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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三角洲学区

我代表国际处全体员工向即将来到三角洲学区的同学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你将会在加拿大

开始一段激动人心的旅程，我们为能够支持到你而感到高兴。

我们准备了这本手册来帮助你适应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请仔细阅读并熟悉里面的内容。

我们还有诸多工作人员在你的生活上和在学校里为你提供帮助。

我们希望你在为理想和目标奋斗的同时，在三角洲有一个愉快的经历并获得宝贵的友谊和

人生经验。你的成功由你把握，所以大胆的用你独有的方式来珍惜这个美好的机会。 

致敬

Karen Symonds 
教育局国际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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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联系方式

寄宿家庭协调员: 
寄宿家庭和学生都会得到寄宿家庭协调员的支持和帮助。生活上你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

联系寄宿家庭协调员。如果在学校遇到了问题，请联系你所在学校的国际学生协调员（联

系方式请看下一页）。在问题出现的时候，寄宿家庭协调员负责做寄宿家庭、学生、和中

介（如有）的调解工作，这样的调解通常会通过各方到场开会的形式进行。

寄宿家庭协调员工作时间: 
寄宿家庭协调员的办公室位于教育局办公楼里，地址是 4585 Harvest Drive，Delta. 办公时

间为每周一到周五，上午 8:30 至下午 4:00。如有特殊或紧急情况，寄宿家庭或学生也可

以通过手机联系她们。教育局国际处办公室位于教育局办公楼一楼正门大堂左前方。

地区 寄宿家庭协调员  电话  邮箱__________________ 
Manager Brent Gibson 604-952-5075 bgibson@GoDelta.ca
Ladner Teri Gallant 604-952-5399 tgallant@GoDelta.ca

North Delta Tania Hope 604-952-5396 thope@GoDelta.ca
(负责该地区内的以下几所中小学：North Delta Secondary, Delview, Sands and feeder 
Elementary schools) 

Tsawwassen  Gillian Patrick 604-952-5385 gpatrick@GoDelta.ca

North Delta Michele Ramsden 604-952-5352 mramsden@GoDelta.ca
(负责该地区内的以下几所中小学：Seaquam, Burnsview, and feeder Elementary schools) 

如在办公时间以外遇到紧急或特殊情况需要联系我们时，请拨打住家协调员或者教育局国

际处主任 Karen Symonds 的手机。手机号如下： 
Brent Gibson- 604-319-0493 (Manager)
Teri Gallant –  604-319-2575
Tania Hope –  604-612-1465
Gillian Patrick –  604-612-4020
Michele Ramsden  604-329-0373
Karen Symonds –  604-396-6862

邮件只有在办公室时间内才能回复。 

*请将上述电话号码输入你的手机以便遇到紧急情况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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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部各中学联系方式

学校 国际学生协调员 电话 邮箱
Burnsview Secondary (BU) Ivana Trinka 604-594-0491 itrinka@deltaschools.ca
Delta Secondary (DE) Jinny Lalonde 604-946-4194 jlalonde@deltaschools.ca
Delview Secondary (DL) Mark Pocock 604-594-5491 mpcock@deltaschools.ca
North Delta Secondary (ND) Stephen Platzer 604-596-7471
Sands Secondary (SA) Emily Lee 604-594-3474 elee@deltaschools.ca
Seaquam Secondary (SE) Wendy Yamazaki 604-591-6166
South Delta Secondary (SD) Sandra Adamson 604-943-7407

wyamazaki@deltaschools.ca 
sadamson@deltaschools.ca

国际部教育局工作人员联系方式

主任 

（兼学生监护人）
Karen Symonds 604-952-5372

604-396-6862(⼿机)
ksymonds@GoDelta.ca 

学区⾏政员 

南部中学⽀持 Claire George 
604-952-5370

604-562 4046 (⼿机)
cgeorge@GoDelta.ca 

学区行政员

北部中学支持 Dean Eichorn 
604-952-5332

778-549-6891 (手机)
deichorn@GoDelta.ca 

Homestay manager Brent Gibson 
604-952-5075

604-319-0493 (cell)
bgibson@GoDelta.ca

学区协调员 

⼩学⽀持 
Kimberley Grimsey 604-952-5366

kgrimsey@GoDelta.ca

市场经理 Israel Aucca 
604-952-5301

604-230-0299(手机)
iaucca@GoDelta.ca

韩国学生支持
Elaine Chu 

604-952-5366
778-988-6069 (手机)

echu@GoDelta.ca 

中国学生支持 Dongmei (Lily) Yang 
604-952-5344

dyang@GoDelta.ca

日本学生支持
Akane Nishikiori 

604-952-5381
604-841-0123(手机)

anishikiori@GoDelta.ca

越南学⽣⽀持 
Tiana Pham 604-952-5392 tpham@GoDelta.ca

财务

寄宿家庭⽀票 
Michelle Lu 

604-952-5327
mlu@GoDelta.ca

⾏政助理 
学⽣注册 Akiko Takao 604-952-5367

atakao@GoDelta.ca

申请处理 Sungmin Kang 604-952-5302 skang@GoDelta.ca

⾏政助理 Harleen Muker hmuker@GoDelta.ca

splatzer@deltaschools.ca

604-952-5366

(手机) 604-790-9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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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四季在三角洲的着装
*请注意: 这些是大致的着装规律，供您在行前准备时作参考。 

