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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亚博斯福学区寄宿计划  

国际教育部职员信息  (International Program Staff Information) 

    Elizabeth Cho-Frede, 国际部经理 
Phone: 604-851-4585 / 604-852-2366 ext. 1259 
Emergencies only: 604-613-3813 
Fax: 604-504-7629 
Email: Elizabeth.Chofrede@abbyschools.ca 
 

  Rose Mann, 寄宿家庭协调员   
Phone:  604-851-4585 / 604-852-2366 ext. 1266 
Cell: 604-613-1265  
Fax:  604 504-7629  
Email: Rose.Mann@abbyschools.ca 
 
Program Coordinator 
Phone: 
Cell: 
Email: 

 
  国际部联络方式 (办公室) 

  International@abbyschools.ca   综合信息查询 

International.finance@abbyschools.ca  寄宿家庭付款查询 

  International.medical@abbyschools.ca  医疗保险查询 
Phone:  604-851-4585 
Fax:  604-504-7629   
 
国际老师 International Student Liaison (ISL): 

联系方式将在每个学期开学时提供  
 

24 小时国际部紧急联系电话: 604-217-1917 
 

火警、救护及报警请拨打  911   
 
如果发生紧急情况拨打 911 或者拨打国际部紧急电话： 604-217-1917  
 
如果学生感到处境不安全或遭到恐吓，或者在情况严重的状态下，可以联系国际部紧急电话

。他们会给你指出正确的联系方式 

如果是在办公时间(8:00am－4:30pm)遇到问题，请联系国际部办公室工作人员 
 
 

mailto:Rose.Mann@abbyschools.ca
mailto:International@abbyschools.ca
mailto:International.finance@abbyschools.ca
mailto:International.medical@abbyschool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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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寄宿指南和期望 

 
此手册为每个学生提供指南及信息以便学生们有成功的寄宿家庭体验。如果你需要了解更

多信息或有更多问题，请参阅寄宿家庭指南，那里有更详细的介绍和说明。请注意，本学

区 International Student Agreement国际学生合约是各种不同语言版本寄宿家庭指南的

最高依归。 

 

欢迎你来到加拿大和亚博斯福社区！对于一些学生来说这可能是你第一次离开自己

的家庭，需要一定时间了解新的文化、语言、并适应新的家庭生活。因此寄宿生活

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尝试。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你适应你在加拿大的家。 

 

 
 

这个手册将为你提供指南，想法和信息以便帮助你得到成功的体验。 

能够受邀请居住在另一个家庭，应该是一种荣幸。 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也是

文化的交流和英语语言的积累，它将国际学生的生活与当地家庭和社区融入一体。 

为了最大程度的体验加拿大的生活，非常有必要让学生及他们国内的父母了解加拿

大的规矩，了解在加拿大的生活与他们自己国家的生活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国际部有很强大的支持团队，我们的职员具有丰富的经验，非常专业，致力于

为学生和寄宿家庭提供良好的服务。如果发生任何问题，我们会提供支持并妥善处

理。多数情况下我们会通过协助学生与寄宿家庭之间的沟通使得问题得以解决。 

 

做为寄宿学生，你将： 

• 到达前收到你即将入住的寄宿家庭信息 

• 收到到达前应该做哪些准备的信息，帮助你做好入住前的安排 

• 到达后参加寄宿家庭介绍会（收到国际部颁发的学生寄宿指南） 

• 得到国际部职员的协助和支持 

• 收到 24 小时紧急联络电话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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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学生责任  (Homestay Student Responsibilities) 

 

正如在你已经收到的国际部学生参与协议里规定的，学区对所有国际生有一定

的期望。我们的期望包括学生应尽的责任，我们设置了高标准要求所有的学生

都履行自己的职责。作为我们国际部寄宿家庭的学生，你要心胸开阔，坦率及

有责任心，还要遵守你的职责和义务。如果你能履行这些责任，你将与寄宿家

庭建立起互相信任和沟通的关系基础，将得到非常良好的经验。住在寄宿家

庭，你也是家庭成员之一，必须尊重并遵守寄宿指南／规定中的要求。 

 

所有学生都应该做到: 

 

1.尊重寄宿家庭成员以及他们的财物和宠物。  

2.尊重、关心并照顾他们的家和财产。 

3.遵守寄宿家庭制定的家规和他们的期望。 

4.若你要请朋友来家玩，至少提前一两天征得寄宿家庭同意,介绍你的朋友给 

  家长认识。 

5.出门前要告诉住家父母你去哪儿、跟谁去、留下朋友的电话号码, 并且告 

  诉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6. 保持房间整洁，干净。 

7. 如果学生自己负责支付寄宿费用，请按时付费。 

8. 支付所有个人旅游、娱乐、电话，以及医疗费用开支, 也包括个人卫生用 

  品,如牙刷、牙膏、洗发液、除味剂等。 

9. 按照要求完成对寄宿家庭的书面调查评估。 

10. 确保你已经阅读并理解国际部学区学生寄宿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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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我是寄宿家庭协调员。我协助学生和寄宿家庭家长成功体验寄宿家庭生

