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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介绍 
 

⑴ 摩洛哥斋月体验周 

 

项目介绍： 

 

伊斯兰斋月，又译莱麦丹月，是伊斯兰历第九个月，是穆斯林封斋的一个月，是真主安拉 Allah 将古兰经

Quran 下降给穆罕默德圣人的月份，斋月需要穆斯林在日出后到日落前斋戒（fasting）。穆斯林通常把封斋

叫“闭斋”或“把斋”，把斋人每天凌晨 3 至 16 时闭斋（不吃不喝），日落星现后，才能饮茶进餐。一个多

月的斋戒完成后，要在清真寺里举行盛大隆重的开斋节庆祝仪式，既是对圆满完成“拉马丹”月斋功的庆祝，

又是穆斯林家庭合家团贺，聚会相见的良宵美辰。 

斋月体验项目给志愿者提供一个独特亲近穆斯林文化的机会，帮助困难、残疾家庭是志愿者在项目中需要完

成的主要任务，包括英语教学、运动教学、收集食物、组织出行活动。斋月体验项目虽不需要志愿者像穆斯

林一样要求自己，但需遵守穆斯林在斋月期间的当地规定。此项目仅在斋月期间开放，2018 年斋月为 5 月。 

日常行程：以志愿者住宿的寄宿家庭的家庭活动为主。 

 

⑵ 摩洛哥儿童保育项目 

 

项目介绍： 

 

摩洛哥儿童保育项目中，志愿者将会在社区、幼儿园、孤儿院、护士学校进行志愿服务。帮助孩子们辅导课

后功课，照顾他们的日常，帮助贫穷家庭中的小孩，提高他们的认知意识。教学一些简单的英语、舞蹈、音

乐等，陪伴孩子完成手工等艺术课程，每日的工作时间约在 2 到 5 个小时。 

日常行程如下： 

- 8:00                     早餐时间 

- 9:00 to 12:00        日常工作 

- 12:00 to 14:00       在寄宿家庭吃午餐 

- 15:00 to 17:00       日常工作 

- 20:00                    晚餐时间 

备注： 工作时间将根据不同的季节和志愿地点有轻微变动。 

 

⑶ 摩洛哥英语教学项目 

 

项目介绍： 

 

英语教学项目旨在让摩洛哥的孩子学习英语，帮助他们获得职业上的提升。在英语教学中，志愿者需要准备

课程，指导学生考试，成为当地老师的助教，帮助其他老师上课。志愿者不需要必须强制拥有教学经验，

LeanIn 当地的教育团队会帮助辅助你完成日常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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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行程安排： 

- 8:00                                           早餐时间 

- 9:00 ～ 12:00                              教学时间 

- 12:00 ～ 14:00                            在寄宿家庭午餐 

- 15:00 ～17:00                             教学与备课 

- 18:00                                          晚餐时间 

 

 

⑷ 摩洛哥法语教学项目 

 

项目介绍： 

 

摩洛哥的第二外语是法语，很频繁的用在日常的沟通和工作中。志愿者需要有流畅的法语基础，当地工作人

员也将很好的协助志愿者完成日常的教学、课外辅导、考试等工作。志愿者需精通法语口语和写作，建议有

法语基础和法语专业的学生参加。 

 

日常行程安排： 

 

- 8:00 早餐时间 

- 9:00 ～ 12:00                              教学时间 

- 12:00 ～ 14:00                            在寄宿家庭午餐 

- 15:00 ～17:00                         教学与备课 

- 18:00                                          晚餐时间 

 

备注：在摩洛哥英语和法语教学项目中，志愿者将会成为每一个班级的管理者，和当地的老师合作一起进行

教学。课堂上孩子的人数将根据不同的教学地点变化。 

 

⑸ 摩洛哥妇女教育 

 

项目介绍： 

 

在摩洛哥，很多妇女仍然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生活贫穷。该项目旨在帮助摩洛哥当地的妇女获得更多自由，

得到更多就业机会。志愿者将通过这个项目和拉巴特、卡萨布兰卡的当地组织合作，接触到更多的当地妇女

和儿童。志愿者将主要致力于初级教育，有时候，志愿者也会加入缝纫，教学艺术，组织体育活动，教学法

语或者英语，训练计算机技能，给女孩提供相关的知识。如果你有相关的经验，仍可提供财务、财务管理，

健康，沟通等各方面的知识给需要帮助的妇女和儿童。 

 

