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至善文教協會 柬埔寨台灣教育/就業計畫 (CTEP)
2017 年第 4 季 服務季報
2017 年 10 月~12 月
壹、柬埔寨教育計畫 (p. 2~4)
2017 年全年結業 4,131 位學生，迄 2017 年底累積入學逾 3 萬人，結業 17,694
人；2018 年教育目標為維持 20 所教育中心、4000 位結業學生。
目前實施的「自營教育中心」模式成本較高、限制較多，難以遠距離複製，CTEP
正研擬「協辦學校電腦班」的教育模式，新模式將在越南邊境的柬埔寨小鎮 Bavet
試點，為日後東向越南、西至緬甸推廣「台灣電腦啟蒙教育」做準備。
貳、柬埔寨就業計畫 (p.5)
原定目標是在 2017 年底達成累積 2000 人的就業/培訓人數，但實際僅 641 人，
由於工資及政治因素，2018 年的就業計畫亦不樂觀，但會繼續安排柬埔寨政府官
員參訪工業區及企業，協力提升偏遠省份公務員的視野，以促進鄉民就業。
參、台灣南向教育與農業計畫 (p.6)
2017 年成功舉辦柬越參訪團之後，已在 Facebook 設立「南向青年團」群組，
並將再度舉辦東南亞參訪團，還將推薦在東南亞服務的長期志工至當地台資及外
商企業就業，以擴大培育台灣南向人才。
原定於 10/ 29~11/4 舉行的「台灣農業參訪團」因政治因素而延至 2018 年的
1/21~27 舉辦，親歷外交折騰後，我們深刻體驗台灣外交的艱難，因此呼籲國人
多支持我們的外交人員，NGO 非政府組織也應多分擔國民外交的責任。
肆、財務狀況 (p.7)
2017 年第 4 季捐贈收入 US$13,144、費用支出 US$47,558，資金缺額逾 5 萬美
元 (財務季報)。台灣需要具有高度與格局的 NGO 非政府組織，在海外為外交孤
立的台灣打拼，企盼民眾支持至善協會存續、誠請企業栽培至善協會發展。
伍、圖文報導 (p. 8~15)
偏鄉教師旅遊、第一屆傑出教學表現獎、英語能力檢定測驗、更換電腦、逢甲建
築小書屋、職訓成果、就業招募會、省政府 Youth Center、Ursuline Learning
Center、學程影片及學生謝卡、結業典禮、偏鄉教師及學生的故事。
前兩季季報 : 2017 年第二季服務季報、2017 年第三季服務季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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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柬埔寨教育計畫
一、2017 年全年結業 4,131 位學生，迄今累積結業 17,694 位學生
人數