活。我长期从事青少年和家庭工作，有很成功的经验。 我在此为大家提供一

些关于寄宿家庭的信息、建议和我们的期望，我将介绍我们的社区，以便你及

你的父母能够了解你在亚博斯福的情况。 

 

 
 

寄宿家庭  (Host Families) 
 
我们尽量根据学生的喜好为他们选择寄宿家庭，比如是否可以有宠物、是否有

孩子等，寄宿家庭也有他们的喜好。这些条件不一定都可以达到，因此我们会

根据当时的寄宿家庭和学生的情况来找到最大可能的匹配。亚博斯福是个非常

多元文化的地方，加拿大是个历史移民国家，除了原住民，加拿大人都来自世

界各地，我们不会根据文化或来源地，也不会根据他们是否单亲家庭来选择或

剔除寄宿家庭。我们选择寄宿家庭是根据他们是否可以达到我们的要求，也就

是他们是否可以为学生提供安全、干净整洁、友善、讲英语的的环境。 一旦

为学生选好寄宿家庭，我们不会因为你的父母根据寄宿家庭的来源国、是否单

亲、是否有小孩等原因而为你更换寄宿家庭。 

 

所有寄宿家庭都是通过严格的筛选程序才被收入，所有被批准的寄宿家庭都必

须符合我们的高标准，达到我们的期望和寄宿家庭指南要求。学生及家长可以

通过我们的网站了解寄宿家庭的责任和我们对寄宿家庭的要求。 

 

 
 

寄宿家庭是家 

 

寄宿家庭会努力为学生提供舒适的环境，他们会把你当成家庭成员，你也应该

视他们为你的临时父母，你需要与他们交流、对话并一起进餐。 

 

学生不容许把寄宿家庭当成酒店一样，仅用来睡觉或使用房间而不把自己当成

家庭的一个成员，你与寄宿家庭一起相处的时间越多，关系就越为紧密。如果

有任何不明白的，请询问你的住家父母，他们会很乐意帮助你适应。寄宿家庭

的生活习惯很可能与你自己家里不同，你应该了解他们的作息，比如什么时间

应该就寝，什么时间起床，以及上学，晚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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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期  (Adjustment Time ) 
 
对于一些学生来说，开始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是非常困难的。清晰、公开的交

流对于学生和寄宿家庭来说都非常重要。很多时候学生住到一个不熟悉的家庭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同时对于寄宿家庭来说有陌生的学生住进来也是不容易

的。住家父母会清楚的解释他们的作息时间、习惯及你居住期间的家规和期

望。学生对于自己的要求、喜好或介意的事情也应该公开、有礼貌且诚实的告

诉住家父母。一些学生适应的快而另一些学生可能会比较难适应。 

 

  出现以下孤立现象时，需要寻求国际部职员特别关注 

 

- 不愿意与寄宿家庭与朋友接近 

- 极度想家 

- 对新文化负面观感 

- 不与和自己不同的人打交道 

- 感到忧伤/孤独 

- 焦虑/孤独 

- 紧张／沮丧 

- 注意力无法集中 

- 不在乎每天生活的情况 

- 不寻常的行为 

 

寄宿家庭家长与学生应随时与寄宿家庭协调员联系任何问题与相关事务,建议

寄宿家庭家长与母国家长保持联系,我们也鼓励寄宿家庭家长之间交流互动。 

 

如果学生有以上情况,请立刻与住家父母和你的 International Student 

Liaison (ISL)国际老师反映。如果语言交流有问题, 你的国际老师 ISL会帮

助你翻译，你们的寄宿家庭协调员也会帮助你们。 

 

 
   

寄宿问题及申请变更寄宿家庭  (Homestay issues and request for changes) 
 

