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梦想行 暑期志愿者项目 

2017 
 

让阅 放 梦想 

 
梦想行 今年计划在全球招募60 志愿者，参 梦想

行 2017暑期志愿者项目 

 

志愿者会通过指派分配到十个中 农村项目点之一，
开展 期四周的志愿者项目 



梦想行 2017暑期志愿者项目招募启事 
 

2017年5 20日至6 18日 
 

项目简  
 

梦想行 暑期志愿者项目希望达 以 愿  

• 村儿童提供丰富的高 量书籍，以帮 解决 村城 教育资源分配 均的 状  

• 通过协 当地教师开展阅 活 ，对当地教育产生积极的 可持续的影响  

• 志愿者通过 当地全方面地接触，对教育资源匮乏 状形 更 熟和深刻的理解  

 

志愿者将在当地 镇学校和社区开展以 活  

 • 开辟和完善 书室建 书室装饰， 书分类和编码， 书电子 管理， 书室运行 

     机制和规定 老师电脑 能 训等   

 • 计和组 阅 活 “ 书馆 ”宣传， 本朗 ，手工创作，学科及科 知识传播， 

     英语阅 据 体学校的要求 等   

 • 学 认识当地社区 当地教师增进交流，家 ，社区调查，社区阅 推广等   

 

 
 



志愿者项目将从2017年5 20日进行至2017年6 18日 整个项目包括四大阶段 一个 的网

络 训(4 1日开始，每周3小时)，在 京的2天集训，在项目点的3周工作，以 在 京的2

天总结论坛 详 信息，请参 面“重要日期”   

 

重要日期 
 

2017年1 1日: 网 申请开始 

2017年2 28日：网 申请结束 

2017年3 28日：录 通知全部发出 

2017年4 1日：志愿者网络 训开始 

2017年5 19日： 京报到 

2017年5 20日至21日： 京集训 

2017年5 22日：志愿者前往项目点 

2017年5 23日至6 15日：志愿者在项目点工作 

2017年6 16日：志愿者返回 京 

2017年6 17日至18日： 京总结论坛 

 

申请程序 
 

第一 :  

    在线提交申请表 无申请费用 www.dreamcorps.org 

    a. 个人信息 

    b. 简历 

    c. 个人陈述 (请参 面“个人陈述要求”)  
    d. 一封推荐信，可以来自您的朋 老师 教授 辅导员 或工作 司 鼓励提交 

       但 是必需  

 

第 :  

    面试  

    通过初 申请审 的申请者将会被邀请参 网络面试 面试通过Skype语音 件进行 面 

    试 一小时，由两位面试官同时参  

    您 可能会被通知参加多 面试  

    注一：您的面试官会通过邮件联系您来协商 体面试时间  

    注 ：优先申请者会优先得到面试机会  

 

第 : 

    通知结果 

    a. 2017年1 5日–2016年3 20日: 通过初 申请审 的申请人将会被通知参 面试   

    b. 2017年1 7日–2016年3 20日: 面试官将通过邮件跟您确定面试时间    

    c. 2017年3 28日: 最 录 决定将会通过邮件发出  

         

http://www.dreamcorps.org


申请条件 
 

• 关注中国教育 农村发展 和非营利组 在中 的发展   

• 愿意了解 理解并尊重农村地区风俗 惯 思想和文 ，虚心听 当地老师 家长和居民 

    的 点及意   

• 积极参 当地活 当地人交流， 努力融入当地 境， 中的一份子   

• 志愿者 社区服 经验的申请者优先   

• 喜欢 儿童接触 交流， 爱心， 农村孩子相处的意愿和热情   

• 能够接 并适应 村地区较差的住宿 卫生 饮 境和条件   

• 愿意和来自 文 背景的人沟通和工作，尊重他人，具 包容 团队合作和团结精神   

• 熟 任感， 耐心， 组 和创新的能力，愿意通过各种阅 活 把阅 的理念带  

    学校，孩子和家长   

• 必须 流利的中文听说能力   

 

请仔 阅 “重要日期” 申请前请 实全部日期和行程，确保申请者的个人日程 项目无冲突

申请者必须 参 项目全程   

 

 



2017年项目点信息 
 

2017年的10个项目点分 在 州 甘肃 四川 福建 以 河南 申请者可以注明希望去的
项目点，但 志愿仅供参考 网络 训期间， 们将提供更多关于项目点的 体信息   

 

费用 
 

志愿者自行承担到中国 京的往返路费 外，每位志愿者需要准备 本费用人民 3500元
费用将在 京集训的第一天由梦想行 统一收 保管，以确保支持志愿者在项目中的所
费用 在项目结束时，梦想行 部门将出 各项支出明 如若经费 所结余，梦想行
将退还剩余款项 志愿者 本费用包括 京集训和论坛的6晚住宿， 京 项目点往返

火车票费用，项目点所 食宿费用，以及 训资料 梦想行 则会负 项目经费， 中 要
包括 书 书室 施 书室 境改善 项目点阅 活 项目点 书管理员 训和津
志愿者 训等方面的费用  

 

注：被录 的志愿者如确定参 项目，需缴纳500元人民 (或等值 他 )的押金 如志愿
者参加项目， 费用将被算在3500元 本费用中用于抵消 如志愿者因个人原因中途退出，
费用将被用于 项目点购置 书   

 

个人陈述要求 
 

请仔 阅 ，并清楚直接地回答以 问题 每个问题的答案限750字以 (中英文 限)  

1.您 什么希望 志愿者，并且会选择梦想行 ？ 

2.请告诉 们，是什么让你 了 天的自己？ 

 

更多信息 
 

如果您 更多关于志愿者项目的问题，请参考 们的官方网站 www.dreamcorps.org 

如果您 任何关于申请 志愿者选拔的问题，请联络招募邮箱 volunteer@dreamcorps.org  

 

http://www.dreamcorps.org
mailto:volunteer@dreamcorp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