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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普文教協會 (原名 台灣至善文教協會) 

2019 年 1 月~3 月 第 1 季 服務季報 

《國際服務》 

一、 柬埔寨教育 : 本季結業 1,281 位學生，9 年來累計入學 40,488 位、結業 26,186

位學生，目前在校就讀的人數合計 6,237 位。經營 5 年餘的 KPT 教育中心因績效

未達標準而於元月關閉。(p.2) 

二、 柬埔寨就業 : 本季輔導 110 位、3 年來累計輔導 1,093 位偏鄉青年就業或職訓。(p.5) 

三、 越南教育 : 越南第 2 間台灣電腦教室將於 2019 年第 3 季開班。德普 VTEP 的策

略目標是爭取越南台商支持，將「台灣電腦教室」發展成為台商的聯合服務項目，

來彰顯越南台商落實其企業社會責任、回饋在地民眾的舉措。(p.8) 

《服務台灣》 

四、 農業南進 : 2018/1~2019/9 密集邀請 35 位柬埔寨農業人士來台參訪、培訓、會

展，規劃在其後專案募資來開啟「台柬農業雙贏計畫」，安排柬埔寨 25 省 100 位

政府官員及農業人員，分批來台進行特定的商務交流，以擴大貿易、促進投資，

目標是協力台灣中小農企南進，並改善柬埔寨農民生活。(p.6) 

五、 NGO 國民外交 : 在民間，從柬埔寨西北方泰國邊境、到東南方越南邊境，德普

CTEP 已廣設 20 餘所偏鄉教室，大格局的深耕基層；在政府，德普 CTEP 已邀請

中央部會的副司長及省政府的副省長等"副級"主管來台參訪，並爭取與該國"正級"

官員做高層次的接洽，來協力推展台灣與柬埔寨之間實質的經貿文化交流。(p.7) 

《財務管理》 

六、 預算收支 : 2019 年全年費用預算 US$20 萬，第一季募款收入 US$17,182、費用

支出 US$44,771，連同前期缺額及週轉金，3 月底現金缺口 5 萬美元。募款方向

將自台灣來源，擴大至 Rotary 等國際基金會。(2019 年第 1 季財務季報) (p.9) 

前兩季季報 : 2018 年第 4 季服務季報、2018 年第 3 季服務季報    

http://camtw.com.tw/cambodia/wp-content/uploads/2019/04/2019年第1季-財務季報-德普文教協會.pdf
http://camtw.com.tw/cambodia/wp-content/uploads/2019/01/2018年第4季-服務季報-德普文教協會-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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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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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育計畫 (CTEP, Cambodia-Taiwan Education Program) 

一、2019 年第 1 季結業 1281 位學生，9 年來累計結業 26,186 位學生 

2019 年第 1 季結業 1281 位學生，迄 2019 年 3 月底，德普 CTEP 

(Cambodia-Taiwan Education Program 柬埔寨台灣教育計畫) 累計入學

40,488 位、結業 26,186 位學生，季底在校就讀的學生合計 6,237 人。 

自辦教育 : 這是課外教學，德普 CTEP 安排教師、教室、招生，費用成本較高，

且深受公立學校課程變動及活動的影響，但得以掌控師生及教學成效。 

合辦教育 : 在公立學校或教育機構，校方將電腦課排入正式教學課程中，指派

教師並規定學生必修，德普 CTEP 提供電腦及教師津貼，並且督導考核教學。 

二、教師培訓  

自辦教育的成敗繫於"師資"，因此德普 CTEP每月 2 次自全國各地召回偏鄉教師，

2019 年第 1 季    自辦教育   合辦教育     總計 

 教育中心 數量 13 8 21 

本季 

結業 

人數 

電腦 409 0 409 

英文 872 0 872 

中文 0 0 0 

合計 1,281 0 1,281 

累計 

結業 

人數 

電腦 9,296 1,584 10,880 

英文 14,388 338 14,726 

中文 580 0 580 

合計 24,264 1,922 26,186 

期末 

在學 

人數 

電腦 826 3,158 3,984 

英文 2,056 183 2,239 

中文 14 0 14 

合計 2,896 3,341 6,237 

累積 

入學 

人數 

電腦 13,829 2,016 15,845 

英文 23,288 405 23,693 

中文 950 0 950 

合計 38,067 2,421 40,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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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於暹粒市的 CTEP 本部做全日的在職訓練，也補助教師在大學及專業機構進

修。2018 年底開始，德普 CTEP 安排偏鄉教師分批參加 Angkor Tree Project，

每期連續 5 個周六密集研習英語教師培訓課程。 

 

