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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重视的价值
对我们志愿者的尊重　我们明白要到国外做志愿者项目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因为这往往需要
很多宝贵的时间、金钱，也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因此，我们非常尊重决心参与海外项目的志愿者。
为了能让你安心专注于志愿者项目之上，我们Projects Abroad的员工承诺会全力为你提供一切
支援。

对目的地社区的尊重　所有设有志愿者项目的社区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习俗和价值观，我们需要
明白这些文化上的差异，并加以尊重。因此，我们的项目除了贡献当地社区以外，也同时以促进真
正的文化交流为目标。和我们合作的项目单位将会把你当为他们的一份子，而寄宿家庭也会竭力
为你提供家的感觉；他们这种承诺和付出，也是非常令我们尊敬的。

我的工作岗位是在一
个庙宇里当小僧侣们
的老师，这个工作虽然
非常有挑战性，可是同
时也是非常难忘的。这
些小僧人的年纪在八
到十四岁之间，他们的
生活水平并不那么好，

窗户的位置都是空空的一个洞子，没有玻璃的。
他们的英语水平也不是很高，但是他们的学习
态度都很积极。他们会把你教的每一个字都写
下来，并且常常微笑着，非常快乐地对你说“你
好老师！”。虽然这些孩子有时候也有顽皮的一
面，可是他们都很尊敬老师们。这让你觉得你
在项目里真的为这些孩子们带来一些帮助和改
变。
我在斯里兰卡的两周很快就过去了，可是这两周
的难忘的经历，将会深深藏在我的心里，并且成
为了我人生之中其中一个最宝贵的经验。我会
再回来的！
孙晓天，一位参加了斯里兰卡两周教学项目的
志愿者

选择繁多　我们的志愿者项目遍布南美、非洲、欧洲、亚洲和
大洋洲上的多个国家，而每个目的地国家也有多个项目类型可
供选择。在各个类型的项目之中，我们都会和多个项目单位合
作。这么多的项目选择当中，总有一个项目适合你。

项目合并　你可以在同一个目的地里参与多个志愿者项目。价
格通常会以收费较高的项目为标准。如果你对合并项目感兴趣
的话，请联系我们以获得详细的信息。

目的地合并　除了合并不同的项目以外，你也可以到多个目的
地国家进行志愿者项目。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和需要，选择
合并不同目的地里不同的项目，并获得九折优惠。

安排弹性灵活　你可以在一年365天当中自由选择项目的开始
和完结日期，也可以选择参加两星期到一年不等的项目长度。
除了为部分群体特别设立的志愿营以外（如为学生而设的高中
生志愿营，详细信息请浏览我们的网页），我们的项目都没有
固定的开始和完结日期，方便你安排行程。

全面支援　我们在每一个目的地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和在当地直
接雇用的专业全职员工，为所有志愿者提供全面的支援，并协
助志愿者顺利进行项目。我们在目的地的员工会到机场迎接志
愿者，一起到Projects Abroad的目的地办公室。安顿好之后，
我们会带志愿者到附近逛逛，并向你介绍你的寄宿家庭和项目
单位。万一你遇上任何问题或困难，我们的员工都会无分昼夜
为你提供全天候的支援。我们的员工会经常在你附近，所以这
不光是一个紧急的电话号码。当你真的遇上什么困难的时候，
目的地的员工可以第一时间跟你会面，并且为你提供协助。

有意义的项目　你将会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圈子里，跟来自世界
各地的志愿者们进行文化交流，同时一起为改善当地社区环境
尽一分力！对于你本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甚至是
你人生其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深入透彻的文化交流　志愿者将会和当地人一起工作，也会和
当地的寄宿家庭一起居住。通过和他们每天的接触和沟通，你
可以亲身感受当地独有的文化，从而对目的地的传统和习俗有
深入透彻的了解。

国际化的志愿者大家庭　Projects Abroad在世界各地都设有
办公室招募志愿者。因此，参加我们的项目，你就可以跟来自欧
洲、美洲、大洋洲、亚洲等地的人们交朋友，并有机会和他们一
起生活和工作。我们会尽量安排志愿者们在相距不远的工作单位
和寄宿家庭里办公和生活，所以你一定不会感到孤单。另外，我
们还会定期举办不同类型的社交活动，比如说开一个晚饭派对、
一起去听音乐会、又或是安排一个周末旅游等等，让你可以和其
他来自不同文化和地区的志愿者建立深厚的友谊。

机票预订及免费目的地接机服务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们
Projects Abroad 的旅游团队可以为你安排你的机票。另外，
我们也会免费为所有的志愿者提供往返目的地机场和当地办公
室的接机服务。     

打造优秀简历　Projects Abroad一系列独特的项目可以让你
得到海外旅游、居住和工作的宝贵经验，助你的个人简历在芸芸
众人之中脱颖而出，对你未来的学业和职业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学习外语　参与国外的志愿者工作，你就可以和当地的同事和
寄宿家庭一起工作生活，学习当地的语言。你也可以通过和来
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沟通，好好的练习英文。另外，我们在不
同的目的地均设有附加的短期语言课程，同时某些目的地也有
完整的英文、阿拉伯文、法文、西班牙文等语言课程项目，让
志愿者可以在外地一边学习、一边应用，加强课程效果。

我们的独特之处

彼德 斯洛博士

毕业于牛津大学

前大学地理系教授

于1992年设立Projects 

Abroad

张科，一位参加了南非一个月关爱项目的志愿者

创办人彼德 斯洛（Peter Slowe）博士的话

一方面，我们视志愿者为我们珍视的朋友；另一方面，我们也很在乎项目开展地，以及那些遍布世界各地，跟我们
合作的单位。

我们的使命就是把你的爱好、专长和经验和项目单位的需要互相比对，然后安排你到最适合的单位里开展志愿者
项目，让志愿者和项目单位都有最大的收获。

Projects Abroad这一年就安排了超过10,000位志愿者到国外进行不但难忘，而且非常有意义的志愿者项目。我
们在全球各地设有自己的办公室，专业的员工们都会细心为你提供全面的支援服务，让你可以放心进行你的项目。
无论你是到印度或南美玻利维亚中最贫穷的地区，帮助人手不足的儿童福利机构、为他们提供关怀；还是在一家设
备落后的加纳医院里进行医疗实习项目，你都会获益良多。同样地，无论你身处哪个目的地国家、在哪个单位进行
哪个项目，你的存在也是非常重要的。回想我第一次在国外进行的志愿者项目，都成为了一个改变我一生的经验。
这种经验你不能在学校的课堂和书本里得到，只有亲身参与发展中国家的志愿项目，才可以真正地感受不同的异
国文化。在你回国的时候，或许会一下子感受到自己长大了许多呢！

我们非常期待你成为我们志愿者的一份子！

安全性　我们明白志愿者们都非常注重身在外地时的安全 —— 这也是
我们Projects Abroad最重视的一点，所以我们只会在政治稳定和安全
的国家设立项目。另外，我们也会就安全性和稳定性，定期跟各国的外交
部及大使馆联系。当然，我们在目的地直接雇用的员工对当地有透彻的
了解，也令你的旅程更加安全；从你到达目的地的一刻开始，他们就会一
直与你保持紧密联系，让你倍感放心。

国际视野　我们以支持创造具有国际视野的新一代作为我们的抱负。我
们相信，很多志愿者经过进行海外项目、花时间亲身在外地居住和工作、
体验一个和家里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生活之后，除了自己有所收获之
外，他们也将会对整个社会带来巨大而正面的改变。这些未来的专业人
士、管理阶层、政治家和决策人将在国际发展方面具备更多的经验，从而
影响他们所做的一切。

志愿者独特的个性　我们会把你的爱好、技能和资历与项目单位的需要
进行仔细的分析、比对，然后尽力为你作出最适合你的项目安排，让你有
机会充分发挥你独特的个性和经验。