当学生到达时，所有人都希望为他们提供最好的协助，以便他们有成功的寄宿生

活体验。我们对于寄宿家庭也寄予同样的期望。由于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比较困

难，所以学生、寄宿家庭、国内父母及代理都应该互相支持。新的开始对于国内

http://www.google.ca/imgres?q=mexican+family+canadian+airport&hl=en&safe=active&biw=1600&bih=763&tbm=isch&tbnid=hNdMwwKmOT7yjM:&imgrefurl=http://blogs.montrealgazette.com/2012/04/13/photo-of-the-day-april-13-2012-deported-mexican-mothers-happy-reunion-at-montreals-trudeau-airport/&docid=LtDhlREgUpmN_M&imgurl=http://postmediamontreal.files.wordpress.com/2012/04/pmc12_0413_ortiz_03mt.jpg&w=620&h=560&ei=_Z4uUICABaXciQLkzIEg&zoom=1&iact=hc&vpx=706&vpy=272&dur=247&hovh=213&hovw=236&tx=136&ty=100&sig=114177027800639591601&page=1&tbnh=129&tbnw=135&start=0&ndsp=31&ved=1t:429,r:10,s:0,i: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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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来说也比较困难，学生和父母互相思念，学生也会思念家乡的文化风俗和饮

食，因此很容易抱怨新的寄宿家庭，产生更换的想法。 

 

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以同等的方式处理解决，无论你是来自哪里，哪个

代理或通过哪种方式，无论代理和家长给与多大的压力， 我们的处理原则都是同

等的。  

在所有情况下，我们都会及时处理各种问题和答复问询。 如果你遇到困难，请联

系国际老师 (ISL)，他们会协助你与寄宿家庭协调员联系，你也可以直接联系寄

宿家庭协调员。由于国际老师通常会到不同的学校拜访学生，因此他们是第一时

间的联系人，代理和家长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联系国际部办公室。 

 

国际部的工作人员会先与学生见面，了解情况并决定下一步的必要措施。有时我

们会建议学生将他们的需求与寄宿家庭沟通。如果问题比较严重，寄宿家庭协调

员会与寄宿家庭通话了解寄宿家庭的想法。如果通过以上两种方法问题仍得不到

解决，寄宿家庭协调员将安排学生和住家父母开会，需要语言翻译时，国际老师 

(ISL)会协助翻译。通过开会听取双方意见以便确认各方反映的问题是否准确。很

多情况下问题的出现是因为沟通和语言障碍造成的，会议结束时，寄宿家庭协调

员会给各方一些反馈建议，希望得以改善，随后根据问题的严重程度会继续跟踪

一到两周作观察。 

 

青少年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遇到的问题是不尽相同的，因此他们需要所有的

支持和帮助来协助他们度过难关。如果经过协调会议学生仍要更换，或者寄宿家

庭提出不想继续留此学生寄宿的话，我们会根据当时具备的条件为学生选择最好

的方式。  

 

如果学生搬到第二个寄宿家庭后仍感到不满意，我们的学区寄宿家庭有可能将无

法提供满足这个学生和家长要求的寄宿家庭。寄宿家庭协调员将与代理和家长联

络处理。如果是由于学生的自身表现不好而更换寄宿家庭，我们会通知代理及家

长，列出问题及改进措施，以确保学生在下一个家庭中改善其行为。 

 

 

 

 
 

更换寄宿家庭（Changing homestay） 
如果学生更换寄宿家庭，至少要提前两星期提出正式通知。详细规则请参照寄

宿家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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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管理  (Documents) 

 请妥善保管你的证件（比如护照等），不要把他们放在钱包或背包里 

 

 
 

寄宿家庭家规  (Homestay House Rules) 

 

每个学生都会收到国际部颁发的管理手册和寄宿家庭的家规。每个家规视学生

年龄和每个家庭的情况会有所不同 

家规非常重要,它帮助学生了解家里的期望和要求，家规中会有一个清单供学

生参考。寄宿家庭协调员会对每家的家规审核以保证其公平和合理性。你应该

遵守家规里对于家庭交流门禁、洗衣、房间、卫生间等的相关要求。如果学生

经常违反家规，寄宿家庭将向寄宿家庭协调员汇报。寄家父母是你的临时父

母，在你居住期间，他们会行使父母的权利。 

 

 
沟通和汇报  (Communication and HS reporting) 

 

我们国际部职员间有非常完善的沟通体系，彼此互通学生的情况，大家都很清

晰在遇到不同问题时如何处理。寄宿家庭也公开与我们交流学生的情况，如果

遇到问题他们会打电话与寄宿家庭协调员汇报。寄宿家庭可能会因为学生违反

家规、上学迟到、学校或老师通告、严重身体问题或不良表现等问题联系国际

部寄宿家庭协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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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人  (What is a Canadian) 
 

由于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所以从文化的角度是很难定义什么是加拿

大人的。加拿大人主要体现在： 维护和平、喜欢有秩序和有组织、崇尚诚

实、多元文化和好的政府，加拿大人喜欢规章制度、礼貌和好的秉性。我们微

笑，尊敬和帮助陌生人，我们向需要帮助的人敞开大门，伸出帮助之手，我们

是守规矩的驾驶员，我们感谢彼此在家中和社区为他人所做的事，你的寄宿家

庭也会希望你适应加拿大的这些文化。 

 

