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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Shine   
10th Anniversary陽光計劃十週年 2008-2018

Through leading in the last 10 years 
my heart was deeply touched every time I 
witness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orth 
American youths and the genuine love 
shown by local Chinese youths. Despite 
the challenges we encountered throughout 
the trips such as language barriers and 
different l iving standards, I  dare say 
that each alumni has come back home 
transformed and positively shaped by the 
Project Shine Summer Trip experience. 
Their hearts are fuller, their worldview 
and perspectives have enlarged, there’s 
more joy in celebrating the simple things 
in life, they are more appreciative of the 
blessings and privileges they have in North 
America. Another unique experience as 
the team manager was the privilege of 
working behind the scenes with the local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of the school 
during Project Shine. Personally, I treasure 
the relationships I’ve built with them, I’ve 
learned that very often they have to stay 
in the school with the students until night 
time and many teachers live in the school’s 
teacher dormitory. I admire their sacrifice 
as a teacher, the sense of community, and 
how much they care for the students. Fast 
forward to 10 years later, after giving birth 
to several children, bringing numerous 
mission teams to China, and see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in progress, my 
heart is overwhelmed and filled with 
thanksgiving as we celebrate the Project 
Shine 10th anniversary in 2018! 

從來沒想過自己會

去中國農村，因為一

直認為自己沒有這能

耐去坐四五個小時巴

士，去一個相比起溫

哥華，什麼都比較簡

陋和衛生情況比較差

的地方生活兩三個星

期，但文更讓我有這

機會去突破自己，跨

越自己的舒適區，一

去就連續四年了！老

套點說，有能力去，

全都因為一個「愛」

字。由 2014 年開始，每一年看見加拿

大的參加者願意自費 / 籌款，飛越過萬

公里，在炎熱的夏天汗流浹背的教導英 

語，為的是把愛心送到廣西農村，如果

這不是愛，是什麼？每一年看見農村的

高中生，犧牲放暑假甚至回家見家人的

時間，在非常簡陋的學校宿舍多住兩星

期，為的是學習更多，見識更多。他們

更熱情的接待和關心我們一班遠道而來

的每一個，我看見的亦只有愛。一切一

切的看在眼裡，不單讓我感動，更讓我

學習到及親身體會到，愛真的是無條件

的付出，以行動燃亮別人，愛是永不止

息的。

梁爾欣‧Esther Leung
Project Shine Team Manager

2018年 3月 25日我們在溫哥華

的 Sunset Community Centre舉辦了

一個十週年慶祝活動，該活動共有

100 多位來賓出席，其中有 29 位更

是在過去 10 年裡面，曾參加過不同

年份陽光計劃的參加者。當晚我們

特別把場地佈置成我們在中國教英

語的課室時的模樣，食物也是我們

在當地吃過的不同小吃，我們亦唱

了幾首歌曲，都是我們在中國與學

生們一起唱過的，整晚的氣氛就是

充滿了集體回憶和感恩。我們亦特

別為陽光計劃十週年製作了一本紀

念書刊，裡面包括了每年的北美參

加者，中國學生和老師的分享，他

們的回顧和勉勵，更為是次活動錦

上添花。在此也特別感謝每一位贊

助和支持者對這次活動和紀念書刊

的支持！

中國學生分享

我 叫 李 冬 瓊

（Irene），2013

年 至 2014 年 參

加過陽光計劃英

語夏令營。我現在在廣西南寧市廣

西醫科大學讀書，我的專業是康復

治療技術。目前我能夠在讀大學，

也是參加了陽光計劃英語夏令營後

的改變，我已經不再是哪個小山村

裡面的女同學，我現在是一名醫學

生，肩負著病人康復的使命。在參

加陽光計劃英語夏令營之後，開闊

了我對這個世界的認識，豐富了我

的高中生活，令

我嚮往著更美好

的生活，學習成

績突飛猛進！

我 叫 銀 邱 意

（M i c h a e l），

2008 年，那年我

十六。對於大多

數農村出生的學生，極少有機會與

外面城市的老師和學生一起交流學

習，更何況是加拿大的海外僑胞。

記得當年格外珍惜，課堂上老師上

的每一節課以及下課後的每一場交

流，皆認真倍至。我們分享知識、

見聞，學會表達自我，彼此尊重愛

護，這樣的經歷深刻難忘。記得臨

別之際，我們吶喊著彼此抱頭疼哭

流淚，互道珍重。多年以後，回想

當年分別的情形，依舊曆歷在目仿

若昨日。分別後的日子，經常會想

到老師們的笑容和平素的舉止交談

的神態。在繁重的

課業學習中，經過

自己刻苦努力，多

次獲得全年級英語

考試第一名，也順

利的考上理想的大

學。多年過去，如今坐在敞亮的職

場，一步一個腳印踏實工作，感嘆

生活艱辛的同時亦會期待美好，就

想當年的你們一樣，給我們帶來希

望，憧憬未來。

中國老師分享

我叫銀聯嬋，

是中國廣西一名

普通的高中英語

教 師， 在 2015

年參加陽光計劃英語夏令營。有幸

通過這英語計劃與加拿大和美國的

一些朋友認識，這是我人生的一個

重要回憶。加拿大和美國老師們的

熱情和善良深深的打動了我，他們

對我們學校孩子無私的奉獻將永遠

記在我們心中。通過這個活動我也

要像他們一樣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去

幫助有需要幫助的人，用我的智慧

和愛去感染我身邊的人，把愛傳

遞下去。想對加拿大的朋友說：我

真的很愛你們，很想加入你們的行

列。謝謝你們給我一生的影響。希

望再次見到你們！

關注陽光計劃
Project Shine 更多活動消息
參閱網頁 https://goo.gl/5DKWo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