支援服务　Projects Abroad香港和北京办公室的员工全面为你服务。
在你参加所选项目以前，我们会了解你的文化背景，以你的角度为你提
供合适的建议；并在你出发以前周详的解答你所有的疑问，为你提供支
援。不仅如此，在你出发之后，你也可以在每一个目的地轻易的找到我们
的员工。另外，你的寄宿家庭和工作地点将会邻近我们的办公室。如果
你需要任何帮助，我们的员工总会在你附近，他们可以与你见面，并为你
提供一切所需的帮助。

资讯透明，费用清晰　我们的收费清晰，每个项目的价格都有详细而清
楚的说明。这个价格包括了你的项目配置、食宿、全面的保险方案，还有
从你提交申请的一刻开始，我们员工为你提供无与伦比的支援服务。需
要注意的是，项目价格并不包括签证费用和机票；但是如果需要的话，我
们的Projects Abroad Travel也非常乐意为你代办机票。

3www.projects-abroa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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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的地国家

秘鲁的教学项目

泰国的潜水及海洋环保项目墨西哥海龟保护项目 柬埔寨高棉文化项目

蒙古的新闻项目

加纳
阿夸佩姆山
阿克拉
海岸角 多哥

洛美

摩洛哥
拉巴特
盖勒敏

埃塞俄比亚
亚的斯亚贝巴

塞内加尔
圣路易

肯尼亚
纳纽基

尼泊尔
加德满都
博卡拉 
奇旺

越南
河内

柬埔寨
金边
国王岛

孟加拉
达卡

斐济
纳迪
太平港

萨摩亚
阿皮亚

墨西哥
古斯曼城
瓜达拉哈拉
特科曼

哥斯达黎加
埃雷迪亚
圣何塞
巴拉翁达国家公园

阿根廷
科尔多瓦

秘鲁
马尔多纳多港
库斯科

坦桑尼亚
阿鲁沙
达累斯萨拉姆南非

开普敦
夸土利

斯里兰卡
科伦坡

牙买加
曼德维尔

罗马尼亚
布拉索夫

意大利
卡拉布里亚

厄瓜多尔
加拉帕戈斯群岛

玻利维亚
科恰班巴

菲律宾
宿务
波哥

蒙古
乌兰巴托 中国

成都
上海

伯利兹
圣佩德罗
普拉圣西亚

马达加斯加
穆拉曼加

泰国
甲米
奥南海滩

缅甸
邻近仰光 
德拉

加纳的社区建设项目

秘鲁的亚马逊雨林
环境保护项目

你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以获得更多有关我们项目的信息。

尼泊尔的医学实习项目 斐济的鲨鱼保护项目斯里兰卡的教学项目

5

加纳的法律项目
坦桑尼亚的儿童福利机构

关爱志愿者项目

www.projects-abroad.com.cn



谁参加了我们
的项目？

中国大陆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上海协和国际学校

北京德威英国国际学校

北京顺义国际学校

上海美国学校

暨南大学

南京大学

北京大学

深圳大学

宁波诺丁汉大学

浙江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香港

协恩中学

圣嘉勒女书院

汉基国际学校

德瑞国际学校

香港国际学院

港岛中学

香港李宝椿联合世界书院

沙田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大学

台湾

台北美国学校

台湾铭传大学

台湾大学

新加玻

National Junior College Singapore

German European School Singapore

Lycee Francais de Singapour

Waseda Shibuya Senior High School

Duke-NUS Graduate Medical School 

Singapor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马来西亚

Lycee Francais de Kuala Lumpur

Mara Junior Science College

INTI International College Penang

Penang Medical College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laysia

澳洲

Melbourne Girls Grammar

Monash University

Murdoch University

RMIT

University of Adelaid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英国

Badminton School

Cheltenham Ladies’ College

Roedean School

Tonbridge school

Westminster School

部分参加者来自以下的学校（排名不分先后）：

最受欢迎的目的地

最受欢迎的项目

18%

9%9%
7%7% 7% 7%

尼泊
尔 中国 柬埔

寨
南非 泰国印度蒙古

高中生
Matt Lim

哥斯达黎加教学项目
一个月

在职人士
Hasnaa Chbihi Ranchal

泰国教学项目
三个月

大学生
Sukey Ho

加纳关爱项目
一个月

「离开哥斯达黎加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难过，同时又非常高兴。真

庆幸自己可以到一个这么棒的地方，感受这么完美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自己在完成项目之后变得更成熟，成为一个面面俱到的

人。之后我会到剑桥大学读西班牙文和德文－－我知道在项目期

间所学到和练习到的语言，其实在接下来的课堂也会学习到。但

是，项目也让我其它的知识和能力也有所增长，也让我知道要帮

助有需要的人其实是多么容易，只要你有良好的意愿、你的双手，

加上你拥有的任何技能，你就可以为发展中的国家作出贡献。」

「这个项目为我带来一个非常精彩的教学经验，也让我发现这种

志愿工作是何等的有趣和有意义！因此，我也决定了转换职业，

成为一个工程师的培训员，继续集中于利用教学去帮助别人的工

作，为别人的生命带来正面的影响！

我希望将来可以再次来到泰国，或是到世上其他的地方延续我

的教育工作。这种在海外志愿教学的工作，除了是体验异国文

化、认识不同国家的人的最佳方法以外，也同时可以帮助有需要

的人们。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回到项目单位的学校，再次见到那里

的师生。再此之前，他们都会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提醒我在英国

阴暗多雨的日子里都要挂上灿烂的笑容！」

「加纳的回忆将会陪伴我一辈子。项目的期间，我遇到很多至今

仍然保持联系的朋友、体验到不同的文化，也让我发现到自己的

价值观。我一定不会忘记加纳这个了不起的非洲国家，还有他们

无数有趣的小袋装饮用水、炎热天气下的FanIce冰条、清晨漫

步、还有天然的公鸡闹钟……」

<办公室所在地> 加德满都

<当地语言> 尼泊尔语

<住宿> 寄宿家庭

<观光景点> 奇旺国家公园

<地方特色菜> Dal Baat餐（白饭，配扁

豆汤和蔬菜咖哩一起吃） 

关爱及社区项目
<学习重点> 尝试融入当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开拓对世界的视野。在你学习异国文化的同时，

你也可以为尼泊尔的儿童福利机构里的孩子贡

献自己的爱心的关怀，也可以教导他们一些生

活必需的基本技能，为他们的未来尽一分力。

<项目单位范例> 儿童中心、护理中心、特殊教

育学校

<项目工作范例> 可以在早上做一些基本的照

料工作，比如说帮忙喂食、穿衣、简单的课堂和

卫生教育、玩游戏等等。余下的半天可能为儿

童中心作一些建设或小修补的工作。

<周末活动范例> 到南边的国家公园探险吧！

<适合什么人士参加？> 想做一些充实而又有

意义的事情，同时探索一下异国风景和文化的

志愿者

<参加条件> 高中生或以上，即使你没有特别的

经验或技能，我们都欢迎你参加！

国家简介
在尼泊尔这个狭长的国家里，你会惊讶这个国

土面积不算很大的国家里有着非常有趣的对

比。

一般来说志愿者在平日的工作天都会留在加德

满都里。这个繁忙的城市车水马龙，路上永远

都是熙熙攘攘，充满活力和生气。各个庙宇都

是香火鼎盛，到处都是斑斑驳驳的古旧庙宇和

建筑和写满经文的五色彩旗，让人目不暇给。

尼国的南面是绿意怏然的丛林，而它的奇旺国

家公园就是极受欢迎的旅游景点。里面有大

象、犀牛，还有其他珍贵的野生动物。

不过是二百公里之隔，尼国的北面就是完全不

同的群岳高耸的景象。很多喜欢爬山远足的人

士都会健行到珠穆朗玛峰的大本营，远观这个

世上最高的雪山山峰。她的宁静壮丽，和加都

的繁华热闹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比。

<设有关爱项目的目的地>  
阿根廷、玻利维亚、伯利兹、柬埔寨、

中国、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

埃塞俄比亚、斐济、加纳、牙买加、肯尼

亚、马达加斯加、墨西哥、

蒙古、摩洛哥、孟加拉、尼泊尔、秘鲁、

菲律宾、罗马尼亚、萨摩亚、塞内加尔、

南非、斯里兰卡、坦桑尼亚、泰国、多哥、

越南、缅甸

我们绝大部分的关爱项目并不需要志愿者拥有很高的英语水平，也不一定需要相关的经验，因此很多人都
会选择这个项目。只要你有满满的爱心，希望为生活有困难的人士服务，我们都很欢迎你参加这个项目。