三月/四月/五月 
- 毛衣 (抓绒、羊毛、纯棉、等等)
- 戴帽衫、牛仔裤

- 长袖或短袖衫

- 睡衣

- 雨伞

- 太阳眼镜

- 7 – 10 套内衣裤和袜子

六月/七月/八月/九月 
- 短裤、中长裤、裙子

- T 恤衫、薄牛仔裤

- 便于走路的运动鞋

- 游泳衣、遮阳帽、太阳眼镜

- 凉鞋

- 薄毛衣

- 薄戴帽衫

- 7 – 10 套内衣裤和袜子

十月/十一月 
- 防雨外套、雨伞、防寒外套

- 雨靴/防水鞋

- 长袖衫

- 戴帽衫、毛衣

- 牛仔裤、运动裤

- 手套

- 保暖睡衣、拖鞋

- 7 – 10 套内衣裤和袜子

十二月/一月/二月  
- 防寒外套、雨伞

- 牛仔裤、长裤、上衣、戴帽衫

- 保暖帽

- 手套和围巾

- 春秋季节衣服

- 保暖睡衣、拖鞋

- 7 – 10 套内衣裤和袜子

滑雪活动需要准备

- 滑雪裤、滑雪外套、滑雪镜、防水

保暖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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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击

每个人来到一个新的国家都会经历文化冲击这样一个心理适应过程。文化冲击通常有四个

阶段，每个人受到影响的表现都会有所不同。 好的克服文化冲击的方法就是了解每个阶

段，并理解相关的情绪都是正常的。有的学生会因为看到加拿大和自己原来国家的不同，

而且因为每天都需要使用英文而变得沮丧和疲惫。我们希望你知道，几乎所有学生都会经

历这样的感受，而 终都在三角洲获得了美好的经验。 

“蜜月”阶段： 

当学生刚来到加拿大时，一切新的和不同的事物都显得那么的美好和有趣。这个阶段是很

多旅行中的人所经历的，因为他们永远不需要去融入一个新的文化。这个阶段可以短到一

周，也可长达一个月甚至更久。

“忧郁”阶段：

这个阶段你开始意识到你将长期离家在外，而之前让你觉得有趣的文化差异也显得不再轻

松。你可能会感到困惑、孤独、或者感到很大压力。这个阶段还可能会让你觉得疲惫，尤

其是当英语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障碍时。

“过渡”阶段

你必须理解这是 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里，有的学生对加拿大的生活开始产生抱怨或者

变得沮丧。他们不断地将自己原来的文化和现在的差异作比较并开始感叹。不用担心，这

非常正常，关键是要认识到这个阶段里的这些现象并坚持不要放弃。

“融入”阶段 

当学生开始接受和拥护之前让他们感到沮丧的那些文化差异时，文化的挑战和语言的障碍

也就开始平息了。这个阶段里，你会发现现实与你当初的期望其实是吻合的，你感到自

信，并在你的学习和生活圈子里感到轻松。

认识以上几个阶段很重要，当然，同时你也要记住不是每个人都经历每个阶段。有的学生

抵达以后立刻就开始想家。有的学生来了以后从来没有经历过“过渡”阶段的沮丧，很快

就跳到了“融入”阶段。关键是要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并记住，寄宿家庭协调员和学校的

辅导员都会给你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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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窍门 (减少文化冲击的影响) 