 

 

 

 

三、攝影監控系統  

自辦的教育中心都位處偏

鄉，德普 CTEP 主管每月前

往巡視 2 次，但仍難以充分

掌控教師出勤及學生上課

情形，因此先在 TY 教育中

心試行設置攝影監控系統，

費用僅 US$100，試點績效

良好，因此將陸續在另外 3

所設有網路的教育中心裝

設同樣的攝影監控系統，來

有效監管教學並節省監督

人力。 

四、關閉 KPT 教育中心 

KPT 位於磅通省的一間天主教堂內，2013 年 8 月開辦電腦班，過去 5 年 5 個月

共開課 15 期、入學 853 人、結業 590 人，未達年均 200 人的最低標準，因此

於 2019 年 1 月將 KPT 關閉，以節約費用，並警示其他績效不佳的教育中心。 

自 2010 年迄今，德普 CTEP 在柬埔寨共設立 35 所教育中心、支持 5 所職訓中

心，經裁併後現有 21 所教育中心及 4 所職訓中心，其位置分佈圖詳見附件。 

面對財務及管理等各項艱難挑戰，德普 CTEP 要盡全力保持至少 20 所教育中心

的規模，來維持在柬埔寨的影響力，以落實「國際服務、服務台灣」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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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普文教協會（TEP） 2019 服務地圖 

 

 

 

 

 

 

 

 

 

 

 

 

 

柬埔寨據點 (CTEP) 

 

 本部 : Cambodia-Taiwan Educational Center (CTEC)  

 教育中心 (21 所) : HSB、BB1、Bakong、DS、Tasne、PT、KR、TY、Kedei、

Kol、Thnal、KRS、KPS、AC、SPS、Bavet、KS、CPV、BK、DR、KPT 

 職訓班 (4 間) : TO、KPTC、BCC、VSO 

 

越南據點 (VTEP)  

 

 教育中心 (2 所) : Trường Mầm Non Tiểu Học Tân Minh Trí、Trường THCS 

Phú Cần (2019 第 3 季設立) 

                   (線上地圖：http://0rz.tw/kDgdn) 

http://0rz.tw/kDg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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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就業計畫 

就業/培訓人數 製造業 服務業 職訓 合計 

迄 2018/12/31 累計 749 96 138 983 

2019 年 第 1 季 105 3 2 110 

迄 2019/3/31 累計 854 99 140 1093 

(上記資料不含"經過德普 CTEP 輔助，但未向 CTEP 報備而自行前往廠商就業的村民") 

2019 年全年輔導就業及職訓的目標為 400 人，第一季達成 110 人，主要歸因於 :  

a) 與國家就業局 (NEA, National Employment Agency) 擴大合作；b) 一家橡

膠園雇用男工；c) 一些工廠定期提供職缺訊息。 

目前仍然面對的困難與挑戰是 : a) 許多外資工廠只大量聘僱女工，男工不得不赴國

外打工，妻兒就帶著出國，造成女工更不足； b) 德普 CTEP 本部所在的暹粒省，

以吳哥窟旅遊為經濟主軸，服務業人力需求高但薪資偏低，難以吸引覓職者。 

德普 CTEP 本身的問題則是經費不足，工廠參訪活動已經兩年未舉辦，下鄉參加

NEA 招募會展的次數也減少，不得不透過電子媒體及傳單來推動就業服務。 

            <招募會展>                             <招募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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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台灣農業南進 

農業技術及經營管理的落後是柬埔寨農民貧困的原因，而這正提供台灣農業南進

發展、並改善該國農民生活的雙贏機會。 

德普 CTEP 沒有能力提供農技或經營農場，而是邀請柬埔寨農業官員及專業人士來

台，大格局、高層次的促進雙方交流，台柬雙方搏感情、建互信之後，無形的經

濟之手會開啟農業合作的無限商機。 

德普 CTEP 於 2018 年邀請 23 位柬埔寨政府官員及農業人員來台考察、培訓、會展。 

 農業考察 ~ 12 人* 2018 年 1 月 21~27 日 

 農業培訓 ~ 8 人* 2018 年 10 月 2~26 日 

 農業會展 ~ 3 人* 2018 年 11 月 20~23 日 

2019 年將配合逢甲大學的「台灣教育考察團」，邀請柬埔寨教育界人士來台參訪 : 