参与这个项目的志愿者很多都会接触和儿童有关的工作，比如说在儿童中心、护理中心、幼儿园和特殊教
育学校等等里面为孩子们服务。虽然不同的目的地可能会有不同规模和类型的项目单位，可是主要的日
常活动都是协助单位员工的工作，像是帮孩子们喂食、游戏，教导他们一点简单的语文和生活技巧等等，
同时给与孩子们缺乏的关怀、爱心和注意。

项目范例：尼泊尔的关爱项目

关爱项目

「加德满都除了被严重污染的废
气所笼罩着，她的道路也是同样
的糟糕、供电又不稳定，而且刺
耳的汽车喇叭、汽笛和钟声从来
没有停止过。说实在，真的很难
对这里抱有一个乐观正面的态
度。宁静和秩序在尼泊尔好像从
来沾不上边。

幸好，当我开始在项目单位开始
工作的不久，我就遇上世上最乖
巧的孩子们！你不难发现他们生
活和学习的环境其实不那么好，
可是他们仍然懂得享受并珍视自
己所拥有的。

刚开始项目的时候我还以为时间
会过得很慢，怎知道原来光阴飞
逝。的确，尼泊尔是一个比较落
后的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仍然相
信只要你持着一个开放的态度、
拥抱各种的经验，你还是会喜欢
这里的时光的。」

Ryan Kam，参加了
一个月的尼泊尔关
爱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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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所在地> 金边

<当地语言> 柬埔寨语、亦即是高棉语

<住宿> 志愿者宿舍

<观光景点> 吴哥窟、暹粒

<地方特色菜> Amok trei（配上椰浆咖

哩的蒸鱼） 

教学项目
<学习重点> 柬埔寨的父母和小孩子都很希望

可以多学点英文，希望有机会改善生活；可是

由于可以练习英语的机会不多，往往孩子们的

英语也不是很好。因此，志愿者的出现将会为

当地热爱学习的小孩子提供一个提高英语水平

的机会，也让当地的老师们可以练习一下他们

的英语，在各个方面为改善他们的生活尽一分

力。

<项目单位范例> 学校和儿童中心

<项目工作范例> 教授英语、和老师们沟通，从

而提供英语练习的机会、为小孩子们提供各种

游戏和课外活动，比如说教授音乐、体育、艺术

等等方面的知识。

<周末活动范例> 当然要到吴哥窟游览！

<适合什么人士参加？> 喜欢小孩子、喜欢教

学，又想好好练习自己英语的志愿者

<参加条件> 年满十六岁的任何人士都可以参

加

国家简介
柬埔寨是个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国，它的吴

哥古迹占地广阔、雄伟壮丽，更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可想而知吴哥王朝

的全盛时期有多繁华。

曾经柬埔寨一直受到战乱的影响，有很长一段

时间，人们对它的印象都停留在地雷和屠杀。

多年的战火摧残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比较缓

慢。当地的贫富差距很大，而且基础设施不足，

同时健康卫生问题严重，加上人民普遍缺乏知

识水平，让他在面对战火以后还要遭受各种的

社会问题困扰。因此，志愿者将会发现他们的

出现，的的确确会为当地人民带来改变。

<设有教学项目的目的地>  
阿根廷、玻利维亚、伯利兹、柬埔寨、中

国、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斐济、埃塞

俄比亚、加纳、牙买加、肯尼亚、马达加

斯加、墨西哥、蒙古、摩洛哥、孟加拉、

尼泊尔、秘鲁、菲律宾、罗马尼亚、萨摩

亚、塞内加尔、南非、斯里兰卡、坦桑尼

亚、泰国、多哥、越南 、缅甸

参加过我们的教学项目之后，你可能会发现一切和我们所认识的学校环境是多么的不同－－学校里的
一个粉刷、一桌一椅都不一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项目单位一般来说都是非常的缺乏资源，同时当地老师的工作也很繁重。除了可以在各个学校里担当
助教的角色以外，志愿者也可以跟孩子们用英语说说话、做个文化交流，让他们有一个练习英语对话的
机会。另外，你还可以负责教授孩子们你的专长，比如说音乐、电脑运用、数学、手工艺等等。我们很欢
迎有相关方面经验的人士参加这个项目，可是如果你没有类似的经验，我们同样非常欢迎你一起为儿
童们的将来作出一分贡献。

人们常说知识改变命运－－参加教学项目，你可能不会立刻发现自己的出现对孩子们有什么巨大的改
变；可是，你确实为他们打开了通往世界的窗口，也或许你已经慢慢的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项目范例：柬埔寨的教学项目

教学项目

「在项目期间，我在一家学校里负
责教授英文。学校的校长深明孩
子们除了学习以外，也需要有玩的
时间。这些学生的课堂已经充满
了重复的背诵，所以如果你和他
们玩玩游戏、进行其它类型的活
动，比如说做点手工的话，将会非
常的受欢迎。项目期间，我除了需
要按照一本教科书教导小孩子们
以外，也有机会即兴的教学生们一
点他们感兴趣的东西。

我的学生都非常友善、有趣而又信
任我。我没想过在休息的时间会
有那么多的小手拉着我，要我跟
他们一起游戏。他们都很喜欢球
类活动、和你拍拍手，甚至只是坐
在你的腿上看书。你喜欢的话也
可以送一点弹弹球、漂亮的贴纸
和吹泡泡水和他们玩、逗他们开
心。我也对他们的大方慷慨感到
十分难忘－－没有一天他们不把
自己的图画和自己折的纸花送给
我。虽然他们年纪小小，可是也会
把自己仅有的东西送给你。这个项
目实在令我非常满足，而我也知
道，我的志愿工作对当地的人们来
说是一种很有用的贡献。」

Olivia Dehnavi，参
加了一个月的柬埔
寨教学项目

<办公室所在地> 埃雷迪亚
<当地语言> 西班牙语
<住宿> 寄宿家庭或志愿者宿舍（只限环
境保护项目）
<观光景点> 达玛琳朵沙滩（Tamarindo 

Beach）、各个活火山比如说维耶华的林
空（Rincón de la Vieja Volcano），波阿斯火山
（Poás）等
<地方特色菜> Gallo pinto（黑豆饭） 

热带旱林环保项目
<学习重点> 在国家公园里工作，研究野外生态

然后把所得资料集结成报告；在当地的学校及

社区里协助进行不同的环保教育活动；建造、

维修及延长国家公园里的道路；在公园里幼苗

培育中心里帮忙；保护旱林中的野生动物，让

他们的居所得以保存。

<项目单位范例> Barra Honda国家公园

<项目工作范例> 收集数据、喂饲动物、环保教

育、简单修路筑路、保护绯红金刚鹦鹉的鸟巢

等等。

<周末活动范例> 尽情游览这个国家的自然风

光和名胜！

<适合什么人士参加？> 喜欢大自然，并且对环

境保护感兴趣的人士

<参加条件> 年龄17岁或以上的志愿者

国家简介
哥斯达黎加可算是美洲的中心点，因此她同时
汇集了各种不同的地貌文化，是一个充满有趣
的对比的国家。在这里，你会看到各种宏伟壮
丽的自然景观，包括活火山、热带雨林、气势磅
礴的瀑布和风光如画的沙滩。哥斯达黎加最有
名的就是她的生物多样性、多个国家公园，还有
各种各样包括鳄鱼、猴子、鲸鱼、海豚等等野生
动物。对于热爱自然环境的人来说，她是一个
有如仙境般的乐园！

