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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幼儿园至 12 年级国际学生寄宿指南》

《BC 省幼儿园至 12 年级国际学生寄宿指南》旨在为本省幼儿园至 12 年级的寄宿服务提供全省一致的

最佳做法标准。由来自幼儿园至 12 年级学区、独立学校以及教育厅（Ministry of Education）的代表组

成的工作组，在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6 月间编制了这份指南。2015 年春，涉及幼儿园至 12 年级教

育的机构随后就该指南进行了磋商。这些内容代表了有关该行业最佳做法的普遍意见。

教育厅希望对以下参与此工作组的机构致以感谢：第 8 学区（库特尼湖）、第 36 学区（素里）、第

39 学区（温哥华）、第 45 学区（西温哥华）、第 91 学区（尼查科湖）以及兰里基督教学校（Langley 

Christian School）。

寄宿服务及法规 
联邦、省及市的法律均适用于寄宿服务。本指南中所描述的每个参与方都有责任熟悉所适用的法规。

每个参与方都有责任在必要时寻求法律建议。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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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的适用对象
《BC 省幼儿园至 12 年级国际学生寄宿指南》中所说的对幼儿园至 12 年级学生的短期或长期寄宿安置是

指由 BC 省国际学生项目或由与学校和学区协作的专业寄宿服务公司做出的。

本指南将为涉及寄宿服务安排、协作或参与的各方提供最佳做法标准，分为六个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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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方  章节

寄宿服务提供机构  在 BC 省为幼儿园至 12 年级学生安排寄宿服务的公司或机构 第 1 章

国际学生项目 BC 省招收国际学生的学校或学区 第 2 章

提供寄宿的家庭 BC 省为国际学生提供寄宿的家庭，也称为寄宿家庭 第 3 章

幼儿园至12年级国际学生 到 BC 省上幼儿园至 12 年级课程的非 BC 省及非加拿大居民 第 4 章

国际学生的父母/监护人  国际学生的父母或法律指定的监护人 第 5 章

留学中介 帮助国际学生选择适合的留学国家、城市和学校的个人或公司 第 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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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寄宿服务简介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即 BC 省）国际一流的教育体系、包容的社区以及优越的自然环境，令本省

政府、学区以及独立学校国际学生项目引以自豪。我们认识到在国际学生的留学经历中，寄宿发

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致力于为所有国际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寄宿体验。

寄宿是由国际学生服务机构或其代理在国际学生留学期间，在核准的家庭里为其提供的正式住宿

安排。该家庭及其中的家人一般都被称为“寄宿家庭”。BC 省指南中将此类家庭称为“寄宿家

庭”。幼儿园至 12 年级的寄宿学生是指来自 BC 省之外的未成年人（即不足 19 岁），他们向寄

宿家庭支付寄宿费用，从而得到饮食、自己的房间、家庭支持及各种文化体验。

在BC省，学区和独立学校使用三种不同的管理模式提供寄宿服务：

 1. 有些学区和独立学校有其自己的寄宿服务；

 2. 有些学校和学区将他们的寄宿服务管理外包给其他寄宿服

务提供机构；以及

 3. 有些学区或独立学校有寄宿服务提供机构的名单，供国际

学生的及其父母参考。

也有一些可能与幼儿园至12年级学区或独立学校没有关系的寄宿服务提供机构（如私营公司或网

站）。有些国际学生及/或其父母可能会考虑使用这样的寄宿服务提供机构，或者，也可能让孩

子寄宿在亲戚或朋友家。做这样考虑的国际学生及其父母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可能希望向所在

学区或独立学校的国际学生项目部咨询。国际学生项目部可能会有与这些情形直接相关的政策或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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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服务提供机构是指安排寄宿服务的

组织或公司。有时，寄宿服务将由学校

或学区提供。有时，服务提供机构将是

第三方公司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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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
 
