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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介绍 
 

⑴纳米比亚野生动物保护 
项目介绍： 

Lean In 纳米比亚野生动物保护致力于让志愿者体验与单一生活不一样的丰富和精彩，主要帮野生动物准备食

物、喂养、清洁、搭建栅栏、围墙，体验动物饲养的全过程。还有更有许多趣味性体验参与项目中，数数游

戏、学习动物知识、研究动物习性、检测恐惧度、求生游戏。在基地的灌木丛中散步，还会有野生动物陪

伴。此项目全年运营，每周四为抵达时间。 

 

项目周期：2 周及以上 

项目行程：工作时间为从早到晚，不分周末，申请此项目的志愿者需要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 

项目地点：纳米比亚 艾托沙国家公园 

⑵纳米比亚部落儿童支教 
项目介绍： 

志愿者主要是给 San 游牧部落的孩子们提供教学服务。西方文化给原始的游牧部落带来了强烈的冲击，lean 

in 致力于帮助提高游牧部落孩子们基本的生活技能，这可以帮助他们有稳定的收入和更好的人生。 

 

项目周期：2 周及以上 

项目行程：每天教学时间不固定，具体需要根据当地情况和项目负责人的安排 

项目地点：纳米比亚游木部落,教学将根据季节以及不同的教学地点而发生变化 

⑶纳米比亚野生动物护理 
至少有四个小伙伴与你一起组成小组，完成一天日常的工作。志愿者面对的主要是小动物比如小狒狒，小猴

子等。此项目间，你将会学到如何与野生动物沟通并建立感情，如何去关爱野生动物，并且区分动物种类。 

项目周期：2 周及以上 

项目行程：工作时间为从早到晚，不分周末，申请此项目的志愿者需要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 

 

⑷纳米比亚摄影宣传 
志愿者有可能与基地的管理团队一起工作，用镜头捕捉每一个在纳米比亚生活的瞬间。志愿者的视频和照片

获得 Lean In 的认可，而参加 Lean In 每期组织的影像影视作品比赛，优秀者将获得 Lean in 团队奖励 200

元。你将有可能捕捉到动物新生的照片，生病动物被照顾的瞬间，志愿者努力劳作的瞬间，游牧部落孩子们

开心玩耍的影像。需要注意的是，在同一时间内，这个岗位的志愿者只招收两名。 

 

项目周期：2 周及以上 

项目行程：工作时间为从早到晚，不分周末，申请此项目的志愿者需要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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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风俗及文化 

 
1. 纳米比亚概况 

纳米比亚共和国位于非洲西南部，北靠安哥拉和赞比亚，东连博茨瓦纳，南接南非。海拔高度为 1000-

2000 米，属亚热带干旱、半干旱气候，年均 300 天为晴天，终年温和，但昼夜温差较大。纳米比亚矿产

资源丰富，素有“战略金属储备库”之称，主要矿藏有钻石、铀、铜、银等，纳米比亚渔业资源丰富，

捕鱼量位居世界十大产鱼国之列。纳米比亚旅游资源丰富，首都温得和克，纳米比公园红沙漠，艾托沙

国家公园等都是近年大热的旅游点。 

 

2. 当地交通 
       纳米比亚地广人稀，没有公共交通，出行需包车。 

 

3. 特色美食 
纳米比亚纳米比亚的美食有很多。主食有玉米、高梁、小麦面粉、豆类饼等，主食烧好后，再往上浇一

些用西红柿、辣椒、牛肉或者鱼块熬成的浓汁汤，别有一番风味。 

 

4. 购物攻略 
Grove Mall 是纳米比亚最大的商业购物中心，也是城市中最繁华、现代的商业中心。这里有品牌商店、百

货中心、超市、餐馆、影院、健身中心。第二是 Auas Valley Mall，即可享受 shopping mall 中的繁华和

便利，同时也可在最热闹的独立大道上逛一逛，周围还有很多特色的商店和手工艺品中心。 

 