日常行程安排： 

- 8:00                早餐时间 

- 9:00 ～ 12:00  为妇女进行英文/法语/电脑等教学 

- 12:00 ～ 14:00 在寄宿家庭午餐 

- 15:00 ～17:00  为妇女进行英文/法语/电脑等教学 

- 18:00               晚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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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若志愿者拥有阿拉伯语和法语基础将能更好的和当地的女性 NGO 组织沟通，完成各项工作的组织。 

 

⑹ 摩洛哥体育教学项目 

 

 

项目介绍： 

体育运动越来越在摩洛哥受到欢迎，当地人逐渐意识到体育锻炼对个人健康的意义，此外体育运动还可以帮

助当地人更多的进行社交。志愿者在该项目中，将成为“小”教练，篮球、足球、排球、橄榄球等都可成为

日常的教学主题，也欢迎志愿者将更多新鲜的运动方式介绍给当地的孩子。 

日常行程安排： 

- 8:00                  早餐时间 

- 9:00 ～ 12:00    体育教学时间，和孩子们一起玩耍 

- 12:00 ～ 14:00   在寄宿家庭午餐 

- 15:00 ～17:00    体育教学时间，和孩子们一起玩耍 

- 18:00                 晚餐时间 

备注：教学将根据季节以及不同的教学地点而发生变化。 

 

 

⑺ 摩洛哥医疗支援项目 

 

项目介绍： 

这个项目的志愿者将与其他国家志愿者一起工作在一个小型医疗机构，协助当地医生向贫困女性患者及其孩

子提供医疗帮助和帮助。 志愿者还将组织研讨会，实施项目，提高医疗意识，为当地学生举办有关健康和医

学领域的课程。 这个项目更适合于三周以上的志愿者。要参加医疗支援项目，需要是医学专业的学生或拥有

证明在一般医学领域有经验的证书或学位。 

日常行程安排： 

- 8:00 早餐时间 

- 9:00 ～ 12:00                              医疗机构工作 

- 12:00 ～ 14:00                            在寄宿家庭午餐 

- 15:00 ～17:00                             医疗机构工作 

- 18:00                                          晚餐时间 

备注：工作时间将根据季节和机构，有可能会有变动。 

 

⑻ 摩洛哥阿拉伯语课程 

 

项目介绍： 

Lean In 阿拉伯语课程将提供超具性价比的阿拉伯语言课程，志愿者可在参加项目期间额外参加学习，语言课

程仅限与日常的志愿活动搭配。 

摩洛哥 90%的人均适用阿拉伯语，学习阿拉伯语将有助于志愿者更好的了解当地文化并与当地居民交流沟通。 

课程设置可选择 10 小时、20 小时、30 小时、40 小时, 志愿者可根据自身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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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风俗及文化 

 
1. 摩洛哥概况 

摩洛哥王国简称摩洛哥，是非洲西北部的一个沿海阿拉伯国家，东部以及东南部与阿尔及利亚接壤，

南部紧邻西撒哈拉，西部濒临大西洋，北部和西班牙、葡萄牙隔海相望。地形复杂，中部和北部为峻

峭的阿特拉斯山脉，东部和南部是上高原和前撒哈拉高原，仅西北沿海一带为狭长低暖的平原。摩洛

哥气候多样，北部为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湿润。中部属副热带山地气候，温和湿润，

气温随海拔高度而变化，山麓地区年平均温约 20℃。东部、南部为热带沙漠气候，年平均气温约

20℃。由于斜贯全境的阿特拉斯山阻挡了南部撒哈拉沙漠热浪的侵袭，摩洛哥常年气候宜人，花木

繁茂，赢得“烈日下的清凉国土”的美誉，其也是个风景如画的国家，还享有“北非花园”的美称。 

 

 

2. 当地交通 
 

陆路交通较发达，在国内运输业中占主导地位。出行方式主要是铁路和大巴（CTM）。铁路分为 2 条

线路，一条是北端海港城市丹吉尔途径拉巴特、卡萨布兰卡最终到达马拉喀什的线路；另外一条是由

东北方城市纳祖尔（Nador）经过菲斯最后可以到达马拉喀什。巴士有 CTM 和 Supratours 两家两

大国营巴士公司，可在网上预订车票，但行李要另外收取每件 5 迪拉姆的费用（登车时支付）。 

 

