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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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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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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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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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當年的你們一樣，給我們帶來希
望，憧憬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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