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寄宿提供者

条款与条件
这些条款与条件管理你与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教育部）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ervices
（IES,国际教育服务处）冠名 South Australian Government Schools （南澳州政府学校）之间
的关系。你申请提供家庭寄宿的资格就意味着同意接受这些条款与条件的约束。你有责任确
保任何住在你家的人或在你家过夜的人都明白这些条款与条件以及他们在条款与条件下的义
务。
这些条款与条件必须与你在家庭寄宿申请表中提供的信息、我们拜访寄宿家庭时提供的信息、
Homestay Family Handbook（寄宿家庭手册）中提供的信息以及我们提供的其它信息一起阅
读。

1. 住宿
a)

你的家
你必须向学生提供的住宿和便利条件包括:
• 干净的、配有适当家具、暖和/凉快的家和卧房
• 一个能够鼓励学生作为一名家庭成员体验生活的安全、友好的环境
• 学习便利条件，包括书桌、椅子和充分的照明（学生卧房里要有自然光线）
• 厨房、卫生间和洗衣房
• 一日三餐、合理提供点心（饮食要有营养并符合学生的饮食、医疗及文化需要）
• 家用电器设备符合有关安全标准的政府法规要求
• 介绍内部家庭环境、如何使用电器设备和保安系统–这必须包括有关进出和使
用共用设施的家规和安全规则，比如使用游泳池、互联网（包括在寄宿费中）、
电话、吃饭时间、访客和睡觉时间
• 简单的书面资料帮助学生记住家规
• 学生进入家庭寄宿住宅所需的钥匙、警报代码或密码。
如果你拟对你的住家做实质性调整（比如装修或搬家），你必须尽可能提前书面通
知我们。

b)

检查
如果接到通知（至少提前 14 天），你必须让我们检查你的家。万一出现紧急状况或
突发事件，你必须让我们工作人员立即检查你的家。

c)

其他居民
你必须向我们提供你家所有居民的最新资料，包括短期居民，你家有人搬进或搬出
之前你必须尽可能提前通知我们。同一时间在你家寄宿的学生不得超过三名。
为了接待寄宿学生，你必须确保住在家里或在家里过夜的所有超过 18 岁的人都通过
Working With Children Check（WWCC，儿童工作安全检查 – 之前称 Child Related
Employment Screening）。

要维持提供家庭寄宿的资格，你和住在家里的其他人需要在到期前更新 WWCC。如
果没有更新 WWCC，需要为你的国际学生另行安排住宿，你将失去提供家庭寄宿的
资格。
d)

寄宿费
参加高中常规留学项目（1-5 年）的学生应该直接向你支付寄宿费。参加短期留学项
目（1-4 个学期）的学生的寄宿费由我们代管，就是说每两周会直接往你的银行账户
转账。
家庭寄宿项目并不是为了让家庭创收，每周寄宿费用于支付接待寄宿学生而产生的
相关费用。
你永远不得要求提前支付超过两周的寄宿费。
你永远不得向一名国际学生借钱。
万一多付了寄宿费（即出现管理上的错误或因为学生提前离开你家而多付了钱），
你可能需要向我们退款。我们会用电子邮件发一份寄宿费多付通知，发出这份通知
后 14 天之内应该退回所有多付的寄宿费。

2. 谨慎职责、行为和表现
a)

