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普文教協會

(原名 台灣至善文教協會)

2018 年 7 月~9 月 第 3 季 服務季報
壹、柬埔寨是台灣經貿的機會，也是德普服務台灣的機會 (p. 2)
在 8 年國際服務的基礎上，德普致力在海外「推廣台灣友善形象」
、
「協力台灣中
小農企南進」、「發展 NGO 政府關係」，來服務台灣。
貳、教育計畫 (p. 3~4)
1) 2018 年第 3 季結業 2,119 位學生，1~9 月累積結業 4,793 人，超過 4,000 人之全
年目標，8 年來累積結業 22,484 位學生；2) 關閉 PO 教育中心，將另新增一所，以
維持 20 所教育中心的規模及影響力；3) 變革教育經營模式，將設置於公立學校內的
教育中心，逐漸改為協辦模式，位於廟宇、教堂內的教育中心則維持主辦模式。
參、就業計畫 (p.5)
2018 年第 3 季輔導就業及培訓的人數為 100 人，高於前兩季合計之 88 人，原因包
括 : 1) 國會大選 7/29 完成，鄉鎮的集會活動解禁，偏鄉招工說明會得以恢復正常舉
行；2) 外資湧入，廠商招工條件放寬，已有業者開始接納教育程度較低的勞工。
肆、農業計畫 (p.6)
柬埔寨是台灣農業的機會，同屬熱帶農業的泰國及越南是當前台灣農業在柬埔寨僅有
的競爭對手，CTEP 致力於協助台灣中小型農企南進發展，2018 年元月舉辦台灣農
業參訪團、10 月安排台灣農業培訓、11 月參展台灣農業週。
伍、德普越南教育計畫 Vietnam-Taiwan Education Program (VTEP) (p.7)
德普 2018 年 10 月將在越南 Tra Vinh 茶榮省開辦第一所 VTEP 越南台灣電腦教室，
目的是配合越南台商回饋駐在國，這也是德普在東南亞各國策略布局的重要一步。
陸、財務狀況 (p.7)
本季捐贈收入 US$47,480、費用支出 US$49,650，季末現金缺額 US$5,390，德普人
道服務國際、愛國服務台灣，勤儉實效、孤力奮進，非常需要國人支持。(財務季報)
柒、圖文報導 (p. 8~15)
1) 發展 NGO 政府關係；2)「德普文教協會」榮獲「華碩再生電腦影片」第一名優
選獎；4) 雨季勤學； 5) 來自台灣的暑期志工服務團及公益參訪團；6) 登革熱及瘧
疾防治教育；7) 志工介紹 ~ 廖碧媚 May；8) 老師們推薦的好學生。
前兩季季報 : 2018 年第 2 季服務季報、2018 年第 1 季服務季報
1

壹、柬埔寨是台灣經貿的機會，也是德普服務台灣的機會
曾經是貧窮落後的柬埔寨，由於外資大量湧入，自 2010 年起 GDP 年均成長率維
持於 7%，偏鄉地區雖然依然貧窮落後，但首都金邊、國際港西哈努克、吳哥窟
暹粒等城區經濟繁榮，提供了台灣絕佳的經貿發展機會，事實上，台商企業已經
在柬埔寨創下輝煌的成績 :
《產業界》佔柬埔寨出口金額逾 60%的成衣業，台商佔有主導地位；柬埔寨第
一個且目前規模仍然領先的曼哈頓經濟特區就是台商所創辦。
《金融業》柬埔寨 38 家本國及外商銀行之中，台資銀行高達 5 家；2018 年上
半年，台灣銀行業海外分行獲利排行，柬埔寨擠下越南進入前 5 大；此外，
柬埔寨證券業 6 家券商中，2 家是台資經營。
德普自 2010 年起在柬埔寨落地深耕長期服務，見證了該國的經濟發展，也洞悉
台灣在柬埔寨的挑戰及機會，因此正在「國際服務」的基礎上「服務台灣」。
一、推廣台灣友善形象
中國大陸的企業及訪客湧入柬埔寨，帶來經濟繁榮也造成一些社會問題，民
間反華情緒正在醞釀；為建立區隔、並保護台灣，德普在遍佈全國的 20 餘
所偏鄉教室，將台灣友好形象根植於 10 萬位學生及其親友心中。
Taiwan Ni-Hao 台灣你好 (請點閱 1 分鐘短片)
二、協力台灣中小農企南進
各國企業湧入柬埔寨，但集中於城區的製造、金融、房地產、零售、旅遊業，
廣大偏鄉鮮有外商涉入，造成了日益擴大的城鄉差距，也創造出極大的鄉村
農業發展空間，德普在柬埔寨偏鄉深耕 8 年，了解農民的困苦，認知並協力
台灣中小型農企掌握這南進的契機，詳見 p.6 之《肆、農業計畫》。
三、發展 NGO 政府關係
柬埔寨在外交上全面傾向中國大陸，不准許台灣設置準官方辦事處，也限制
高層官員與台灣官方接觸，然而許多政府官員對台灣友好，也樂見台灣的國
際 NGO 非政府組織居間推動柬埔寨與台灣的實質經貿文教關係，德普責無
旁貸的發展與柬埔寨各級政府的關係，目的是在無邦交國家拓展大格局、高
層次的國民外交，詳見 p.8 之《發展 NGO 政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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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育計畫
一、2018 年第 3 季結業 2,119 位學生，迄今累積結業 22,484 位學生