第 1 章：寄宿服务提供机构的责任
为了尽可能使幼儿园至 12 年级的学生得到最佳的寄宿体验，寄宿服务提供机构应该：

1.  要有对寄宿家庭的筛选程序，便于国际学

生确定是否适合。应公布寄宿家庭筛选程

序，且应包括：

 a. 安排时间对家庭进行实地查看，并对

寄宿家庭的家长进行面试；

 b. 要求寄宿家庭中的所有成人按期出具

无刑事犯罪记录证明；并且

 c. 必要时，对寄宿家庭的家长进行第三

方信息核实。

2.  收集学生、其父母/监护人、法定保护人

及/或寄宿家庭相应的、最新的个人信息和

联系方式，包括：

 a. 法定姓名（如护照上显示的姓名）；

 b. 性别；

 c. 年龄；

 d. 相关的医疗信息；

 e. 原居住国；

 f. 地址；以及

 g. 联系电话和电邮地址。

3.  确保寄宿服务机构收集的所有数据及分发

的任何信息都符合隐私权保护法的要求。

4.  为新寄宿家庭制定并提供全面的培训，确

保他们熟悉并理解这些最佳做法，并为已

提供寄宿服务一段时间的家庭制定一套程

序，使他们能够了解有关最佳做法的最新

信息。

5.  不要同时在一个寄宿家庭安置两名以上国

际学生。

如果寄宿家庭同时照顾三名或三名以上寄宿学

生，则需要根据《社区护理及生活支持法案》

（Community Care and Assisted Living Act，
英文缩写为“CCALA”)获得社区护理执照。根

据各种实际情况，CCALA 也可能适用于其他的

寄宿安排。如果寄宿家庭不直接、也不是通过

第三方提供机构向孩子提供照顾（超出寄宿服

务中所提供的服务），寄宿服务提供机构则不

要求他们根据 CCALA 获取执照。如果不确定

CCALA 是否适用，寄宿服务提供机构应与地区

医学卫生官员联系，以了解进一步的信息。

6.  避免同时将成人国际学生与未成年国际学

生安排在同一个家庭里。

7.  使用标准的学生个人资料表（包含住宿

日期、特殊要求和相关医疗和行为背景信

息），让寄宿家庭对可能安置到其家中的

学生有所了解。

8.  与学生、学校、寄宿家庭和父母/监护人联

络，并为各方提供支持。

9.  定期与国际学生及寄宿家庭沟通。

10.  实行并维护质量保证及服务评估机制。

11.  向寄宿家庭和国际学生提供解决纠纷的服

务（或达成一致的机会）。

12.  要有清晰、公开的有关寄宿服务的标准和

程序，包括必要时让学生离开寄宿家庭并

将学生转至另一个寄宿家庭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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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续......）

13.  针对寄宿家庭和国际学生（及其父母）

分别编制参考手册，描述相关法规、标

准和程序。手册所包含的标准和程序应

适用于寄宿家庭和国际学生在寄宿中的

全面体验。

14.  要有清晰、公开的费用信息，包括：

 a. 协议条款——费用支付对象及时间；

 b. 每天和每月的寄宿费用；

 c. 费用所涵盖的服务

 d. 额外费用（例如机场接送或存放物

品），以及

 e. 退款政策。

15.  必要时为国际学生提供一位会说学生母语

的人士的联系信息。

16.  对于在寄宿过程中出现的医疗或心理健康

问题，必要时要告知国际学生项目、寄宿

家庭、法定保护人或学生父母/监护人。

17.  必要时，要为年纪较小的寄宿学生提供额

外的标准、程序支持和要求。

18.  公布寄宿服务提供机构的法律局限。

19.  告诉将被安置在寄宿家庭中的国际学

生，BC省儿童援助热线（BC Children’s 

Helpline，号码为310-1234）是一个每天

24小时服务的机构，全年无休，如果国际

学生认为在家中或在学校受到虐待或有不

安全的情况，可拨打此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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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国际学生项目的责任
为了尽可能使幼儿园至 12 年级的国际学生得到最佳的寄宿体验，国际学生项目应该：