5. 当地民风 

纳米比亚人注重礼貌，讲究礼节，在社交场合，男女都分别尊称为先生女士。应邀到纳米比亚朋友家中做

客，需要按约定时间赴约，行前认真仔细装扮。进入室内不要用手摸或挪动室内摆设物品特别是与宗教相关

的圣物、圣品等。交谈中，不能随意打听年龄、收入、妻子，子女等情况。90％以上的纳米比亚人信奉基督

教，每逢教徒进行诵经、礼拜、祈祷等一系列正常宗教活动时，应当居后静观，不要干扰。受邀参观教堂

时，应衣冠端正，不戴鸭舌帽，不得吸烟，表情需严肃。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9%E5%93%A5%E6%8B%89/4085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9E%E6%AF%94%E4%BA%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A%E8%8C%A8%E7%93%A6%E7%BA%B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9%9D%9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F%BF%E4%BA%A7%E8%B5%84%E6%BA%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F%BF%E4%BA%A7%E8%B5%84%E6%BA%90
https://www.baidu.com/s?wd=%E7%BA%B3%E7%B1%B3%E6%AF%94%E4%BA%9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mhPhuHuhP161nj7BuAn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T1PHc3njT
https://www.baidu.com/s?wd=%E5%9F%BA%E7%9D%A3%E6%95%99&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mhPhuHuhP161nj7BuAn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T1PHc3njT
https://www.baidu.com/s?wd=%E5%9F%BA%E7%9D%A3%E6%95%99&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mhPhuHuhP161nj7BuAn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T1PHc3n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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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前准备 

1 签证问题 

签证所需的申请材料会因不同条件略有差别，一般需要特别准备的主要包括： 

1. 有效护照，有效期至少 6 个月；

2. 近期 3.5*4.5CM 白底彩色照片 2 张；

3. 签证申请表；

4. 邀请信（包括被邀请人姓名、护照号、出生日期、访问目的、停留时间、费用说明等）；

5. 机票预定单；

6. 酒店预订. 能证明已预订酒店的材料的复印件。

7. 银行对帐单，最近三个月的银行对账单，以显示有足够的行程支付资金。详细情况可以问我的

具体要求以大使馆的官方信息为主。 

注意：纳米比亚签证由 Lean In 代办，志愿者需另外支付 700 元签证费用。志愿者需要提供护照扫描件（需

公证，可自己去公证也可由 Lean In 代办，需额外支付公证费用 100 元/件），最高学历证明英文版，机票

预订单。因纳米比亚签证所需时间较长，志愿者至少提前 3 个月报名。 

2. 生活用品
1. 衣物。纳米比亚早晚温差较大，需带夏季衣物和厚外套。

2. 洗漱用品。自带洗漱用品

3. 常用药。肠胃药、感冒药等

4. 防晒霜，护肤品。纳米比亚温度高且干燥需要注意翻晒和护肤

5. 护照。出境旅行的必备证件。

6 充电宝：基地有专门充电房，住宿房间无法充电，为保证手机使用，建议备足充电宝。 

6. 万能转换插头。某宝搜索大南非标三圆头或在纳米比亚机场机场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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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银行卡，现金。VISA、Master。纳米比亚支持纳米比亚币和南非兰特 2 种货币支付。

3. 货币兑换
纳米比亚币和南非兰特在纳米比亚可等值使用。目前中国银行不支持纳米比亚币和南非兰特的兑换。志愿者

可在机场联合货币兑换兑换成南非南特或者是将人民币先兑换成美元，到达纳米比亚后在当地银行兑换成纳

米比亚币。（1RMB=1.8 南非兰特） 

4. 对于行前准备的 FAQ（Q&A 补充）

1) 到了纳米比亚后有没有网络？

到达首都温得和克机场后志愿者可使用机场 WiFi 或者购买 SIM 卡，但纳米比亚地广人稀，项目基地 SIM 卡

基本无信号，志愿者可自行考虑是否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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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印尼和中国北京时间有时差吗？