 
 

警察和紧急救援  (Police and Emergency People) 

 

在加拿大警察和紧急救援队伍是非常可信的，在世界上享有良好名誉。所有执

法人员受过严格的培训，严格遵循联邦和省的法律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会因为金钱，地位受到影响，也就说，当你触犯了法律和法规，执法人员会

按照法律行事，他们一旦做了决定，任何寄宿家庭、国际部职员、家长都是不

可以通过谈判改变的。 

 

 

家务  (Chores) 

所有加拿大家庭的成员都会共同帮助家里的事务。大多数加拿大家庭的父母都

要工作，他们家里没有帮手或保姆。父母做家务，孩子们做帮手，因此你也一

样，你的住家父母在家规里会告诉你需要做哪方面的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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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时间  (Dinner Time) 

 

晚饭时间是一天中很重要的时间。对于忙碌了一天的父母和学生来说，通常这

是唯一全家人在一起吃饭聊天的时间。我们期望每个学生每周至少 4次在家用

晚餐，因为我们知道不常在家的孩子通常在学校也不是很成功，他们的生活不

规律。如果你不回家吃晚饭，一定要联系住家父母得到他们的同意，而且要告

知他们你什么时候回家。 

 

 
 
三餐  (Meals) 
 

寄宿家庭应该为学生备足每周 7天，每日三餐所需的食物及一些零食。他们会

告诉你有哪些零食，放在哪里及正餐之间你可以吃什么。用餐时你应协助父

母，父母会教你如何准备碗碟，饭后如何清洗。 寄宿家庭也许会让你自己准

备午餐，他们会交代你如何准备午餐，告诉你午餐的备料放在哪里。 

在你到达住家时，他们会问你喜欢吃什么，如果你感到很难适应这里的餐食或

感到饥饿，请告诉你的寄宿家庭，他们不会让你饿肚子，会找到一些你喜欢吃

的东西。加拿大各家的餐食都不太相同， 如果你确实不喜欢某种食物，请告

诉他们。  

 

 
社交活动和聚会  (Socializing, Activities and Parties) 

 

在加拿大，去逛商场和去参加聚会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加拿大的父母喜欢让

他们的孩子放学后忙于参加活动和运动，大多数孩子不会花很多时间逛街或聚

会。亚博斯福有很多可以参加的活动，有的在学校，有的在社区活动中心。 

你可以咨询你的寄宿家庭、国际老师 ISL或上网查询。 参加活动、俱乐部或

组织方的活动都是最好的与当地人接触的方法。 

http://www.google.ca/imgres?q=seven+oaks+mall&num=10&hl=en&biw=1600&bih=763&tbm=isch&tbnid=K_93JV2R6BroUM:&imgrefurl=http://www.facebook.com/shopsevenoaks&imgurl=http://profile.ak.fbcdn.net/hprofile-ak-ash2/41799_115505329944_1016838784_n.jpg&w=180&h=180&ei=TuI7UMzLLKO8igLn2YCIAw&zoom=1&iact=hc&vpx=579&vpy=218&dur=940&hovh=144&hovw=144&tx=78&ty=81&sig=102701469448364037647&page=2&tbnh=135&tbnw=135&start=29&ndsp=37&ved=1t:429,r:16,s:29,i:216
http://www.google.ca/imgres?q=abbotsford+recreation+centre&um=1&hl=en&rlz=1T4ADRA_enCA364CA475&biw=1600&bih=763&tbm=isch&tbnid=V12v7dBuvdyUAM:&imgrefurl=http://www.yellowpages.ca/bus/Canada/Abbotsford-Recreation-Centre/24451.html&imgurl=http://cdn.ci3.yp.ca/13945338ab_f.jpg&w=440&h=330&ei=peM7UKbPMOPhiwKl_YHwAw&zoom=1&iact=hc&vpx=851&vpy=143&dur=126&hovh=194&hovw=259&tx=122&ty=110&sig=102701469448364037647&page=1&tbnh=121&tbnw=161&start=0&ndsp=32&ved=1t:429,r:4,s:0,i: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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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禁  (Curfew) 
 

所有学生都会有门禁规定（即晚上什么时间要回家）， 门禁有两个，一个是

用于平时的，一个是用于周末的。 很多家长用学生的年级作为周末门禁时间

的参照，比如 10年级是晚上 10点，11年级是晚上 11点。 大多学生在非周末

期间都会早些回家，因为他们需要完成作业并花时间和家人相处。 

 

 
 