1.  确定由父母/监护人指定的法定保护人的身份，法

定保护人负责照顾每个国际学生。国际学生项目

应阐明其对法定保护人的要求。

2.  制定清晰的程序，以便寄宿家庭的家长与国际学

生所在的学校联系。寄宿家庭在学生ELL/ELS或法

语学习/法语作为第二语言方面的支持以及在学生

出勤和课外活动方面的支持会促进学生的“学校

关系紧密度”并有助于学生的学习和成功。

3.  制定与家长/监护人及法定保护人之间沟通的程序

和模板。

4.  帮助寄宿家庭找出解决冲突的步骤和程序，以解

决在寄宿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对于需要额

外支持时应与谁联系、何时联系，强烈建议要有

明确的概要说明。

5.  鼓励寄宿家庭制定具体、全面的《行为守则》。 

对于晚归时间、互联网的使用以及家务等方面的

要求应清楚说明并告诉学生。应确保所有的责任

在相应的发展阶段是恰当的。且适用于家庭环

境，这一点很重要。

6.  为寄宿家庭提供各种资源，使在其家中寄宿的

国际学生在学习外语（英语或法语）时能够得

到支持。

7.  公布国际学生项目的法律局限。

8.  制定与学生及其父母/监护人之间的参与协议，其

中包含对学生行为的要求、纠纷解决程序以及在

哪些情况下学生将被从寄宿家庭及/或学校/学区

计划中遣退。

国际学生项目是学区或独立

学校内负责对在 BC 省留学

的幼儿园至1 2年级学生提

供安排和支持的管理团队或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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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寄宿家庭的责任
为了尽可能使幼儿园至 12 年级的国际学生得到最佳的寄宿体验，寄宿家庭家长应该：

1.  为国际学生提供关怀、有利于成长和支持

性的环境。

2.  年满 25 岁或以上。

3.  同意安排时间由国际学生项目及/或寄宿服

务提供机构到家中实地查看并同意提供无

刑事犯罪记录证明（在家中居住年满18岁

或以上的人均需出具此证明）。

4.  不得同时收留两名以上的国际学生。

如果寄宿家庭同时照顾三名或三名以上寄宿学

生，则需要根据《社区护理及生活支持法案》

（Community Care and Assisted Living Act，英

文缩写为“CCALA”)获得社区护理执照。根据

各种实际情况，CCALA也可能适用于其他的寄

宿安排。如果不确定CCALA是否适用，寄宿家

庭应与地区医学卫生官员联系，以了解进一步

的信息。

5.  避免同时收留成人国际学生与未成年国际

学生。

6.  提供一日三餐有营养的食物。

7.  提供干净整洁的家庭环境，国际学生要有

自己的卧室，适当的家具。学生可以：

 a. 使用带有桌子、椅子且光线充足的学

习区域；

 b.  使用浴室、毛巾及床上用品、洗衣机；

 c. 像其他任何家庭成员那样进出住所 

（例如使用房子钥匙和警报代码（如

适用））；以及

 d. 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互联网以帮助

课业学习并与家人保持不断的联系 

8.  确保房子安全且符合 BC 省建筑规范（BC 

Building Code）及/或当地建设条例（如适

用），并符合当地消防规范。

9.  确保学生总体上健康快乐，必要时带学生

就医，如有任何重大的医疗或心理健康问

题，要向学校、寄宿服务提供机构和国际

学生项目报告。

10.  如果学生喝酒、使用或拥有非处方的非法

药物或触犯法律，要通知学校或国际学生

项目。

11.  确保房屋和汽车保险充分涵盖了寄宿的学

生；有些保险不涵盖寄宿学生。

12.  通过以下方法强化国际学生、其父母/监护

人、学校和社区之间的联系：

 a. 在家中要使用学生想要学习的语言 

（英文或法文）。

 b. 合理限制学生对互联网的个人使用时

间（如每天多少小时，以及在什么时

间使用）。

 c. 协商并执行适用于学生的恰当、合理

的晚归时间和家规。

 d. 协助学生寻找课外活动和体育运动。

 e. 参加学校或学区的寄宿家庭说明会和

其他文化或教育的活动。

提供寄宿的家庭也称为寄宿家庭，

是指欢迎在 BC 省留学的幼儿园至 

12 年级国际学生入住其家中的 BC 省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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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国际学生的责任
来到 BC 省并入住寄宿家庭的国际学生应该：

1.  参与寄宿家庭和学校的活动，并寻找机会参与学

校和家庭生活。

2.  定期与父母/监护人及寄宿家庭进行沟通。

3.  对于重大问题或疑虑，要在必要时与寄宿家庭、

父母/监护人、法定保护人、学校校长、副校长或

老师、寄宿服务提供机构或国际学校项目沟通。

4.  明白如果私自安排的住所被认为不安全或不适

宜，学区或独立学校国际学生项目可以要求学生

更换寄宿家庭或退出所在的国际学生项目。

5.  尊重寄宿家庭及其财产并对其负责，若发现应对

寄宿家庭财产损害负责，要支付财产损失。

6.  了解BC省儿童援助热线（BC Children’s Helpline，

号码为 310-1234）是一个每天 24 小时服务的机

构，全年无休，如果国际学生认为在家中或在学

校受到虐待或有不安全的情况，可拨打此热线。

国际学生是指来自加拿大以

外、不符合教育厅的资助资

格要求以及/或那些必须获得

加拿大政府授权才能入境且

计划学习时间超过六个月的

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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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父母/监护人的责任
国际学生的父母/监护人应该： 1.  准确地完成申请表和入学材料，向寄宿服务提供