哥斯达黎加人都是非常的友善好客。当地的军
队在1948年废除，可是她有别于其他邻近的国
家，因为在这超过60年的时间里，哥斯达黎加
都是那么的和平稳定。也因为这个原因，哥斯达
黎加人都可以把时间和努力放在保护野生环境
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之上。

虽然在生态旅游业来说，哥斯达黎加这个国家
是行业数一数二的领导者，可是很多哥斯达黎
加人的生活水平都是非常基本的。由于这个国
家的旅游业发展迅速，他们需要更多会说英语
的旅游业人士，也因此志愿者除了在环保意外
的方面为当地人提供帮助。 

<设有环境保护项目的目的地>    
伯利兹、柬埔寨、哥斯达黎加、

厄瓜多尔、斐济、肯尼亚、马达加斯加、

墨西哥、尼泊尔、秘鲁、南非、泰国

如果你想暂时离开一下烦嚣的城市、感受一下被大自然环抱的生活，同时了解其他国家的天然生态系
统、为保护环境尽一分力，我们的环境保护项目将会非常适合你。

你可以在秘鲁的亚马逊雨林和哥斯达黎加的国家公园里探险、在墨西哥负责保护海龟的活动、到厄瓜多
尔看看为什么达尔文可以在科隆群岛上想出进化论、到南非和博茨瓦纳的旷野保护野生动物的居所，
又或是到柬埔寨和泰国清澈的海洋里一边潜水，一边为保护海洋生态而努力。 此外，志愿者可以到尼
泊尔喜马拉雅山区，在壮丽的山岭下维护当地的生态环境，或是在肯尼亚保护面临绝种危机的长颈鹿，
甚至参与我们在斐济和南非新开展的鲨鱼保护项目，一起努力保护这个美丽的地球。

项目范例：哥斯达黎加的环境保护项目

环境保护项目

「老实说，我对这一次的项目非
常满意，所以我决定上大学之前
先过一个间隔年，并到南非、东
南亚（特别是柬埔寨和越南）做
志愿者。我觉得哥斯达黎加的文
化实在非常吸引！她让我意识到
你并不能光靠想象去猜一个国
家是什么一个样子的，而是需要
亲身到那个国家，把自己沉浸在
他们的文化和生活模式当中，才
能真正的了解一个国家--而参加
Projects Abroad的志愿者项
目，正正就是一个完美的机会让
你得到以上的经验。

我参与的志愿工作单位也是非常
的了不起。之前我还在怀疑一整
个月留在同一个地方、做同一样
的事情会不会闷坏人；可是实际
的情况是，每天都是一个不同的
历险旅程。他们有多不胜数的项
目类型和工作。我之前参与了制
造生物分解器的工作，这种工作
非常需要人手，而且也是蛮累的；
可是当你发现自己努力过后的成
果，那种成功感却是更有意义。
另外，我也觉得蝴蝶、猴子和蝙
蝠的研究项目也是非常的引人入
胜。

我诚意向有兴趣参与Projects 
Abroad的人士高度推荐这种一
生难忘的志愿者项目，并且鼓励
你考虑参与较长的项目。那是一
个多么值得参与又开阔眼界的美
好经历！」

Laura Sharp，参加
了一个月哥斯达黎
加的环保项目的志
愿者

9www.projects-abroa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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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所在地> 纳纽基

<当地语言> 英语、斯瓦希语

<住宿> 寄宿家庭

<观光景点> 纳库鲁湖国家公园 (Lake 

Nakuru National Park)、马赛马拉

国家保护区 (Maasai Mara National 

Reserve) 等

<地方特色菜> Ugali (用水煮熟面团状

的稠玉米粉食品，蘸入带有酱汁的炖好

的蔬菜和肉)

医学志愿者项目
<学习重点> 当地的医院和卫生院的设施和治

疗比较基本，志愿者可以在不同部门里服务和

实习，包括：妇产科、内科、外科、儿科或者帮

忙处理艾滋病个案等。你能够通过项目了解到

发展中国家的医护人员如何运用知识，在精密

器材不多的情况下为病人诊治。志愿者也有机

会参与医疗外展工作，到附近的村庄、农郊或者

儿童福利机构提供基本医疗检查。

<项目单位范例> 大型公立医院和规模较小的

卫生院

<项目工作范例> 伴随当地的医生和护士在医

院里诊症，观察并了解发展中国家和热带地区

常见的疾病是如何诊治。富经验的志愿者有机

会在诊治期间为医护人员提供协助。项目时间

一般由上午9点到下午5点进行，另外你也可以

在周末的时间去附近地区游玩。

<周末活动范例> 到附近的国家公园参与狩猎

旅行safari，欣赏多种野生动物和壮丽的自然景

色，用相机近距离捕捉千变万化的动物奇观。

<适合什么人士参加？>打算或正在修读医护方

面课程的学生，现职的医生与护士

<参加条件> 欢迎有志于医疗及保健方面发展

的学生参加，如果有医学方面的经验则更好

国家简介
肯尼亚这个迷人的东非国家刚好位于赤道之

上，拥有多个景色壮丽的国家公园，你可以在

风光如画的自然景区里进行狩猎旅行 (Safari),

寻找狮子、水牛、犀牛、火烈鸟和更多自由自在

的野生动物。另一方面，当地的部落文化丰富

多元，其中马赛族 (Maasai) 坚持传统的游牧

生活方式最引人着迷。

<设有医疗及保健项目的目的地>  
阿根廷、伯利兹、玻利维亚、柬埔寨、中

国、埃塞俄比亚、斐济、加纳、牙买加、

肯尼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孟加

拉、尼泊尔、秘鲁、菲律宾、罗马尼亚、

萨摩亚、塞内加尔、南非、斯里兰卡、坦

桑尼亚、泰国、多哥、越南

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医疗及保健方面的实习项目，你可以从当地的医护人员身上学习到他们是如何在人
手、资源不足和缺乏先进仪器的情况下照顾病人。同时，你也可以大大的减轻他们的工作量！

我们的海外医疗及保健实习还细分为一般医疗项目、护理项目、产科项目、牙科项目、理疗和职业治疗
项目等多个专业。除了在医院或诊所里的工作以外，志愿者还可以参与外展的医疗护理活动，定期到学
校里进行健康教育，又或是到偏远的村庄里为村民进行保健检查等等的基本医疗工作。

项目适合不同资历和经验的人士参加，所以无论你是打算去大学修读医科的高中生，还是已经毕业了的
有资格医生，你也可以透过这个项目对海外的医疗保健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

项目范例：肯尼亚的医学项目

医疗及保健项目

「医学志愿者不只是在诊所里实
习，更有机会参与医疗外展工作，
到访当地的学校，治疗孩子们的
轻微损伤、教导他们注重个人卫
生和环境整洁。外展工作让我真
正去帮助别人、为当地社区带来
改变。让我惊讶的是孩子们接受
治疗时的反应――他们清楚知道
伤口必须妥善治疗，所以在接受
治疗时都很勇敢，不会畏缩、也
不反抗大哭。

在肯尼亚一个月的志愿者体验给
我很多美好的回忆，也让我获得
宝贵的友谊，我会珍而重之，永
存心中。一切的经历和体验都能
帮助我迎接未来投身医护行业，
同时也让我更认识自己、更了解
这个文化多元的万千世界。」