寄宿家庭和学生的联络  (Communicating: Host Parents and Students) 
 

学生需要告诉寄宿家庭他们去哪里，和谁在一起并且要按照门禁规定的时间回

家，学生也需要把朋友的名字和联系电话告诉寄宿家庭。 

 

 
 
礼貌  (Manners) 
 

加拿大人非常重视礼貌，表达感激的方式之一就是要有礼貌。当你的住家父母

为你煮饭，为你做事，带你外出时说声谢谢。如果家里有小孩，你要和小孩打

招呼表示你对他们的兴趣。如果家里来客人，你也需要打招呼尽量与他们聊

天，虽说有时会感到不好意思，你应该时刻记住这是一个家，你要学习适应。 

 

http://www.google.ca/imgres?q=teen+curfew&um=1&hl=en&rlz=1T4ADRA_enCA364CA475&biw=1600&bih=763&tbm=isch&tbnid=YfhVAadYRzLVkM:&imgrefurl=http://parenting.kaboose.com/age-and-stage/teen-conversations-curfews.html&imgurl=http://parenting.kaboose.com/img/guide_curfew_rdax_65.jpg&w=234&h=175&ei=J-Q7UI-NK4joiwKAl4GYDw&zoom=1&iact=hc&vpx=640&vpy=173&dur=766&hovh=140&hovw=187&tx=90&ty=82&sig=102701469448364037647&page=1&tbnh=131&tbnw=175&start=0&ndsp=32&ved=1t:429,r:3,s:0,i: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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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和手机  (Cell Phone) 
 
每个学生都必须有手机电话。一些学生购买基本的通话短信计划，费用比较便

宜， 有的学生申请带流量的计划。 计划的选择取决于你的父母同意为你支付

多少手机费用。如果你的手机不能正常运作或者未按时付费， 你的寄宿家庭会

向国际部汇报，我们会让你即刻修复，否则我们会联系你国内父母。保持手机

畅通不但是联系问题，也是安全问题。你的电话必须是在没有无线网络的情况

下还可以接收电话和短信。 
  

              
 
锁，钥匙／密码和警报系统  (Locks, Keys/Codes and Alarms) 
 

我们要求寄宿家庭提供学生带钥匙或使用密码锁的卧室门锁，寄宿家庭也要提

供大门的钥匙或者密码。请妥善保管大门钥匙，不要借给其它人，不要丢失。

你离开家时必须随时锁好你的卧室，寄宿家庭会有你房间的备用钥匙，以便应

付意外或检查你是否保持房间整洁。如果家里有保全系统，他们会教你如何使

用。 

 

    
 

保持你的房间及周边干净整洁  (Keep Your Room and Areas Tidy) 
 

所有学生都要保持自己的房间干净，没有人为你打扫卫生，如果你有独立的卫

生间，也要清理干净。你的住家父母可能会每周检查你的房间以确保房间是否

干净，衣服是否清洗，物品是否整齐。如果你不能做到，他们会采取一些措施

直到你可以按要求做到。 
 
 

 

http://www.google.ca/imgres?imgurl=http://www.totalcellphonerepair.com/wp-content/uploads/2012/12/phones.png&imgrefurl=http://www.totalcellphonerepair.com/&h=217&w=308&tbnid=ckEoZDP6ti3e8M:&zoom=1&docid=RL36fY_QN8QH1M&ei=D36IVeT6LdHZoATzrYSQAg&tbm=isch&ved=0CEEQMygQ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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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Live Streaming) 
 

Facetime、WhatsApp及其它视频软件都是很好的与家人朋友交流的方式，但也

可能成为很大的问题。 学生应该尽量限制与国内家人朋友的在线时间，因为

太多的联系可能会影响与新家庭的结合， 引起思家情绪，使得适应更加困

难。另外与家人朋友视频应该在自己的房间，避免干扰家里其它人。也要注意

视频聊天的时间要合理，一般是早上起床后或晚上睡觉前，学生需要有自己的

电脑或电子设备，不能借用寄宿家庭的。  

 

 
 

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 
 

使用社交媒体时，要尊重寄宿家庭的隐私， 未经他们同意不要把寄宿家庭的

照片发布出去。 

 

 
 
上网时间  (Internet Time) 
 

上网的时间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很多青少年花太多的时间在网上而减少

了学习和活动的时间。 如果你在学校学习成绩不好，不与社会接触，你的寄

宿家庭会过问并限制你的上网时间。学生不应该在过晚或过早上网，这会影响

睡眠和学业，甚至会影响寄宿家庭的休息。如果这个问题长期不能解决，寄宿

家庭会向国际部寄宿家庭协调员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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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车和交通  (Rides and Transportation) 
 