谨慎职责
你必须确保在任何时候都要照看好你的学生。学生的年龄和成熟程度不同，需要监
管的程度也不同。你必须：
• 在校外时间里担负起对学生的责任，并给予适合学生年龄的监管，就像对父母
合理期望的一样；
• 在需要时或要求时给予适合学生年龄的呵护、支持和协助；
• 支持学生的学习；
• 如果怀疑学生受到虐待及/或忽视，做出反应并向学校/我们汇报；
• 确保家庭成员和访客尊重你的学生
• 遵守涉及未成年人的约束酗酒、吸毒和吸烟的法规，遵守安全法规以及普遍认
可的社交原则
• 确保学生不会接触到被认为与其年龄不符的书籍、网站、电影或其它材料
• 监控学生的社交和娱乐活动
• 确保学生不会在没有经过我们和学校批准的情况下搬进或搬出你的家
• 只有在学校/我们事先书面批准的情况下才允许你的学生在外过夜或从事非常规
的旅行或活动
• 不要让你的学生过夜时没有人监管
• 如果你要在家外面过夜，安排合适的人（必须有现行的 WWCC 和我们的批准）
住进来提供照顾，或告诉我们，以确保做好合适的照顾安排
• 如果你家里成人监管的情况发生变化、与你当初申请时的情况不同（哪怕是临
时变化），比如其中一位寄宿家庭的家长搬出这个家，告诉我们
• 如果你的健康或身体能力出现变化、有可能影响到你照顾家中学生的能力，告
诉我们
• 永远不要让你的学生看管幼童，即便是一会也不行
• 如果你担心学生的健康安全，立即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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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学生条款与条件
我们要求你的学生遵守为学生制定的条款与条件。如果你怀疑或意识到你的学生违
反了学生条款与条件（比如喝酒、使用毒品、违反学生旅行规定、违法学生签证规
定），你必须立即告诉我们。

c)

你、你的居民和你的访客的行为
你必须确保你家里每个人的行为方式在第三者看来都是恰当的（比如，不要把他们
置于容易受到指责做错事的境地），比如你可以确保：
• 你的学生不会独自与你或另一个人（比如另一个孩子）在一个关着门的卧房里
或卫生间里
• 不允许你的学生接触到酒，你或你的客人不会主动请他们喝酒。
我明白如果我本人或我的家人出现以下情况，我有责任立即通知 IES：
• 受到行为不轨的指控
• 因刑事犯罪受到举报、受到调查或受到拘捕
• 受到刑事犯罪指控或被定罪。

d)

行为管理
如果你遇到了一个行为管理问题、无法与你的学生通过非正式渠道解决，你必须告
诉学校/我们。我们有各种应对学生行为不良问题的策略。严重情况下，学生参加家
庭寄宿项目的资格或他们的学籍会被取消。你永远不得让学生受到体罚或辱骂。

e)

你退出
如果你家里没有学生，你可以随时从家庭寄宿项目中退出，只要提前两周书面通知
我们即可。如果你家里有学生，你也可以随时从家庭寄宿项目中退出，不过需要提
前四周书面通知我们。如果学生直接支付寄宿费，未用完的寄宿费必须退还给学生。

f)

撤销接待批准
如果你不遵守这些条款与条件，我们会联系你解释你必须如何解决问题。直到解决
问题之前我们可能会暂时撤销对你提供家庭寄宿的批准。如果我们暂时撤销对你提
供家庭寄宿的批准，我们会把你的学生迁出你家。在暂时撤销对你提供家庭寄宿的
批准这段时间内，你没有权利收取寄宿费；在此期间已经支付给你的寄宿费必须作
为多付费用退还给我们。

g)

取消资格
以下情况我们可以立即取消你提供家庭寄宿的资格：
• 你没有按通知要求对违约进行补救
• 你重复违约
• 你犯有实质性违约
• 你犯有无法补救的违约
• 或者我们怀疑或意识到你的学生有受到伤害的风险（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不经
过调查指控或问题真相就采取行动）。
如果你没有违反本协议，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不附理由取消你提供家庭寄宿的资
格：
• 如果你家里没有学生，至少提前两周书面通知；如果你家里有学生，至少提前
四周书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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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把学生迁到一个新的寄宿家庭
a) 由我们迁移学生

