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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至善文教協會 柬埔寨台灣教育/就業計畫 (CTEP)  

2017 年第 3 季 服務季報 

2017 年 7 月~9 月 

台灣至善文教協會在經營「柬埔寨台灣教育/就業計畫 (CTEP)」7 年的基礎上，

正轉型成為台灣南向發展的國際 NGO，以非政府組織的身分，協力外交處境艱

難的政府，開展台灣的國際人道服務、開拓台灣的國際發展空間。 

壹、柬埔寨教育計畫 (p. 2) 

2017 年第 3 季 CTEP 結業 1,475 位學生，7年來累積入學 29,933 位、結業 17,014

位學生，目前在學生人數為 2,775 人。去年底才設立的 ST 教育中心，教學績效不

佳而已關閉，將轉移至附近的小學重新開班。CTEP 已在 11 所教育中心完成網路

設備的架設，由於經費短缺，將全面延緩在其他教育中心架設網路設備。 

貳、柬埔寨就業計畫 (p.3) 

本季共安排 166 位村民就業/職訓，累積之輔導人數為 589 人，績效遠低於目標；

新推動的「短期速成縫紉職訓班」亦並不成功，迄今只有 21 人結業，好消息是

CTEP與政府的NPIA建立合作關係，已安排 14位青年接受 4個月期的免費職訓。 

參、台灣南向教育與農業計畫 (p.4) 

「台灣南向教育計畫」的"柬埔寨及越南參訪團"於 7/22 圓滿完成，參訪後已經

安排三位團員分別至越南、緬甸及柬埔寨就職，更多團員即將或計畫於未來前往

東南亞就業、展業或創業。「台灣南向農業計畫」的"台灣農業參訪團"將於 10/ 

29~11/4 舉行，來自柬埔寨的農業主管等一行 9 人來台灣考察農業，這有助於

柬埔寨引進農業技術、改善農民生活，並為台灣業者的南向發展創造良好條件。 

肆、財務狀況 (p. 5) 

2017 年第 3 季捐贈收入 US$49,419、費用支出 US$46,736，季末累積赤字

US$7,053，請點閱 財務季報。 

伍、圖文報導 (p. 6~14) 

台灣地區主任、電視報導、搬遷新址、網路架設、偏鄉教師的態度、親子關係、

就業說明會、職業培訓、謠言止於警察、台商成衣廠捐贈物資、暑期學生志工隊。 

前兩季季報 :  2017 年第二季服務季報、2017 年第一季服務季報    

http://camtw.com.tw/cambodia/wp-content/uploads/2017/10/CTEP-財務季報-2017年第3季-2017.9.30.pdf
http://camtw.com.tw/cambodia/wp-content/uploads/2017/07/CTEP-服務季報-2017年第2季-2017.06.30.pdf
http://camtw.com.tw/cambodia/wp-content/uploads/2017/04/CTEP-服務季報-2017年第1季-2017.03.3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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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柬埔寨教育計畫 

