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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普文教協會的定位、願景、使命及發展路徑 

德普文教協會 (簡稱"德普"或"TEP"，原名"台灣至善文教協會") 是在台

灣註冊的國際 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非政府組織。 

「定位」: 德普致力於國際人道服務，扶助落後地區貧困民眾，願為台灣

盡一分世界公民的責任，期能為外交孤立的台灣贏得國際道義支持。 

「願景」: 台灣是世界第一的電腦製造國，也是農業先進國家，可在落後

地區推廣電腦教育及農業合作，扶助貧弱同時推進台灣的科技及農業。 

 

 

 

「使命」: 將 Taiwan Ni-Hao 友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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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路徑」: 2010 年在柬埔寨推動「柬埔寨台灣教育計畫 

(Cambodia-Taiwan Education Program (CTEP)」，2018 年跨入越南 Vietnam 

(VTEP)，規劃未來發展至寮國 Laos (LTEP)、緬甸 Myanmar (MTEP)。 

《發展路徑》 

        寮國       ←          柬埔寨          →      越南          

 

 

 

 

 

 

 

  

https://youtu.be/JKB6SXSye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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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台灣的國際人道服務 

德普提供偏鄉教育及就業服務，協助異國鄉村青年脫離貧窮循環、邁向經

濟獨立，亦將台灣人的友善形象根植於柬埔寨及越南民眾的心中。 

「柬埔寨教育計畫」 : 自 2010 年起、迄 2018 年 9 月，共設立 30 所教育中

心，累積入學 3.9 萬餘位、結業 2.2 萬餘位學生，每位結業生都扎實完成

12~16 週、每週 5 天、每天 1~2 小時的基礎電腦、簡易英文或中文課程，

今後繼續每年培育 4,000 餘位偏鄉貧窮青年。 

「柬埔寨就業計畫」: 自 2015 年起迄今已支援 5 所縫紉班及職訓中心，舉

辦數十場就業說明會及跨國企業參訪，輔導近千位青年就業，今後繼續

每年輔導 300 餘位偏鄉貧窮青年就業。 

      (實踐大學為德普義建的草棚教室)           (偏鄉教室電腦教育) 

 

 

    

 

 

「越南教育計畫」: 德普在越南的第一間台灣電腦教室於 2018 年 10 月在

胡志明市南方 130 公里的茶榮省開課，開始試點新運作模式。 

          (越南小學師生)                  (越南華人創辦之新明智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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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台灣的國際發展空間 

德普是 NGO 非政府組織，以國際服務深入無邦交國家的政府機構及民間組

織，推動實質的文教及經貿交流，協力開拓台灣的國際發展空間。 

 德普在柬埔寨自地方至中央佈建互信及溝通管道。 

(2018 年德普邀請柬埔寨官員來台參訪) 

 

 

 

 

 

 

(2018 年德普在柬埔寨教育部、農業部及省政府與官員會談) 

 

 

 

 

 

 

 德普代表台灣參加國際NGO活動，展現台灣的軟實力及國際社會責任。 

(台灣外交部安排德普執行長在美國華府舉行的 2016 InterAction Forum 論壇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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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台灣青年的國際視野 

 德普的宗旨是教育，教育的對象不僅是柬埔寨民眾，也包括來自台灣的

國際志工及公益訪客；所以德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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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扶貧中惜福、在付出時成長。 

(德普 CTEP 已接待數百位青年參訪團員) 

 

 

 

 

 

 德普 CTEP 也邀請台灣青年參訪東南亞國家的農業、製造業、金融業、

房地產業、旅遊業、媒體業等台商/外商企業及政府機構，並協助台灣青

年至越南、緬甸、馬來西亞及柬埔寨等國就業、展業或創業。 

(德普 CTEP 主辦之 2017 台灣青年柬埔寨及越南參訪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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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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力台灣農業的南進發展 

德普在柬埔寨偏鄉深耕 8 年，深刻了解農民貧困的原因是農業技術及農業

管理雙雙落後，而這正提供台灣種植、養殖、種苗、肥料及農機等業者南

進發展、並改善柬埔寨農民生活的雙贏機會。 

德普採取的策略是，經由互訪及培訓，促進柬埔寨政府官員及基層農民認

識台灣、友好台灣，當政治隔閡減除、友誼互信建立後，台灣先進的農業

將能在面積 5 倍於台灣的柬國躍進發展；為此，德普採取了以下行動。 

 2018 年元月邀請柬埔寨政府官員及農商會人士來台考察農業。(柬埔寨農

業人員來台參訪報告) 

 

 

 

 

 

 

 2018 年 10 月安排柬埔寨政府及民間的農業人員來台培訓。 

 2018 年 11 月在高雄舉辦的「台灣農業週」會展中，以柬埔寨名義設立

展示攤位，並邀請柬埔寨農業部現職高階主管擔任論壇講者。 

 2019 年邀請台灣農業相關人士組團參訪柬埔寨農業機構、企業及學校，

柬埔寨農業部將協力安排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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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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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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理念 經營管理 