 做调查。出国之前尽量多的了解加拿大的文化会降低你抵达以后的紧张情绪。可

以通过互联网或者联系你的寄宿家庭协调员来了解加拿大的文化和生活。

 开放思想 。不要随便作判断或比较。加拿大和你自己的国家是不一样的，这也是

你选择出国留学的其中一个原因。挑战自己去学习不同的做事方法，不要认为不同

的做事方法就是不对的或者不好的。

 积极参与。 如果可以的话，参加学校的俱乐部或者体育队。在社区里活跃起来。

 保持耐心。给你自己一些时间去适应你的新环境，认识新朋友。不要给自己压

力；适应是需要时间的。

 保持活跃。身体上感觉好了，精神上才会感觉好。将运动变成你每天的习惯。

 放松。确保你每天都有时间让大脑休息。学习、说英语、在新的国家里每天接受

新的事物和文化都是需要很多精力的。每天花点时间听听音乐，上上网，或者看看

中文书，让自己放松一下。

 管理好与家的联系。与中国的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是你在海外求学期间很重要

的，也是很有价值的支持。但是，过多的联系可能会适得其反。不要因为与中国的

联系过多而影响了认识新的朋友或者耽误学习。

 保持健康。吃对身体好的食物，避免吃让你觉得吃着舒服的食物。保证足够的睡

眠，并可以考虑摄入维他命营养品。如果生病了，立即去看医生。

 寻求帮助。在三角洲你不是孤立的。如果你感到难过，孤独或者焦虑，与寄宿家

庭协调员或者学校的员工谈谈。

关键的是，记住自己为什么来加拿大！一个新的国家本来就应该是不一样而且是充满挑

战的。如果加拿大和你的国家一样了，你就不会来加拿大留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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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风俗和礼节

加拿大人总的来说随和风趣，我们不会很严肃也不会很容易被得罪。但是，还是有一些习

惯和标准是学生需要注意的。以下都是一些常识，需要大家好好记住：

 进门之前先敲门（在门口等着被邀请进入）；

 进入别人家之前请先脱鞋;
 如果不小心撞到别人了，要说 “excuse me”;
 进入一栋楼或者房间时，如果是你开的门，请护着门以便后面的人进入，即便后面

的是陌生人。

 当你早上起来看到家里人时，要说 “Good Morning” ; 晚上回到房间准备睡觉之前要

说“Good Night” （不要不打招呼就进屋关上门）；

 流鼻涕时要用纸巾清理鼻子。（不要吸鼻涕，因为加拿大人认为那是很不礼貌

的）；

 不要在公共场合打嗝；

 吃东西时不要发出声音，咀嚼食物时将嘴唇合上；

 不要询问成年人的年龄（除非你们已经很熟了）

加拿大人通常都起得早（6–7 点）,晚餐吃得也比较早（大概 6 点），睡觉也早（晚上 10–
11 点）。晚餐通常都在固定的时间吃，一定要尊重吃饭时间，不要迟到。 

卧室房门通常都是开着的，除非有人需要隐私。如果房门是关着的，说明你必须要先敲

门，得到允许或邀请了才进去。如果你总是关着门待在卧室里，加拿人会觉得很奇怪。如

果没有人用洗手间，洗手间的门通常也是开着的。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对你的住家爸爸和住家妈妈要同样的尊重。

加拿大很重视诚实守信，也通常相当直接。如果你做错了什么事，请立即道歉并尝试解决

问题。说话时正视对方的眼睛，在加拿大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正视表现诚实和真诚。

加拿大人在公众场合说话都会比较小声；说话和笑的时候尽量降低音量。打电话时也不要

太大声，因为在加拿大人看来大声讲电话也是很不礼貌的。

加拿大人吃饭时也爱安静（吃东西时不要发出声音）。吃饭时也不要张开嘴，不然也是很

不礼貌的。

加拿大人经常刷牙来清除口气。衣服也不应该有异味，所以要勤换衣。加拿大人至少每天

要洗一次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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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

 
 

 

 
 
 
 

 
 
 

 
 

加拿大人不容忍歧视

你要知道在加拿大社会里不同性别的角色是很重要的。女性和男性在家在外都是平等的，

家务活通常也都是相互分担的。

加拿大是一个开通并多元文化的社会。任何形式的歧视都是不得到容忍的。在加拿大，所

有的人，不管什么种族、民族、性别、宗教、性取向、或者缺陷，大家都有同样的权利。

重要：不管是哪个国家来的，所有学生都应该平等相待。如果有学生欺凌其他学生，将
会立即被开除。 

有礼貌。“Please” 和 “thank you”要常挂嘴边，如果需要帮助或者需要得到别人的注意，要说 
“excuse me” 。当别人在说话时，尤其是老师在讲课时，不要打断别人说话。 

举手并等待老师让你说话是每个教室都有的规矩。

合适的身体接触: 
加拿大人很在乎个人空间，但是有一些身体接触是正常的。当首次见面时，握手是常见的礼

节，拍拍背是常见的用来鼓励或者祝贺的肢体语言。拥抱常用在告别和安慰的时候。

向老师问好：

加拿大人打招呼时通常直呼名字。但是，在教室里，还是要在老师名字前面加上

Mr./Mrs./Ms. 以表示尊重。例如: Mr. Smith. 