課程

2018 年
第 3 季 人數

迄 2018.09.30
累積 人數

2018.09.30
在學中

入學

結業

入學

結業

課堂數 在學人數

電腦

753

1260

15242

9285

61

924

英文

1170

859

22534

12622

86

1889

中文

0

0

964

580

3

14

合計

2328

2119

38740

22487

150

2827

註 1 : CTEP 資助的 Kdei 教育中心，本季入學 222 人、結業 173 人，不列入統計資料。
註 2 : 本季結業率 64 %

德普的柬埔寨台灣教育計畫(CTEP, Cambodia-Taiwan Education Program)
2018 年第 3 季結業 2,119 位學生，高於前一季的 1226 人，因為在 Bavet 中學
新設的電腦班，採取的是"協辦模式"(詳見下頁說明)，電腦課直接排入學校的正
式學程內，成為所有學生的必修課程，4 月份 Bavet 學期開始時有 929 人入學，
8 月份學期結束時 724 人考試及格。
2018 年第 1~9 月累積結業 4793 人，已經超過全年目標之 4000 人。
二、關閉 PO 教育中心，將另新增一所，以維持 20 所教育中心的規模及影響力
PO 教育中心已於 2018 年 7 月關閉，該教育中心設立於 2014 年 7 月，4 年期
間累積開課 12 期、入學 1041 人、結業 502 人。
關閉 PO 的原因是，這所教育中心距離吳哥窟觀光區很近，常有來自各國的觀
光客及社福人士到訪，帶給 PO 許多捐贈物資，鄰近地區也有其他機構提供的
教育，因此 CTEP 毅然關閉 PO，將有限的資源移至其他貧困偏鄉。
CTEP 資源不足卻努力維持一定的教育規模，因為有規模才有影響力，有影響力
才能服務台灣。當前德普設定的 CTEP 規模是 20 所教育中心，關閉 PO 之後，
CTEP 規劃於近期新增一所教育中心，來維持 20 所的教育規模及影響力。
三、教育制度變革 ~「協辦模式」 vs.「主辦模式」
自 2010 年起，德普 CTEP 在柬埔寨陸續開設 30 所教育中心，早期，教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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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廟宇、村民免費提供，後來，隨著 CTEP 信譽的提升，一間間的中學及
小學也免費提供教室讓 CTEP 開設電腦班。
近年來 CTEP 面對以下挑戰 :
1. CTEP 不斷開設教育中心，服務地域自柬埔寨西北邊泰國邊境、延伸至東
南方越南邊境，來回交通逾千公里，CTEP 有限的人力及物力已經難以有
效監管所有的教育中心。
2. CTEP 原本的教育屬於課外教學，公立學校上(下)午班的學生，下(上)午到
CTEP 教育中心上課，但是柬埔寨教育制度正在改革，以往只上課半天的
中小學，陸續轉為全天班，因而壓縮了 CTEP 的教學空間。
因應挑戰，CTEP 正部分改採「協辦模式」來取代「主辦模式」
，兩者差異如下 :
《主辦模式》
這是 CTEP 創始以來就採取的教育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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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都由 CTEP 負責，耗費的人力及
財力極大，但能充分掌控教學，並能推廣 Taiwan Ni-Hao 來灌輸台灣友好
思想；在此模式下，教學課程不在公立學校的正式課表中，而屬於課餘時
間的課外教學，因此 CTEP 的教學深受公立學校課程變動及活動的影響。
《協辦模式》
這是更新的教育模式，在選定的公立學校，CTEP 提供電腦、協助教師培
訓、補貼教師津貼，並且每學期至少 2 次赴校考核教學進度及學生成績，
校方則將電腦課排入正式教學課程中，並安排教師、學生及教學時間；在
此模式下，學生人數眾多且穩定，CTEP 不需負責教師管理及學生招募，
可以節省大量人力物力，但此模式不能適用於教堂、廟宇內的教育中心。
CTEP 的策略是，將設置於公立學校內的教育中心，逐漸改為協辦模式，而在
距離 3 小時車程內、位於廟宇、教堂內的教育中心維持主辦模式。
CTEP 於今年 4 月在新設立的 Bavet 中學做「協辦模式」試點，經過半年的測
試，證明新模式可行，於是將於 2018 年第 4 季在 HSB、KR、DS、KS 等四所
中學內的教育中心全面改採「協辦模式」。