2017 年第 4 季

2017 年全年

迄 2017 年底累積 2017.12.31 在學

入學

結業

入學

結業

入學

結業

課堂數

在學

電腦

492

360

2463

1667

11811

7062

62

946

英文

543

304

4257

2436

18233

10059

74

1739

中文

26

15

82

28

950

573

3

26

合計

1061

679

6802

4131

30994

17694

139

2711

2017 年全年結業 4131 位學生，達成預定之 4000 位學生目標，較 2016 年的
3527 位結業生增加 17%，迄 2017 年底累積入學逾 3 萬人，結業 17694 人。
累積 7 年的教育經驗及信譽口碑，CTEP 可以加倍擴大教育規模，但由於財務
困難，CTEP 希望在 2018 年還能繼續維持「20 所教育中心、4000 位結業學
生」的規模，來保住現有師生的就業及就學，同時能延續並發揮 CTEP 辛勤
建立的台灣影響力，來有實效的推動台灣的南向發展。
二、關閉 SC 教育中心、新設 Kdei 教育中心
為能有效運用匱乏的資源，CTEP 的策略是開辦一所新教育中心之前，先關閉
一所績效不佳的教育中心。
1) 關閉 SC 教育中心
SC 教育中心於 2014 年 3 月在一間廟宇內設立，迄 2017 年 11 月，共開
班 10 期，入學人數 942 人、結業人數 429 人，結業率僅 46%，未達標
準，因此於 2017 年 11 月 26 日關閉，日後廟宇住持若有決心加強督導管
理，CTEP 可考慮重新恢復 SC 教育中心的教學。
2) 新設 Kdei 教育中心
Kdei 教育中心位於暹粒市東向 63 公里處，創辦人 Mr. Kea 平時工作為務
農及開嘟嘟車，在一位澳洲人的資助下，2014 年 1 月設立教育中心，內
有 4 間簡易教室，每天早晚共有五堂英文課，大約 150 位附近村莊的孩
子會來上課，澳洲人於 2017 年底停止資助，在世界展望會柬埔寨分會
World Vision Cambodia (WVC)的引介下，CTEP 接收經營，直接導入
CTEP 教學制度，無需新設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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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新教育模式 ~ 協辦學校電腦班 Facilitate School Computer Class (FSCC)
至善協會的柬埔寨台灣教育計畫(CTEP)目前在柬埔寨實施的教育模式是「自
營教育中心 Manage Own Learning Center (MOLC)」，亦即從設置教室、
提供設備、設計課程、培訓教師、招募學生到督導考核等全面性的經營管理，
CTEP 必須在相距數百公里的各偏鄉教室之間巡視督導，投入眾多柬籍幹部
及外籍志工，非常耗費時間及金錢，一所教育中心之全年費用為
US$6,000~12,000，平均金額 US$8,000。
MOLC 模式難以做大來普及更多的偏鄉學生，因此至善協會研究規畫創新的
「協辦學校電腦班 Facilitate School Computer Class (FSCC)」教育模式，
這是由至善協會選定偏鄉學校後，校方自行安排教師、學生及教學時間，至
善協會只安排教師培訓、提供電腦及教材、補貼教師薪資並定期考核教學進
度及成績，亦即只協助公立學校內的電腦班，而非自行經營管理一所教育中
心，估算支持一所學校電腦班的全年費用約為 US$4,000。
以下是 MOLC 及 FSCC 的比較 :
教育模式

自營教育中心 (MOLC)

協辦學校電腦班 (FSCC)

經營方式

自主經營教育中心

支援學校內的電腦班

教學內容

電腦及英文

電腦

教育學制

每期 3~4 個月、全年 3~4 期

配合學校之上下兩學期及寒暑假

授課時間

在學校正常教學以外的時間授課

在學校正常教學內的時間授課

教室來源

廟宇、教堂、村舍或學校

學校內教室

距離範圍

距 CTEP 來回 4 小時車程範圍內

任何國家、任何地點的學校

學生來源

任何有志學習的民眾

學校內的學生 (可在假期間招收外生)

教師來源

CTEP 自聘教師

學校兼職教師

教師職訓

職前訓練及每月兩次在職訓練

職前訓練

教師薪資

CTEP 全額支付薪資、獎金及福利 CTEP 支付授課津貼

課程內容

CTEP 自主設定

CTEP 與學校共同設定

電腦數量

每一教育中心 15~25 台筆電

每一學校 20~40 台筆電或桌電

課本教材

CTEP 免費提供

CTEP 補助

考試測驗

期中考、期末考、隨堂考

期中考、期末考

巡視督察

至少每兩週一次

每學期兩次考試時

績效標準 每年結業 200 位電腦及英文班學生 每年結業 200 位電腦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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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越南邊境試點 FSCC
協辦學校電腦班(FSCC)模式的成敗，端視如何有效督導校方來落實電腦教學，
為此至善協會選擇在緊鄰越南邊境口岸的柬埔寨小鎮 Bavet 來試點。
自 CTEP 本部所在的 Siem Reap，來回 Bavet 的距離是 950 公里，相當於環
繞台灣全島一周，而 Bavet 距離越南胡志明市僅 70 公里，在此試點的原因
是獲得一群越南慈濟人的協助，當地還有"曼哈頓經濟特區 Manhattan
Special Economic Zone (MSEZ)"及國泰世華(柬埔寨)銀行(CUBC)，MSEZ
是柬埔寨最大的經濟特區，由台灣人創辦經營，CUBC 則是台灣國泰世華銀
行在柬埔寨的全資子行。
柬埔寨新學期於 4 月開始，屆時至善協會將在 Bavet General and Technical
High School 學校協辦電腦班，在這遙遠的地區模索改良 FSCC 模式。
五、台灣電腦啟蒙教育的發展路徑
如果能獲得長期穩定的財務支持，至善協會在 Bavet 試點 FSCC、並將其修改完
成之後，可以跨越國界，與其他 NGO 合作，東向越南、西至緬甸推廣。