中国比纳米比亚亚快 6 小时 

例如：若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的当地时间是 2016 年 9 月 22 日 09:18:11 

则中国首都北京的当地时间是 2016 年 9 月 22 日 15:18:11 

3) 不同季节去的话带什么样的衣服比较好？

 纳米比亚属亚热带干旱、半干旱气候，年均 300 天为晴天，是撒哈拉以南最干旱的国家之一。一年分四季：

9 月初春，12 月入夏，3 月秋来，6 月冬至。内地夏季白天平均气温 20-34°C，偏远的北部和南部地区气温

经常高于 40°C。内地冬季白天平均气温 18-25°C，夜间气温经常低于 0°C，并常有地雾，白天衣着以轻便为

宜，穿 T 恤衫、短裤即可，晚上需要厚衣服。纳米比亚阳紫外线强且干燥，保湿防晒，遮阳帽或阳伞是必备

之物。 

4) 去纳米比亚需要接种疫苗吗？

 纳米比亚没有强制要求志愿者接种疫苗。但由于志愿者每天会与动物亲密接触，Lean In 建议志愿者接种疫

苗。疫苗包括甲肝，破伤风，伤害，小儿麻痹症，狂犬病等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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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n In 为志愿者购买意外身故险 10W，意外医疗1W。

建议志愿者再额外另配如对托运行李延误、托运行李丢失、证件遗失等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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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在纳米比亚不支持银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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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米比亚香项目开始时间为每周五开始，直到项目结束周的周 四离开，所

有项目都是全天工作不分周末，若志愿者想要外出旅行，建议安排在志愿者周期结束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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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分以上、六级、中级口译、雅思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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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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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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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提供家长同意书语成绩证书） 有一定英文沟通能力，热

爱志愿服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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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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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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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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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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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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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转机的话需要办过境签吗？

国内出行推荐卡塔尔和南非航空，价格实惠，但需要关注是否需要过境签以及选择的航空行李是否是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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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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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机票信息的同时，还需要填写酒店信息。志愿者到达登

巴萨国际机场取完行李后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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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机

牌的接机人员。 

Q&A 

1. 要去纳米比亚的话应该在哪个机场下飞机？

因项目地在首都温得和克，建议志愿者到霍希库塔科国际机场，有专人接机，接机时间早 6 点到晚 10 点。 

2. 到了机场之后去哪里找接我的司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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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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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n In 志愿者之家，四人一间房间，共用卫生间、浴室。住宿的卫生清洁是可以保证的。因为非洲阳光充

足，故而我们的基地均采用太阳能，针对太阳能的不稳定性，我们在离志愿者之家距离 700 米外开辟了一个

专门用来充电的房间，保证你的笔记本、相机还有手机都有充足的电量。 

注意：志愿者基地因使用太阳能，会有停电、无法供应热水、饮食不适的情况，请申请者报名前做好自我心

里准备。 

Q&A 
1. 有淋浴吗？有电吗？

住宿都会有电力和淋浴供应，但基地都是使用太阳能，不不能保证有热水。房间内部无法充电，为保证你的

笔记本、相机还有手机都有充足的电量，在距离 700 米外开辟了一个专门用来充电的房间，但建议志愿者备

好充电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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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nIn 国际义工旅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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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比亚的治安好吗？

纳米比亚政局较稳定，当地民众热情好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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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比亚那边传染病多吗？

纳米比亚大多数人没有很厉害的传染病，但是在当地还是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传染病，艾滋病，大概感染率在

30%左右，只要洁身自好是没有传染危险的。当地需要注意蚊子叮咬，建议带上防蚊液，与动物近距离接触

时也需要注意安全以防被攻击。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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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确保银行卡有足够的金额，能够在境外

取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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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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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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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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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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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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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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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