Jonathan Evans
参加了一个月
肯尼亚的医学志愿者项目

<办公室所在地> 瓜达拉哈拉

<当地语言> 西班牙语

<住宿> 寄宿家庭

<观光景点> 瓜达拉哈拉大教堂（又称

圣母升天大教堂）

<地方特色菜> Tacos（玉米卷，以肉食

和墨西哥辣椒为馅料，包以烤玉米饼）

商业项目
<学习重点> 对有兴趣的行业有一个概括的理

解。学习和来自不同国家地区、说不同语言的

人们的沟通技巧，了解其他文化的工作模式

和环境，并取其之长，融合在你将来的事业之

上。

<项目单位范例> 法律咨询公司、社会福利研究

机构、儿童健康调查公司

<项目工作范例> 参与项目单位的日常运作，比

如说与公司内各部门的合作、联系客户、制定

发展策略、负责简报及研究、参与各种项目及

会议等等。

<周末活动范例> 游览瓜达拉哈拉及周边的美

景。

<适合什么人士参加？> 想感受海外的工作环

境，试试和外国人一同工作，同时让自己的个人

简历更具吸引力。

<参加条件> 最少需参加一个月的实习项目。另

外，不同的单位可能会有不同的要求，所以请把

你的想法告诉我们，我们将依据你的经验和兴

趣为你找寻最合适的单位！

国家简介
墨西哥北临美国，东面墨西哥湾，西接太平洋，

南面有危地马拉和伯利兹作为邻居，是南北美

文化的交汇地。你会发现墨西哥有着有趣的对

比，从现代化的大都市，到古老的南美印第安

文明遗迹；从美丽的沙滩，到崇高的山岭。墨西

哥作为拉美经济大国，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

是世界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

<设有商业及国际发展项目的目
的地>
中国、墨西哥、蒙古、南非、斯里兰卡

想要换工？想在另一个行业发展？想在投身某个职业前有个了解？还是想用海外工作的经验丰富自己
的个人简历？

如果你对以上任何一个问题答了‘是’的话，我们的商业项目将会非常适合你！它将为你带来一个与别
不同的海外工作经验，除了加深你对某个行业的理解，也让你有机会和当地人工作，并在他们身上学习
到来自不同地区和文化的人士的做事模式。

志愿者会在多个商业发展蓬勃的目的地开展他们非常具挑战性的项目。你将有机会在不同行业里的市
场营销、公共关系、人力资源、会计以及房地产等多个领域里获得工作经验。

每个商业实习的项目也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因此即使你在该个行业的认识不深，也可以获得在外国的
工作经验，也让你在各种面试时可以有个有趣的经历分享。

项目范例：墨西哥的商业项目

商业及国际发展项目
10 www.projects-abroa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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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所在地> 开普敦

<当地语言> 英语、祖鲁语和南非语等合

共十一种的官方语言

<住宿> 寄宿家庭

<观光景点> 外形像桌子般的桌山

（Table Mountain）

<地方特色菜> Cape Malay Curry

（开普马来咖哩） 配黄米 新闻项目
<学习重点> 南非的历史让她多样的文化百花

齐放。通过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工作，比

如说采访当地的政客、音乐家、运动员等等，并

实际参与各个新闻业的过程，除了开阔各个志

愿者的眼光之外，还会让学生们了解到这个行

业的运作，也会为在职的新闻工作者带来崭新

的视角。

<项目单位范例> 杂志社、我们Projects 

Abroad为青年记者而设的电子周报“世界之声

（Voices of the World）”

<项目工作范例> 为一个专题报道作资料搜集、

访问社会大众，然后自己把资料写成一篇文

章。根据不同的情况，志愿者也有机会负责校

对、编辑、摄影、销售、设计或负责市场推广等

等的工作。

<周末活动范例> 到野外感受一下非洲大自然

的神秘魅力！

<适合什么人士参加？> 想在竞争激烈的新闻

业界发展的人士，你们可以感受一下新闻业者

的挑战，同时获得一个宝贵的相关海外工作经

验。

<参加条件> 英语读写水平须有一定程度

项目范例：加纳的体育项目
<学习重点> 非洲各国培养了不少体育人才，而加纳则在足球方面
特别出色。志愿者除了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增长见识以外，同时
也可以通过参与体育项目，跨越文化和语言的界限，开阔当地孩子
们对世界的好奇心，协助他们身心发展健康。
<项目单位范例> 学校、各种球会等等
<项目工作范例> 成为各种运动的教练，教孩子们足球、篮球、排
球、羽毛球等。你也可以把体育项目和其他志愿者项目结合，比如
说同时在学校里进行教学项目。
<周末活动范例> 到海边享受非洲的阳光与海滩吧！
<适合什么人士参加？> 喜欢运动并且对教学感兴趣的志愿者。当
然，如果志愿者在担任各种体育教练方面有经验的话将会更好。
<参加条件> 只需你对该种项目的热爱，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技
能！
<各国提供的体育项目> 
足球：玻利维亚、中国、加纳、罗马尼亚、塞内加尔、多哥
篮球：加纳、塞内加尔、多哥
排球： 玻利维亚
学校体育课程：哥斯达黎加、埃塞俄比亚、斐济、牙买加、肯尼亚、
墨西哥、蒙古、秘鲁、菲律宾、罗马尼亚、萨摩亚、斯里兰卡、南非、
斯里兰卡、坦桑尼亚、越南
冲浪：南非
橄榄球：加纳 、萨摩亚
田径：斯里兰卡
社区体育：阿根廷、厄瓜多尔、加纳、摩洛哥、秘鲁

项目范例：蒙古的游牧民族文化项目
<学习重点>  早上和当地人一起照顾牲口，晚上住在蒙古包里，体
验蒙古民族千百年来的游牧生活。同时，你也可以为当地的儿童
教授一点简单的英语，为他们提供一个练习英语会话的机会。
<项目单位范例> 你住在的蒙古包附近！
<项目工作范例> 照顾牲口、挤山羊奶、协助制造黄油和奶酪、教
当地人们一点英语、和小孩子玩玩游戏，甚至在辽阔无边的草原
上骑骑马。
<周末活动范例> 到特勒吉国家公园欣赏一下壮丽的蒙古美景
<适合什么人士参加？> 热爱感受一下异国文化的志愿者
<参加条件> 无需特别的技能和资历都可以参加
<其他社区文化项目> 
亚洲：柬埔寨高棉文化项目、蒙古游牧文化项目、越南村落社区文
化项目
东欧：罗马尼亚舞蹈项目、罗马尼亚戏剧项目
非洲：加纳社区农业耕作项目、摩洛哥游牧文化项目、塞内加尔音
乐及文化项目、南非IT项目、坦桑尼亚马赛文化项目、南非音乐及
舞蹈项目、多哥社区农业耕作项目
中南美洲：阿根廷社区耕作项目、阿根廷马术治疗项目、玻利维亚
马术治疗项目、玻利维亚音乐项目、牙买加农业和社区农业耕作
项目、牙买加灾害管理项目、牙买加莫戎社区服务项目、牙买加音
乐项目、秘鲁印加文化项目
太平洋地区：斐济乡村社区项目、萨摩亚乡村社区项目

