每週６天、每天８小時的密集課程，以節省成本。



PTC 提供宿舍，完成課程且通過考試的學員，CTEP 提供每週 10 元的生活
津貼。



完成課程且通過考試的學員，將獲頒 PTC 製發的結業證書，學員自行覓職，
CTEP 亦得邀請廠商前來甄選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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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台灣南向教育計畫 (TSEP)
「國際服務、服務台灣」是台灣至善文教協會最新的工作方向，因此繼 2010 年
實施「柬埔寨教育計畫」
、2015 年推出「柬埔寨就業計畫」之後，至善協會於 2017
年啟動
「台灣南向教育計畫 Taiwan Southbound Education Program (TSEP) 」
，
目標是培育台灣南向發展人才。
TSEP 不涉及台灣政治及兩岸關係，事實上台灣的南向政策始自 1990 年代，而且
目前最積極南向的是中國大陸。TSEP 只關心台灣的經濟、青年的挑戰以及東南
亞的機會。

TSEP 的具體行動是，第一梯次柬埔寨及越南參訪團將於 2017.7.9~16 參訪柬埔
寨、7.16~22 參訪越南，參訪內容涵蓋農業、觀光業、製造業、金融業、房地產
開發業、NGO、社會企業、學校、教育中心、職訓中心、宗教廟宇等；參訪團員
合計 35 人，其中 15 位具有志工服務背景，碩士學位者 11 人。
參訪團自成團日起即設立 LINE "柬越參訪團"群組，團員各自提供相關資訊，在網
上共同討論，其內容摘錄於"柬越參訪團 訪前研究資料"，敬請點閱。
參訪結束後，TSEP 將推薦團員至台商企業就職，並且總結第一梯次參訪團的試
點經驗，研擬出運作模式，日後能複製來大量培育台灣青年赴南向國家就業、創
業、志業、展業。
台灣南向教育計畫 (TSEP) 標誌著台灣至善文教協會的服務對象正從外國人士、
擴展至台灣青年，目標地區亦從柬埔寨、擴展至越南等南向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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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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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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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4 ~ 6 月

35,174

44,031

(8,857)

(9,736)

財務明細請點閱 2017 年第 2 季財務季報。
CTEP 連續三季入不敷出，現金缺額及營運所需之週轉金仰賴借貸。
CTEP 將有限的資源優先投向海外的國際服務及台灣的南向人才培育，原定於
2017 年７月在台灣聘請專職人員的計畫將無限期延後，年邁的執行長將繼續獨
自一人承擔「柬埔寨台灣教育計畫 (CTEP)」在台灣的行政及募款等工作，同時
推動新開啟的「台灣南向教育計畫 (TS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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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專題報導之一 ： 2017 年金頭腦競賽

GOLDEN BRAIN COMPETITION 2017
Attitude．Knowledge．Hope
一、活動目的
金頭腦競賽是 CTEP 最重要的年度活動，今年為第四屆舉辦。
競賽活動的口號是《態度 Attitude、知識 Knowledge、希望 Hope》，目的
是勉勵笙笙學子們持續學習、精進能力，於年度競賽中展現成果，並且要謙
虛務實、珍惜機會、懂得感恩、不懼失敗、積極進取。

二、執行時程
金頭腦競賽是學生們熱切期待的年度大賽，CTEP 自 3 月開始積極規劃，經過
3 個月的準備，並在各偏鄉教育中心舉行初賽、複賽後，選拔出優秀學生，
於 6 月 11 日來到 CTEP 暹粒總部參加總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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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月

4月

5月

6月

金頭腦活動整體活動規劃
各偏鄉教室初賽
各偏鄉教室複賽
各項活動行前準備
確認參與名單，安排餐飲住宿
找尋贊助單位、參與單位
金頭腦活動(6/11)
結案

三、參與競賽之教育中心
CTEP 目前直營的 20 所教育中心，其教育程度不一，基本上成立愈早、愈接
近城鎮者，學生程度愈高，因此採取分等競賽，英文測驗設定為基礎與進階
兩等級，此外新設立、未結業二期課程的教育中心不得參與競賽。以下是參
加競賽的教育中心名單 :