一、2017 年第 3 季結業 1 ,475 位學生，迄今累積結業 17,015 位學生 

2017 年第 3 季結業學生人數為 1,478 人，超過第 2 季的 926 人及第 1 季的

1,051 人少，原因是有高達 17 所教育中心在本季結業；2017 年前三季累積

結業 3,455 人，已接近全年目標的 4,000；然而，第三季入學 2,598 人、結

業 1,475 人，結業率 57%，低於以往的 64%，原因包括下述之 ST 教育中心。 

二、關閉 ST 教育中心 

2016 年 11 月才新設立的 ST 教育中心，第一期入學 278 人、結業率 21%，

第二期入學人數減為 155 人、結業率仍僅 27%，教學績效不佳，因此於 2017

年 8 月底關閉英文班及電腦班，但原本就分開獨立之縫紉班維持不變。 

績效不佳的主因是 : a) ST 校長有心無力，無能反駁"外國人會傷害學生"的謠

言；b) ST 學生多為高年級生，電腦教師管不住學生，英文老師不懂教學技巧。 

關閉 ST 後，CTEP 會將教育資源轉移至附近的小學重新開班，對象著重於小

學生，日後 ST 如能找到有經驗的資深教師，可能重新開班。 

CTEP 將有限的資源做最有效的調配，策略上汰弱扶強、只維持 20 所直營的

教育中心，迄今已關閉及移交給其他組織的教育中心分別為 8 所及 3 所。 

三、延緩架設網路設備  

網路應用課程非常重要，因此CTEP規劃在 20所教育中心全面架設網路設備，

然而當所有的網路設備架設完成後，每年的網路、電費、教材及相關費用將

超過 US$20,000。迄 2017 年 9 月底，CTEP 在 11 所教育中心完成網路設備

的架設，由於經費短缺，將全面延緩在其他 9 所教育中心架設網路設備。  

課程 
2017 年第 3季 迄 2017.9.30累積 2017.9.30 在學中 

入學人數 結業人數 入學人數 結業人數 課堂數 在學人數 

電腦 902 645 11319 6702 63 920 

英文 1486 825 17690 9755 73 1828 

中文 27 5 924 558 3 27 

合計 2415 1475 29933 17015 139 2775 

 本季結業率 =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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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柬埔寨就業計畫 

教育很重要，就業則很迫切，然而"輔導就業"真的是遠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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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培訓人數 製造業 服務業 職訓 合計 

迄 2016/12/31累積 294 60 11 365 

2017年上半年 26 13 19 58 

2017年第 3季 147 5 14 166 

迄 2017/9/30累積 467 78 44 589 

(註 : 上記資料不含"經過 CTEP引薦，但未向 CTEP報告，自行前往廠商就業的村民") 

2017年起柬埔寨最低工資自US$140/月上漲至US$153/月，廠商又須面對 2017

年地方選舉及 2018 年中央選舉可能造成的紛擾，因此許多外資撤離或減少在柬

埔寨的投資，從而就業機會減少，大型績優成衣廠得以挑選有經驗的熟練工，因

此專門輔導無經驗、低教育偏鄉村民就業之 CTEP 在 2017 年上半年成績不佳。 

2017年第3季CTEP輔導了147位村民就業，除了台商QMI繼續鼎力支持之外，

最主要的是增加了日商經營的金邊經濟特區(PPSEZ)之協力，PPSEZ 的中國大陸

幹部幫助 CTEP 安置了 126 位村民至 3 家美商等非台資企業工作。 

CTEP 本部所在的暹粒，因吳哥窟旅遊景點而有非常多的飯店、餐廳等服務業職

缺，但其薪資太低(約 US$100/月)，不在 US$153/月的最低工資規範之內，所以

村民缺乏意願，CTEP 亦不做積極輔導。 

職業訓練是CTEP最新的服務重點，然而CTEP與磅通省職訓中心(PTC, Provincial 

Training Center)合作開設的「短期速成縫紉職訓班」並不成功，迄今只有 21 人

完成短期職訓前往 QMI就職，原因之一是 PTC 位於省政府所在的城市，距離偏

鄉太遠，解決之道是在 CTEP 已經設立的偏鄉教育中心，各放置 2~3 台縫紉機，

讓村民就近實作學習，但這需要機台、教師薪資、電費及耗材。 

好消息是 CTEP 與政府的 National Polytechnic Institute of Angkor (NPIA)建立

合作關係，2017 年第 3 季共安排了 14 位青年前往 NPIA 接受職訓，課程時間 4

個月，課程內容包括裁縫、烹飪、空調、電工、機車修護等，全部免費，學成後

有許多就業機會，CTEP 安排學員住宿在暹粒的寺廟內。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大業，職業則是每日三餐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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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台灣南向教育與農業計畫 