项目范例：牙买加的建设项目
<学习重点> 牙买加是一个常常受飓风摧残的热带岛国，当地的民
居和基础设施也因此受到破坏。有了志愿者帮忙修补房子和进行其
他的建设工作，就可以减轻天灾和贫穷对牙买加弱势团体的影响。
<项目单位范例> 学校、儿童福利机构、社区中心等各个需要设施的
单位
<项目工作范例> 在上午和下午阳光没那么猛烈的时段里，为一所
学校建一个新的课室。视乎情况而定，在中午的时间志愿者大多可
以略微休息一下，到城市里好好体验当地的文化。
<周末活动范例> 加勒比最有名的是什么？当然要到牙买加的海
滩啦！
<适合什么人士参加？> 喜欢实实在在的做事、不介意体力劳动和
户外工作，并且希望可以立刻看到成果的志愿者。
<参加条件> 不需特别的技能，只要你身体健康，又不介意做一些
体力劳动就可以
<提供建设项目的目的地国家> 加纳、尼泊尔、牙买加、塞内加尔、
南非、坦桑尼亚

对于想强化语言能力的人士而言，你可以在进行志愿者项目的期
间或开始项目之前参加一个语言课程。在目的地参加一个语言
课，除了让你可以活学活用，第一时间把学习到的语言知识立刻
应用在生活之上，还可以协助你在进行志愿者项目的时候和单位
里的个人沟通更顺利。

<提供英语课程的国家>
玻利维亚、埃塞俄比亚、斐济、加纳、牙买加、南非、坦桑尼亚
<提供西班牙语课程的国家>
阿根廷、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墨西哥、秘鲁
<提供法语课程的国家>
摩洛哥、塞内加尔、多哥
<提供阿拉伯语课程的国家>
摩洛哥

…以及更多其它的语言课程。详情请向我们查询。

国家简介
说起南非这个彩虹国度，不得不提她比彩虹的

颜色数量还要多的官方语言。南非有十一种官

方语言，代表着她有非常多元的语言和文化；

也因此，你将会在南非遇上很多不同文化背景

的人，一定让你获益良多。

<设有新闻项目的目的地>    
阿根廷、玻利维亚、柬埔寨、中国、哥斯

达黎加、埃塞俄比亚、加纳、牙买加、墨

西哥、蒙古、罗马尼亚、萨摩亚、塞内加

尔、南非、坦桑尼亚、泰国、多哥

你有兴趣于新闻媒体界别发展吗？如果有的话，透过参加我们的项目，你将会在外国不同的传播媒体
里实习，对这个行业有更清楚深入的了解，也会为你的个人履历增添色彩，绝对有利你将来的发展。

参与这个项目的志愿者需要有一定的语言水平（你也可以考虑附加一个语言课程，加强自己的外语水
准）。如果你有新闻媒体方面的相关经验的话，将会对你的项目更为有利。

新闻项目的志愿者将有机会负责资料搜集、采访、于电台或电视台报道、撰写文章、摄影、排版和设计
等等的工作，在各个范畴获得相当宝贵的工作经验。

如果你对自己的英语水准信心十足，我们建议你到玻利维亚、罗马尼亚、南非、斯里兰卡或加纳进行
这个项目。另外，志愿者也在蒙古、塞内加尔和墨西哥的电台和电视台里实习，详情可以参看我们的网
页。如果你有其他还没列在表上的新闻项目想进行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商讨项目的可行性。

项目范例：南非的新闻项目

体育项目

社区文化项目

建设项目

语言课程项目

新闻项目

「我参加了南非的新闻项目，并
在一家报社里实习。还记得在第
一个工作日，当我到达项目单位还
不到两分钟，就要立刻启程和另
一位记者前往采访。接下来的几
个星期我可以自己采访不同的人
物，同时编写自己的文章。我并没
有任何和新闻业有关的经验，可是
单位里的编辑都很乐意告诉我该
怎样写好一遍报道，让我获益良
多。之后，我还有几篇文章刊登在
报纸上，甚至有幸出版了一个封面
故事！

虽然有时会感到不知所措，可是我
的身旁众会有一位记者和摄影师
陪伴着我。我很高兴参加了这个
项目，并有机会认识到一般游客
从来不会看见的一面！」

Jennifer Clack，参
加了一个月的南非
新闻实习项目

我们还有更多有趣的项目未能在此详细列明。请浏览我们的网页，或者是直接联系我们得到更多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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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年纪介于15到18岁、正在就读高中或刚上大学，并

且想在暑假期间参加一个短期的志愿者项目，我们的高中生

志愿营将会非常适合你。

除了可以亲身感受异国生活和文化以外，你也可以在项目里

一边学习、一边在发展中国家里帮助有需要的人。某些项目

也可以让你取得海外工作经验，为你提供一个了解该个行业

的机会。

如果你从来没试过自己一个人到外地旅游，那么这个项目也

可以让你安全地感受一下独立外游的滋味。我们会为你安排

好食宿、保险、工作单位，也会在当地机场接机，送你前往我

们办公室，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一到异地、人生路不熟就要自

己安排交通等等。另外，绝大部分的时间你也会有我们的直

接雇用的职员或项目单位的负责人陪同；而且你也会和来自

不同国家、参加同一个项目的志愿者一起生活和工作，所以

也不用担心自己一个人会感到孤单！当然，如果你有朋友想

一起参加项目的话，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

项目包括了学习之外，志愿者还可以实地观察和亲自动手工

作，以及参与晚上聚会和周末远足等活动。参加我们这个暑

期特别项目不仅可以为你带来快乐难忘的回忆，而且还能充

实你的简历和大学入学申请表！

我们提供一系列不同类型的暑期特别项目，涵盖范围包括关

爱及社区、建设、环境保护、医疗保健、法律、新闻、文化、体

育等等。你可以到我们的网页阅读更多有关的信息。

<项目日期>

大约是于6月到8月的暑假期间进行。详情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项目价格>

人民币¥12700-¥32450不等，根据不同的目的地和项目而

有所不同。

<项目包括什么？>

住宿、三餐、旅游保险、医疗保险、项目单位安排、来往当地

办公室及当地机场的接送和交通、闲暇活动及周末旅游、二

十四小时全天候支援服务。

<住宿>

大部分的志愿者会和当地的寄宿家庭一起居住。也有些会和

其他同样参加该个项目的志愿者们一起住在宿舍里。

高中生志愿营
特别为15到18岁的高中生而设的暑假项目

团体行项目
为各初高中、大学、同事及朋友们度身订
造的团体志愿者项目

我们可以为各个团体度身订造一个海外志愿者工作机会。
只要参加人数有五位或以上，我们就可以根据你们的要求
和喜好，为你们打造一个适合你们的团体行。根据目的地
国的签证要求，你们可以自由选择目的地、项目、项目进
行的时间和长度等等。

无论你们是来自哪个阶层和年纪，比如说正在放暑假的中
学生、大学生、体育团队、商业机构、或甚只是三五好
友，我们都可以为你们安排团体志愿者工作。把你们的想
法和要求告诉我们吧！

各个目的地国家及项目

环
境
保
护

关
爱

教
学

医
疗
及
保
健

新
闻

商
业
及

国
际
发
展

文
化
及
社
区

体
育

考
古
学

法
律

语
言
课
程

高
中
生
志
愿
营

兽
医
及
动
物

关
爱

埃塞俄比亚

加纳

马达加斯加

肯尼亚

摩洛哥

塞内加尔

南非

坦桑尼亚

多哥

 阿根廷

伯利兹

玻利维亚

哥斯达黎加

厄瓜多尔

牙买加

墨西哥

秘鲁

柬埔寨

中国

缅甸

 蒙古

尼泊尔

菲律宾

斯里兰卡

泰国

越南

罗马尼亚

斐济

萨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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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y Powell，
参加了一个月的蒙古
游牧民族项目

「自从打第一眼我进入Suhendra的家我
就喜欢的很，不是因为物质条件多好，
说实话，和家里肯定不可以比--没有热
水、小动物到处都是……而是那股温馨，
寄宿家人对你无微不至的照顾。同住在
Suhendra家除了我还有我室友丹麦女
孩Rikke，荷兰女孩Sarah和德国女孩
Teresha，一对法国姑侄和一个德国小伙
子Robert。三个女孩十分热情，和我同
住一层楼，都是高中之后的gap year，这
个概念在中国还没有盛行。但是我认为在
21世纪的今天是一个让年轻人寻找自我
的好方法。当我们迷惘、失落、无力的时
候，如果出去走走、帮助别人，看看这个
世界之大，何乐而不为呢？」

