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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普文教協會 

2020 年 1 月~3 月 第 1 季 服務季報 

《抗疫行動》 

疫情日趨嚴峻，德普如果退縮，不僅影響眾多就學及就業青年，在東南亞經營十年，為

台灣國民外交所建構的地域佈局及人脈關係都將流失，因此正面採取下列抗疫行動 : 

⚫ 在地自製口罩，免費贈送師生。(紀錄短片 : 一萬片台灣口罩、一萬絲柬埔寨情誼) 

⚫ 節約再節約，疫情結束前之費用支出，將自原先預算之每季 US$6 萬，削減至 US$4

萬。(2020 年第 1 季財務季報) 

⚫ 依政府規定停課的期間，加強教師之「在職訓練」，並加速教學影片之錄製，以推廣

「線上教學」。 

⚫ 延緩但不取消各項計畫 : 結業 8000 人、就業 800 人的年度目標，延遲一季度達成；

第 4 間技職高中的電腦班，自 4 月延後至 10 月開班；台灣農工商訪柬團自 3 月延後

至 8 月或更晚舉辦；越南及寮國的擴點自 2020 上半年延後至下半年。 

⚫ 更積極的推進政府層級的關係，包括 : 德國 GIZ 專案圓滿完成後，正爭取第二項 GIZ

專案，同時開始協助泰柬邊境之 Poipet 市政府調查移工及就業市場狀況，另請勞動部

職訓局出函，據此為技職高中向企業機構申請學生實習名額。 

《十年回顧》 

德普文教協會從事「國際服務、國民外交」屆滿十年，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 

⚫ 發展歷程 : 2010 年創辦「柬埔寨午餐計畫」，2011 年開啟「柬埔寨教育計畫」，初期

為"城區教育"，2012 年轉型為"偏鄉教育"，2018 年延伸至"技職教育"，迄今開設 36

所教育中心，累計入學 6.0 萬位、結業 3.3 萬位學生；2015 年推動「柬埔寨就業計

畫」，迄今輔導 2000 位青年就業；2018 年推展「農業合作計畫」，協力台灣中小農企

南進；2018 年起設立 2 間「越南台灣電腦教室」，培育 770 位學生；2020 年起將擴

展「寮國教育與農業服務」。 

⚫ 未來願景 : 在現有的柬越寮佈局上，繼續推展電腦教育及農業合作，經由國際服務、

國民外交，為台灣的南向發展盡一分薄力。 

前兩季季報 : 2019 年第 4 季服務季報、2019 年第 3 季服務季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eapVD-ju9o&feature=youtu.be
http://camtw.com.tw/cambodia/wp-content/uploads/2020/04/2020年第1季-財務季報-德普文教協會.pdf
http://camtw.com.tw/cambodia/wp-content/uploads/2020/04/Final-Report-GIZ-RED-IV38164.pdf
https://bit.ly/37Kvn8D
http://camtw.com.tw/cambodia/wp-content/uploads/2020/01/2019年第4季-服務季報-德普文教協會-1.pdf
http://camtw.com.tw/cambodia/wp-content/uploads/2019/10/2019年第3季-服務季報-德普文教協會.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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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抗疫行動 

COVID-19 肺炎疫情嚴峻，許多國家對外"封關鎖國"、對內"社交距離"，導致經濟

衰退、人心惶惶，國際 NGO 因而難以服務運作，且募款更為艱辛。 

德普面對這未曾經歷過的挑戰，如果退縮，不僅影響數萬位就學、就業的青年，在東

南亞經營十年，為台灣國民外交所建構的地域佈局及人脈關係都將流失。 

因此，德普積極的採取下列抗疫行動 : 

一、自製台灣口罩、免費贈送師生 (影片 : 一萬片台灣口罩、一萬絲柬埔寨情誼 ) 

柬埔寨缺乏檢測試劑，確診人數無法確知，感染後的醫療設施亦不完備，因此

民眾人心惶惶，全國學校停課，有些偏鄉甚至封村，市面上口罩價格高漲而且

缺貨，而台灣的口罩被禁止寄送至國外，因此德普採取下列行動 : 

