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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至善文教協會 (更名為 德普文教協會) 

柬埔寨台灣教育與就業計畫 (CTEP)  

2018 年 1 月~3 月 第 1 季 服務季報 

壹、Taiwan Ni-Hao 台灣你好 (p. 2)  

從柬埔寨的教育中心開始，CTEP 致力將 Taiwan Ni-Hao 問候語推廣至沒有台灣

國旗及國號的世界各地，將友善的 Taiwan 形象根植於各國人民心中。 

貳、柬埔寨教育計畫 (p. 2~4) 

本季結業 1,531 位學生，8 年累積結業 19,225 位學生。2018 年的教育重點是提

升教學素質，除了強化教師培訓、提升薪資福利、增購設備之外，更宣示要汰換 2

所教育中心，來警示績效不彰的教師，並對應配合不佳的學校主管。此外，在越

南邊境開設 CTEP 的第 30 所、也是第一所創新模式的教育中心。 

參、柬埔寨就業計畫 (p.5~7) 

本季輔導了 51 位偏鄉青年就業，另安排 2 人職訓；CTEP 現今著重於配合政府的

就業及職訓措施、以及鄉村的農業發展，而非專注於輔助鄉民赴城市工廠就業。 

參、台灣南向教育與農業計畫 (p.8~10) 

CTEP 創設的"Facebook 南向青年團群組"廣受歡迎，日後將優先邀請群組成員參

加「台灣青年南向參訪團」，CTEP 另將推荐長期志工至東南亞台商企業就職。 

12 位政府官員及商農會人士組成的「柬埔寨農業參訪團」於 2018 年元月來台參

訪十餘所農業相關的機構及設施，成效極佳，因此柬埔寨農業部及磅通省政府旋

即於 3 月份邀請 CTEP 主管研商，進一步推動 Agriculture Exchange Program。 

伍、協會名稱變更為德普文教協會 (p.11) 

肆、財務狀況 (p.11) 

本季捐贈收入 US$109,131，其中一筆 US$70,000 特別捐助是為了彌補先前的資

金缺口，本季淨支出 US$47,548，季末現金餘額 US$20,116。(財務季報) 

伍、圖文報導 (p. 12~17) 

老師推薦的好學生、主動爭取職訓的偏鄉青年、遠赴鄰近泰國的馬德望省協辦就

業說明會、專業且長期服務的台北醫學大學飛揚國際服務團、偏鄉教室的結業典

禮、露天教室、感謝卡及回函。   

前兩季季報 : 2017 年第 4 季服務季報、2017 年第 3 季服務季報    

http://camtw.com.tw/cambodia/wp-content/uploads/2018/04/財務季報-2018第1季-台灣至善文教協會-更名為-德普文教協會.pdf
http://camtw.com.tw/cambodia/wp-content/uploads/2018/01/2017年第4季-服務季報-台灣至善文教協會-2017.12.31-2.pdf
http://camtw.com.tw/cambodia/wp-content/uploads/2017/10/CTEP-服務季報-2017年第3季-2017.09.3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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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Taiwan Ni-Hao 台灣你好 

台灣外交孤立，國旗及國號在許多國家地區受到限制。 

1.  消極的都不掛國旗 : 過去8年間，CTEP在柬埔寨先後開設了30所教育中心，

使用的都是廟宇、教堂、學校所提供的免費教室，我們堅持的原則是，教室

內外都不懸掛外國國旗，如果掛則必須同時掛台灣國旗。(CTEP 曾為國旗而

於 2015 年關閉了一所教育中心，請點閱 FB 刊文沒有國旗的國際服務)。 

2.  積極的 Taiwan Ni-Hao : 今年起 CTEP 在所有的偏鄉教室積極教導 Taiwan 

Ni-Hao 問候語，要求師生在見到來自台灣的志工及訪客時都齊聲 Taiwan 

Ni-Hao，志工及訪客也回以 Cambodia Ni-Hao 問候。 

從柬埔寨的教育中心開始，CTEP 致力將 Taiwan Ni-Hao 問候語推廣至沒有台灣

國旗及國號的世界各地，將友善的 Taiwan 形象根植於各國人民心中。 

 

 

 