课后辅导：

如果你需要家教，请与你的住家协调员联系，她会告诉你应该与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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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家的生活

生活在一个加拿大家庭里，和你想象的差不多。寄宿家庭也是一个家，他们的生活各色各

样，有的有小孩，有的没有小孩，有的是结了婚的，有的是单身的。

暖气和用电：

大部分加拿大的家里都有中央供暖系统。通常白天屋里温度会高一点而晚上温度会低一

点。供暖系统通常都有先进完善的配置，但是加拿大人通常喜欢屋子里比较凉快。如果你

觉得冷，请告诉你的住家，给你多拿条被子。加拿大人在家喜欢穿毛衣和暖拖鞋。

加拿大的供电系统和电源插座和美国的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用 110 伏，60 赫兹。加拿大

人通常都很注意节能，所以当你离开一个房间时请注意将用电设备都关掉，用完任何电器

以后也请将电源断掉。

饮食: 
一个家庭通常每天吃三餐。平时，早餐通常简单快捷。麦片或者面包都是常见的早餐食

物，也都是由自己准备。大多数学生都会有住家准备简单的午餐。通常，晚餐是 丰盛

重要的一顿，因为这个时候大家会在一起吃饭、放松和交流。有的加拿大人很爱一次做很

多吃的以便多顿食用 —— 有时会打包当做第二天的午餐，有的甚至是第二天的晚餐。

请尽量将晚餐当作一个重要的经历，因为它是你与住家沟通和学习生活英语的好机会。

请确保准时回家吃饭。如果你计划和朋友一起外出，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提前告诉你的住家

你不会回去吃饭，请他们不要准备你的晚餐。

加拿大的食物不拘一格。有时，加拿大人会吃意大利餐，有时会吃中餐，有时会吃美式

烧烤，有时会吃英式烤肉。超市里也能买到世界各国的食物。如果你对什么食物过敏或者

你喜欢吃什么，请告诉你的住家。吃饭时通常都是自助的形式，也就是说，桌上摆的饭

菜，你自己盛到盘里吃。

注意：三角洲的自来水很干净，从水龙头接出来是可以直接喝的。大多数加拿大人认为塑

料瓶装的水对身体不好而且不环保。BC 省拥有全世界 纯净的自来水，因为是从山上融

化的冰川水。如果住家接自来水给你喝，请放心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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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间和洗衣房：

大部份加拿大人喜欢在上班或者上学之前洗澡。请和你的住家商量一下什么时候洗澡 合

适，以免大家排队等着使用洗手间。如果你计划在晚上睡前洗澡，尽量在 9 点以前洗好，

以免声音影响到其他家庭成员。加拿大人通常洗澡时间大概 10 分钟。记住加拿大家里的

热水锅炉并不大，如果你洗澡时间过长，可能会将锅炉里的热水用尽。在用了洗手间以

后，请保持它的干净和干爽。将掉落的头发捡起来扔垃圾桶里，以免堵塞下水口。 你进

入洗手间和使用完洗手间以后，洗手间都应该是一样整洁的。

加拿大的马桶下水管容量是很大也很耐用的，厕纸用了以后应该直接丢进马桶里冲下去。

而其他的个人清洁用品用后要扔到垃圾筒里。

加拿大人每天换衣服，也勤洗衣服，大概一周一次。请将脏衣服放到住家给你提供的衣物

筐里。当住家为你洗衣服时，他们会将衣服按颜色和材质分类。加拿大人不像亚洲人那样

每天手洗内衣。大部份加拿大人都要准备至少 7-10 条内裤以便他们在下一次洗衣日前有

足够的干净内裤可以换。请准备足够多的内衣和袜子。

加拿大人很重视隐私 —— 请在进入别人的房间前先敲门然后等待邀请再进入。也请不要

在住家不在家的时候进入他们的房间，因为那是他们的私人空间。

你的隐私也很重要，加拿大家庭也会尊重你的隐私。不过，请注意，寄宿家庭作为家长是

有权利在你离开的时候因为某些原因进入你的房间的（例如打扫）。

多与你的住家相处。不要总是呆在自己房间里甚至把门关上。坐在客厅里看看杂志，和一

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在厨房里帮帮忙，参加家庭聚会，等等。

加拿大家庭生活很休闲。家庭成员时常会开玩笑。家长是要得到尊重的，但与此同时，他

们也很随和而且喜欢说笑。

加拿大人爱宠物，他们对待动物像对待家人一样。甚至有时狗可能会到主人床上睡觉。在

家里不要捉弄或者伤害家里的动物。

记住一些特殊的日子，例如家庭成员的生日，并帮着庆祝。自制或者买一张卡片写上祝福

的话语会帮助增进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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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家庭规则与期望

1. 学生需要遵守以下条款：

 保持卧室与厕所的干净和整洁，请在

使用了厨房以后将厨房打扫干净

 遵守住家或者教育局设定的宵禁时间

 在带朋友或客人回家之前要介绍清楚

客人是谁，并要事先得到住家的同意

 外出之前告知住家父母你要去哪里、

和谁一起、什么时候回家

 尊重住家里的所有家庭成员、他们的

物品以及家里的规矩

 外出的时候确保手机开机并随时能够

被联系到

 不在卧室吃东西或者喝饮料，除非是

得到住家同意的

 如果对住家的物品造成了损坏，请相

应赔偿

 积极参加家庭活动

 如果到低陆平原以外或者离开加拿大

旅游，必须先得到中国家长和寄宿家

庭协调员的同意

 不能将异性带到自己房间

2. 寄宿家庭负责为学生提供:

 干净并且可以得到良好监督的环境

 每周提供干净的床单和毛巾

 一日三餐（早餐、午餐、晚餐）以及

小零食或者点心

 整个房屋和屋内设备的合理使用，以

及使用说明

 合理、符合年龄、并且与教育局规则

一致的家规

 一个单独的卧室，配有床、床上用

品、书桌、台灯、衣柜、斗柜、可摆

放书和学习用具的储物柜或者箱子，

以及可打开的窗户

 网络

 房屋钥匙

 可在家学习的时间和空间

 必要时在学习上的协助

 就学生的学习和考勤问题与学校联

系，必要时参加学校的家长会

 机场的接送

 如果家离学校超过 20 分钟的步行距

离，为学生提供上学和放学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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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里

家庭的融入: 
学生住在寄宿家庭里会被当成家庭成员之一，所以我们鼓励学生积极了解并参与家里所有

的活动。我们也鼓励寄宿家庭在晚餐时间与学生一起吃饭、聊天，一起度过家庭时间。我

们同时也鼓励学生参加社区的活动，例如去公园或者健身中心，社区教会的青年团契，等

等。包括周末，我们也鼓励学生参与家庭的活动。

************************************************************************ 
电话的使用:  
学生可以使用住家里的电话，但是需要自己购买电话卡来拨打长途电话。 

************************************************************************ 
手机的使用: 

 学生在加拿大需要一个手机。寄宿家庭需要在学生外出时或者紧急情况下通过

手机联系到学生。

 手机应该至少有通话和短信的功能。

 当学生外出时应该将手机充满电以便使用。

 学生外出时，必须注意及时接听电话。(请不要关机)

 寄宿家庭应该保存学生的手机号码。

 学生请将国际学生主管的手机号码保存在手机里以便紧急情况时联系：

Karen Symonds – 604-396-6862

************************************************************************ 
电脑的使用: 
寄宿家庭负责为学生提供写作业时或联系家长时的电脑使用。寄宿家庭不负责为学生提供

无限量的电脑或者网络使用，有时寄宿家庭需要明确规定上网的时间和使用电脑的时间。

如果寄宿家庭发现学生不正当使用电脑（不管是内容还是时间），住家都应该通知寄宿家

庭协调员，然后学生家长也会收到通知。如果学生被发现看色情网站，住家可以立即暂停

学生在家中电脑和网络的使用，也有可能不再接待该学生，教育局也有可能开除该学生。 

************************************************************************* 
家务事以及洗衣: 
学生需要保持自己房间的干净。住家可能会叫学生在餐后帮助收拾餐具，将餐具放到洗碗

机里，以及参与家里的一些适合学生年龄的简单家务。 

*************************************************************************** 
看小孩和溜狗: 
任何时候，国际学生都不该对看小孩和溜狗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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宵禁时间

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加拿大家庭睡觉时间相对较早。寄宿家庭父母通常在 10-11 点之间

就会去睡觉。如果你因为晚上要学习而不能在那个时间去睡觉，请在你的房间里保持安静

（考虑到别人已经睡觉了）。在加拿大晚上 9:30 以后打电话给别人都是很不礼貌的，因

为大家都不喜欢在那个时间以后被打扰。

 

 

 
 
 

 

小学学生: 
作为一个经验法则，大部份家庭的宵禁时间是，周日到周四晚上 7-8 点，周五周六晚上

9-10 点。

如果要外出，学生必须: 
 提前得到寄宿家庭的允许（寄宿家庭作为家长有可能会不同意外出的请求）

 告诉寄宿家庭外出的行程和细节

 确保你的手机充满了电

 告诉寄宿家庭你与谁外出，以及与你同行朋友的寄宿家庭的联系方式

 遵守并在宵禁时间之前回到家

 在错过公车或者迟到的情况下，打电话告知寄宿家庭具体情况

高中学生: 
作为一个经验法则，大部份家庭的宵禁时间是，周日到周四晚上 9-9:30 点，周五周六晚

上 10-11 点。 

如果要外出，学生必须: 
 提前得到寄宿家庭的允许（寄宿家庭作为家长有可能会不同意外出的请求）

 告诉寄宿家庭外出的行程和细节

 确保你的手机充满了电

 告诉寄宿家庭你与谁外出，以及与你同行朋友的寄宿家庭的联系方式

 遵守住家要求的宵禁时间并确保在宵禁时间之前回到家

 在错过公车或者迟到的情况下，打电话告知寄宿家庭具体情况

在同学家过夜:  
学生只能在有寄宿家庭或者家长监督的情况下才可以在同学家过夜。你的住家需要给你

同学的住家打电话并确保对方住家允许你去过夜。请提前将你同学住家的联系方式告诉

你的住家以便你的住家联系。请注意，你的住家可以因为某些原因不同意你去同学家过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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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