如果学生、其亲生父母或学校提出要求且要求恰当，我们可以把学生迁出你家；如
果我们认为存在应该采取紧急行动的状况，我们可以不提前通知便立刻把学生迁出
你家。应该采取紧急行动的状况包括：
• 如果我们怀疑或意识到你的学生有受到伤害的风险（无需调查指控或问题真相）
• 如果出现违约情况
• 如果你没有确保你在我们这里的资料是正确的、完整的和最新的资料
• 出现紧急状况或突发事件。
b) 在你的要求下迁移学生

如果你因某种原因不能或不愿接待你的学生，你必须尽快告诉我们。如果你能接待、
但不愿再接待你的寄宿学生，你可以至少提前四周通知我们把你的学生临时或永久
性迁出。一旦找到合适的匹配家庭，我们将尽快把你的学生迁到另一个家庭。

4. 安全和医疗
a) 医疗

你必须协助你的学生出席常规的医疗、牙科或其它与健康相关的预约。
b) 安全

你必须：
• 如果你怀疑或意识到你的学生受到伤害或有受到伤害的风险，立刻拨打我们 24
小时紧急联系电话 0401123205
• 如果你的学生告诉你他们或参加我们家庭寄宿项目的任何学生受到伤害或有受
到伤害的风险，立刻告诉我们
• 如果你怀疑或意识到你的学生从事不得体的或非法的性活动或有从事不得体的
或非法的性活动的风险，立刻告诉我们。
c) 紧急状况

如果出现紧急状况，你必须：
• 拨 000 要救护车（医疗紧急状况）
• 拨 000 要警察协助（其它紧急状况）
• 立刻告诉我们。

5. 学生旅行和活动
a) 学生旅行

你的学生在参加他们的项目期间可以旅行，只要旅行安排符合学生旅行规定即可。
请注意， 学生签证条件不允许学生在开学期间旅行。除非学生办完了相关书面手续
（资料由其学校提供），你不得让你的学生旅行。家庭寄宿提供者也必须在同意书
上签字。
b) 开车

你不得让你的学生：
• 作为乘客坐在学习驾驶员（L-plates）开的车子里
4

•

在没有其父母和我们书面允许的情况下作为乘客坐在持临时驾照的驾驶员（Pplates）开的车子里。

只有在以下情况一名学生才能开车：
• 持南澳州驾照
• 车辆登记在学生、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名下
• 车辆有保护过失驾驶员的综合保险
• 获得寄宿家庭、学生的学校和亲生父母的批准。
在亲生父母允许的情况下，学生可以持南澳州学习驾照跟一名专业驾驶教练学开车。
除非车辆经过登记、适合上路、得到妥善维护而且办理了充分的保险（以防造成财
产损坏和人员伤亡），否则你不得让你的学生坐在未满足这些条件的车子里。
c) 游泳

请注意，不管年纪多大，学生从事水上运动的风险都很高。你必须要特别小心，确
保密切监控家庭游泳池、海滩及其它水域周围的情况。

6. 信息和沟通
a) 和你的学生沟通

如果你需要与你的学生进行沟通的帮助，你应该联系学校/我们寻求帮助。
b) 和我们沟通

你必须：
• 定期和学校及我们联络，讨论家庭寄宿安置及学生安康方面的事宜
• 做出合理的努力参加我们安排的有关家庭寄宿项目的迎新活动、会议和信息发
布会。
c) 学校

你必须：
• 第一天开学带你的学生去学校
• 开学期间协助你的学生每天按时上学
• 学生会晚到或缺席的话通知国际学生项目主任
• 如果你担心你的学生在学校的考勤问题或学习表现（包括，比如你的学生因为
打零工而出现学习上的困难），告诉学校
• 协助你的学生参加学校安排或推荐的课外活动。
d) 信息收集和隐私保护