寄宿家庭会提供一些交通便利。你如果需要搭车，要提前与他们协商，因为不

是任何时候他们都方便，特别是如果他们自己家里有小孩的时候。一周两三次

要求搭车算比较合理。如果他们工作而且有小孩，他们可能不能送你到学校。

大多数家庭都住在离学校 3公里以内可以走路到学校的距离，一些学生因为住

家的位置不在学校范围内，他们会乘校车去学校。在少数情况下，因为居住的

地方和距离原因，我们会提供公交卡， 如果是学生自己选择要坐公交车，则

应该自己购买公交卡。 

 

 
 

参加活动，外出，旅游许可  (Permission for Activities, Outings and Travel) 
 

任何活动、旅游的许可都必须来自寄宿家庭和／或国际部。有时你的寄宿家庭

需要联系你的国内父母征得他们的同意。你在我们这里就读期间，国内的父母

没有权利做决定，因为国内的家长不一定了解这里可能的风险及我们的要求。 

 

 
 
外出  (Outings) 
 

学生来到加拿大是为了体验文化和学习知识，因此寄宿家庭有时会带你到一些

感兴趣的地方。国际部也要求寄宿家庭至少每个月要安排一次外出活动。 你

可以和家里聊聊你的兴趣，讨论什么时间合适你们一起出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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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往返的旅游  (Day Travel) 
 

菲莎河谷区： 很多同学有朋友在菲莎河谷地区学习，因此如果寄宿家庭同

意，学生可以到 Chilliwack、Langley、Surrey、Mission 一日游，但你要提

供与谁一起，目的地在哪里并要保持电话畅通。 

 

温哥华地区： 未有成年人陪同的情况下，学生年龄在 15岁以上才可以到温哥

华当天往返，15岁以下的学生为安全起见要有成年人陪同。 

 

如果没有成年人陪同，温哥华以外的当天旅游是不许可的。 

 

 

 
 

过夜旅游  (Overnights (sleepovers)) 
 

如果你要到朋友家过夜，你的寄宿家庭需要知道对方父母的名字、电话、地址

以便确认是否合适。 

 

亚博斯福以外的地方过夜   (Overnight outside of Abbotsford) 
如果你要到亚博斯福以外的地方过夜，你必须有寄宿父母和国内父母的许可。

住家父母需要核实信息后联系你的国内父母，同时要与负责你过夜的成年人联

系。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你要留出足够的时间让他们与你国内的父

母通过电子邮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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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前往美国旅游  (United States (U.S.) Travel) 
 

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到美国旅游，根据所来自国家的不同，有的学生需要签

证。在这里长期就读的学生可以在抵达加拿大後办理美国签证。他們可以直接

在網上辦理，如獲准申請，學生將被要求與美国驻溫哥華使馆移民官預約面

談,流程約需四到六周。如果学生要赴美国旅游，学生本国父母需要通过电邮

详细描述你的日期及行程，你的国内父母需要为你购买国际旅游保险或美国当

地医疗保险。 

 

 
 
父母和家人来访  (Visiting Parents and/or Family Members) 
 

国际部学区寄宿家庭是在学生上学的期间为学生安排的，如果家长来访，请寄

宿本地酒店。  

 

 
 

运动队及其他组织的活动  (Sports Teams and Organized Activities) 
 

如果你想参加运动队，请在到达后通过学校联络。一些学生注册参加社区的舞

蹈、游泳、滑冰、艺术课程，但国际学生不能注册社区的冰球、足球、垒球，

因为这些活动的交通和时间投入远超过我们对寄宿家庭的要求。  

  

http://www.google.ca/imgres?q=peace+arch+border&start=73&num=10&hl=en&safe=active&biw=1600&bih=763&tbm=isch&tbnid=9v2CLRLpbxgIIM:&imgrefurl=http://tinglingtastebuds.blogspot.com/2009_06_01_archive.html&docid=J8PDgMd4agdIPM&imgurl=http://1.bp.blogspot.com/_SXEOKduk4gs/SkLaijpmd6I/AAAAAAAABmE/RaCI0_3Qf0c/s400/peace%2Barch.jpg&w=400&h=300&ei=Gp0uUJPOKbDoiALMlYGIAg&zoom=1&iact=hc&vpx=719&vpy=363&dur=28&hovh=194&hovw=259&tx=119&ty=63&sig=114177027800639591601&page=3&tbnh=138&tbnw=186&ndsp=40&ved=1t:429,r:12,s:73,i: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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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险活动  (High Risk Activities) 
 