 
 
 
 
 

 

 
 

 

 

 
 

小学生与朋友出去游玩: 
小学生在课外的行踪对家长而言是很重要的，当你去找朋友玩的时候，你要提前告

诉你的住家你会去哪里、你在哪里、你和什么人在一起的、你什么时候回家。而且

你必须得到住家的同意才能去。通常，如果没有寄宿家庭或者一位负责任的成年人

陪同的话，小学生是不能离开三角洲的。

中学生与朋友出去游玩: 
知道中学生在课外的行踪对家长而言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要去逛商场、去温哥

华、或者去找朋友玩，你都需要提前告诉你的住家你会去哪里、你在哪里、你和什

么人在一起的、你什么时候回家、你朋友的联系方式，并在出发前确保你的手机充

好了电。 

你的寄宿家庭可能会因不同的愿意不同意你外出。请记住，尽管有时你不同意寄宿

家庭的意见，他们在加拿大就像你们的亲生父母一样，他们需要确保你们的安全。 

遵守所有的宵禁时间，如果你不遵守，住家有权限制你外出自由安排的时间。

拜访朋友: 
任何时候如果学生希望带朋友到家里做客，他们都必须先得到寄宿家庭的同意。大部

分寄宿家庭对偶尔的留宿都没有意见，但是学生一定要确保这样的带同学回家不会给

寄宿家庭增添麻烦，请尊重寄宿家庭。加拿大家庭都很好客，但是总会有不方便接待

客人的时候，所以一定要提前向住家询问并得到同意。

本地雪山滑雪一日游: 
如果学生想结伴去本地的雪山滑雪一日游，应该要做好一系列计划：

1. 准备好所有同行学生的手机号、住家电话号码、以及在中国的家长联系方式。

2. 为这一天做好计划 – 去哪座雪山、几点去几点返、乘坐什么交通工具。

3. 计划好当天的联系次数 – 几小时互通一次电话或者短信、下山的时候和回家的路

上与住家保持联系。

4. 学生必须随时保持电话开机并且充好值充满电。

5. 学生需要结伴滑雪 – 不应该独自滑雪。

6. 学生应该有一个见面的计划 – 时间和地点。

7. 如果学生不遵守规矩或寄宿家庭认为出行有任何不妥，寄宿家庭需要联系学生的

监护人。

8. 寄宿家庭需重视学生自发的所有活动，确保学生的出行计划妥当合理。

9. 如果寄宿家庭担心学生可能不足够成熟或不能遵守规矩，住家有权不同意学生出

游。初次滑雪的学生不应该在没有成年人带领的情况下去滑雪，和持牌的滑雪教练

上课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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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家庭费

寄宿家庭费: 
你必须在每个月的第一天向寄宿家庭支付生活费 (每个月 950 加币)。大部份德国学生和

团体留学的学生的生活费都是通过教育局支付。其他学生的生活费都是直接支付给寄宿家

庭。

假期间的收费: (自 2019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 

 

 
 
 

家长拜访: 
寄宿家庭只为学生在读期间提供住所。如果有家长来探访，如果提前告知寄宿家庭，也许

寄宿家庭可以并愿意接待，这时候家长按照每人每晚 35 加币支付。 

 寄宿家庭费用按照每个整月 950 加币计算(或者非整月时，按照每晚 32 加币计算)。  

 学生假期 （正常学年以内 – 学年指的是从9月1日到转年的6月30日）： 

 在正常学年以内，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度假或者缺席，学生都须全额支付寄宿家庭费用。 

 学生度假 （暑期 – 7月1日至8月31日）： 

 在暑期里，如果学生要度假离开寄宿家庭，寄宿家庭费用按照每晚16 加币算。 

 但是，如果暑假期间学生要离开三周或者更长时间，那么学生也可以选择将自己的私人物 

 品打包并将房间空出来（让寄宿家庭用这个房间来接待其他的学生或者用以其他用途）。 

 这种情况下，学生在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学生也可以和住家商量并决 
 定是否在这段时间里将打包好的个人物品存放在地下室或车库，这种情况下，住家可以向 
 学生收取每月50加币的储藏费。 

如果学生在假期间要回国，寄宿家庭为学生提供机场接送。 

家里的损坏: 

如果学生对家里的物品造成了损坏，学生需要立即作出赔偿。如果出现意外，不用担

心，生活中出现意外是很正常的，没有人会因预料之外的事情而责备你。告诉你住家发

生了什么事并道歉，然后他们会考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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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住家

 
 

 
 

 
 
 