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造成貧富落差，台灣是世界第一的電腦製造國，至
善協會的願景是，在全球各落後地區推廣電腦啟蒙教育，如同五十年前台灣
在非洲推展農耕隊服務一樣，
《電腦啟蒙教育》可以讓台灣在該國際服務領域
成為世界第一。
(20 世紀的台灣農耕隊)

(21 世紀的台灣電腦啟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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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柬埔寨就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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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 季

38

9

5

52

2017 年 全年

211

27

38

276

迄 2017/12/31 累積

505

87

49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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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EP 原定目標是在 2017 年底達成累積 2000 人的就業/培訓人數，但實際人數
僅 641 人，即使加計未向 CTEP 登記者，目標達成率亦不及 50%。
檢討原因如下 :
1. 工資及政治因素造成外資觀望、投資卻步、就業機會減少、勞工不再短缺，
成衣產業可以只挑選熟練工，CTEP 輔導的卻是沒有工廠經驗的偏鄉新手。
2. 旅遊服務業沒有最低工資保障，CTEP 本部所在的吳哥窟觀光區有許多職缺，
但因低薪而乏人問津。
3. 政府提供職訓機會，但因宿舍不足、沒有生活津貼，CTEP 也無力補助，因
此難以吸引偏鄉貧民前來接受職訓。
4. 最重要的則是政治，柬埔寨正經歷重大政治變革，最大的在野黨被解散，長
達數個月期間內，集會活動被嚴格管制，因此 CTEP 難以下鄉執行就業宣導
及招募工作。
雖然未達成目標，一個外國 NGO 能輔導近千位(包括未登記者)偏鄉青年就業，非
常鮮見、實為難得，這讓柬埔寨政府及外資企業對來自台灣的 CTEP 刮目相看，
更可貴的是，CTEP 安排柬埔寨政府官員參訪工業區及外資企業，有助於提升官
員的視野，加速政策的優化。
2018 年柬埔寨將舉辦 5 年一次的國會大選，最低工資亦將自每月 US$153 調升
至 US$170，政經情勢皆不樂觀，因此 CTEP 的 2018 年就業/培訓人數目標將維
持於 300 人，且會繼續安排柬埔寨政府官員參訪工業區及企業，甚至來台灣參訪。
特別說明的是，CTEP 迄今只聘僱一位專職主管負責就業計畫，動用的人力主要是
教育計畫之 30 餘位教師及志工，服務地區則主要是 CTEP 的 20 餘所教育中心所
在的多個省分，這說明維持一定規模的教育中心，就能以很低成本發揮周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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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台灣南向教育與農業計畫
至善協會在 7 年國際服務的基礎上，正轉型成為台灣南向發展的國際 NGO，以
非政府組織的身分，協力開展台灣的國際人道服務，開拓台灣的國際發展空間。
一、台灣南向教育計畫
至善協會 2017 年 7 月舉辦的「柬埔寨及越南參訪團」獲得超出預期的成果，
因此擬於 2018 年再度舉辦東南亞參訪團，為區別於一般的見學、聯誼、順
便旅遊之團體，至善協會的邀請對象將著重於真正準備前往東南亞就業/創業
的台灣青年，以及有意南向展業的台灣中小企業所派遣之幹部，參加者全額
自費，安排之參訪對象則儘量是在東南亞有人才需求的企業、有投資/合資意
願的廠商、有市場商機的產業，務必在短期間創造能產生經濟實效的就業、
創業、展業。
至善協會還將推薦在東南亞服務的長期志工至當地台資及外商企業就業，這
些國際志工在東南亞長期服務，已經了解當地的政治文化及風土人情，也適
應其氣候及食物，又有服務熱忱，應該會是在地企業需要的員工人選。
至善協會已在 Facebook 設立「南向青年團」群組，目前規模尚小，準備長
期推動台灣南向發展的人才培育計畫。
二、台灣南向農業計畫
台灣外交處境困難，柬埔寨迄今未准台灣設立任何準官方的辦事處，柬埔寨
官員也自律的與台灣官方保持距離，因此原定於 2017/10/29~11/4 舉行的
「台灣農業參訪團」由於政治因素而被迫取消。
至善協會並未因此挫折而放棄，反而是擴大規模重新再起，於 2018/1/21~27
再次舉辦農業參訪團，邀請更多政府官員及民間農商會人士參加，我們並不
確定此次會有多少人因政治因素而臨時退出，但參訪團不會取消或延期。
至善協會相信，制定政策的政府官員在參訪台灣農業後，多少能調整其農業
措施，農商會人士也較能有效落實政府政策、引進農業技術、增加農業相關
產品的貿易，來改善該國農業、造福其農民；我們也相信，兩國的農業交流
將有助於具有農技優勢的台灣農業專家及企業前進東南亞開展新事業。
經歷此次外交折騰，我們深刻體驗台灣外交的艱難，因此呼籲國人多體諒並
支持我們的外交人員，NGO 非政府組織，也應該分擔國民外交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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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財務狀況
季度現金流量(US$)