1. 在德普支援的職訓中心，以台商捐贈的縫紉機及布料針線，加購其他物料，

聘人製作布口罩。 

2. 經由遍佈於柬埔寨全境的德普教育及就業服務網，將布口罩分配給各地的師

生及居民。 

3. 第一批一萬片布口罩已經發放，成效良好，將視需求及資金，採取進一步的

行動。 

 

 

 

 

 

 

 

 

 

 

布口罩的防疫效果不差，

且可清洗後重複使用，因

此廣為偏鄉村民喜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eapVD-ju9o&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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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線上教學及在職進修 

1. 學生停課期間，增加教師在職進修，並舉辦教師競賽活動。 

2. 加速製作"線上教學"影片，用於學生們在家自修之用。 

三、延緩各項行動專案 

1. 德普在寮國的第一間台灣電腦教室，原定 3 月下旬開課，延期至第 4 季。 

2. 德普在 BMC 省技職高中新設的電腦班，原定 4 月下旬開課，延期至 10 月。 

3. 德普 CTEP 金邊辦事處，原定 3/1 啟用，延期至 5 月。 

4. 台灣農工商業的柬埔寨考察團，原定 3 月下旬舉辦，延期至 8 月或更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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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柬埔寨教育計畫 (CTEP, Cambodia-Taiwan Education Program) 

一、本季結業 1,426 位學生，迄今累計入學 59,961 位、結業 33,502 位學生 

本季德普 CTEP 有 8 所教育中心舉行結業典禮，合計 1426 位學生結業，其中電

腦班 282 人、英文班 1144 人，相對於入學之 2346 人，結業率為 61%。 

2020/3/31 在讀學生人數為 8398 位，其中 2651 人在 CTEP 自辦教育中心、

5747 人在合辦學校就讀，全部在校生中電腦班 6254 人、英文班 2144 人。 

迄本季底，十年間累計入學 59,961 位、結業 33,502 位學生，全部結業生中電腦

班 15048 人、英文班 17860 人、中文班 594 人。 

 

 

 

 

 

 

 

 

 

 

 

 

 

 

註 1 :  自辦教育是正規學校之外的課外教學，德普 CTEP 自主安排課程、教師、教室、招生，人力投

入及費用成本較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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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效。合

辦教育是在公立學校或教育機構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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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2 :  偏鄉地區的資料收集及認定較為困難，故在必要時適當調整數據，盡量求取正確。 

 2020 年第 1 季     自辦     合辦     總計 

 教育中心 數量      11       9      20 

本季 

結業 

人數 

電腦 193 89 282 

英文 681 463 1144 

中文 0 0 0 

合計 874 552 1426 

累積 

結業 

人數 

電腦 10364 4684 15048 

英文 16811 1049 17860 

中文 594 0 594 

合計 27769 5733 33502 

期末 

在學 

人數 

電腦 770 5484 6254 

英文 1881 263 2144 

中文 0 0 0 

合計 2651 5747 8398 

累積 

入學 

人數 

電腦 16484 11097 27581 

英文 29987 1429 31416 

中文 964 0 964 

合計 47435 12526 5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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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肺炎疫情之衝擊及因應措施 

肺炎疫情自 2020 年 2 月開始影響柬埔寨的日常生活，柬埔寨政府於 3 月 16 日規

定全國停課，德普 CTEP 採取下列因應措施 : 

1. 在職進修 : 停課期間，德普 CTEP 教師們分批、分地點做在職進修，教師們因停

課而應停領的教學鐘點津貼，得由在職進修的時間折算時數而續領。 

2. 線上教學 : 德普 CTEP 自年初起就指派教師錄製教學影片，停課後就加速影片之

製作，供學生們在停課期間以及開學後在課後自修之用，部分成品如下 : 

How to use Underline, Bold, Italic  

How to make table or draw and Delelet table   

How to open Microsoft Office Word  

How to use Aligns the text …..等。 

3. 影片競賽 : 舉辦影片競賽活動，一方面讓教師記錄師生活動，另一方面增進教

師們自製影片之拍攝、編輯、配樂能力，目前最佳作品是 : 