 2019 年 5 月團 ~ 14 位團員中包括柬埔寨皇家農業大學的副校長及教授 2 人 

 2019 年 9 月團 ~ 10 位來自柬埔寨多家農業院校的教職員 

之後，德普 CTEP 將啟動「台柬農業雙贏計畫」，目標是經由擴大貿易、促進投資，

來協力台灣中小農企南進並改善柬埔寨農民生活。計畫的啟動時間端視專案募款的

進度，希望能於 2019 年第 4 季開始分 2 年完成。 

 邀請柬埔寨全國 25 省 100 位政府官員及農業人員分批來台，每批 15~20 人，

各來台商務交流 2 週。 

 每一批團隊密集參訪 20 家以上的台灣農場、製造廠商、進出口貿易商、投資

及金融機構等，範圍涵蓋種植、養殖、農機、農藥、肥料、農漁林蓄業用品等。 

 在柬埔寨農業部的協力下，組織台灣農業團前往柬埔寨實地參訪考察，並與曾

經應邀來台商務交流的柬國人士試進一步商洽，促成實質的投資與貿易。 

 

 

  

<柬埔寨蔬菜自給率不及 50%，腰果

等經濟作物多輸出至鄰國加工。> 

<柬埔寨土地面積是台灣的 5 倍，人口是

2/3，農機、農藥、肥料等幾乎全靠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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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NGO 國民外交 

東協十國與台灣都無邦交關係，但其中八國接受台灣外交部或貿協在其境內設置

辦事處，柬埔寨及寮國則是惟二不與台灣互設準官方機構、亦不准其政府高層官

員與台灣官員接觸的國家。德普 CTEP 在柬埔寨 10 年，深刻認知下列背景，確信 

台灣的國際 NGO 可以、也應該為外交孤立的台灣盡一分國民外交的薄力。 

 柬埔寨一些政府官員樂見有格局及實質作為的"台灣 NGO 非政府組織"居間推

展該國與台灣之間實質的經貿文化交流。 

 柬埔寨一些民眾將"反中情緒"反映在"友台情感"上，其背景是太多的中國大陸人

士湧入柬埔寨，雖然多數行為良好，但其中不乏驕奢貪婪、舉止不檢者。 

德普 CTEP 在柬埔寨推動 NGO 國民外交，過去 9 年間，從該國西北方泰國邊境、

到東南方越南邊境廣設偏鄉教室，大格局的深耕基層；2 年前開始逐步升高與柬埔

寨政府交往的層次，邀請了中央部會的副司長及省政府的副省長等"副級"官員來台

參訪，並爭取在柬埔寨境內與該國"正級"主管做高層次的接洽。 

2019 年 3 月 26~28 日，德普 CTEP 主管在柬埔寨連續會見了 : 國家教育部青年

司 司長(左上圖)、國家農業部 副司長(右上圖)、國家教育部職訓局 局長(左下圖)、

國家就業局 副局長(右下圖)、暹粒省教育廳 副廳長等政府官員，為日後進一步推

展台柬經貿文化交流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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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普越南教育計畫 (VTEP, Vietnam-Taiwan Education Program) 

台灣是世界第一的電腦硬體製造國，德普 TEP 的願景是將「電腦啟蒙教育」發展

成為世界第一的國際服務項目。 

德普越南教育計畫 VTEP 的策略目標是爭取台商支持，將「台灣電腦教室」發展

成為越南台商的聯合服務項目，來擴大彰顯越南台商落實其企業社會責任、回饋

在地民眾的舉措。 

德普 VTEP 在越南設置的第一間台灣電腦教室於 2018 年 10 月在新明智小學開課，

該校位於胡志明市南方 130 公里的茶榮市 Trà Vinh，目前全校 3~5 年級 6 班共

174 位學生接受電腦課程，2 位教師依越南政府頒布授課內容教學。德普提供該

校 20 台全新華碩筆記本電腦，並支付教師津貼，校方定期向德普提報教學進度、

學生出席率以及考試成績。 

在新明智小學電腦教室的運營基礎上，德普規劃於 2019 年第 3 季在同一省內就

近增設一間電腦教室，以有效調配人力及物資，增進教學績效。 

地點： 茶榮省小芹縣 (Tieu Can, Tra Vinh)，距離胡志明市南向約 148 公里，車

程 3 小時，距離新明智小學約 20 公里。 

學校 : 茶榮省小芹縣富芹初中 Phu Can Junior High School。 

學生 : 326 位學生，半數為柬埔寨裔，6 年級 3 班 90 位學生，7 年級 3 班 80 位

學生，8 年級 3 班 85 位學生，9 年級 2 班 71 位學生。 

教學 : 學生多來自貧窮鄉村，需要幫忙家務，校方也缺乏資源，學生僅半日上課，

校內電腦教室的 25 台電腦非常老舊，僅 10 台尚能勉強操作，需要外來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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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財務狀況  