机构和寄宿家庭披露学生的所有相关信息（如健

康状况），以便他们能够在学生寄宿期间为学生

提供全面的支持和照顾。

2.  与学生保持定期联系，监督学生，使他们在一个

陌生国家生活、学习以及掌握一门新语言的过程

中能够很好地应对紧张和压力。

3.  将自己的主要疑虑告诉寄宿服务提供机构。

4.  明白如果私自安排的住所被认为不安全或不适

宜，学区或独立学校国际学生项目可以要求学生

更换寄宿家庭或退出所在的国际学生项目。

5.  了解 BC 省儿童援助热线（BC Children’s Helpline， 

号码为 310-1234）是一个每天 24 小时服务的机

构，全年无休，如果国际学生认为在家中或在学

校受到虐待或有不安全的情况，可拨打此热线。

父母是指国际学生的亲生父

母或养父母。监护人是指通

过法律授权代替学生父母行

事的人。法定监护人有别于

法定保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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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留学中介的责任
国际学生及其家庭有时会委托中介就学生在国际学生项目中的安置提供帮助。留学中介应该：

1. 当或如果寄宿服务提供机构或国际学生项目要求时，为国际学生项目、寄宿服务提供机构、

国际学生及其家人（尤其是在与父母或监护人的沟通方面）提供支持。

留学中介是指设在BC省或在

国外的有偿咨询机构，对国

际学生留学或旅行的方方面

面提供帮助和安排。如果留

学中介为学生安排了寄宿家

庭，该中介则也被认为是寄

宿服务提供机构，应尽到第1
章中所述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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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本指南：

法定保护人（Custodian）：是孩子的父母或监护人通过某个国际学生项目的授权文档所指定的，受

命照顾孩子的人。国际学生项目和加拿大联邦政府要求属于未成年人的国际学生在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留学时必须有一个法定保护人。

《行为守则》（Code of Conduct）：是一套有关行为以及如何与其他人互动的书面规则。根据 

《省级标准行为守则》（Provincial Standards for Codes of Conduct Order），教育委员会必须为其

辖区的学校设立一个或多个行为守则，并确保学校执行这些守则。

监护人（Guardian）：根据《BC省家庭法例》（BC Family Law Act），一般来说，孩子的父母就是

孩子的监护人。监护人具有对孩子的法律责任和权利。

寄宿服务（Homestay）：是指由国际学生服务机构或其代理在国际学生留学期间，在核准的家庭里

为其提供的正式住宿安排。该家庭及其中的家人一般都被称为“寄宿家庭”。

寄宿服务提供机构（Homestay Program Provider）：是为学生安排寄宿家庭的机构。根据情形，

寄宿服务提供机构可以是独立的学校或学区、公司或由国际学生项目所联系的机构，也可以是与国

际学生项目没有关系的公司或个人。

寄宿家庭（Host Family 或 Homestay Family）：是国际学生寄宿期间所住的家庭。

国际学生（International Student）：指来自加拿大以外、不符合教育厅的资助资格要求以及/或那

些必须获得加拿大政府授权才能入境且计划学习时间超过六个月的学生。

术语/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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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项目（International Student Program）：是独立学校或学区内的一个行政部门。国际学

生项目管理、协调或安排国际学生的教育、住宿和照顾。

未成年孩子（Minor Child）：指年龄不足 19 岁的人。未成年孩子必须要有监护人或法定保护人的

照顾。

父母（Parent）：是孩子的亲生父亲或母亲或养父、养母。

私人及/或独立安排住宿（Private and /or Independently Arranged Accommodation）：是指由

非学校或学区核准的寄宿服务提供机构为国际学生所提供的住宿。

住校（Residence/Boarding）：是指两名或两名以上未成年学生合住的住宿，通常是在学校里且由

BC省独立学校管理。本指南中未包括住校的情形。

学校关系紧密度（School Connectedness）：是教育人士使用的一个术语，旨在说明学生所感受到

的与学校的关联程度。研究表明，学生对学校以及对学校中成年人的关联程度越强，他们在学业方

面的表现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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