林清清，
来自宁波诺丁汉大
学的大学生，参加了
两星期的尼泊尔关
爱项目

Amy Martin,
参加了两个月的秘鲁
印加项目

「我在参加项目的期间里取得了开放水域
潜水员初级及高级执照，完成了无数个海
马和珊瑚礁的统计调查（数据用来递交给
柬埔寨的海洋保护部门，柬埔寨政府和联
合国组织），尝试过为其他的志愿者提供
同样的训练。另外，也认识了很多不同国
籍的志愿者朋友和高棉族朋友。这些调查
对发展中国家的海洋环境的保护非常有意
义，同时你也有很多机会在清澈透亮的海
里潜水。」

Swithin Lui,
参加了三个月的柬埔
寨海洋环境保护项目

「工作中最有趣的经历是有一次我办了一
个销售会议，需要和Club Royal Hotel
的理事长会面，也就是基希讷乌三家五星
饭店的其中之一的理事长！那可是我第一
次踏进一家五星饭店里，当时我简直是被
饭店的装潢气派迷住了。虽然有点觉得自
己并不属于这个地方，可是想起自己也穿
着一套醒目的西装，一手拿着公事包和文
件，再加上一个笑容，专业的外形和态度
不就是和五星级饭店相配合了吗？」

Mark Vongyer，
参加了三个月的摩尔
多瓦商业实习项目

这个项目让我对医院内的工作有更深入的
认识。项目期间，我发现香港和蒙古的医
疗系统有很多的不同，这是一个很有趣
的发现。另外，在各个蒙古医院的探访
中最令我兴奋的是我可以观察如何进行
手术－－包括移除胆囊手术，还有心脏和
脑部的手术！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经验，并且让我确定医学是一个适合我的
职业。除了对医学有更深入的认识之外，
我也同时认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并且很快就和他们成为朋友！

「整个志愿者项目对我有非常重大的影
响。我觉得自己变得独立得多，也让我认
识了很多至今仍然保持联系的终身好友。
教学项目让我成为一个更成熟的人，同时
我的年纪也让我可以跟小孩子们有良好的
交流。他们是那么的热爱学习，让我感到
这个项目真的很有意义。

除了这些改变以外，这次的经验也鼓励我
注关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透过和当地人
的接触，特别是我的斯里兰卡寄宿家庭（
他们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们，我现在十分想
念他们），我知道他们有多感激Projects 
Abroad为他们所做的事情。」

莎拉．凯里，
来自香港的志愿者，
参加了我们在蒙古的两
周医学项目

Sinead Watt，
参加了两个月的斯里
兰卡教学项目

Cheuk Keun Li,
参加了两个月的蒙古
新闻实习项目

十四天的旅程、改变我一生的经验。斐济
人的快乐让我惊讶；还记得他们愉快的向
街上每一个人说”Bula”打招呼、他们
脸上无时无刻都挂着的笑容。还记得孩子
们如何跟老师们说“老师早安”、记得他
们哼唱“今天晚上吃什么”、记得他们把
小手指往油漆里沾上颜色、记得他们怎样
开怀的笑。

然后我学会怎样欣赏生命里最微小的事
情，因为他们就是快乐的泉源。

谢谢你Saravi幼儿园；谢谢你，斐济！我
会再回来的！

阿扯天靖，
来自香港的志愿者，
假参加了我们在斐
济的关爱高中生特
别项目

 • 如果暂时还没确定项目开始的日期，您可以只填写拟定出发的月份。
 • 如果你想我们为你提供机票报价，请于相关的空格里注明。
 • 请递交申请的同时交纳定金人民币¥1950元。

提交申请以后（已递交填妥的申请表及缴付报名费）     ※原则上需于项目开始前3个月完成

出发前的1个月到1周

出发到目的地国家

提交申请（通过互联网、邮递、电话或亲身递交）

原则上，你在目的地的沟通语言会以英文为主。如果你在到达目的地国家之后，需要

中文的支援服务，请通过右列的资料联系我们的志愿者顾问或香港办公室。

申请及准备流程志愿者的分享

志愿者本人

查看你个人的My Project Abroad网页
我们会把所有有关你项目的资料，比如
说你的活动及保险详情、签证所需的资
料和目的地国家的文化气候等等，上载
到你个人的MyProjectsAbroad网页。
你可以随时在这个个人网页里查看有关
资料，在出发前好好准备。

安排机票
志愿者需要安排自己的航班机票，并且在
安排好机票后尽快告诉我们你的航班细
节。如果有需要的话你也可以联系我们，
让我们的Projects Abroad Travel专
业团队为你做一个免费的报价。志愿者
确认报价以后，我们将立即为你安排你
的机票。
 
防疫注射
某些目的地国家要求所有入境的外国人
接受疫苗注射。你可以到就近的医院或
诊所或旅游诊所等，就你的行程咨询医
生有关防疫注射及所需药物的详情。

申请签证
如 果 目 的 地 国 家 需 要 志 愿 者 提 前
办 理 签 证 的 话 ，我 们 会 在 你 个人 的
MyProjectsAbroad页面发放有关的信
息和所需的文件，协助你顺利申请签证。
志愿者需于出发前密切留意有关部分的
信息。

志愿者顾问

向你发送欢迎参加的电邮

将会通过电话向你问候

通过电邮向你发放的信息：

 • 购买机票时应注意的事项
 • 确认你所参加的项目
 • 项目摘要
 • 行李准备清单
 • 现金、互联网、手机等的其他信息
 • 签证详情

志愿者可以在出发前尽量跟志愿者顾问
多沟通，确保项目可以顺利进行。

支付项目费用的余额
您可以到MyProjectsAbroad页面查
看发票上的余额。请于项目开始前的1个
月以银行转帐或信用卡支付余额。

准备好需要携带的物品

取得签证

请于出发前至少1周的时间取得签证。

确定项目单位及住宿

如果您已经付清项目费用，有关保险，项

目单位及住宿的详情将更新到你的"My 

Projects Abroad"页面。

发送最终的确认电邮

如果我们提供的信息不完整，请通过电

话或电子邮件联系我们。

www.projects-abroad.com.cn 
info@projects-abroad.com.cn 
400-890-7330 

「我觉得这个项目比较像一个精神和灵性
探索的经验。完成项目回家以后，我觉得
自己都变得不一样了。我带来了很多无形
的礼物，一些你看不见、摸不到的礼物，
可是却比黄金更为珍贵。每当我在‘文明
先进’的祖国里需要勇气，我都会回想起
在蒙古遇到的那些勇敢的游牧民族。」

「我们一直爬到山顶--简直是我一生里最
喘不过气的一刻！可是当我到达山顶时，
看到到壮丽的风景，看到大石上刻着印加
的岩花，所有的辛苦顿时被兴奋取代了！
印加项目为我带来一个非常精彩的经验，
我会向自信而不怕辛苦的志愿者推荐这
个项目！」

「我相信这次蒙古的经验是我一生之中最
好的决定之一，如果要我再选一次的话，
我也不会后悔。当然，这也是因为我在蒙
古温暖体贴的寄宿家庭，聪明机智又幽默
的蒙古同事，志愿者朋友们和Projects 
Abroad的员工。他们每一位都让我有一
个毕生难忘的经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
和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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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从出发到完成项目的流程