貳、柬埔寨教育計畫 

一、2018 年第一季結業 1,531 位學生，8 年累積結業 19,225 位學生 

2018 年第一季結業 1,531 位學生，自 2010 年起迄今 8 年期間，累積入學人

數超過 3.4 萬人、結業 19,225 位學生，扣除同一學生重複入學或自初級班升

入進階班的人數，估計有 2 萬餘位不同的學生入學、1.4 萬餘位結業，其親友

人數逾 10 萬人，亦即有 10 萬聲 Taiwan Ni-Hao。 

課程 

2018 年 

第 1 季 人數 

迄 2018.03.31 

累積 人數 

2018.03.31 

在學中 

入學 結業 入學 結業 課堂數 在學人數 

電腦 1058 594 12869 7656 90 2237 

英文 2001 937 20234 10996 70 1049 

中文 26 0 950 573 3 26 

合計 3085 1531 34053 19225 163 3312 

http://camtw.com.tw/cambodia/wp-content/uploads/2018/03/沒有國旗-的-國際服務-2017.2.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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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教學品質 

CTEP 資源匱乏，但仍竭力維持 20 所教育中心，要開設一所新教育中心之前，

必先關閉一所績效不佳的舊教育中心，不擴張教育規模，而將有限的資源投

向教學品質的提升，以下是實施中的措施 : 

1. 每月 2 次的周六，來自各省的偏鄉教師，集中到位於暹粒市的 CTEP 本部，

進行一整天的在職訓練，訓練內容除了引進"新教材、新教學方式"的內部

教學，還邀請外部專家及來自各國的志工組織前來教授專業課程。 

2. 服務滿 2 年的教師，由 CTEP 補助學費至大專院校或職訓中心接受培訓。

CTEP 也出資安排教師至 ACE 等機構做英語能力檢定測驗。 

3. 已經在 9 所教育中心裝置網路設備，將繼續投入資源，逐一讓所有電腦班

的教室都能上網。 

今年起採取以下兩項新措施，來進一步提升教學品質 : 

1. 在具備電力供應的教育中心配置投影機，目前已有 4 所教育中心使用投影

機，第 2 季將增加至 10 所。 

2. 宣示今年內汰換 10%、亦即 2 所績效不佳的教育中心，將資源移轉至新開

發的偏鄉地區，以此警惕努力不夠的教師，並對應配合不佳的學校主管。 

三、開設第 30 所、也是第一所創新模式的教育中心  

CTEP 於 2018 年 3 月 16 日與 Bavet General and Technical High School

校長簽約，這是 CTEP 開設的第 30 所、也是第一所「協辦模式」的教育中心。 

CTEP 迄今實施的教育方式是「主辦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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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相距數百公里的多所偏鄉教室之間巡視督導，投入眾多人力、時間及金錢。 

在 Bavet 實施的「協辦模式」，是由 CTEP 選定偏鄉學校，委請校方自行安排

教師、學生及教學時間，CTEP 則協助教師培訓、提供電腦及教材、補貼教

師教學津貼，並定期考核教學進度及成績，亦即協助公立學校內部設立並經

營電腦班，而非 CTEP 自行經營管理教育中心。 

兩種模式的最大差別是 : 「主辦模式」是學校的課後教學，「協辦模式」則

是將電腦教育安排入學校正式課程內，這極大的方便學生們的學習，一所「主

辦模式」教育中心之全年費用為 US$10,000，「協辦模式」則降為 US$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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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EP 服務地區圖示》 

CTEP 共設立 30 所教育中心，其中 20 所由 CTEP 繼續經營 (紅色標記)、3

所轉移給教會或其他 NGO 經營 (藍色標記)、7 所已經關閉或中止支援 (灰

色標記)；CTEP 另提供資源協助 5 處職訓中心 (綠色標記)。 

CTEP 的服務範圍自柬埔寨西北方鄰近泰國的 Battambang 馬德望省，延伸

至東南方鄰近越南的 Svay Rieng 柴楨省，相距約 700 餘公里，詳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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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柬埔寨就業計畫 

就業/培訓人數 製造業 服務業 職訓 合計 

迄 2017/12/31 累積 505 87 49 641 

2018 年 第 1 季 50 1 2 53 

迄 2018/3/31 累積 555 88 51 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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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第一季 CTEP 輔導了 51 位偏鄉青年就業，另安排 2 人職訓；許多求職