德普 TEP 的 2019 年費用預算是 US$200,000，約同於 2018 年的 US$193,357。 

2019 年第 1 季捐贈收入為 US$17,182、費用支出 US$44,771，收支不足額為

US$27,589，連同前期缺額 US$17,578 及營運週轉金，3 月底現金缺口逾 5 萬美

元，詳請點閱 2019 年第 1 季財務季報。 

德普 TEP 現金流量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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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 143,672 184,897 (41,225) (41,467) 

2018 年 全年 217,246 193,357 23,889 (17,578) 

2019 年 1 ~ 3 月 17,182 44,771 (27,589) (45,167) 

 

邁入第十年的德普 TEP，財務問題依然嚴峻；在台灣，還是無力設置辦公室並聘

僱專職人員來落實"服務台灣"的策略，在柬埔寨，則已將教育中心的數量自 35 所

裁併為 21 所。 

德普 TEP 正申請 Rotary International 等國際基金會的獎助金，來維持至少 20 所

CTEP 教育中心，對台灣極為有利的農業計畫則將申請專案補助，取得專案資金才

執行。 

期盼善心人士及企業機構支持德普文教協會，繼續在海外為外交孤立的台灣 ~ 開展

國際人道服務、開拓國際發展空間，請點閱 捐款帳號。 

  

http://camtw.com.tw/cambodia/wp-content/uploads/2019/04/2019年第1季-財務季報-德普文教協會.pdf
http://camtw.com.tw/cambodia/wp-content/uploads/2018/06/台灣至善文教協會-捐款方式.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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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圖文報導 

一、志工介紹：洪子芸 Rebeca Hung  

德普 CTEP 在二月時有了新血加入! 新來的志工 Rebeca 有著豐富的 NGO 和國

際志工背景，她曾經在哥倫比亞進行研究，並在聖露西亞、肯亞執行過計劃；因

為有較多的非營利組織經驗，在 CTEP 主任產假返台的時候前來支援，擔任 CTEP

的副主任。 

Rebeca 畢業於台大人類系研究所，曾經在哥倫比亞研究 Kofan 印地安人的醫療

儀式，並在畢業後到聖露西亞擔任兩年的國合會志工，與當地組織合作進行英國

殖民時期西印度軍團的物質文化遺產保存，並規畫歷史觀光。因為熱愛人道援助

事務，回臺後也投入本土 NGO，進行國際女權倡議，並在肯亞執行性別倡議計

畫。這次來柬埔寨，Rebeca 表示是個很不一樣的經驗：「東南亞對我來說是個全

新的領域，歷史、語言、文化等全是新的；在其他駐地我大都可以講他們的語言

（英語、西班牙語），但我卻完全不懂柬語，在工作上僅能與通英語的幹部溝通，

而難以深入社區第一線，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CTEP 雖然小，確是一個很有影響力的組織。」Rebeca 說，CTEP 在地耕耘十

年，組織的靈活、彈性與深入服務讓她印象深刻。「在這邊的每一天我都很珍惜，

希望能以我的專長，盡可能地為組織還有柬埔寨做出貢獻。」 

相信 Rebeca 的加入，能夠帶給 CTEP 更多的創意發想以及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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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EP Family 喜慶 

德普 CTEP 有 40 餘位柬籍教師及工作職員，其中 4 位在過去 2 年間成婚，這一

連串的喜事擴大了 TEP Family，也加大了 TEP 照顧同仁家庭的責任。 

 

 

 

 

 

 

三、偏鄉教師的 Facebook 網站 

德普 CTEP 的偏鄉教師在臉書 Facebook 上設立 STT CTEP 群組，目前已有 574

位會員，以下為自網站摘錄的一些照片 : 

 

 

 

 

 

 

 

 

 

 

<天氣異常，旱季豪雨，SPS 草棚教室以草牆擋雨> 

<Kdei 教室不足，學生露天席地上課>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2454351428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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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師生展開帶有台灣島標誌的 CTEP 旗幟> 

<KR 教室採用投影機，教學效果大增> 

<榮獲結業證書的小朋友> 



13 

 

 

 

 

 

 

 

 

 

  

<課後清掃環境> 

<團康運動> 

<前 CTEP 主任 Kim 招待教師欣賞劇團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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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內考試 教室外等待上課> 

<老師認真指導 學生認真學習> 

<Thnal 結業典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