1. 抵达当地最近的机场
Projects Abroad的员工将根据你提供的抵达日期和时
间，到约定的机场接你到我们目的地的办公室。

2. 带你到你项目期间的住所
你将在志愿者宿舍或寄宿家庭里居住。

“我们的室友”4. 志愿者活动

5. 结束项目回国 
回程之前可以先向你的新朋友和寄宿家庭道别，为你
的志愿者经验画上完美的句号。你也可以在目的地附
近的区域旅游一下，归来的时候再道别也行。

“谢谢！”

（一）工作日

（二）周末和闲暇时间

志愿者在每一个工作
日大概会有6小时的工
作。你可以好好把握这
些时间多尝试不同类型
的工作，锻炼自己！

你可以享受平日的闲暇时
间，比如说是逛逛市场，
透彻的感受当地生活！你
也可以在周末享受与新朋
友一起游览的美好时光。

（三）“Dirty Day”
你 会 和 其 他 参 加 了
Projects Abroad不同项
目的志愿者一起为当地的
社区服务，比如说为一家
学校重新油漆。

3. 迎新简介会
我们的员工将会向你发放一本指南，同时也会带你
到我们的办公室，你的项目单位，并且告诉你项目
期间的日常生活地点和需要注意的地方等等。

“Akwaaba
欢迎！ ”

其他资讯
• 我是否需要什么特别的资格或技能才可以参

加Projects Abroad的项目？

不用。除了一些特别的实习项目以外，我们绝大部分的项目

都不需要志愿者有特定的资格或技能。

•Projects Abroad的项目有没有什么年龄

限制？

我们的项目不设年龄上限。只要你年满16岁，我们都非常欢

迎你参加。志愿者的年纪大多处于18到25岁，可是近年也

有越来越多这个年纪以上的青年和已经退休的人士参加我

们的项目。

•如果我不会说英语，可不可以参加呢？

我们对志愿者的英语能力没有特定的要求。可是因为在你

参加项目的时候，你将会和当地的员工、寄宿家庭，还有来

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交流沟通，虽然每个人的英语水平有

所不同，但是这个语言也将会是你在项目里一个重要的沟

通桥梁。同时，因为生活在一个几乎是全英语的环境之中，

你可以积极的运用和练习过去所学的一切英语知识，大大

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只要你坚持学习的话，回国之后，你

将发现自己就像上了英语会话课一样，英语沟通的能力获

得飞跃般的进步。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判断是否适合参加项

目；但是如果你对这方面有任何的疑问或担心的话，欢迎

联系我们。

另外，请注意因为某些国家的官方语言可能不是英语，比如

说塞内加尔、摩洛哥和多哥，所以我们在当地的员工一般会

说法语和英语。在拉丁美洲的员工一般都会说西班牙语和

英语。

•我必须懂得当地的语言吗？

虽然会有个别的例外，可是绝大部分的项目也不需要志愿

者能流畅的说当地语言。

•为什么我要付钱去做志愿者？

Projects Abroad并没有接受任何政府、宗教团体、非政

府机构和任何公司企业的赞助，因此我们必须向志愿者收

取项目费用。这个费用将会用作抵消各种开支，包括你的食

宿、目的地的交通费用、你的旅游和医疗保险、我们目的地

办公室的开支、员工的培训、寻找适合志愿者的项目单位和

住宿方面的开支，以及宣传和其他市场推广的开支。

更改或取消项目行程

所有的项目更改或者取消必须以书面形式告知我们。一般来说
改动项目都需要支付小额费用，更改的价格由人民币¥475到
¥825元不等，外加第三方要求我们支付的费用。取消的费用则
会根据你以书面形式告知我们的时间到原定出发的时间之间的
时长：

- 项目开始前3个月及以上告知 — 人民币¥650 
- 项目开始前的2-3个月告知 — 需支付全额的三分之一
- 项目开始前的1-2个月告知 — 需支付全额的三分之二
- 项目开始前不足1个月告知 — 恕不退款

请注意无论你是在项目开始前3个月前或3个月内报名，以上的
取消和更改条款均会生效。如需取消，项目开始前三个月内缴交
的订金将不获退还。如果你已经缴付项目全额，但因事需要取消
项目，在某些情况下你的取消将可能得到保险赔付。有关细节将
由保险公司核保。

航班安排
虽然我们的参加费用并不包括机票费用，可是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们
Projects Abroad Travel的团队非常乐意为你安排有关事项。我们的
团队专门处理来往发展中国家、来回多个城市的航班和较为复杂的行
程，对这方面特别有经验。你绝对可以放心把你的航班机票交给我们安
排。

经由Projects Abroad安排机票将会是一个非常简单、方便的体验。当
你的志愿者申请被接纳以后，我们就会为你拟定航班行程、让你考虑。
如果你需要任何更改的话，只需告诉我们，我们会再次为你度身订造新
的航班行程，并于得到你的同意之后立即为你代办机票。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安排你的行程和机票等等。可是无论是我们为你安
排机票、还是你有其他计划，我们Projects Abroad在目的地的员工都
会为每一个志愿者提供往返机场和我们目的地办公室的接送服务。

如果你对机票安排服务方面有任何的疑问或查询，欢迎联系我们，，发
送邮件至info@projects-abraod.com.cn或致电400-890-7330。

签证、保险及疫苗接种
你的申请被接纳以后，我们的团队就会为你提供相关的详细签证讯息和
所需要的文件，协助你申请签证。由于签证需时，一般来说志愿者应预留
充裕的时间为申请签证准备。签证的价钱则会根据不同的目的地和签证
长度而定。

项目的价格已经包含了你的保险。这个涵盖了你来往出发地和目的地的
航班（不包括在出发地因为转机而需要过夜的航班），还有你在目的地进
行项目的整段时间。保险同时包含了医疗费用、项目取消或延迟的费用、
行李和个人物品遗失，以及紧急旅游开支。这个保险会在你付了项目的
全额费用之后生效。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安排，为你项目以外的空余时
间购买附加保险。

有关疫苗接种方面，我们建议志愿者向医生或旅游诊所了解有关的
最新信息。你也可以到香港卫生处的旅游健康服务网页http://www.
travelhealth.gov.hk 阅读详细的信息。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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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

多哥

摩洛哥

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

肯尼亚

尼泊尔 蒙古

越南

中国

柬埔寨

斐济

萨摩亚

墨西哥

哥斯达黎加

阿根廷

秘鲁

伯利兹

坦桑尼亚

南非
斯里兰卡

牙买加

罗马尼亚

意大利

厄瓜多尔

玻利维亚

菲律宾

马达加斯加

孟加拉

泰国

缅甸

挪威办公室
www.projects-abroad.no
+47 47469284

南非办公室
www.projects-abroad.org.za
+27 (0) 21671 7008

瑞典办公室
www.projects-abroad.se
+46 (0) 8559 24924

美国办公室
www.projects-abroad.org
+1 888 839 3535

澳洲办公室
www.projects-abroad.com.au
+61 (0) 88410 8881

加拿大办公室
www.projects-abroad.ca
+1 877 921 9666

丹麦办公室
www.projects-abroad.dk
+45 4240 9020

法国办公室
www.projects-abroad.fr
+33 (0)476 57 1819

德国办公室
www.projects-abroad.de
+49 (0) 3023 457223

意大利办公室
www.projects-abroad.it
+39 08119 139962

韩国办公室
www.projects-abroad.kr
+82 (0) 2337 5725

荷兰办公室
www.projects-abroad.nl
+31 (0) 7861 31356

日本办公室
www.projects- abroad.jp
+81 (0)50 3775 9030

英国办公室
www.projects-abroad.co.uk
+44 (0) 1903 708300

电话: 400-890-7330
info@projects-abroad.com.cn

www.projects-abroad.com.cn

  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东里8号
中海广场南楼12层A-038

  香港办事处：

九龙海滨道135号
宏基资本大厦8楼810室

ProjectsAbroadProjectsAbroad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