基礎英文 : APS、DS、PT、SPS、KR、SC、DR、Thnal、TY、Kol、KPS，
共 11 所。



進階英文 : PT、SPS、DR、Thnal、TY、Kol，共 6 所。



電腦能力 : BB1、DS、PT、SPS、KR、Tasne、PO、BK、DR、Thnal、
TY、Kol、KPT、HSB，共 14 所。

四、競賽結果
競賽結果反映出老師的教學績效及學生的學習成果，也展現各教育中心的改
進趨勢。
今年馬德望省及磅通省的偏鄉教育中心獲得名次，非常值得肯定；去年 APS
學生的優異表現，今年仍有保持下去；DR 偏鄉今年表現也不錯，包下兩項獎；
今年 SPS 表現依舊亮眼，獲得進階英文第一、初階英文第三的好成績；特別
要鼓勵的是磅通省的 HSB 偏鄉教室，這次電腦獲得第一名成績，要歸功老師
的認真教學。
整體而言，各教育中心的學生水準有漸漸整齊化的趨勢，希望未來每個教育
中心都有能力可以拿到好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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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基礎英文

進階英文

電腦能力

教育中心

得獎學生

教育中心

得獎學生

教育中心

得獎學生

1

KR

Vorn Sok

SPS

Sreyka

HSB

Nguon

2

APS

Sreynak

TY

Choeurn

BB1

Vandat

3

SPS

Duong

DR

Hann Nisa

DR

Minea

獎品 :
第一名 : 二手筆電 + 雙肩背包 (教師獎金 US$30)
第二名 : 二手腳踏車 + 雙肩背包 (教師獎金 US$20)
第三名 : 電風扇 + 太陽能燈 + 雙肩背包 (教師獎金 US$10)
參加獎 : 文具組 + 雙肩背包

五、活動成效與檢討改進
總決賽的英文及電腦筆試，能感受到學生們埋首於試題中；英文的口試，能
了解學生的英文邏輯與應答；電腦的上機考，能測驗每個操作步驟的掌握。
一整天下來，不僅展現出老師的教學成果，更鼓勵孩子們認真向學並代表參
賽之榮譽。
值得高興的是，今天參與的家長人數比往年增加很多，這代表家長認同 CTEP
的教育；在過程中，我們也不斷提醒大家，知識才是力量，希望未來有更多
的家長可以體會教育的重要性，支持小孩能不斷學習，讓學生們未來因著教
育，可以有更多的選擇與可能性。
然而，一些偏鄉教師的參與度不夠，原因是事前說明不夠詳細，分工也還不
夠細緻，讓活動當天有些老師不知道要做什麼，也跟家長互動有限，這有待
日後改進。此外，來參加的家長無事可做，日後可以安排家長活動，來增加
師生及家長之間的互動。最後的頒獎典禮，可以再準備得更好、更流暢一點，
可以有頒獎配樂，致詞時，可以邀請學生、家長、老師都說一點獲獎感言。
謝謝「慈濟基金會 柬埔寨聯絡點」的師兄、師姐們捐助的精美文具，
「Light Love
小太陽計畫」捐助的太陽能燈、「GOTOS」捐助的後背包、「Touch A Life」捐助
的巧克力。
謝謝大家的幫忙，Golden Brain 2017 圓滿結束了，明年的 Golden Brain 2018
第五屆金頭腦競賽再見 !

11

六、照片紀實
活動當天，學生及家長陸續抵達暹粒辦公室

考試現場

家長休息區

中午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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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活動 ~ 學生畫畫，幹部改考卷

頒獎典禮

活動結束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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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專題報導之二 : 自香港、澳洲、美國來到 CTEP 服務的國際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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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在扶貧中惜福、在付出時成長。
除了來自台灣的志工，馬來西亞、香港、中國大陸、美國、澳洲、英國、新加坡、
中南美等地的志工亦曾參與 CTEP 的教育服務志業，以下是 2017 年第 2 季來到
CTEP 服務的幾位非台籍志工的相關報導。
一、香港 Kenix Sum Yi Tang
Today we are sitting computer 💻 and English lessons in three schools/
temples at KS, TY and KOL.
The teachers 👨🏫 and Students' learning attitude impressed me a lot!
At KS, the teacher was once the student of the school, he loves to go to
school and study a lot but due to many reasons his study was
interrupted for many times. Yet, he didn't give up and went to school
once he got a chance. He has become a teacher here for a few months
and showed great passion in teaching!
His students response by paying
full attention and engage actively
in class.
Students in TY and KOL are very
awesome as well. They keep raising
their hands✋🏽 👆🏽up to answer
questions or to read the words.
They are much more active than
what I imagined before.
I was lucky to be invited by one of
the teacher and taught them a few
words in the class. Their cute smiles
and faces are unforget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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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港 Au-Yeung Wing Yi
義工就做多了，還是第一次到國外去當志工。
今天就跟著 CTEP 的志工到當地學校的結業禮，學生很多，一起坐在同一個
課室裡，起碼有一百個人以上喔，同場的還有家長在一起😉。環境很熱，但
人更熱情😍，坐位不夠，同學們會幫忙拿櫈子，個頭小小的學生們拿着大大
的櫈子，他們真的很乖😘。
校長致辭時，雖然聽不懂他在說什麼，但只聽語氣都己經覺得很震奮人心呀！
頒獎的時候，同學們一個個的走出黎，家長都一起拍照呢😉。
謝謝善長們捐出來的小禮物，鼓勵小朋友繼續努力學習👏👏👏。大合照時間，
小朋友都好快自己找個位置拍照，他們看起來很開心呢😊。
其實在柬埔寨這個地方，雖然讀書說起來很容易，但其實往往有很多事情讓
孩子們不能上學，就算上學了，教師的資量也是很大的問題，幸好有 CTEP
的志工們願意為孩子們擔心，為孩子們尋找更好的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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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澳洲 Mr. Gee
Mr. Gee, a 43-years-old short term volunteer comes from Australia and
he is a builder by trade.