外交孤立的台灣，政府機構在國際間運作艱難，台灣至善文教協會在「柬埔寨台

灣教育/就業計畫 (CTEP)」的基礎上，正轉型成為台灣南向發展的國際 NGO，

以非政府組織的身分，協力開展台灣的國際人道服務，開拓台灣的國際發展空間。 

一、台灣南向教育計畫 

2017 年新啟「台灣南向教育計畫」，目標是培育台灣南向發展的人才。 

第一期「柬埔寨及越南參訪團」已經於 7 月 22 日圓滿完成，此次參訪共有

36人參加，其中17人具有志工背景 (志工較能適應具挑戰性的東南亞環境)，

12 人擁有碩士學位，多位來自企業家庭，幾乎所有參訪團員都有志南向，詳

請點閱「參訪總結報告」。 

參訪結束後，至善協會已經安排三位團員分別至台商「越南機電公司」、台商

「緬甸成衣企業」及日商管理的「柬埔寨金邊經濟特區」就職。 

如能募集足夠資源，至善協會將至越南、緬甸、柬埔寨等南向國家，擴大開

展南向人才培育計畫，協助更多台灣青年前往東南亞就業、展業或創業。 

二、台灣南向農業計畫 

2017 年啟動「台灣南向農業計畫」，目標是促進台灣與南向國家之農業合作。 

柬埔寨是農業國家，全國 1600 萬人口的逾半數為農民，近年來大量外資投

入柬埔寨，但集中於首都大金邊地區的製造業與服務業，城市工商業發展快

速，鄉村日漸空洞化，城鄉差距日益擴大，造成日益嚴重的社會及政治問題。 

從台灣南向角度分析，柬埔寨面積為台灣的 5 倍，土地平坦且肥沃，還擁有

東南亞最大的淡水湖，但農漁牧業技術落後，產品的品質不佳且行銷不暢，

這提供台灣種植、養殖、農機及農產品加工等業者極佳的發展機會。 

因此，至善協會邀請柬埔寨暹粒省及磅通省的農業主管及專業人員，一行 9

人將於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4 日期間來台灣考察農業，目的是讓柬埔寨政府

官員來台灣增廣農業見聞，回去後幫助他們的農村同胞，同時為台灣農業人

員及企業的南向發展創造良好條件。 

如果第一期參訪成功，日後將邀請柬埔寨其他各省、甚至東南亞其他國家的

農業主管來台見學，這是根深雙贏的南向發展計畫。  

http://camtw.com.tw/cambodia/wp-content/uploads/2017/09/至善協會-柬埔寨及越南參訪團-總結報告-2017年9月7日.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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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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累積餘(缺)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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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7 ~ 9月 49,419 46,736 2,683 (7,053) 

連續三季入不敷出之後，2017 年第 3 季的收支終於趨於平衡，但仍有 US$7,053

的累積赤字，連同一個月的營運週轉金，借貸金額逾 US$20,000。 

財務明細請點閱 2017 年第 3 季財務季報。 

報載 :  政府力推新南向政策，明年度更計畫大增預算，編列 71.9 億元，較去年

約增加 27.4 億元，然而，根據立法院預算中心統計，今年新南向的執行

率僅 56.30%，僅少數機關預算執行率逾半，呼籲政府要加強控管。 

政府的南向經費預算花不完，至善文教協會向多個政府機構爭取補助，但全無回

應，理由包括 : 於法無據或沒有預算，而且擔心其他 NGO 會要求同等待遇。 

台灣景氣不佳，民間募款日趨困難，在資金匱乏的情況下，台灣至善文教協會沒

有能力擴大在柬埔寨的運作，但會努力維持現有的「柬埔寨教育及就業計畫」規

模，而且將全力擴展「台灣南向教育及農業計畫」，將台灣至善文教協會轉型成

為台灣南向發展的國際 NGO。 

 

 

 

 

  

http://camtw.com.tw/cambodia/wp-content/uploads/2017/10/CTEP-財務季報-2017年第3季-2017.9.3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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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圖文報導 

一、至善文教協會 台灣地區主任 

2017年8月1日起，劉玉婷小姐 (Jade Liu)