PT Rural Learning Center 上課教學、清潔環境、結業典禮、團康活動 

4. 延後開校 : 德普 CTEP 自 2018 年起致力將「偏鄉教育」延伸至「技職教育」，

迄今已在柬埔寨 13 所技職高中之 3 所開辦電腦班，並安排學生赴工廠實習；原

規劃於 4 月份在 Banteay Meanchey 省開設第 4 所技職高中的電腦班，因疫情

延期至 10 月。 

5. 暑期實習 : 德普 CTEP 去年為 36 位技職高中生安排外商工廠之暑期實習，今年

的目標是 300 位實習生，目前正爭取中央政府勞動部職訓局 Department of 

Vocational Orientation, Ministry of Labor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出函，據

此得以向企業機構申請實習名額，但若到 5 月時疫情仍未能舒緩，則今年暑期學

校將派不出實習生，企業也難以接納實習生。 

6. 暑期志工 : 今年寒假尚有北醫、政大等台灣院校志工團來柬，逢甲、建中等校

的志工團則取消行程；如果疫情能在 5 月底舒緩，今年暑期仍可接納來自台灣的

志工團體。 

7. 海運物資 : 感謝華碩基金會今年再度捐贈 150 再生筆電，如果今年暑期不再有

學生志工協助攜帶筆電前往柬埔寨，將改用海運寄送筆電，除了運費之外，海關

方面也可能會是問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ZfqvKrgMTA&list=PL8WoWXpPSh8iyYc-9h00LYnXYwsk9ODs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tOO8H0gh0s&list=PL8WoWXpPSh8iyYc-9h00LYnXYwsk9ODss&index=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mCu9MUJHac&list=PL8WoWXpPSh8iyYc-9h00LYnXYwsk9ODss&index=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BvaI7zMD3k&list=PL8WoWXpPSh8iyYc-9h00LYnXYwsk9ODss&index=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vlpAtz-kpY&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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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就業計畫 

就業/職訓人數 製造業 服務業 職訓 合計 

迄 2018/12/31 累計 749 96 138 983 

2019 年 全年 633 17 85 735 

2020 年 第一季 109 5 4 118 

迄 2020/3/31 累計 1491 118 227 1836 

(上記資料不含"經過德普 CTEP 輔助而就業，但未向 CTEP 登錄者") 

2020 年第一季輔導就業/職訓的登錄人數為 118 人，僅達全年目標 800 人之 15%，

實際成效卻超標，因為當季德普 CTEP 投入大量人力，在鄰近泰國邊境的三個省分，

執行德國政府 GIZ 所委任的職訓專案，職訓後分散各地的就業人數無法統計，但肯定

會降低該地區村民赴泰國打工的趨勢，這有助於紓解移工造成的各種問題。 

GIZ 專案已於 2020 年 2 月圓滿完成，德普 CTEP 的優異成績備受政府及 GIZ 肯定，

相信在疫情過後，將會有第二項專案項目，請點閱 GIZ Final Report，並參閱下表。  

項 目 名 稱 場次 人數                  說     明 

Provincial  

Workshop 
3 142 

向 3 個省份之副省長至鄉鎮長等各層級政府官員宣導中

央的就業政策、說明就業市場狀況並介紹 GIZ 專案。 

Employment 

Forum 
12 1542 

這是就業媒合會，邀請廠商雇主到會場向謀職者說明就

業條件及工作內容，並在現場面試或互留聯絡資料。 

Career  

Guidance 
5 623 

向在校學生提供就業及升學相關之資訊，協助學生發掘

個人的專長及志趣，並鼓勵學生勤奮向上， 

Low skill pre-emp 

loyment training  
12 466 

教導低技能勞工就業相關之基本知識，包括職場規定、

衛生安全、金錢管理、人際關係等。 

 

 

 

 

 

 

 

http://giz-cambodia.com/
http://camtw.com.tw/cambodia/wp-content/uploads/2020/04/Final-Report-GIZ-RED-IV3816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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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農業計畫 