4

參、就業計畫
就業/培訓人數

製造業

服務業

職訓

合計

迄 2018/6/30 累積

587

89

53

729

2018 年 第 3 季

69

5

26

100

迄 2018/9/30 累積

656

94

79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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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季輔導就業及培訓的人數為 100 人，高於前兩季合計之 88 人，
原因包括 :


5 年一次的國會大選已於 7 月 29 日完成，鄉鎮的集會活動解禁，偏鄉招
工說明會得以恢復正常舉行。



中國大陸及日本的製造業湧入柬埔寨，先前多數廠商招工條件嚴格，最近
因招供不易，已有業者接納教育程度較低的勞工。

受限於經費，迄今 CTEP 只聘僱一位專人負責就業計畫及農業計畫，未來能
繼續舉辦偏鄉"招工說明會"，但不確定是否有能力舉辦下述"工廠參訪"。
CTEP 曾經舉辦過 4 次工廠參訪，邀請上至副省長、下至鄉鎮長之百餘位
政府公務員參觀台商工廠及工業區，讓偏遠省分的政府官員深入了解外商
工廠的就業機會，返回後勸請偏鄉民眾不要遠赴泰國打工。由於經費不足，
自 2017 年 3 月之後 CTEP 就停辦工廠參訪，但 7/29 大選後又有政府官員
及國家就業局機構籲請 CTEP 恢復工廠參訪。
教育很重要，但就業很迫切，有限的經費要如何在教育與就業之間做有效分
配，一直是 CTEP 的難題。
2018.9 招工說明會

2017.3 工廠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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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農業計畫
柬埔寨是台灣農業的機會，該國人口 1600 萬， 18 萬平方公里的面積是台灣
的 5 倍，且多為平原丘陵，但到處是荒蕪空地，每天還要進口 200~400 噸
青菜，盛產的腰果也要廉售到越南加工出口，溫帶農業難以在熱帶地區普及，
泰國及越南是台灣農業當前在柬埔寨僅有的競爭對手。
農業合作是政府之間的工作，德普以 NGO 身分孤力投入，採取的是"自上向
下、來台回柬"之策略，亦即 ~ 合作對象是自柬埔寨上層農業官員開始，逐
步向下至基層農業人員，合作方式是安排柬埔寨農業關鍵人士來台灣見學，
促成其返回柬埔寨後帶動台灣中小農企赴該國發展。
德普已採取下列具體行動，若非財務困窘，行動規模及速度會更大更快。
1. 2018 年元月，邀請 12 位柬埔寨官員及商農會人士來台參訪台灣農業，領
隊是現職副省長，其父親曾任金邊市長、農業部長，現任國會首席副議長。
2. 2018 年 10 月，邀請 8 位柬埔寨農業人士來台培訓，其中包括來自國家農
業部及 2 個省農業廳的 3 位農業官員，這項民間機構跨國培訓他國政府官
員的新嘗試，面臨許多困難挑戰，希望能摸索出未來致勝的新模式。