者未被工廠錄用是因為不識字或年逾 32 歲，若能提升農業技術並引進農產品

加工廠，來創造更多收入及就業機會，這些人就能留在農村家鄉謀生。 

與此同時，柬埔寨政府積極推展就業，已在全國 25 省的 11 省設置國家就業局

(NEA, National Employment Agency)，今後要繼續在其他省分廣設 NEA 及

職訓中心。 

面對柬埔寨特殊的就業狀況及政府 NEA 的擴展，CTEP 的柬埔寨就業計畫也與

時俱進，現今著重於配合NEA的就業活動、各職訓機構的運作(專題報導如下)、

以及鄉村的農業發展(詳見後述之台灣南向農業計畫)，而非專注於輔助偏鄉青

年前往城市工廠就職。 

《縫紉職訓 專題報導》 

感謝台商成衣大廠 QMI 自 2016 年起陸續捐贈 26 台電動縫紉機及相關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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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EP 將募集到的資源提供給有需求的對象，並作後續督導及考核。近日 CTEP

刪除績效不彰的 ST 中學、收回先前提供的縫紉機，另增加 Ta Oak community 

learning center 及 VSO-based community，提供其各 4 台縫紉機，將寶貴

的資源重新分配如下。 

縫紉機受贈機構名稱 數量 備註 

Kampong Thom Province 磅通省 

Hung Sen Balang High School 9 台 2016 年開始 

Provincial Training Center 7 台 2016 年開始 

Ta Oak community learning center 4 台 2018 年開始 

Battambang Province 馬德望省 

Battambang Catholic Church 2 台 2016 年開始 

VSO-based community 4 台 2018 年開始 

以下是受贈機構的縫紉機使用說明。 

1. 磅通省 Hung Sen Balang High School (HSB) ~ 9 台 

運用 : 將電動縫紉機運用在校內既定的縫紉技

職課程上，本年度安排10年級學生(共7個班級、

299 名學生)，每周一、四上課。 

師資：由校內編制的專職縫紉教師授課，CTEP

曾於 2107 年安排該縫紉老師到 QMI 受訓，學

習縫紉機的正確操作與保養方式。 

成效：讓高中學生習得一技之長，未來可自行開

業或是到工廠就業。 

2. 磅通省 Provincial Training Center (PTC) ~ 7 台 

運用：用於 PTC 縫紉職訓課程以及 CTEP 的短期

縫紉培訓計畫。 

師資：由 PTC 的專職縫紉教師授課，CTEP於 2107

年安排縫紉老師到 QMI 受訓，學習電動縫紉機的

正確操作與保養方式。 

成效：推展 PTC 縫紉職訓課程，協助偏鄉無技能

的村民學習基礎縫紉技能，並安排至工廠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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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磅通省 Ta Oak community learning center (TO) ~ 4 台 

運用：TO 村民以及鄰近之國小及中學學

生總人數約 1100 人之縫紉課程使用。 

師資：TO 自聘專業老師 

成效：協助村民與學生學習一技之長，

除了可以在家鄉自行創業外，希冀未來

CTEP 舉辦的「短期縫紉培訓計畫」能幫

助當地村民到工廠就業。 

4. 馬德望省 Battambang Catholic Church (BBC) ~ 2 台 

運用：天主教區職訓中心用於培訓當地婦女、殘疾人士，製作之紡織工藝

品在藝品店販賣  

師資：教堂自行聘請專業老師 

成效：協助教堂的縫紉職訓課程，銷售學員製作之產品來謀生。 

 

 

 

 

 

 

5. 馬德望省 VSO-based community (VSO) ~ 4 台 

運用：用於 VSO 縫紉職訓課程以及

CTEP 的「短期縫紉培訓計畫」。 

師資：VSO 自行聘請專業老師 

成效：協助該區村民與學生學習一技

之長，除了可以在家鄉自行創業外，

希冀未來 CTEP 舉辦的「短期縫紉培

訓計畫」能幫助當地村民到紡織工廠

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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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台灣南向教育與農業計畫 

至善協會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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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EP 於 2017 年 7 月舉辦「柬埔寨及越南參訪團」，成果超出預期，原本規

劃於 2018 年再度舉辦台灣青年南向參訪團，但因經費問題而延後，其背景

是民間募款不順利，洽詢教育部的「新南向人才培育計畫」，被告知 ~ 教育

部只補助學校等教育機構，其他政府機構也都有特定的支持對象及既定的人

才培育計畫。 

CTEP 的因應措施 : 