更换住家: 
因为文化差异和生活环境的变化，要适应一个新的家庭是需要一段时间

的。因为你刚来到加拿大，你可能很疲惫，对新生活也有很多的紧张。花

点时间来调整自己并与住家沟通你遇到的困难。加拿大人思想豁达，而且

很乐意在你有困难的时候与他们沟通。 

如果过了一段时间你认为你需要换一个寄宿家庭，请联系你的寄宿家庭协

调员或者国际处主任 (Karen Symonds)。如果你遇到了问题，首先你应该考

虑的是这个家庭是否有什么可以改变的，或者解开某些误会。如果 后决

定是要换一个住家，那么我们会让你去拜访几个住家然后让你选择一个你

觉得舒适的。

请注意，如果要换住家，你需要给现在的寄宿家庭至少两周的提前通知。

你也可以立即搬走 (这种情况下，你需要额外支付两周的住家费用)，你也

可以在第一个住家继续住两周，两周以后再搬进新的住家。你的寄宿家庭

协调员会在这个过程中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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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开车: 
国际学生不可以考驾照或者在加拿大开车。

需要过夜的旅游: 
如果学生有计划旅游而且是需要在外过夜的，必须得到教育局的同意并且有 25 岁以上

负责任并愿意承担责任的成年人陪伴才能出行。寄宿家庭必须将学生出行的细节告知教

育局。

搭便车: 
不允许搭便车。

抽烟: 
我们不允许学生抽烟。而且在加拿大，未成年人购买香烟是违法的。

吸毒/喝酒: 
国际学生不允许吸毒或者喝酒。这类违法行为会导致立即被开除并被遣送回国。

访问美国: 
大部分国际学生都需要办理美国签证才能去美国，而且你还需要办理额外的医疗保险。

如果你要离开加拿大，你必须告知教育局国际处主任 Karen Symonds。同时你必须证明

你的出行将会有负责任的成年人监管。你还需要提供父母的书面同意。所以，在你计划

出行时，请告知你的寄宿家庭，并让他们帮助你获得相关的批准。

随旅行团外出或者度假: 
学生不可以随旅行团外出过夜旅游。旅行团不符合成年人监管的条件！你可以和你的寄

宿家庭、你的亲戚或者父母的朋友外出旅游，或者随学校的老师出游。如果你有任何出

游的计划，请事先请教你的寄宿家庭了解是否符合规矩并获得相关的批准。而且你不应

该在上课期间度假或者出游！ 

在加拿大有偿打工: 
加拿大移民局不允许只持有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有偿打工，学生有偿打工将立即被教育

局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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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学习

重要校规: 

1. 学生必须出席所有课堂 --  逃课是绝对不允许的。不良考勤可能会导致被学校开

除。

2. 上课不能迟到。

3. 完成所有作业并按时交作业。

4. 严禁抄袭和作弊。

加拿大教育的特点: 

也许你会发现加拿大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与中国的很不一样。对国际学生而言，认识并

接受你作为学生在加拿大教育局系统里的正确角色是很关键的。以下是加拿大教育系统的

一些特点：

 学生提问题是得到鼓励的。学生应该提出问题来得到答案和解释、挑战信息、或

者延展思路。加拿大教育理念包括，学生要参与互动式的学习；也就是说学生不能

只是被动或者死记硬背的学习。

 师生关系 比起其他很多国家而言较非正式。

 小组作业 是学校对学生培训的重要部分；小组作业重视的是合作、宽容与和解。

 讨论 也常常被用在教学当中。老师希望看到学生能够通过讨论获得启发获得新的

想法和意见，并能够陈述出来获得反馈。讨论式学习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达到相互满

意的理解或者得到对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

 学生不仅仅是在学习知识和信息，也是在学习思维方式，懂得分析，解决问题，并

得出结论。而这个过程中，老师也经常会要求学生表达或者陈述他们是怎么得到这

个答案或者结论的，而并不单单是看答案本身。

 抄袭（将别人的作业或者意见当成自己的交上去，或者抄写别人的作业并作为自

己的作业来陈述都是视为抄袭）是很严重的违纪并可能造成立即被开除!

课外辅导:  如果你需要请一个课外辅导老师，请与你的寄宿家庭协调员联系，她们会帮助

你介绍合格的辅导老师或者补习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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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学习小贴士: 

 不要害怕提问，尤其是你不明白的时候。老师希望学生问他

们问题。确保你明白你的作业都是什么，什么时候交。如果

你没有提问，老师会认为你懂了。通常上课之前和放学以

后，学生都是可以去找老师得到额外帮助的。

 准时上课。 如果你偶尔因合理原因不能准时去上课，你必须

提前告诉学校并讲明原因。如果你缺课，你不仅要提前通知

学校并告知缺课原因，而且需要在第二天去上课时找老师问

清楚你所缺的内容。

 你可能会发现加拿大课堂氛围不很正式。你可能还得自己管

理和运用自己的时间，因为课外的时间很多而对非课堂时

间，老师都不会给你任何的安排。仔细的计划你自己的时

间，平衡好学习时间，练习英语的时间和休息时间。

 按时交所有的作业。如果你不能按时完成你的作业，请在老

师规定交作业的日期之前告诉老师。如果你缺了任何作业、

测验、或考试，找老师商量一个补交或者补考的计划。

 整理笔记。将老师发的资料整理并保存好。

21



 
 