3. 2018 年 11 月 21~23 日，在高雄舉辦的「台灣農業週」會展中，將擺設
柬埔寨展示攤位，並邀請柬埔寨國家農業部主管擔任大會論壇 Speaker。

4. 如果上述 2、3 項工作進展順利，將於 2019 年邀請台灣農業人士組團前往
柬埔寨，屆時柬埔寨國家農業部將協力安排行程。
感謝農委會的鼎力協助，德普將致力於協助台灣中小型農企南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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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普越南教育計畫 Vietnam-Taiwan Education Program (VTEP)
深耕柬埔寨 8 年之後，德普將於
2018 年 10 月在越南胡志明市南
方 130 公里處的 Tra Vinh 茶榮省
開辦第一所越南台灣電腦教室。
德普越南教育計畫(VTEP)的目的
是配合越南台商回饋駐在國，這
也是德普在東南亞各國策略布局
的重要一步。
(海外台商多能服務在地民眾，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並回饋駐在國，2014 年 5 月
13 日越南排華暴動殃及台商的事件應不致重演。)

陸、財務狀況
2018 年第 3 季捐贈收入 US$47,480、費用支出 US$49,650，收支不足額為
US$2,170，期末現金缺額 US$5,390。
德普過去 4 季現金流量摘要如下，財務明細請點閱 2018 年第 3 季財務季報。
現金季流量(US$)

當期收入

當期支出 當期餘(差)額 期末現金餘(缺)額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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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6 月

28,512

51,848

(23,336)

(3,220)

2018 年 7 ~ 9 月

47,480

49,650

(2,170)

(5,390)

德普人道服務國際、愛國服務台灣，勤儉實效、孤力奮進，非常辛苦、非常需
要國人支持。
(請點閱捐款帳號及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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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圖文報導
一、發展 NGO 政府關係
許多台灣的 NGO 在海外不與當地政府交往，因為非常艱難，德普則積極發展與
柬埔寨各級政府的關係，目的是在無邦交國家拓展大格局、高層次的國民外交。
在農業部洽談台柬農業合作事項

在暹粒省政府洽談農業與教育

在磅通省政府洽談農業與教育

與 5 個省的國家就業局合作輔導就業

在教育部洽談職業教育

安排 4 位副省長及多位官員參訪金邊經濟特區

安排柬埔寨官員及民間人士來台參訪

韓森總理視察德普開辦的縫紉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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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德普文教協會」榮獲「華碩再生電腦影片」第一名優選獎
華碩文教基金會回收老舊電腦，將之整修組裝
成為再生電腦後捐贈給社福機構；過去 8 年
間，德普文教協會獲贈數百台華碩再生電腦，
經由數百人次志工，人手一機自台灣輾轉運送
至柬埔寨偏鄉，以此累積教育了 2 萬餘位柬
埔寨青年。
華碩文教基金會舉辦 2018 年度再生電腦影片徵選活動，德普文教協會提送之
Bavet high school 電腦教育計畫的影片，榮獲第一名優選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SVdCT1AeuI

三、雨季勤學
柬埔寨的 9~10 月是雨季，豪雨經常一下就是一個晚上；CTEP 的教室多座落
於沒有柏油路的偏鄉，鬆軟滑膩的泥土不能騎腳踏車，在困難的處境下，學
生們仍然堅持就學，大家打赤腳步行來到學校，令人感動 !

9

四、來自台灣的暑期志工服務團及公益參訪團
每年暑期都有許多團體及個人前來柬埔寨從事志工服務及公益參訪，以下是
今年來訪的部分學校及團體。
1. 臺北醫學大學飛洋國際服務團(FLYOUNG)柬埔寨王國服務隊
Flyoung 每年寒暑假定期來
柬埔寨進行寄生蟲研究並提
供衛教服務，今年的衛教重
點是均衡飲食、糖尿病、登
革熱和瘧疾三大主題。
國際服務需要 CTEP 般的落
地深耕或 Flyoung 般的長期
跟追，才更能發揮效益。
2. 以立國際服務 ELIV
ELIV 是 CTEP 的長期合作夥
伴，ELIV 志工已為 CTEP 自
台灣攜帶數百台筆電來到
柬埔寨，今年特別幫助修繕
KR 草棚教室的破損屋頂及
牆壁。