 

3. 特色美食 
摩洛哥人喜欢吃用小麦粉加上清水、橄榄油、肉汤、牛羊肉、蔬菜等做成的家乡风味“古斯古斯”和

鲜美郁的“烤全羊”、“烤鱼”、“烤虾”等，这些也是他们迎待客的佳肴。他们习惯用盐腌渍橄榄

果，认为腌渍出来的橄榄果别有风味。除在公共场合有时使用刀叉为餐具外，一般都习惯于用手抓饭

吃。在饮食嗜好上有如下特点：①讲究菜肴的香、脆，丰盛。 ②一般口味喜清淡，爱微辣味道。 ③

以面食为主，喜食摩洛哥式面包。 ④副食喜欢牛肉、羊肉、鱼、虾等，调料爱用橄榄油。 ⑤对烤、

煎、炸等烹调方法制作的菜肴偏爱。  

 

 

4. 当地民风 
摩洛哥是穆斯林国家，不止禁吃猪肉，连狗肉、猫肉、青蛙肉、家驴肉也不能吃，另外“饮酒”也是

一种很大的罪过。出行收拾衣物时避免露挤装低胸装透视装，最好是长裤长裙，一切以舒适，不过分

暴露为主。传统摩洛哥人吃饭用右手抓，如果不想用手抓饭可以询问要勺子，但因主菜通常要用面包

蘸汤汁和肉吃，所以用手会比较方便，建议入乡随俗。 有些清真寺只对教徒开放，旅客在外围参观，

如果进入对游客开放的清真寺参观，记得要脱鞋，胳膊和腿部最好不要裸露。对当地居民拍照时应事

先征得对方同意。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F%E6%8B%89%E4%BC%AF%E5%9B%BD%E5%AE%B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9%83%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F%E5%B0%94%E5%8F%8A%E5%88%A9%E4%BA%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6%92%92%E5%93%88%E6%8B%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8%A5%BF%E6%B4%8B/108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7%8F%AD%E7%89%99/14894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1%A1%E8%90%84%E7%89%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F%E7%89%B9%E6%8B%89%E6%96%AF%E5%B1%B1%E8%84%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4%B8%AD%E6%B5%B7%E6%B0%94%E5%80%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5%9C%B0%E6%B0%94%E5%80%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3%AD%E5%B8%A6%E6%B2%99%E6%BC%A0%E6%B0%94%E5%80%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E%8E%E7%A7%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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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前准备 
 

 

1. 签证问题 
自 2016 年 6 月 1 日起，摩洛哥王国给予中国公民免签待遇。中国公民可仅凭护照入境摩洛哥(护照有

效期应大于 6 个月)免于办理签证，无申请过程，停留期不超过 90 天。 

摩洛哥驻中国大使馆 地址：北京三里屯路 16 号  

办公电话：010-65321796、010-65321489 

 

 

2. 生活用品 
1. 衣物。摩洛哥昼夜温差大，厚薄外套均可准备。 

2. 洗漱用品。志愿者营地有基本的洗漱用具，但建议带上自己的洗漱用品。 

3. 常用药。肠胃药、感冒药等是旅行摩洛哥的常备药物。 

4. 护肤品：防晒霜，保湿霜 

5. 护照。出境旅行的必备证件。 

6. 万能转换插头。欧标转换插头。 

7. 购买机票时，机构发给你的行程单打印版。有时会要求查阅，因此记得携带。 

8. 银行卡。VISA、Master 可以使用。 

9. 现金。摩洛哥人使用的是迪拉姆，出行前换成美元或欧元，到摩洛哥换成迪拉姆。摩洛哥每个城市

都可使用欧元，可准备充足欧元。 

 

 

3. 货币兑换 
 摩洛哥迪拉姆 是摩洛哥现行通用货币，缩写 DH。1 人民币可换大约 1.5 迪拉姆，摩洛哥不支持人民

币兑换，需出行前兑换成欧元或美元再兑换成迪拉姆。支持 VISA、Master 的使用 

 

 

4. 对于行前准备的 FAQ（Q&A 补充） 
      

  1） 到了拉巴特之后有没有网络？ 

达到机场后，需要大家第一时间购买电话卡。机场和住宿点都有 WiFi，如果志愿者需要更好的和家人联系

沟通，建议大家可以通过网上租赁随身 WiFi。 

 