 
 

 
 

 

 
 
 

 

 
 

 
 
 
 

 
 
 
 
 

 
 
 
 

紧急情况和医疗事件

紧急联系卡:	
在你外出的时候，请确保你有紧急联系卡和一些现金。这个联系卡上应该写有你的名字，你

寄宿家庭的名字，地址和他们所有的电话号码。

如果遇到需要找警察、消防员、或者救护车的情况，请拨打 911。 他们的接线员有各国语言

的服务。911 是免费服务。 

医疗/牙医

医疗保险:	
学生抵达加拿大的时候都会得到一张临时的学生医疗保险卡，保险公司叫做 Guard Me，学

生还会得到保险的信息和相关诊所和医院的联系方式。

如果你来这里一年，那么你的医疗保险会在你抵达的 3个月以后换成 BC 省政府医疗保险 
British Colombia Medical Service Plan (BC MSP)。你的 MSP 卡由教育局帮你办好以后会给你

寄到学校，然后它会代替之前的 Guard Me 保险卡。  

牙医保险: 
常规的牙齿护理或者看病都不包括在医疗保险里。但是，如果你的牙齿因为意外事故而损

坏，那便会包括在医疗保险里。如果你需要牙齿的护理或者检查，请告诉你的寄宿家庭，他

们会帮你与牙医预约。 

医疗保健: 
如果生病了，请寻医就诊。可以找寄宿家庭或者学校老师帮助了解诊所的信息和预约的流

程。如果你有严重的疾病或者遇到紧急的医疗事件，请直接去医院，并立即联系 Karen 
Symonds（她的电话是 604-396-6862）, 以及你的寄宿家庭。 

安全: 
不要带很多现金 -- 尤其不要带去学校! 在学校注意保管好你的个人物品。不要将 iPod、钱

包、手提电脑等贵重物品随便乱放。学校的储物柜也不一定完全安全，所以贵重物品 好是

随身带着。不要将你的储物柜锁的密码告诉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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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安全小贴士

在路上: 
 计划路线 -- 清楚知道你要去哪里并告诉相关人你的计划。

 不要走小路或者去黑暗偏僻的地方。

 带着你的身份证明(不要带护照)和少量现金。

 不要接受陌生人向你提供的便车。

 你可以在任何公用电话或者手机上免费拨打 911。
 告诉寄宿家庭和你的朋友你的行踪。

 过马路时要等交通灯提示人行，等所有车辆都停下以后快速过马路 -- 不要横穿马

路。

骑自行车: 
 BC 省法律规定骑自行车时要带安全头盔。

 交通规则不仅适用于机动车同时也适用于自行车，请观察路牌和交通提示。

 不要在人行道或者斑马线上骑车。

 穿戴鲜艳或者反光的衣服和头盔。

 晚上骑车一定要有前灯和后灯。

 将你的自行车锁在自行车架上，建议用 U 型锁。

诈骗/欺诈: 
 不要借钱给陌生人，路上的陌生人有可能会利用你的信任进行诈骗。

 当你买东西的时候，注意看一下收据，确保你支付的金额正确。

 确保购物以后你的银行卡完好归还给你。

 不要随便将你的信用卡或者信用卡信息给别人，除非你已经准备好要用卡付钱。

总结: 
拥抱这段经历! 每个人都总会有快乐、悲伤、紧张、或开怀的时候。 终，你都会拥有你

从来没有想象过可能拥有的新的力量。十年或者几十年以后，当你回头看你的经历时，你

会发现出国留学这个决定是你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你也已经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成为

了全球社会中强大而独立的一员。而我们也为能成为你这段旅程中的一小部分而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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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资源

卑诗省⼉童帮助热线：1-800-663-9122 

- 当 19岁以下儿童或青少年被虐待或忽视时，可以拨打以上号码举报。向⼉童福利

⼯作⼈员报告你的担忧是法律义务。

⼉童帮助电话：1-800-668-6868 

- 咨询及心理健康支持

凯尔蒂心理健康资源中心（www.keltymentalhealth.ca） 

- 咨询及心理健康支持

⼉童及⻘少年⼼理健康诊所（南部） 
            220 - 5000 Bridge Street, Delta, BC 

⼉童及⻘少年⼼理健康诊所（北部） 
            200 - 11861 – 88th Avenue, North Delta, BC 

三⾓洲协助：604 594-3455 (deltassist.com) 

- 个⼈及家庭咨询， ⻘少年⾃杀预防， 酒精及药物咨询

关于焦虑症可下载的应用程序：MindSh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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