以兼職方式擔任「社團法人台灣至善文教

協會」台灣地區主任，負責協會在台灣的

行政及服務事務，劉玉婷曾於 2012~2013

年期間擔任 CTEP 柬埔寨地區主任，表現

優異、貢獻極大。 

至善文教協會成立 7 年來，在台灣沒有辦公

室、沒有專任職員，協會執行長逐漸衰老，

一旦失去執行能力，協會運作可能立即停頓，

而新推動的台灣南向教育及農業計畫，又亟

需在台工作執行人員，所幸劉玉婷小姐挺身

而出，擔任台灣地區主任。 

二、電視報導 vs. 持續推動實質的改變 

慈濟大愛電視台在 2017 年 9 月 12 日的新聞節目中再度報導了「柬埔寨台灣

教育與就業計畫」: 

2017 年 影片 https://vimeo.com/233804490  (剪輯後 4 分 03 秒) 

2014 年 影片 https://vimeo.com/108752270  (剪輯後 4 分 47 秒) 

此次報導的內容與 3 年前的專題差不多。事實上，過去 3 年間 CTEP 的「教

育計畫」規模已經倍增，2015 年開始的「就業計畫」已經輔導了數百位偏鄉

青年就業，2017 年新啟的「台灣南向計畫」也已經了培育了一些南向發展的

台灣人才。 

在這資訊爆炸的時代，媒體報導一閃即過，重要的是持續推動實質的改變。 

 

 

 

 

https://vimeo.com/233804490
https://vimeo.com/10875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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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TEP 柬埔寨辦公室 搬遷新址 

CTEP 自 2012 年起在柬埔寨暹粒市租用一棟 3 層半的樓房，作為辦公室、教

室兼宿舍。由於房屋老舊、不適續用，CTEP 於 2017 年 9 月遷入鄰近的一棟

有院子的獨棟平房。新房舍雖然遠不及其他國際NGO的辦公室，但已是CTEP

歷年來最佳門面及環境的據點，有助於 CTEP 代表的台灣形象、師生的工作

與學習情緒以及 CTEP 與其他國際組織及政府機構的交流互動。 

        (庭院外觀)                                (教室兼會議室)                              

 

 

 

 

          (辦公室)                                    (宿舍) 

 

 

 

 

 

四、網路設備 延緩架設 

迄 2017 年第 2 季，CTEP 在 10 所教育中心

架設完成網路設備，但由於經費短缺，全面延

緩新的網絡架設，因此在 2017 年第 3 季只在

Thnal 佈建了 1 所教育中心的網路設備。 

Thnal 順利連接網絡後，老師迫不及待上網搜

尋英文教學影片，學生看見屏幕中的聲畫和突

然停頓的緩衝畫面也大笑起來。外界平常一開

機就能自動連接的網絡，在偏鄉成功連接上網

的一瞬間，大家除了心懷感動外，就只想到一

切得來不易。https://goo.gl/XEuycG  

https://goo.gl/XEuy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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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偏鄉教師的態度 