你必须确保你在我们这里的资料是正确的、完整的和最新的资料。如果你当初申请
时向我们提供的信息有变化，你必须告诉我们。
你在申请成为一个寄宿家庭时我们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我们记录、使用和披露你
的个人资料是为了审理你的申请、维持一个获得批准及未获得批准的家庭寄宿提供
者的登记册、管理本协议中的事项、管理家庭寄宿项目、满足澳大利亚及南澳州法
律、政策和规定的要求。记录资料根据「1997 年州记录资料法」的规定进行留存和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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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名学生被安排到你家时，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将：
• 提供给教育中介及/或海外家庭（有可能附上你家人和你家的照片）
• 提供给学生即将就读的南澳州政府学校
• 提供给 Department for Home Affairs（内务部），如果学生持学生签证。
另外，我们之间、和你的学生、学生父母及教育中介（如有）之间还有经常性的信
息（包括个人资料）沟通和交换。如果你的学生搬进或搬出你的家，你的姓名、地
址和联系方式可能需要提供给其他寄宿家庭。
e) 学生的隐私

你必须尊重学生的隐私，这包括确保你的学生要有在其卧房、卫生间和厕所里的隐
私（比如，进门前所有人都要先敲门并征得同意）。
接触你学生的个人资料受信息隐私法规的制约。你不得记录、使用或披露你学生的
个人资料，除非：
• 要满足本协议的要求
• 要与学校工作人员交流你学生的学习或生活情况
• 法律要求或授权
• 有你的学生或其父母的授权（比如在给你的学生拍照及分享他们的照片之前你
应该先征得同意）。
f)

纠纷
万一你和你的学生之间出现无法调和的争执，你必须尽快联系学校的国际学生项目
主任来解决问题。你还必须：
• 确保学生有我们 24 小时紧急联系电话并携带我们办公室提供的紧急联系卡，卡
上有寄宿家庭的联系方式
• 如果学生给住家或家里的设施造成了损坏，在 48 小时之内联系我们和国际学生
项目主任。

7. 普通条款
a) 不保证

我们不保证我们会把学生安排在你家住或学生在参加我们项目期间都会住在你家。
b) 遵守法律

你必须遵守与你在本协议下的义务相关的所有法律、标准或准则。你有责任确保遵
守有可能影响到你接待寄宿学生或受其影响的所有其它规定，比如 Centrelink、
Australian Taxation Office（澳大利亚税务局）的规定、地方政府的要求、建筑规定等。
c) 家庭寄宿提供者条款与条件的更改

我们可以不时修改这些家庭寄宿提供者条款与条件，修改内容对所有家庭寄宿提供
者都一样。在修改内容生效之前我们至少会提前三个月向你发通知。修改内容生效
后你继续参加家庭寄宿项目即表示你同意接受这些修改内容。如果你不同意接受这
些修改内容，你可以在修改内容生效之前退出家庭寄宿项目。
d) 保险

你的房屋和室内财产保险可能不包括你家里的学生，请和你的保险公司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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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寄宿家庭手册

一旦你获准接待寄宿学生，你会收到一份最新的 Homestay Family Handbook（寄宿
家庭手册）。你必须确保把这份文件放在随手可及之处，以便在需要了解信息、建
议和联系方式时可以参考这份文件。

f)

同意做宣传
你和学校或我们分享的任何图片/录像有可能用于宣传本项目的宣传目的。在学生报
名上学时，父母/法定监护人同意让他们孩子参加任何录音/录像/拍照。如果没有同
意，寄宿家庭会接到通知。没有同意的话请不要分享任何图片。

8. 定义
本条款与条件采用以下定义：
“学生”是指在南澳州一所公校上学的国际学生。
“South Australian Government Schools（南澳州政府学校）”是指经过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ervices（国际教育服务处）鉴定有资格招收国际学生的公校。
“我们”是指南澳州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教育部）国际教育服务处。
“你”是指家庭寄宿申请表上写明的申请人。
“国际学生项目主任”是专门接受过训练的学校职工，负责监控和照顾在本校上学的国
际学生。

批准日期：2020 年 5 月 5 日

批准人：国际教育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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