 服務理念 

對象 : 不分種族、性別、年齡、宗教，以貧弱為優先。 

觀念 : 沒有悲情、只有希望，不要憐憫、只要機會。 

要求 : 勤奮敬業、自立自強，要感恩、要回饋。 

 

 

 

 

 

 

 經營管理 

 深入偏鄉、長期服務，勤儉樸實、積極創新，隨時隨地宣揚台灣。 

 

 

 

 

 

 在柬埔寨不施財物救濟、不蓋房舍建物，專注於就業所需的教育。 

 在台灣沒有房租、沒有薪資等行政費用，所有資源投向柬埔寨。 

 落實組織治理，貫徹財務透明，定期公告服務及財務季報。 

2018 年第 3 季 服務季報 / 財務季報  

http://camtw.com.tw/cambodia/wp-content/uploads/2018/10/2018年第3季-服務季報-德普文教協會-原名-台灣至善文教協會-1-2.pdf
http://camtw.com.tw/cambodia/wp-content/uploads/2018/10/2018年第3季-財務季報-德普文教協會-原名-台灣至善文教協會-.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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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地域 

德普的服務範圍自柬埔寨西北方鄰近泰國的馬德望省，經暹粒省及磅通省，

延伸至東南方鄰近越南的柴楨省，相距約 700 餘公里。 

2018 年 10 月擴展至越南 Tra Vinh 茶榮省，開辦第一所越南電腦教室。 

 

  
寮國 泰國 

柬埔寨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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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團隊 

德普的創始成員來自美商金融機構，具有豐富的國際經驗、成本績效觀

念及公司治理紀律；過去 8 年期間，共有百餘位來自台灣、馬來西亞及

中國大陸的志工參與服務工作。 

 侯禮仁 : 德普理事長，台大光啟學社前社長，曾服務於美商 Chase 

Manhattan Bank 等金融業 30 年，並曾擔任 3 家上市櫃公司董監事。 

 林志郎 : 德普越南主持人，台大機械系畢業，在越南工作 20 餘年，

曾任慈濟越南負責人。 

 王鴻嬪 : 德普常務理事，清華經濟系畢業，曾任摩根 (JPMorgan)

資產管理公司總經理暨中國區負責人。 

 劉玉婷 : 德普秘書長，台大物理碩士，曾任台積電工程師 5 年。 

 曾本茹 : 德普 CTEP 主任，高雄餐旅大學碩士，曾任社工 10 年。 

 Chhun Soksan : 德普 CTEP 經理，柬埔寨 NGO 領域服務 10 餘年。 

德普還聘雇 40 餘位柬籍教師，在各偏鄉教室教學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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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 志工 網站 聯繫 

 捐贈 

德普不屬於任何宗教團體、企業財團或政府機構，秉持著節儉樸實

的作風，才能以 US$20 萬的年度預算，在艱難的跨國服務領域創

出今日的格局。誠請各界為台灣栽培德普成為一個國際級的 NGO

非政府組織，來開展台灣的國際人道服務、開拓台灣的國際發展空

間。捐款能在台灣及美國地區捐款扣抵節稅，詳請點閱捐款方式。 

 志工 

德普非常需要 6~12 個月服務期的長期志工，詳請點閱志工招募。 

 網址 

官網 :  http://camtw.com.tw/   

簡介 :  TEP Profile in English 

臉書 :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wanCE/  

影片 : 慈濟大愛台介紹 CTEP 

 聯繫 

台灣 : 台灣新北市永和區中和路 447 號 5 樓 

 侯禮仁 Peter Hou TaiwanCE@gmail.com   +886(0)980824005 

 劉玉婷 Jade Liu TaiwanGo@outlook.com  +886(0)975970261 

柬埔寨 : Lok Taneuy Road, Sangkat Sala Kamreuk, Krong Siem 

Reap, Cambodia      

 曾本茹 Alice Tseng benrutzeng@gmail.com   +855(0)83333318 

 Chhun Soksan    chhun.soksan@gmail.com  +855(0)98874823 

http://camtw.com.tw/cambodia/wp-content/uploads/2018/06/台灣至善文教協會-捐款方式.pdf
http://camtw.com.tw/?page_id=430&lang=zh
http://camtw.com.tw/
http://camtw.com.tw/cambodia/wp-content/uploads/2018/07/Cambodia-Taiwan-Education-and-Employment-Program-CTEP-2018.7.pdf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wanCE/
https://vimeo.com/108752270
mailto:TaiwanCE@gmail.com
mailto:TaiwanGo@outlook.com
mailto:benrutzeng@gmail.com
mailto:chhun.soksan@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