2） 摩洛哥和中国北京时间有时差吗？ 

中国比摩洛哥快 8 小时 

例如：若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的当地时间是 2018 年 9 月 22 日 09:18:11 

则中国首都北京的当地时间是 2018 年 9 月 22 日 17: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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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同季节去的话带什么样的衣服比较好？  

 摩洛哥气候多变，项目地拉巴特属非洲西北部亚热带地区，夏季干燥炎热，冬季温和潮湿。全年平均温度

20 度，带些薄衣服即可，若后期需要游行沙漠建议带上厚衣服。 

 

4）去摩洛哥需要接种疫苗吗？  

去摩洛哥是没有强制要求接种疫苗，但最好随身携带防蚊液、清凉油、有些日常的药品最好带齐了 

 

5) 需不需要购买旅行保险以及在哪里购买？ 

外出旅行需要购买保险，志愿者统一在官网上购买。 

 

6) 银行卡需要带哪些种的呢？ATM 取钱的时候需要收手续费吗？ 

VISA、Master、可以使用 ，银联暂不支持取现。 

 
 

7）可以给当地的小朋友或 host 带中国的礼物送给他们吗？  

可以的，非常欢迎给当地的小朋友带英文书籍，也可以给当地人带一些中国特色的小礼物，他们 会非常开

心和感谢的。 

 

8) 义工项目期间有休息日吗？在休息日可以出去玩吗？ 

关于义工服务和自由时间的安排： 项目开始时间为每周一开始，直到项目结束周的周六结束，但义工服务

时间相对自由，如有需要 （比如出游地方偏远需要三到四天）可向负责人请 假进行外出。（外出时负责人

可帮忙协调与指导，但一切安全问题由申请者本人负责，需谨慎思考） 

 

9) 可以让当地项目负责人带我们出去玩吗？ 

外出时请告知当地负责人，同时，负责人可帮忙协调与指导，但一切安全问题由申请者本人负责， 

需谨慎思考。 

 

10）参加项目需要英文面试吗？需要提交英语等级证明吗？ 

英语四级，六级、中级口译、雅思 5.5 分，托福 80 分。在国外留学的学生均可免面试，其他志愿者需接受 

Lean In 的 英文面试。 

 

11）去摩洛哥的话要提前学一点阿拉伯语吗？ 

摩洛哥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第二语言为法语。工作人员全程英语协助，所以需要良好的英语基础。 

 

12）参加项目有年龄限制吗？如果没有成年的话可以参加项目吗？ 

年满 18 周岁如未成年志愿者能力足够也可申请（需提供家长同意书与成绩证书） 有一定英文沟通能力，

热爱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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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报名参加项目会被调剂分配到别的项目和营地吗？ 

由于部分不可控因素，项目内容会有调剂的可能，望志愿者听从组织安排或者尽早报名确保名额 保留。 

 

14） 参加项目会有志愿者证明吗？ 

Lean In 的项目合作者为你提供的志愿者证明（申请国外本科和研究生加分，写入简历找工作进 外企加

分） 

 

15） 到时候应当在哪里领志愿者证明呢？ 

完成项目之后联系项目负责人申请获得志愿者证明 

 

16） 志愿者证明是什么机构颁发的呢？ 

Lean In 的项目合作者为你提供的志愿者证明。（申请国外本科和研究生加分，写入简历找工作进 外企加

分） 

 

17） 机场托运行李有什么要求吗？ 

乘坐国际航班，手提行李的总重量以 7 公斤（部分航空公司有特殊重量限制规定）为限，每件行 

李的体积不得超过 20×40×55 厘米（三边之和不超过 115 厘米）。超过上述重量或体积限制的， 应作为

托运行李。 

 

18） 带上飞机的行李对液体有什么要求呢？ 

 

1. 只可以携带少量旅行自用的化妆品（洗发液、沐浴液除外），每种化妆品限带一件，其容器容 

积不得超过 100 毫升（ml），并应置于独立袋内，接受开瓶检查。液体、凝胶及喷雾类物品包括： 饮

品，例如矿泉水、饮料、汤、果冻及糖浆；乳霜、护肤液、护肤油、香水及化妆品；喷雾及压 缩容器，例

如剃须泡沫及香体喷雾；膏状物品，例如牙膏、脱毛膏、膏状面膜；隐形眼镜药水； 凝胶，例如头发定型

及沐浴用的凝胶产品；任何稠度相似的溶液及物品。以上所有累计不超过 1000ml 或 1 公斤。 

2、酒类物品不得随身携带，请放入托运行李中托运。 

 