當期收入

當期支出

當期餘(差)額 期末累積餘(缺)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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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0~12 月

13,144

47,558

(34,414)

(41,467)

年度現金流量(US$)

當期收入

當期支出

2015 年 全年

162,404

162,056

348

(1,691)

2016 年 全年

153,613

152,164

1,449

(242)

2017 年 全年

143,672

184,897

(41,225)

(41,467)

當期餘(差)額 期末累積餘(缺)額

財務明細請點閱 2017 年第 4 季財務季報。
2017 年第 4 季捐贈收入 US$13,144、營運支出 US$47,558，當期缺額
US$34,414，累積赤字缺額 US$41,467，連同預支一個月的營運週轉金，借貸
金額逾 US$50,000，創歷年來最高，目前由私人借貸融通的方式難以持久。
為求存續，至善協會積極的發動企業勸募、並向政府申請補助，但都未獲回應；
至善協會同時擴大推動網路線上捐款，向民眾做小額募款，亦尚未有收獲。
台灣至善文教協會不屬於任何宗教團體、國際組織、企業財團或政府機構，人力
及財力資源極其微薄，至善協會以 NGO 非政府組織的身分在海外為外交孤立的
台灣打拼，非常需要國人支持來繼續《開展台灣的國際人道服務、開拓台灣的國
際發展空間》。
至善協會 2018 年年度費用預算 US$200,000，請點閱 捐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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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圖文報導
一、偏鄉教師旅遊 (逾半的 CTEP 教師未見過海洋)
CTEP 的教育中心分佈於柬埔寨西北部的內陸省分，多數的偏鄉教師沒見過大
海，因此 2017 年的偏鄉教師旅遊選擇位於該國東南部的西哈努克港，這是柬
埔寨最著名的濱海旅遊區，偏鄉教師們漫步沙灘、體驗海浪、悠閒坐船、跳水
游泳、觀賞夕陽，大家掩不住內心的興奮
教師 Sopheak 說 : 把海灘與浪花攝影錄下來，帶回去與學生、家人分享。
BunThong 說 : 海灘很漂亮，也看到這裡的人很辛勤工作，回去會告訴孩子
要認真讀書與工作，以後才有能力來海邊玩。最後，老師用三個詞說出他們看
到海的感覺 ：《好快樂、好神奇、很榮幸》。

二、第一屆傑出教學表現獎
為了表揚用心教學的偏鄉老師和其教學成就，CTEP
舉辦了教學競賽，榮獲第一屆傑出教學殊榮的老師是
APS 教育中心的 Sokren。
Sokren 在教學上相當的用心，運用唱歌、時裝秀、
遊戲等耳目一新的教學方式，課堂上的活動生動有
趣，學生們也非常投入，因此，他的學生喜歡上學、
渴望學習，並且很有自發性。
從各項資料中發現，APS 學生的出席率相當穩定，
學生的表現也是數一數二，傑出學生的成績更是創
造了高標準，恭喜 Sokren！謝謝他對教學的貢獻！
請觀賞 Sokren 的教學影片 https://goo.gl/kb1j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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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CE Test 英語能力檢定測驗
ACE (Australian Center for Education ) placement test 是柬埔寨教育部
認可的英語能力檢定測驗，CTEP 安排所有老師、幹部和志工一同考試，其目
的並非要比較大家的英語程度差異，而是鼓勵老師積極進修來提升自己的英
語水平，這將有助於教師們的教學工作及個人的未來發展。
ACE 成績從 Beginners 1 至 GEP LEVEL 10，更高階者為 Diploma，考試內
容為 Reading（基礎 Grammar），CTEP 老師最高成績者得 GEP 8-9，最低
成績得 Beginners 1。