德普 CTEP 於 2018 年開啟「農業計畫」，目的是改善柬埔寨農民生活，並協力台灣

中小農企南進發展，過去 2 年間德普 CTEP 共邀請 5 團合計 48 位柬埔寨政府官員

及民間人士來台考察、培訓、會展。 

德普 CTEP 規劃於 2020 年舉辦兩次台柬雙向交流考察團，第一次原訂於 3 月下旬

邀請來自美國、越南等地的 STUF 世台基金會成員以及台灣農工商業人士，前往柬

埔寨參訪實地考察，並參與外交部在同時段於金邊市舉辦的經貿投資活動，由於

Covid-19 疫情關係，該項參訪活動不得不取消，德普 CTEP 重新規劃下列考察團，

但如果疫情未能在 5 月底之前結束，參訪團將再度延期。 

                【2020 柬埔寨參訪考察團】 

承辦機構 : 德普文教協會執行，但請其他機構掛名主辦 

參訪人員 :  (A 組) 農工商業各界人士 (暫定 15 ~30 人) 

     (B 組) 對柬埔寨農業有興趣之人士 (暫定 10~20 人) 

參訪日期 :  (A 組) 全體 2020 年 8 月 17、18 日(週一、二) 

     (B 組) 農業 2020 年 8 月 19、20 日(週三、四)   

       ~ 可以參加 A 組、B 組或 AB 兩組 ~    

參訪內容 :   

(A) 全體 2020 年 8 月 17 ~ 18 日 (週一、二) 

1. 柬埔寨總商會 Cambodia Chamber of Commerce 

2. 柬埔寨發展理事會 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ambodia (CDC) 

3. 會計師事務所 (全球四大之一 Deloitte、PwC、EY、KPMG) 

4. 銀行 (柬埔寨主要銀行之一 Acleda, Canadia, ABA 等) 

5. 工業區 (金邊經濟特區 Phnom Penh Special Economic Zone) 

6. 房地產開發項目 (待洽) 

(B) 農業 2020 年 8 月 19、20 日 (週三、四) 

1. 2020 柬埔寨農業展 AGRI CAMBODIA EXPO 2020 

2. 農漁牧業農場、養殖場、加工廠等 (待洽) 

 

http://camtw.com.tw/cambodia/wp-content/uploads/2020/01/國際服務、國民外交-的-德普文教協會-2020.1.pdf
https://www.ccc.org.kh/
http://www.cambodiainvestment.gov.kh/
https://ppsez.com/en/home
https://agriculture-exhibition.com/cambodia/en/about-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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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財務狀況  

2020 年第一季捐贈收入 US$30,732、費用支出 US$48,925，季末現金餘額

US$21,684，收支明細請點閱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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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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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全年 261,681 204,226 57,455 39,877 

2020 年 第一季 30,732 48,925 (18,193) 21,684 

2018、2019 兩年期間，費用支出金額約為全年 US$20 萬或每季 US$5 萬，因應物

價及薪資上揚，以及在越南及寮國擴點所需，2020 年預算增加為全年 US$24 萬或

每季 US$6 萬，。 

疫情造成了財富縮水、人心惶惶，面對更加艱難的勸募，德普決定在疫情結束之

前，將費用控制在每季 US$4 萬，低於 2018、2019 兩年的 US$5 萬，更低於

2020 年預算之 US$6 萬。 

節約方式包括如下 : 

1. 延後在及越南及寮國的擴點、延後開設第 4 間技職高中的電腦班、延緩農業計

畫之各項參訪活動、減少就業計畫相關之招募會及職訓活動。 

2. 薪資是最大、也是最難以削減的費用項目，德普 CTEP 採取以下措施。 

⚫ 在合辦電腦班的公立學校，教師都領有學校薪資，在停課期間，德普 CTEP

停發教學津貼。 

⚫ 在自辦的偏鄉教育中心，教師依賴德普 CTEP 發放的薪資維生，薪資結構中

授課津貼占比不低，依規定停課時教師只能領取基本底薪，為維持教師基本

生活，教師們被要求參加進修培訓或被指派發送口罩，來折算教學時數，如

此能將薪資的扣減金額控制在 10~20%範圍內，德普 CTEP 還向教師承諾，

疫情過後將對留任且績效佳者全額補發扣留的薪資，如此能讓教師們感受疫

情的衝擊，同時能維持生活所需，並且激勵士氣。 

節約只是度過難關的暫時措施，德普存在的目的以及支持者所期待的都是"國際服

務、國民外交"之績效，因此，疫情期間將更積極的規劃準備，以備疫情過後加速發

展，提供更多更具績效的服務。 

~ 捐贈者請點閱「捐款方式」~  

http://camtw.com.tw/cambodia/wp-content/uploads/2020/04/2020年第1季-財務季報-德普文教協會.pdf
http://camtw.com.tw/cambodia/wp-content/uploads/2020/02/德普文教協會-捐款方式及帳號-202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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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2010 ~ 2020 十年服務 特別報告 