19）转机的话需要办过境签吗？ 

因国内没有直航到摩洛哥，因此都需要转机。若是在国内买票，通常卡萨布兰卡进出的航班是最便宜，购

票时需要注意注意中转是否需要过境签以及行李是否直达。 

一般中转流程：：前一站——到达中转机场——走中转联程区通道——办理转换手续——候机 

——登机。 

 
 

 
 
 
 

https://www.baidu.com/s?wd=%E8%A1%8C%E6%9D%8E%E6%89%98%E8%BF%90&amp;tn=44039180_cpr&amp;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mW64m103PjbknAcvuyuh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jbdrHTkPWn4njD3nWRvPW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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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接机流程 
 

在出发前一个星期，组织会把要出发的小伙伴们拉到一个群组，之后大家等待消息，出发之前会有邮件通 

知志愿者上传自己的姓名和航班号以及到达时间。志愿者到达拉巴特取完行李后呢，在通往出口处需 要填

写一张单子，上面包括姓名等个人信息。住址如果入住酒店，填写酒店地址，如果为项目方接机安排 住

宿，空白即可。填完后，交给出口处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啦，出机场后，注意保持手机网络畅通。在接机出

口或者 information 中心等待手中拿着写有志愿者拼音姓名或 LEAN IN 的接机牌的接机人员。 

 

Q&A 
        

1.卡萨布兰卡机场怎么去项目接机地拉巴特？ 

  国内出发的志愿者一般到达的机场都为卡萨布兰卡，可以选择火车出行，大概需要 2 小时车程，花费 80DH 

 

 2.到了机场之后去哪里找接我的司机呢？ 

志愿者购买机票需注意接机时间为周末早 6 点到晚 10 点，超出接机时间后需额外支付 25USD,出机场后，

注意看手机，志行前培训的群中会有负责人保持跟踪联系志愿者，接机人员举着牌子在出 口处或

Information 的牌子处。卡萨布兰卡机场有无线 wifi 可以免费使用。 

 

3.如果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司机的话怎么办？ 

首先不要慌张，在微信群中联系负责人确认司机有没有来机场。之后在机场大厅找到所对应的牌子便 能找

到负责接送的司机。如实在联系不到，可拨打行前培训手册上当地工作人员联系电话。 

 

4. 如果飞机延误应当怎么办？ 

如果上飞机前得到提示说飞机会有延误，请及时在微信群中和负责人反映情况，调整接机时间。 

 

5. 如果飞机提早到达怎么办？  

如果飞机比预计时间提早到达，请先联系负责人安排接机，在机场稍适等候，司机会尽快到达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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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志愿者食宿介绍 
 

摩洛哥项目选择寄宿家庭，每个房间入住人数为 1 到 3 人。寄宿家庭有干净的床上用品，热水、WIfi 和

电，无空调。这可以帮助志愿者和当地居民建立联系，并加深了解摩洛哥生活方式。 

 

1.  有淋浴吗？有电吗？ 

住宿都会有电力和淋浴供应，也会提供 wifi。 

 

2.  如果分配的住宿条件不太满意的话，可以调配到别的地方住吗？ 

如果项目期间对于住宿不太满意的话，可以与负责人联系沟通，已找到最佳的解决方式。 

 

3.  同住的志愿者中有外国小伙伴吗？ 

营地也会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志愿者，可以在项目期间多多交流沟通。 

 

4.   每天三餐时间是固定的吗？如果要外出就餐的话需要提前告知 host 吗？ 

每天的用餐时间比较规律，如果志愿者想出去玩的话，一定要提前告知 host 并说明是否还回 host 用餐。 

 

5.  三餐每天都是一样的吗？还是说每天都有不同的种类变化？ 

参与摩洛哥斋月项目的志愿者饮食起居与寄宿家庭同步，主要已当地食物为主。但斋月期间需要准守当地

风俗习惯以及寄宿主人的要求。 

 

6.  住的地方离市中心远吗？交通方便吗？ 

项目地拉巴特为摩洛哥首都，交通便利 

 

7. 住宿的 homestay 周围有什么好玩的地方？购物方便吗？ 

住宿周围有超市，外汇兑换点，洗衣服务等等，在项目期间也可以询问 host 周围值得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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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全细则及规定 
 