3. 國防醫學院

4. 中原大學

兩校師生來訪，增進互識、建立友誼，日後或能聯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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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志工介紹 ~ 廖碧
媚 May
年逾 60 歲的廖碧媚女士(May)是 CTEP 最年長的國際志工，她的精神活力及
服務熱誠毫不遜於其他年輕志工。
May 畢業於護理系，曾經在台灣的醫院服務多年，退休後遠赴非洲馬拉威服
務 4 年，2017 年 11 月來到柬埔寨擔任 CTEP 志工。過去 10 個月期間，她
不辭辛勞，從柬埔寨西北方泰國邊境至東南方越南邊境，奔波於 CTEP 的 20
餘所偏鄉教室之間，回到位於暹粒市的 CTEP 本部時，還要教中文班課程，
並且跟年輕人一樣操作電腦，Facebook 群組的內容及 CTEP 的資料許多都是
出自 May 之手，她還以前輩的身分與一些年輕志工及柬埔寨師生分享生活知
識與智慧。
May 最特別的就是她的護理專業，她前往偏鄉教室時，會教導學生簡單易懂
卻重要的衛生觀念，像是刷牙，洗手，蚊子預防等；每月兩次的教師在職訓
練課程中，May 為偏鄉教師提供衛生教育，內容包含基本的傳染病介紹與預
防治療，最近已介紹介紹心臟病、高血脂，未來將陸續介紹高血壓、糖尿病
等慢性病，以及柬埔寨常見的疾病。
廖碧媚真是自台灣來到柬埔寨的親善大使，謝謝 May !