四、KOL 教育中心更換電腦 (阮醫師是 CTEP 的精神導師)
澎湖牙醫師公會阮議賢醫師經營的 KOL 及 Tasne 兩所教育中心由 CTEP 代為
管理，KOL 及 Tasne 共配置有 40 台筆電，這些由台灣福懋科技公司捐贈的二
手筆電性能良好，無論螢幕鍵盤或硬盤都未有損壞，除了方便學生學習，也節
省了 CTEP 處理和維修電腦的時間，非常適合偏鄉的電腦教學。
舊筆電在學生們輪番操作下，不時需要維修汰換，下圖是 2017 年 10 月 KOL
更換筆電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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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逢甲建築小書屋
逢甲大學建築學院及系友會於慶祝 50 週年系慶時，發起「深耕五十，前瞻一
百」計畫，要在偏鄉地區建造 100 座小書屋，迄今已在台灣建設 10 座小書
屋，並於 2017 年在泰北清萊嘎咗村建設第一座海外小書屋。
2017 年 12 月，小書屋團隊在黎淑婷院長帶領下來到柬埔寨考察，CTEP 安
排其參觀實踐大學義建的草棚教室、洞里薩湖高腳屋區、社會企業工廠、天
主教堂可免費提供的建地以及 CTEP 經營的偏鄉教育中心，如果逢甲建築小
書屋團隊決定在柬埔寨建設其第二座海外小書屋，且需要 CTEP 協助，CTEP
將全力配合。

六、職訓成果 (CTEP 很感恩能有機會幫助一些年輕人自立)
Seng Li is a student that CTEP has sent him to study repair motor skill,
after one year, he got a skill that help him better than before and has a
small shop at home, beside repair motor, he plant rice, corn and
vegetables, he would like to say thanks CTEP and teacher Sim that
show a good ways to live and his family that always encourage his
course. (柬籍主管 Souv Sim 撰文，英文未經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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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就業招募會 (2017 年舉辦過數十場招募會，感謝廠商的支持)
CTEP 與磅通省國家就業局 NEA 於 10 月 3 日聯合在 Prasat Balang 縣舉行
就業招募會，台資成衣廠 QMI 的人事主管親自到現場，為有意願到 QMI 成
衣廠工作的村民進行簡單測驗，通過後，就可以去金邊 QMI 工廠受訓，通過
受訓，就可以成為正式員工。當天未能到場參加的村民，由 CTEP 安排村民
直接到磅通省 NEA 做測驗，通過者一樣可以到 QMI 接受培訓。再次感謝 QMI
提供機會，也預祝村民們可以好好學習一技之長，未來可以有穩定的工作與
收入，讓自己與家人有更好的生活環境。

八、省政府 Youth Center (建立政府教育機構合作關係)
省政府下屬的 Youth Center 與省內的各級學校都有聯繫，經由國家就業局
NEA 的引介，磅通省 Youth Center 曾經帶領 CTEP 前往多所學校，向即將
畢業的學生宣導就業訊息。
磅通省 Youth Center 也開設電腦班，但缺乏電腦，CTEP 就提供 5 台舊筆電，
一方面資源共享、互相協助來教育更多偏鄉青年，另一方面也建立密切的合
作關係，為台灣南向發展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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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CTEP and Ursuline Learning Center at Battambang (向專業教育機構學習)
天主教 Ursuline 聖吳甦樂女修會在台灣創設文藻外語大學及花蓮海星中學，
在柬埔寨 Battambang 馬德望省，CTEP 的 BB1 教育中心與 Ursuline 聖吳甦
樂女修會合作，讓 CTEP 有機會向 Ursuline 學習教育工作。請觀賞 Workshop
on life skill and harmony relationship 短片 https://goo.gl/Zbwj4G 。