認真教學是一種態度，即使不是最專業的人，只要具備這種態度，慢慢他就

會變成專業的。 

1. KS 的老師 Chnnak 和 Meysin 相當年輕，教學經驗比較淺，但他們在

retraining (在職訓練)上課的認真態度、教學時對學生的緊張、課餘向幹

部志工的請教都很用心；記得在一次 retraining，志工問老師"Can you 

achieve all these goals to be a good teacher? "Chnnak 一人很大聲地

回應"Yes!" 然後所有老師笑了，Chnnak 看到大家的反應，接著又說"It's 

easy!" 自此大家就封他為"Yes man. Easy man "。在教室旁聽兩位老師的

授課，會給人"雖然他們不是最專業，但那份熱血讓你很有力量"的感覺。 

2. Tasne 老師 TY 一直很安靜，英文程度也沒有很好，然而他在教學時的細

心和對每個課堂管理的細節，令你覺得這也是好老師的一個特質。訪視當

天正值 weekly quiz，志工跟老師一起改三十名學生的測驗，每個單詞只

有三到四個英文字母，但每個單詞他都一個一個字母檢查，他會提醒志工，

學生很容易混淆 a 和 o、b 和 p。改卷時有學生在鬧，TY 會告訴他們 keep 

silent，有學生等得不耐煩上前，他反會讓學生幫忙算分數、整理本子，

如果所有老師教學保持這個態度，相信很多小孩也會更愛上課。 

3. SC 的 Saven 很有活力，跟學生關係像兄弟哥哥一樣，當然這在建立規則

和課堂管理上會有一些缺憾，但也可能因為與學生年齡相近，溝通更見自

然。測驗當天，學生不懂不會先選擇作㢢，反而會向老師撒嬌求救，例如

airport 一字，大家想了很久，Saven 就說"airport spells axxpxxx' 學生

跟著翻他白眼繼續追問。很多時候有疑難，先找老師而不是只想求分數，

也是一種學習方式。 

成為專業固然需要時間，但最重要的是有沒有堅持成為成為專業的動力。 

   KS ~ Chnnak      KS ~ Meysin      Tasne ~ TY       SC ~ S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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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親子關係 

1、女兒的好和不好、媽媽的好和不好 

KOL 是澎湖牙醫公會在柬埔寨設立的教育中心，CTEP 受託代為管理。 

8 月 26 日 KOL 結業典禮中，學生 Sreynoy 和她媽媽應邀上台，Sreynoy

自信冷靜地站著，媽媽卻顯得有點害羞和不自在，母女兩人被問到 : "媽媽

說出女兒的好和不好，女兒也要說媽媽的好和不好"。 

Sreynoy 第一句話說 "我媽媽什麼都好…."，然後就低頭聲線弱了，未說出

第二句她就哭了出來，露出小孩最單純的模樣。媽媽看小孩哭了，眼淚也

湧出來，擦了擦眼睛，用手掩著半張臉，邊笑邊哭。 

Sreynoy 繼續說"媽媽每天都很辛苦很努力地工作，但不會讓我辛苦，我在

家什麼也不用做，媽媽告訴我只需要認真念書"，在場的家長們大家都笑著

但眼睛紅紅的。  

再問到 "那媽媽有什麼不好"，Sreynoy 回答 : "媽媽會罵我"，媽媽聽到抱

腰笑了笑，但眼淚還在打轉。  

輪到媽媽了，媽媽說 "小孩好是很認真念書，也不用讓人擔心；不好的是

我罵她，她很喜歡反駁"，聽到這裡，Sreynoy 的朋友很大聲的笑了，家長

們也忍不住發出共鳴的笑聲，然後看她們自家孩子。 

最後 Sreynoy 和媽媽抱在一起，抱得很緊很緊。所有人都看見 媽媽對女

兒無條件的疼愛和女兒有多珍惜這世上唯一的愛。 

    https://goo.gl/4L5s2q  

 

 

 

 

 

 

 

https://goo.gl/4L5s2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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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母親的手 

KS 教育中心第一期結業典禮，孩子們表情惘然，這是聽著致辭太久會打哈

欠的自然反應，家長一邊跟其他媽媽聊天、一邊輕瞄自家的小孩，校長帶

點緊張看稿子致辭，老師東奔西跑一直忙碌，大概是第一次結業禮常見的

場面。 

結業禮開始前，香港志工 Erica 跟在場的人玩打手遊戲，有些孩子會躲，有

些孩子會毫不猶豫地打下來，眼神很調皮淘氣也帶點害羞，媽媽們對志工的

一舉一動都覺得很新奇，笑得很大聲，Erica 就跑向家長們，跟奶奶媽媽玩。 

母親們的手沒有一個是乾淨白嫩的，有的觸感很硬，有的有點泥泥的，有

的感覺是一輩子做粗活的手，她們把 Erica 的手抓得很緊，有些還會摸摸

她的手背，然後親切的跟她笑，每雙手都有不同觸感，但全部都很溫暖，

這些手不知背負了多少故事，只知媽媽們不在乎手變成怎樣，她們只在乎

孩子現在怎樣、將來會變成怎樣。 

典禮進行時，校長說了很多感謝的話，感謝 CTEP 挑選他的學校開課，感

謝 CTEP的電腦和英文課讓孩子有學習的機會，也期盼未來的縫紉課，Erica

一直看著媽媽們，想著如果沒有她們，CTEP 做什麼也徒勞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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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就業說明會， 