志愿者需要及时于我们的负责人进行沟通和汇报行程，不要私自不通知他人外出。在最危险的地方，你往 

往能看到最暖人心的保护，在最安全的地方，你无法避免小人的存在。这个世界很大，只有你走出去，你 

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美好。我们的媒介每天报道数以万计的危险事迹发生，那是媒介构造的世界。西藏 

和新疆储存着我国最美的旅游资源，混乱的事迹经常通过媒介报道出来，但从未阻挡我们的脚步。 

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人，一个更追求内心需求的人，他一定是用自己所眼观到的世界来阐释那属于自己的世 

界。Lean In 的理念是让你向前一步，向远跨步，你将看到更多，理解更多。 

 

Q&A 
1.摩洛哥的治安好吗？ 

摩洛哥政局较稳定，民风淳朴，较为安全。Lean In 保证申请者在住宿地点以及服务地点的绝对安全 

 

2.平时空闲时间一个人出去玩需要注意些什么？  

如果志愿者自行外出，须承担个人安全责任。 随身管好自己财物， 尽量避免去偏僻无人的地方，如出行，

请务必多人成行，通知相应基地负责人。 

 

3.出去玩之前需要提前告知 host 吗？ 

外出时请告知当地负责人。 同时，负责人可帮忙协调与指导，但一切安全问题由申请者本

人负责，需谨慎思考。 

 

4.如果志愿期间有财务丢失怎么办？ 

及时和负责人和 host 联系，看看是在哪里丢失以及丢失财物的数目，共同商讨对策。 



LeanIn 国际义工旅行 
 

 
12 

 

5.如果护照丢失怎么办？ 

第一步：必须到当地警察局挂失，开单子。提醒：一般当天即能拿到警察局证明。 如果确定护照丢失，要尽

快去当地的派出所或警察局报案挂失。 在不少旅游目的地国家，这是警察局或移民局日常流程中重要的一

项，一般当天即能拿到警察局证明。 贴士：到警察局挂失这一步非常重要，所在国警方出具的护照丢失证明

是办理旅行证的必备材料之一。 

 

第二步：补办护照或旅行证，（在当地办理旅行证为 4 个工作日，加急只需 2 个工作日，较为快捷） 提醒：

旅行证不等同于护照，在遗失护照后，旅游者到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补办护照或旅行 证，才能回国。

办理相关证件，需旅行者出示所在国警方出具的护照丢失证明、护照复印件等文件。 

 

方法一：在当地补办护照，签发时间为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等待时间较长。 回国补办护照，旅

游者可以回户口所在地的出入境办证中心，提供证件遗失时在当地的警察局证明、 旅行社提供的相关证明，

或者按照相关部门规定，在指定报纸刊登遗失启事的资料，三项资料中选交 其中的一项。 其中警察局证明无

疑是最简便的方法。需要携带的材料：旅行证及复印件（照片页，回国入境盖章页）、 户口簿及复印件、身

份证及复印件、国外报警记录原件、复印件及其经过出入境管理局认可的翻译公 司的翻译件、2 寸照片一

张。 

 

方法二：在当地办理旅行证为 4 个工作日，加急只需 2 个工作日，较为快捷。旅行证是和护照等同大 小的蓝

本，除个人信息外都是空白签证页。 原则上，空白旅行证只能做回国使用，必须和护照复印件及所在国警方

出具的护照丢失证明共同使用。 有些国家拿到了旅行证还不能出关，还要到移民局补办入境签证。 香港和内

地之间还有一层海关，所以持临时证件的游客不能从香港入境，旅行者最好直接从报失国直 飞回国。 贴士：

出国前最好将相关身份证明先做好备份，并随身带上复印件。最好的办法是将身份证复印照片、 护照首页和

签证页照片、户口本照片、机票行程单拍照，备一份在电邮中。 

 

6.如果突然有事参加不了项目可以退出吗？ 

项目中途因个人原因中断及退出项目者，不予以退还之前所交费用。 

 

7.可以更改项目时间吗？ 

出发前四周起不可以更改项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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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n In  

向前一步  

是一种人生态度  

义工  

紧握公益脉搏  

是一种人生价值 

 

Lean In  

无国界义工旅行  

在小众的世界里  

在最好的年纪  

遇见最美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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