1. 設立並擴大經營 Facebook 的「南向青年團」群組，該群組成員人數快速

增加；CTEP 日後舉辦的南向參訪團將優先邀請該群組成員，因為成員已

展現南向的興趣，並俱備南向的知識。 

2. 歡迎台灣青年擔任 CTEP 長期志工，服務滿半年以上者，將被推薦至東南

亞台商企業就職。許多台商需要台籍幹部，但共同的困難點是，多數台灣

青年做不久就離職，CTEP 的長期志工都具有服務熱誠，且能夠適應東南

亞的氣候、文化及單調生活，將會是台商優先招募的對象。  

二、台灣南向農業計畫 

柬埔寨農業參訪團自 2017 年 8 月開始籌備，原定於當年 10 月成行，因柬國

政治因素而取消。CTEP 在台灣農委會及外交部的協力下，歷經半年不懈的努

力，終於在 2018 年 1 月順利舉行。 

1.  參訪日期 : 2018 年 1 月 21~27 日 

2.  參訪目的 : a) 協助柬埔寨政府官員及農商會人士認識台灣農業，進而引

進台灣的農業技術、種苗、農機、肥料等產品，來改善該國農業、造福

其農民；b) 增加台柬兩國的農業交流，來促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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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提升 CTEP 在南向國家的格局及

高度。 

2.  參訪成員 : 柬埔寨磅通省、柏威夏省、奧多棉吉省、班迭棉吉省及金邊

市的 6 位政府官員 及 6 位民間人士。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78092322675043/?ref=group_h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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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訪對象 : 農友種苗公司、農委會台南區農業改良場、農委會畜產試驗

所、大成集團肉雞電宰廠、臺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龍鼎生命科學公司、

林內農田水利博物館、漢寶畜牧場、農委會水產試驗所、福壽實業公司、

台灣肥料公司、霧峰農會、國立台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臺北農產

運銷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依參訪時間排序) 

4.  後續行動 : CTEP 清楚認知自己的 NGO/NPO 非政府/非營利組織身分及

薄弱的資源能力，因此不會介入政治、也不會參與農業經營，而會專注

於推動台灣及南向國家之間的農業交流互訪，運用經濟學所謂的一隻看

不見的手(市場、政府、消費者、生產者)，自然促成台灣與南向國家之間

的農業合作及經濟發展。 

a)  3 月 19~20 日，柬埔寨磅通省及農業部的高層政府官員分別在省政

府及中央政府的辦公室與 CTEP 執行長會談，感謝 CTEP 協力促進柬

埔寨農業發展，承諾克服外交政治的障礙，歡迎台灣農企及農業人士

前來柬埔寨發展。 

b) CTEP 將爭取經費來推動 Agriculture Exchange Program，初期先

邀請柬埔寨農業人士來台作一個月或較長期的實作學習，另將邀請台

灣農業人士前往東南亞考察發展，之後再視績效反應及經費狀況採取

進一步的行動。 

詳請點閱「柬埔寨參訪團 台灣農業參訪報告」。 

(參訪期間圖片 : 2018 年 1 月 21~27 日 在台灣) 

 

 

 

 

 

 

 

 

 

http://camtw.com.tw/cambodia/wp-content/uploads/2018/01/柬埔寨參訪團-台灣農業見學報告-2018年元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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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後會談圖片 : 2018 年 3 月 19~20 日 在柬埔寨) 

       柬埔寨農業部                         磅通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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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協會名稱變更 

「社團法人台灣至善文教協會」與較早成立的「財團法人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

之名稱類似，經常造成混淆，因此在 3 月 30 日舉行的會員大會中討論通過更

名為「社團法人德普文教協會」，德普名稱源自於 CTEP 之 TEP，日後如果前

往越南 Vietnam 及緬甸 Myanmar 發展，可分別在 TEP 名前冠以 V 及 M 成

為 VTEP、MTEP。 

陸、財務狀況  

CTEP 現金季流量摘要如下，財務明細請點閱 2018 年第 1 季財務季報。 

 

現金季流量(US$)  當期收入 當期支出 當期餘(差)額 期末現金餘(缺)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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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 3 月 109,131 47,548 61,583 20,116 