 

 

 

 

 

 

 

 

 

1. Prey Veng 省 

Prey Veng 是鄰近越南的貧窮省分，距離 CTEP 所在的 Siem Reap 達 400

餘公里，該省外流的移工人數在柬埔寨全國名列前茅。8 月 16 日 CTEP 與

NEA 國家就業局合作，在該省越南邊境的一處小村莊舉辦就業說明會，共

有 156 位村民湧入，他們納悶怎麼之前從未舉辦過這樣的說明會，也希望

未來能有更多這樣的機會，來回答村民的疑問並提供就業的機會。 

2. Kampong Thom 省 

8 月 2~4 日 CTEP 與 NEA 國家就業局合作，邀請金邊經濟特區的美商

Laurelton鑽石公司至 Kampong Thom省對 1279位即將畢業的 12年級

高中生做就業說明及員工招募。 

3. Battambang 省 

8 月 10~11 日 CTEP 在 Battambang 省 Phnom Sampov 區協助

Volunteer Service Organization (VSO)舉辦招募會，共有46位村民參加，

其中 14 人被雇用，招募會的參加者多為自泰國被遣送回國的非法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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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職業培訓 

CTEP 安排青年至各職訓中心接受職業培訓。 

1. 電工職訓 

 

 

 

 

 

 

 

2. 餐飲酒店服務職訓 

 

 

 

 

 

3. National Polytechnic Institute of Angkor (NPIA)的職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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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謠言止於警察 

Danroun 偏鄉教室靠近洞里薩湖的空邦克亮觀光碼頭，CTEP 跟當地的廟宇

合作，借用佛寺內的空間當教室，如今已經成立四年了，目前設立了英文及

電腦班，同時有三位老師在此教學。 

9/24 的結業典禮很熱鬧，除了學生、家長，也邀請了當地的村長及廟裡的和

尚參加，此外，還特別請當地警察來，因為之前流傳了越南人在鄉下抓小孩，

把小孩的器官割掉去賣的消息。大家都頗緊張，很多小孩都不敢來上課。這

次特別請警察來跟大家直接說明，以後大家可以安心來上課了!!! 

 

 

 

 

 

 

 

 

十、台商成衣廠捐贈物資 

CTEP 舉辦的柬埔寨及越南參訪團，7 月中旬參訪位在金邊的 PAPILLION 

TEXTILE 成衣工廠，陳廠長了解 CTEP 縫紉班的實作耗材需求後，就提供實

習材料。8 月下旬 CTEP 派公務車載回 8 大袋線、11 大袋的下腳布料，看到

滿滿的一車的物資，接下來一整年村民的練習布料都不用擔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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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暑期學生志工隊  

每年寒暑假都有來自台灣及其他地區的學生團體到 CTEP 參訪服務，CTEP 非

常歡迎，但希望學校能派學生輪流常駐柬埔寨，落實長期深根的服務，CTEP

願意提供完整的教育中心，交由其師生自主經營。 

1. 台北醫學大學飛洋國際服務社 FLYong 

北醫 FLYong 每年寒暑假都來柬埔寨定期服務，今年為 CTEP 教師們提供

的衛生教育課程包括"水資源淨化"、"牙齒保健"、傷口處理"以及"垃圾分類

"四項。 

謝謝北醫 FLYong 的衛教課程，每一次帶給 CTEP 老師們的實用知識，都

是北醫志工努力汗水、用心準備所完成的精彩成果。 

 

 

 

 

 

 

2. 中原大學海外志工隊 中文書法教學 

中原大學海外志工隊 8 月底來訪時，特別教導我們的偏鄉教師中文書法，

令人驚喜的是有些柬籍教師不懂中文卻能以毛筆寫出一手好字。 

Our culture shapes what we know, and in turn we shape our 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