对于任何有高风险的活动，寄宿家庭必须通过 email从学生国内家长那里收到

书面许可，即使国内家长口头对你说可以，你也不会自动得到批准的。国内家

长没有办法真正了解这里的一些风险和国际部的要求。 

冬季运动、登山及一些其它被认为是高风险的活动，都需要书面许可。高风险

活动也包括滑雪、管道滑雪、滑板、翻船、划浆、跳跳床（个人和公园）、碰

车 、划船、攀岩（户外）。如果到温哥华以外的地方旅游，寄宿家庭会把高

风险免责申请表格发给你国内的父母让他们签字。  

 

 
 
医疗保险  (Medical Coverage) 
 

所有国际留学生都会根据你在亚博斯福就读时间的长短，有 Guard.me 和／或

BC省的 MSP医疗卡。  

 

在入学介绍会上，你会收到关于医疗保险的信息，如果你需要就医，你的寄宿

家庭会协助你。 

 

 
用药政策  (Medications) 
 

本学区国际部门有一套用药政策,如果你长期服用药物,你应该在申请书上明确

报告。如果你在到达这里后需要使用处方药，必须经过国际部批准，药品应该

保留在寄宿父母那里。 如果你的国内父母给你带了非处方药，你应该让寄宿

家庭知道并且存放在安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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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卫生  (Hygiene) 
 

个人卫生对于加拿大人来说非常重要。由于你将很接近其它人，如果你保持良

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你的寄宿家庭会很赞赏。你应该每天洗澡、洗头、刷牙、经

常换洗衣服，包括外套和外衣，他们会建议你多长时间更换清洗衣服，必要时

你也要考虑使用腋下除味产品避免体味。如果使用香水类产品，不要使用太多

因为有可能会影响家里其它成员，有的人可能会对此过敏。 

 

 
 

卫生间  (Bathrooms) 
  

这里的卫生间可能与你自己国家的卫生间有所不同，有些学生不好意思询问相

关的使用问题。以下的信息会给你一些帮助： 

 

 
 

马桶 Toilet： 所有固体和液体排泄物都可以冲掉。在马桶后面的水箱有一定量

的水，也就是说如果马桶里东西太多不一定能完全冲掉。有些国家的卫生间马

桶不可扔卫生纸，但这里的是可以的。你也要注意每次里面不要仍太多手纸，

有时需要冲两次才能冲干净。除了身体排泄物和卫生纸，其它东西都要扔到垃

圾桶。用过的卫生巾要用卫生纸包好仍到垃圾桶。 如果垃圾桶满了就要把垃圾

扔到外面的大垃圾桶。如果你让马桶堵塞造成水溢出来甚至流到地板，必须清

理干净或者及时通知家中成年人。如果造成对地板或周边设施损坏，你将承担

相关修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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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揣子 Plunger：皮揣子是一个用来通畅堵塞的马桶和洗脸池管道的。马桶堵

塞了会很糟糕，如果溢水太多就要先把水盛到桶里，将皮揣子伸进马桶底部将

气吸出，然后连续进行 20秒左右，快速上下移动以便通开堵塞。如果这种方

法仍不能解决问题，请不要按冲水扭去冲洗厕所，大约需要等待 10分钟后再

用同样的方法尝试。你可以在 you-tube 上搜索观看马桶疏通方法。如果有水

流出，一定要清理干净，否则会造成地板和周围东西损坏。 

 

 

 
 

淋浴 Showers：很多学生习惯居住在有无限使用热水的家里，加拿大的房子配

有自己的热水器，体积比一个人小（如上图）如果你与其它家人合用卫生间，

把洗澡时间安排好避免与其他人时间冲突。加拿大人一般每天洗一次澡，节约

用水，如果使用过多的热水要考虑可能会影响其他人用水。洗澡时间不应该超

过 10分钟。洗澡间有浴帘或浴门，如果是浴帘，每次要记得把浴帘放到浴缸

里面，避免水流到外面。如果水溅到外面，要立即收拾干净避免造成地面损

坏。 

 
 

清理 Clean Up：每次洗完澡都要把浴室清理干净，擦干台面和地面，脸盆里不

能有残留牙膏，要把厕所冲干净，如果做不到这些会影响其他人使用。请记

住，在加拿大没有人为你打扫卫生。 

 

 
取暖，用电，用水  (Heat, Electricity and Water) 
 

加拿大的气候并不炎热，由于能源费用很高，所以加拿大家庭通常室内温度不

会高于 70－71华氏（20摄氏度）。在冬天，大多数加拿大人即使是在家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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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穿毛衫，袜子，拖鞋。如果你感到冷，第一件事是要多穿点衣服，晚上多盖

点被子。如果你仍然感到冷，请和你的寄宿家庭商量。  

 

 

 

 
 