2018 年第 1 季捐贈收入 US$109,131，其中 US$70,000 是一筆來自美國台商

的特別捐助，用以彌補 CTEP 先前的資金缺口；本季支出 US$47,548，較前期

增加， 2018 年 3 月 31 日現金餘額為 US$20,116。 

CTEP 成立 8 年來未曾獲得任何政府資助，原因之一是政府制度僵化、公務員難

為，為了避免圖利特定對象之嫌，大量的國家資源投入國合會、資策會、學校

等體制內的機構，也制定一些限制多、核實繁的計畫來要求申請資助的 NGO

配合，因此，不論 CTEP 如何努力的擴大格局、提升高度，政府是聞而不問，

我們的政府在國際間被孤立，卻又孤立在國際間為台灣拼搏的台灣 NGO。 

在民間捐助方面，自 2017 初迄 2018/3/31 的 15 個月期間，CTEP 的民間捐款

來源為美國 40.5%、東南亞 15.5%、中國大陸 3.6%，台灣僅 40.4%，因為絕

大多數的台灣民眾只願扶助台灣境內的貧弱對象。 

不論如何，CTEP 在政府及民間方面都需要更加努力，不僅是為國際服務、也為

服務台灣。 

有意願支持者請點閱 CTEP 捐款方式。  

http://camtw.com.tw/cambodia/wp-content/uploads/2018/04/財務季報-2018第1季-台灣至善文教協會-更名為-德普文教協會.pdf
http://camtw.com.tw/cambodia/wp-content/uploads/2017/08/台灣至善文教協會-捐款方式.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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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圖文報導 

一、老師推薦的好學生 

1. KR 偏鄉教育中心的 Sameourn 

Sameourn 今年 16 歲，讀 9 年級，每天早上 5 點半到 6 點 40 分要做家事，

接著要上學，下午還有輔導課。 

Sameourn 很早就報名 KR 偏鄉教育中心的電腦班，但公立學校上課時間經

常變動而無法出席而暫停在 KR 的課程，最近她又回來上課，而且更認真學

習，上一期拿第一名、這一期是第二名。她覺得在英文單字、文法與口語

都有進步，所以學校成績也很好。Sameourn 喜歡閱讀，長大後想當老師，

希望多學習才能完成目標。 

Sameourn 父母親務農，家裡共有七個小孩，哥哥和姊妹都為她高興能免

費在 CTEP 學習受教育。Sameourn 全家人都感謝 CTEP，讓他們、還有其

他村民得以學英文與電腦，而且帶動村民開始考慮讓孩子受教育，未來除

了種田才會有其他的機會。 

 

 

 

 

 

 

2. DR 偏鄉教育中心的 So Sokim 

So Sokim 今年 11 歲，在家排行老六，家裡共有 6 個姊妹、2 個弟弟，五

個姐姐要種田與做工，一個弟弟是和尚，爸爸身體不好，在家裡照顧最小

的妹妹及煮飯，媽媽在市場賣菜。 

每天早上 6 點起床，6:30 跟姐姐一起去上學，家裡到學校有 1.5 公里，11

點放學回家，帶弟弟一起煮午飯等媽媽回來吃，下午三點來 CTEP 上課學習。 

So Sokim 以後要當護士，因為爸爸常常生病，她也要幫忙窮苦人家，並改

善家裡的生活，她會認真學英文、電腦及柬文以完成她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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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nal 偏鄉教育中心的 Chan Thorn 

Chan Thorn 今年 18 歲，讀九年級，在家是最大的孩子，還有一個弟弟、

一個妹妹，爸爸種田，媽媽是家庭主婦。在 Thnal 讀了兩期電腦課，M.S. 

Office 及 Excel 2010 已全部學完，還拿到第一名，這是第二次第一名，她

的父母親很高興，下一期要學網路操作，也會讀英文。 

 

 

 

 

 

 

二、主動爭取職訓的偏鄉青年 

除了偏鄉教育，CTEP 聘有專人負責輔導鄉民就業及職訓，但是柬埔寨許多偏

鄉青年多數不顧慮"移工的非長久甚或不合法性質"，只想到泰國打工賺取較高

的工資，而不願接受職訓留在國內長期就業。 

21 歲的 Tun Sam 只讀到小學三年級就輟學，因為當時父母親離異且負債困

苦，只能跟著母親幫人打掃房子帶小孩；Sam 現在一雜貨店工作，家鄉鄰居

介紹他來 CTEP。 

2 月 7 日 Tun Sam 來到 CTEP 要求協助，他想學電工技術，CTEP 負責就業

輔導的 Soksan 了解情況後，安排 Sam 去職訓機構，預計至少需學四個月。

這段期間 Soksan 會持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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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遠赴鄰近泰國的馬德望省協辦就業說明會 