德普文教協會於 2010 年 3 月開始國際服務，迄今屆滿十年，其歷程與成果如下。 

一、發展歷程 

⚫ 2010 年起《柬埔寨午餐計畫》: 為 8 所教育中心 1430 位學童提供全年度營養

午餐，2011 年 6 月結束。 

⚫ 2011 年起《柬埔寨教育計畫》: 初期為「城區教育」，2012 年轉型為「偏鄉教

育」，2018 年延伸至「技職教育」，迄今共設立 36 所教育中心，累計入學 6.0

萬位、結業 3.3 萬位學生，今後每年培育 8000 位學生。 

⚫ 2015 年起《柬埔寨就業計畫》: 支援 7 所職訓中心、舉辦百餘場就業說明會及

企業參訪，已輔導逾 2000 位青年就業職訓，今後每年輔助 800 位青年就職。 

⚫ 2018 年起《農業合作計畫》: 兩年間共邀請五批共 48 位柬埔寨人士來台參

訪、培訓、會展；今後將擴大雙向交流互訪，改善柬埔寨農民生活，並協力台

灣中小企業南向發展。 

⚫ 2018 年起《越南服務》: 2018、2019 年在越南設置兩間台灣電腦教室，共培

育 770 位學生，今後繼續擴增教育服務規模，進而推動農業合作計畫。 

⚫ 2020 年起《寮國服務》: 原定 2020 年 3 月開設第一間台灣電腦教室，因疫情

延後至下半年開班，之後將推動農業合作計畫。 

          (2010 年 柬埔寨午餐計畫)            (2012 年 柬埔寨偏鄉教育) 

 

 

 

 

 

 

二、柬越寮服務背景 

配合政府南向發展的國策，德普在柬埔寨、越南、寮國開啟國際服務的背景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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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柬埔寨是東南亞最貧窮國家，也是台灣成衣、金融及農業南向發展的重點地

區，該國與台灣政府無任何接觸，德普 NGO 有國際服務及國民外交的空間。 

⚫ 越南有 6000 家台商，台灣有 40 萬越南配偶及外勞，台越關係對於台灣的經濟

發展及社會和諧至關重要。 

⚫ 寮國閉鎖於內陸，發展潛力極大，與柬埔寨同為東協十國中唯二未與台灣政府

接觸的國家，藉由柬越寮三國聯合服務，能產生國際服務及國民外交的綜效。 

三、東南亞佈局及政府關係 

 

 

 

 

 

 

 

 

          Click here for the online map：https://bit.ly/37Kvn8D 

《地域佈局》德普在柬埔寨全國 25 省之 18 省，自地方至中央，自辦/合辦/支援 50

餘所教育中心/電腦班/職訓中心/就業處；也在越南並將在寮國開辦台灣電腦教室。 

《政府關係》德普配合柬埔寨教育部、農業部、勞動部、國家就業局、柬埔寨商

會、德國政府援外機構 GIZ、越南友誼協會，協力推展教育、就業及農業服務。 

四、台灣的青年培育及國際事務 

《青年培育》過去十年間，德普在柬埔寨安排了百餘位台灣志工參與國際服務，接待

過千餘位台灣青年參訪團員，也為台灣青年組團赴東南亞見學發展。 

《國際事務》德普曾代表台灣外交機構赴美國參加國際 NGO 活動，亦在東南亞參

與在地論壇，展現台灣的軟實力及國際社會責任。 

伍、未來願景 

在現有的柬越寮佈局上，繼續推展電腦教育及農業合作，經由國際服務、國民外

交，為台灣的南向發展盡一分薄力。 

https://bit.ly/37Kvn8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