Mr. Gee's passion is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and help children to learn English. He left Australia 5 months ago
and has traveled to 3 different countries helping children. During the
time Gee stayed in Cambodia, he became a monk and learnt about
Buddhism. It's certainly a new experience for enriching his spiritual
beliefs.
Mr. Gee is invited to teach in our learning centers like KOL , Teyeak,
Thnal and DR for nearly two weeks. As a naive speaker, he makes well
use of his language ability and teaching experience, which helps
providing inspiring classes for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Gee is an
enthusiastic teacher and children are always engaged in class. We
would like to say a big thank you to Mr. Gee and appreciate his
incentive for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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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國 Ryan
柬埔寨迄今仍然貧窮落後，偏鄉的教育與醫療水準更差，不過，仍然有美籍
柬埔寨人返國、而且選擇到偏鄉定居。
美籍柬人 Ryan 有著特殊的人生經歷，在紅色高棉時期，為逃避戰爭輾轉到
了美國生活，在美國住了 30 年後，他決定回到他的故鄉。
因為體會過戰爭、在異鄉生活的不容易，Ryan 了解到教育對一個人的生命有
多麼重要，他於 2016 年加入 CTEP，成為一位偏鄉英文老師，他希望透過他
的英文教學，可以幫助更多柬埔寨的學生認識外面的世界。以下是他的英文
自我介紹。
Real life story of teacher Ryan
My name is Ryan Dom. I was born in February 14th, 1968. Most of my
life was growing up with my big brother. My mother was passed away
since I was three or four years old. I didn’t remember much, for how
long I’ve been living with my dad. I escaped to Thailand in 1979 with
my big brother. I had spent time there in the camp with him almost two
years. My life was so hard, because of my young age to be away from
my father. From day to day my heart fulfilled of sadness and sorrow.
Sometime I even sat down and cried because I didn’t get used to be
away from my parent for so long.
In September 14th 1981, I’ve got to America for a very first time of my
life. I never thought that I wouldn’t be too far away from my homeland
but I did. Life in America even harder for me in my first year that I’ve
been there, what hit me hard was the way of communication because I
didn’t speak English at all. After a few years was being educated and
being used to of the culture, it was much better deal with the American
society.
I was graduating from High School in 1989 with a high school diploma
and went on to Community College another two years. I got me a job
at Ivex Corporation as extruder operator for five years. Then got a
better job at KBP coils coaters as a Lead manager for eight years.
In April 2011, I’m back in Cambodia for the first time in 30 years. A
person that I loved the most has gone away for good, the day I 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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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odia was my last time I’ve seen my father too. My life was too
vulnerable compare to other people but I’ve left that behind because
we all have to live and move on with accountability, responsibility and
respectfulness. Several months later I got married with my wife, and
never want to go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ve started my
own business and new life here in Cambodia. We’ve done successfully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Now I decide to leave it for my wife to take care
of the business.
In November of 2016, I’ve decided to work as a teacher for The
Cambodia Taiwan Education Program. May be I can share what best to
help Cambodian youths and society for this generation and in the
future. In a negative side, sometime I felt like, I’m not good enough to
teach or share what I know best for Cambodian youth to anticipated in.
But in the positive side, sometime I’ve thought that experience come
from my every day’s hard work. I still do a lot of research through my
teaching job, what is there that I need to get Cambodian youths to be
well educated to better themselves and a brighter future for them.
Learning English is hard, but teaching them to understand how
important English is harder. I am hoping that, my hard working will
help a Cambodian community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better in the
near future and hoping to provide some students who are capable of
speaking English to use their knowledge to help other Khmer people
to the need of the Cambodian society.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better,
we all need education. The more we’ve learned, the more we do thing
right.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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