六、登革熱及瘧疾防治教育
登革熱及瘧疾是在東南亞廣
為流行的熱帶病，北醫飛洋
國際服務團 FLYOUNG 提供
防治教育，來維護學生及村
民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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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老師們推薦的好學生
1. PO 偏鄉教室的好學生 Socheata
Socheata 今年 10 歲，家庭環境困苦，目前安頓在一家公立孤兒院內。
她有一個哥哥、兩個姊姊，一個姊姊生下來就失能，重病多年的父親前不久才
過世，現在只靠母親做清潔工，並在孤兒院裡幫忙做飯維生，Socheata 很乖，
平時會幫忙照顧只能臥床無法起坐的姊姊。
Socheata 讀 4 年級，上午在公立學校上課，下午來 PO 偏鄉教室(設置在孤兒
院內)學英文與電腦。她很認真讀書，上課有不懂處一定會去問同學或老師，
和同學也相處友善。
Socheata 並不是天資聰明而是很認真讀書，每一個單元都很用心，她經常考
第一名，但這一期只有電腦課拿第三名，因為要照顧姊姊而多次請假，難免功
課就退步一些，她說下一期會更認真、要拿第一名。
可惜的是，CTEP 決定關閉 PO 偏鄉教室，把資源轉到其它地方，Socheata
聽到這消息後很難過，因為她和其他在孤兒院的同學就沒有機會進修了，雖然
附近還有其它 NGO 課程，但都不是很方便且有安全管制問題。
Socheata 有兩個夢，將來當老師及美容師，這兩個夢想驅使她認真讀書與學
電腦。Socheata 很感謝 CTEP 在孤兒院開設英文與電腦課，她、孤兒院孩子、
還有附近的孩子才有機會學習。希望日後有其它 NGO 來設課程，她們才能繼
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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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R 偏鄉教室的好學生 Veasna
14 歲的 Veasna 是 8 年級學生，每天大清早需幫忙做事，7~12 點到學校上課，
下午則有物理及數學輔導課。
KR 第一期開課時 Veasna 就來上課，後來
因學校經常改變上課時段而停止。第十期再
度來註冊且更為認真學習，直到現在。上一
期他拿第二名，這一期為第三名。Veasna
覺得自己在英文字彙、文法與口語方面進步
很多，而這對公立學校的英文課有所幫忙，
因學習較為上手輕鬆讓 Veasna 常拿高分。
休閒時間 Veasna 喜歡閱讀與踢足球，也喜歡玩電腦，他很認真上課學電腦，
希望將來能朝此方向發展，或當電腦老師。
Veasna 家有四個人， 父母親忙於農事，妹妹還小也在讀書，Veasna 會幫忙
做家事，但父母親最開心的莫過於 Veasna 能免費在 KR 學英文而減少家裡開
銷。
Veasna 父母親很感激 CTEP 提供孩子與其他村里孩子學英文與電腦的機會，
重要的是村民知道除了種田還有其他生活方向，讓孩子受教育是很重要的。
3. KS 偏鄉教室的好學生 Heng
Heng 今年 12 歲、讀五年級。父親種田，母
親為小販商；還有一個弟弟與妹妹。Heng 很
乖，經常幫忙做家事如煮飯、餵食雞、牛與狗
狗；每天早餐後六點半就去上學。
在學校時 Heng 會和同學一起學習，也會督
促同學一起打掃教室。Heng 功課不錯，如高
棉文、數學與英文成績都好。他會幫忙聽不懂
的同學，用他的方法教他們，告訴同學關鍵字
是甚麼。
上課時 Heng 很認真聽講，練習寫新字詞，若聽不懂老師教的內容，他都會來
問清楚。他是認真學習的好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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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asne 偏鄉教室的好學生 Socheat
Socheat 今年 16 歲，現在是 9 年級生，她每天
早上 6 點 50 分至 12 點在公立學校上課，下午
輔導課後，5 點至 7 點在 CTEP 之 Tasne 偏鄉教
室上課，她喜歡學英文與電腦，因為日後很有用，
在學習的同時，她經常幫忙老師與同學。
Sochea 這一學期成績第三名，她在 CTEP 學習
英文之後，在公立學校的英文課就更能清楚理解，
考試不覺得難所以成績也不錯，她希望以後在村
裡當老師，教村里的孩子讓他們有知識，讓下一
代能受教育。
Sochea 家中有八個人，一個哥哥、兩個弟弟及一個妹妹都還在讀書，父母親
以種田為主，妹妹及兩個雙胞胎弟弟也在 Tasne 偏鄉教室學英文與電腦。她
的父母親非常高興也很感激 CTEP，讓他們的孩子無須為學費煩惱就能學英文
與電腦，社區村民也因而開始思考孩子的教育需要，孩子的未來不再只有種田
一途了。
祝福 CTEP 順利成功！
5. KPT 偏鄉教室的好學生 Sokneat
Sokneat 來自於一個 12 個人的大家庭，她
排行第八，父母親務農維生；Sokneat 家離
高中學校有些遠，故在外租一房間住以完成
學業。
Sokneat 每天自公立學校下課後，就騎 4 公
里的單車來 CTEP 的 KPT 偏鄉教室上電腦課，
過去兩個學期，她學了 Microsoft Office
Word, Excel and PowerPoint。
Sokneat 雖然不是天資聰明，但很認真學習，她經常會提早到教室且很專注用
心上課，不懂或不會的一定會找老師或同學問清楚，並與同學分享或教會他們。
兩期下來，Sokneat 電腦操作進步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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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PS 偏鄉教室的好學生 Chamdoeng
Chamdoeng 今年 18 歲讀 10 年級，早上與
下午都在公立學校上課，下午 5 到 6 點則在
APS 上英文課。
Chamdoeng 在 APS 已經讀了六期，在還沒
學習之前英文說讀與寫都有困難，現在對單字
認識多一點，文法與口語也有進步。
Chamdoeng 這一期拿到第一名，他在學校
的成績也很好。下一期會繼續讀英文第四級，
他希望將來能出國讀書，所以很認真學英文。
Chamdoeng 會幫忙老師與同學，他閒暇時喜歡閱讀與踢足球，也會做家事。
父母親種田，哥哥也跟著作農，妹妹還在讀書。免繳學費能學英文，大大減緩
經濟不寬裕的壓力，家人很開心，也感謝來自台灣的 CTEP。
7. KPS 偏鄉教室的好學生 Sreynich
Sreynich 今年 9 歲讀四年級。家裡有六個
人她排行老大，全家靠父母親務農為生，家
庭經濟條件不是很寬裕。
Sreynich 每天早上騎腳踏車去上學，學校離
家約 3 公里遠。下午就在 KPS 學英文，下課
後再回學校上輔導課。
每次上課前 Sreynich 會先打掃教室，她喜
歡英文故很少缺席。上課時會專心聽也會認
真讀書，遇有同學聽不懂，Sreynich 會教或
幫她們。
不用愁學費而學英文，Sreynich 家人很開心，
也高興她認真讀書且成績優良。
Sreynich 全家很感謝 CTEP 提供學習受教育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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