CTEP 主管於 2 月 22 日遠赴鄰近泰國的馬德望省，協辦就業說明會活動，參

與單位有國家就業局( NEA)、移民局(IOM)與台商工廠。此次共有 196 位鄉

民參加，且多數為中老年人，因為多數年輕人已去泰國打工。 

招募會中說明 ~ 柬埔寨的薪資與工作環境正在改善，國內就業還能增進家庭

完整性，因此請家長及鄉親們把消息帶回去，讓年輕人留在國內工作， 

 

 

 

 

 

 

四、專業且長期服務的台北醫學大學飛揚國際服務團 

每年都有許多志工團隊前來柬埔寨服務，其中最專業且長期服務的團隊是台北

醫學大學飛揚國際服務團，該團隊每年寒暑假定期來到柬埔寨從事偏鄉衛教服

務，該團行前的準備資料非常完備，在柬埔寨期間的服務內容也特別專業。 

1月27日飛揚國際服務團再度來到CTEP，為偏鄉教室教師群上衛生教育課程，

如腹瀉、肺結核與口腔衛生等，還利用網路、Q&A 與歌唱進行衛生教育活動，

讓老師們收穫滿滿，期待老師們成為種子教師回到偏鄉去教導學生。CTEP 感

謝飛揚團隊的用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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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偏鄉教室的結業典禮  

CTEP的20餘所教育中心，每3~6個月一學期，學期結束時都舉辦結業典禮，

全年共有 60 餘場結業典禮。典禮中邀請師生致詞、頒發證書及獎品，還有糖

果點心、甚至歌唱遊戲活動，最感心的是邀請家長參加。下圖是 1/25 週四上

午 KS 偏鄉教室舉辦的結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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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露天教室 

Kdei 是一所澳洲人棄養的偏鄉教室，今年起由 CTEP 接手支持。Kdei 學生人

數已增加為 200 餘人，上課時間集中在公立學校放學後之下午 4:00 以後，

現有的 3 間草棚教室不敷使用，因此在地面上鋪起塑膠布，另架起一片白板，

就開辦了露天教室，再過 2 個月雨季即將到來，屆時露天教室就必須停用，

我們思考要找哪個台灣學校機構來義建一間草棚教室。 

 

 

 

 

 

 

 

 

七、感謝卡及回函 

一位去過柬埔寨的志工，返台後向她的學生講述"來自台灣、香港及馬來西亞

的志工，在當地為偏鄉青年提供教育服務"的故事，學生們因而寫給志工們 44

張鼓勵卡。 

 

 

 

 

 

 

我們回覆學生們的信函內容修飾後摘要如下 : 

感謝同學們寄來的卡片，藉此機會，與大家分享一些公益服務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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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做公益服務不要期待讚許與感激」: 一些人會給你按"讚"，但出

錢出力"實質贊助"的朋友不多，還有人會冷嘲熱諷說你笨或另有所圖；

你所協助的人會謝謝你一時，但多數人不會長久感念，有些人還會理所

當然的要求更多。那為什麼還要做公益呢 ? 坦白講，我說不出道理，但

每當我見到志工們服務帶來了向上改變時，我會有內心深處的感動及繼

續服務的動力，這就是所謂的歡喜做、甘願受吧 ! 

第二，「最好的公益服務從自我充實開始」 : 不要認為公益服務可以輕輕

鬆鬆的隨便做，醫生需要 7 年醫科教育，技工需要多年才出師，許多人

憑著熱忱或衝動就上山下鄉擔任志工，花了許多金錢時間，好則只能讓

自我感覺良好，不好則麻煩到別人，少數能夠實質上帶來向上改變的都

是有能力、有毅力者，所以我建議同學們在校努力充實自己，習得一些

技能，日後擔任志工時能提供有技能的專業服務，或能謀職賺錢來捐助

公益服務，至少也要能夠經濟及生活自立，不成為公益服務的對象及負

擔。 

 

 

Taiwan Ni-Hao !  Cambodia Ni-Hao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