十、學程影片及學生謝卡
電腦班測驗 https://goo.gl/uMKcNK
英文班上課 https://goo.gl/JVii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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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教育中心結業典禮 (每一季有十幾所教育中心結業，其中 4 所圖片如下)
1. Bakong 教育中心

2. Thnal 教育中心

3. TY 教育中心

4. Tasne 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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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一位偏鄉教師的故事
Sreymom 老師是 TY 教育中心的教師，她現在還在讀大學，以下是她的自述
(未經修改)。
Every day, I walk to school. My parents don’t have money buy bike for me. All
children have a bike. There are some people in my village hate my family.
Because, my family is very poor. They told my parents why let me go to study?
You should let her drop out study, then find job is better than study. But they
disagree with them. I studied in grade 6 at Primary school. Then, I study at
Samrong Secondary school until grad nine. My third school is Dom Daek high
school only one year in grade 10. At last, in Hun Sen Wat svay high school of
Siem Reap province in grade eleven to twelve. In 2011, I finished in grade
twelve, then I go to study at Institute Of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My subjects
are English and Computer. I worked in Raja restaurant, may be two years.
Then I changed, because there are many hours for work. Further, I don’t have
enough time to study. I resigned from here and go to work in Cellcard
Company. But, in there it not fear for me, I work here may be three month.
(Volunteer ). I decided back home and sell food. Yes it is very happy, but it
makes me tired very much. Now, I am working in CTEP.
The motivate I am to be a teacher. There are
many causes of problems are in Cambodia. Such
as poor families, some children dropped out
study, some parents go to Thailand, North Korea,
South Korea, and Malaysia and so on. They went
there to earn money to support their each family.
Most of them met bad owners who don’t care
everything like salary, Insurance or don’t make
sure with times work. Second, some workers were
hitted by their owner. Sometimes, when they are
working, suddenly, they met an accident until die.
I knew these news by YouTube or Facebook also.
The require these causes, that make me to be a teacher. Because, if they don’t
poor, they will not go to abroad to earn money. So, only education can help
them or their children also. The knowledge is very important, includes Khmer,
Math, Biology, History, Physical, Chemistry and other subjects. But, the
English i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For instant, the kindergarten until high
school, the government needs all teachers teach students. So, in my mind
thinks, I can speak English little, I should help them by teaching and share my
experiences to them. I expect, one day all children are going to have well jobs
and get high knowledge than me, they can help themselves, help their
families, and their society also. When the country has enough Human
Resources, so it becomes developed country. At last, all people come back
their hom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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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一位偏鄉學生的故事
Phy Yong Je 是 TY 學習中心英語班學生，成績是班上第一名，老師推薦他是
這期的好學生，以下是他的自述原文 (未經 CTEP 志工修改)。
Dear CTEP
Hello! I am Phy Yong Je. I was born on 9th
of November in 2005. I live in Ta Yaek. I
have one brother and one sister. I am first.
I am in grade seven. My second brother in
grade five. And my sister is grade one. My
mother is Nhon Sokha. She’s a farmer.
She’s thirty seven. She’s a housewife. My
farther is Phy Hong Jeng. He’s a taxi driver.
He’s thirty five.
My life at school : Every day, before I go to school, I cooked breakfast by
myself. At half past six, I go to school with my younger brother and my sister.
My school name’s Ta Yaek Secondary school. I have lots of friends. My friends
are very kind. When they have some food, they always share me. I like
studying English, math, Biology, Chemistry, and Khmer also. Two of my
friends are weak. I always help them, such as reading, spelling a word, and
other exercises.
At five to six, I study English at Ta Yaek pagoda. I like it very much. Because,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me in future. Further, it’s international Languages.
Before, I cannot speak English. But now, I can speak a little. My parents are
happy.
The Letter for thanks to CTEP. I am very happy, what CTEP helps all students in
this village by teaching that give knowledge, such as English and Computer
also. Furthermore, CTEP gave a chance for poor students study free.
I hope CTEP will support and help all students continue.
Best regards,
Phy Yong 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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