饮酒和吸毒  (Alcohol and Drugs) 
 

19岁以下喝酒和吸食大麻或毒品是不合法的，即使在你自己的国家这个年龄可

能是容许饮酒的。虽然加拿大的大麻已经合法化，但在你就读亚博斯福学区期

间，任何喝酒吸大麻或毒品都是不允许的。我们总是多次重复强调学生要对自

己负责，遵守法律，遗憾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任何喝酒吸毒的学生

都有可能会被开除，这种情况下你的父母将得不到任何退款，你的学业也将受

到终止，因此请谨慎行事，要考虑其后果。 

 
亚博斯福学区对酒精和毒品采取零容忍政策，依据国际生合约的规定，学生绝对不得

买卖、持有或使用上述违禁品，任何学生牵涉相关行为或活动，都会立即被开除学

籍。 

 

 
 

吸烟和吸电子烟  (Smoking and vaping) 
 

19岁以下购买烟及电子烟产品是不合法的。加拿大人很不能容忍吸烟者。极少

数的寄宿家庭家里有吸烟者，因此如果你在寄宿期间吸烟或吸电子烟产品，你

可能需要自己寻找容许吸烟者的私人寄宿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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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性和不恰当的行为  (Disruptive and/or Inappropriate Behaviour) 
 

我们期望每个学生在寄宿家庭、学校、社区都可以做到尊敬别人，遵守纪律。 

 

 

 

 
寄宿家庭付款  (Homestay Payments) 

 

大多数母国父母都使用国际部办公室提供的直接付款服务, 国际部会按月汇入

寄宿家庭的帐户。个别学生和家长选择自己直接支付寄宿家庭，因此学生家长

或代理必须确保在每月 1号或之前支付费用给寄宿家庭。未经寄宿家庭协调员

同意，寄宿家庭是不能向学生收取其它费用的，如果有人要求你多交费用，你

应该向你的国际老师汇报澄清。 

 

 
 

银行账户  (Bank Accounts ) 
 

如果学生需要，寄宿家庭会协助你去银行开通银行账户。 许多学生都有银行

卡，国内父母把钱打到银行卡，以便学生可以直接使用。   

 

        
现金  (Cash) 
 

学生不应该携带大量现金，也不应该把现金放在房间里。你可以使用银行卡，

可以在需要时提取现金。携带大量现金对于你自己和寄宿家庭都是一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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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物品保险  (Insurance for Personal Belongings) 
 

在很多情况下，寄宿家庭的家居保险不包含学生个人财物丢失、损坏，或被

偷。寄宿家庭应该与学生讨论这个问题。而学生如果个人物品价值高，要跟你

的国内父母商量一下是否需要购买个人物品保险。 

 
 

预算  (Budgeting) 
 

很多学生不会预算自己的花销，因为之前都是父母替他们做的。请清楚你每月

用于学校用品、个人用品、电话费、娱乐的合理花销。如果你花很多钱购物而

没有钱购买必需品，我们会通知你的国内父母。除了吃饭是寄宿家庭负责外，

其它费用都由你个人支付，你的寄宿家庭有时可能会额外支付一些费用，但这

完全取决于他们，除了住所和饭之外他们不负责支付其它费用 

 

 
 

不容许做的事情  (No in Homestay) 
 

在亚博斯福就读期间，你不可以做收费打工，不可以养自己的宠物，不可以帮

寄宿家庭看孩子，也不可以骑摩托。 

 

 
 

适应困难  (Trouble Coping) 
 

有些学生在远离家人和朋友朋友时，会有适应问题，学校生活对于青少年来说

可能会成为问题。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会指导你去合适的机构咨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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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不适  (Feeling Uncomfortable?) 
 

如果在学校、社区、寄宿家庭发生任何事情令你感到害怕或不舒服，请告诉周

边的人，可能是你的朋友、任何国际部的员工、老师或父母。国际部有 24小

时紧急联络电话，火警和报警电话是 911。 

 

 
 

国际部的支持  (Program Support) 
 

亚博斯福教育局国际部配备有全省最高的“工作人员－学生”比例，我们与寄

宿家庭、学校、教导员、国际老师(ISL)、办公室职员、教育局领导同心协

力，为学生提供社交和学业方面最好的服务，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都会得到我

们的支持和帮助。 

 

 
 

学校见 
See You at School 
 

感谢你阅读这个指南，这些信息会帮助你适应和成功的居住在学区寄宿家庭。

我会在开学的介绍会上与你们见面，开学后的几个星期我会到学校里与新生见

面了解情况，如果你有问题，可以在我日常访问学校时咨询，你也可以通过国

际老师(ISL)联系我或者直接联系我。咱们学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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