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寄宿家庭条款与条件（“条件”) 

1. 寄宿家庭 

本协议从”开始日期”生效，到”预期完成日期”结束，除非根据条款提前终止。 

本协议是在非排他性基础上签订的。 

通用责任 

寄宿家庭提供人必须按照本协议的规定提供寄宿家庭服务，并且必须： 

• 在寄宿期内向学生提供寄宿服务； 

• 为学生提供一个安全、关爱和支持的家庭环境； 

• 遵守所有适用的学校政策和程序（学校将经常通知或提供给寄宿家庭提供人）以及法律； 

• 参加所有强制性培训，以确保了解所有责任和义务； 

• 与学校保持畅通的沟通，并将与学生或寄宿家庭有关的任何问题通知学校代表； 

• 除非事先得到教育与培训部国际教育处的批准，否则在同一时间内不得接待超过三名国际学生； 

• 具备当前符合规定的与儿童一起工作资质（Working with Children Check 简称 WWCC），向

学校代表提供 WWCC 的最新副本，并立即通知学校代表 WWCC 状态的任何变化； 

• 了解寄宿家庭提供人的责任和必要的程序，根据学校的政策，报告所有怀疑因虐待或忽视儿童而

对学生造成伤害的情况；以及 

• 如果在任何时候寄宿家庭提供人不能或可能不能提供部分或全部寄宿家庭服务，无论何种原因，

请立即通知学校代表。  

 

寄宿家庭环境 

寄宿家庭提供人在提供寄宿家庭服务时必须满足以下最低要求： 

• 一个单独的单人房间，供学生单独使用，有床和衣柜； 

• 一个干净整洁的家庭，可以使用公共生活区； 

• 每周七天、每天三顿营养餐，并根据学生的饮食和医疗需要，合理提供零食； 

• 提供家庭用品，如毛巾、亚麻布、毯子、餐具和烹饪用具；  

• 提供厨房、浴室和洗衣房设施； 

• 可合理使用的公用设施，包括煤气、电力、暖气和水； 

• 提供公共生活区的清洁服务； 

• 学习设施，包括书桌、学习灯和书柜； 

• 学生进入寄宿家庭所需的任何钥匙、报警码或密码；以及  

• 确保整个住宅的火灾警报器都正常运作。 



如果寄宿家庭提供人计划对寄宿家庭房屋进行实质性的改变（如装修或搬迁），寄宿家庭提供人必须尽快

提前以书面形式通知学校代表。  

 

寄宿家庭检查 

学校代表（或其提名代表）将进行： 

• 在学生抵达之前进行寄宿家庭评估；以及  

• 在最初的寄宿家庭评估之后，至少每六个月进行一次寄宿家庭探访。 

如有需要，学校代表可更频繁地进行寄宿家庭访问，例如，在发生重大事件后。  

学校代表将在探访寄宿家庭提供人之前，提前不少于两周向寄宿家庭提供人发出书面通知（可以是一个电

话通知，然后再以电子书面信息通知，如短信或电子邮件）。  

寄宿家庭提供人必须在寄宿家庭评估、寄宿家庭探访和学生逗留期间提供诚实、准确和完整的信息。  

同住人和访客 

寄宿家庭提供人必须： 

• 向学校代表提供所有同住人的详细资料，包括姓名、出生日期和地址（如果住宅地址与寄宿家庭

不同）； 

• 确保所有 18岁以上的同住人都具备合规的 WWCC； 

• 向学校代表提供所有 18岁以上同住人的 WWCC资料，并将 WWCC资料或状态的任何变化通

知学校；以及  

• 如果有同住人搬入或搬出寄宿家庭，请通知学校代表。  

 

寄宿家庭提供人必须做出合理的努力，以确保所有同住人和探访寄宿家庭的人以适当和尊重的方式对待学

生。这包括，但不限于： 

• 在相互信任和沟通的基础上与学生建立积极的关系； 

• 支持和协助学生适应澳大利亚的生活和学习； 

• 尊重学生的隐私，同时承认隐私并不等同于孤立； 

• 承认学生的文化、习俗、语言和信仰的重要性和差异；以及   

• 如果他们知道或担心有任何实际或可疑的虐待儿童或损害学生福祉或福利的事件，应立即通知学

校代表。  

重大事件 

寄宿家庭提供人必须：  

• 了解学校的突发事件处理程序以及寄宿家庭提供人在该程序中的作用和责任；以及  

• 向学校提供最新的紧急联系信息。   



在发生重大事件的情况下，寄宿家庭提供人必须。 

• 确保学生的当下安全； 

• 在发生影响到学生和/或发生在寄宿家庭的重要事件后，立即通知学校代表； 
• 提供任何必要的支持（例如，陪同学生去医院）；以及  

• 允许学校代表立即对寄宿家庭进行检查。  

  

医疗 

当学生参加医疗、牙科、医院或其他与健康有关的预约时，寄宿家庭的提供人必须协助和支持他们。这可

能包括协助安排交通、安排预约或陪同学生前往预约。如果学生需要医疗支持（无论是由于重要事件还是

作为持续或偶尔的医疗需求的一部分），寄宿家庭提供人无需承担与医疗支持相关的费用。 

安全问题 

如果寄宿家庭提供人受到儿童安全法的约束，寄宿家庭提供人必须： 

• 遵守所有儿童安全法；以及  

• 如果监管机构根据儿童安全法对寄宿家庭提供人或居民采取了任何合规行动，应立即通知学校代

表。  

如果寄宿家庭提供人有以下情况，必须立即通知学校代表： 

• 了解任何实际或可疑的虐待儿童事件。  

• 意识到任何实际的或怀疑的对学生的福祉或福利的伤害事件。  
• 担心学生的安全；或  

• 由于该学生的行为而对他人的安全感到担忧。  

如果寄宿家庭提供人遇到了无法与学生通过非正式方法解决的行为管理问题，寄宿家庭提供人必须通知学

校代表。  

寄宿者不得对学生进行体罚或言语、心理或精神虐待（包括忽视）。 

 

2. 监督与照顾 

监督 

寄宿家庭提供人必须确保学生在任何时候都受到适当的监督。所需的监管水平将根据学生的年龄和成熟度

而有所不同。  

 

寄宿家庭提供人必须： 

• 不允许学生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过夜； 



• 不允许学生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邀请朋友来寄宿家庭； 

• 不允许学生监管年幼的孩子； 

• 监督学生的社交和娱乐活动，包括了解学生的去向、与谁在一起、以及预计返回的时间； 

• 只有在学校代表和学生家长/法律监护人批准的情况下，才允许学生离开寄宿家庭，并且必须符合

教育与培训部国际教育处 DET（IED）的旅行政策； 

• 如果寄宿家庭提供人无法确保对学生进行适当的监督，请立即通知学校代表； 

• 如果学生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离开寄宿家庭，或未经允许开始在寄宿家庭以外的地方过夜，请立

即通知学校代表； 

• 如果寄宿家庭提供人对学生的兼职工作安排有任何担忧，请立即通知学校代表；以及  

• 如果寄宿家庭提供人知道学生打算参加或已经参加了高风险的活动和/或非例行的旅行（根据 DET

（IED）旅行政策的定义），请立即通知学校代表。  

驾驶 

寄宿家庭如果要为学生提供驾驶课程或监督学生学习驾驶，需要事先得到学校的批准，同时也由寄宿家庭

提供人决定。  

如果寄宿家庭提供人选择监督学生，那么寄宿家庭提供人必须遵守维多利亚州的驾驶法，并确保学生在往

返学校的驾驶过程中符合学校的驾驶政策（如果有的话）。 

游泳 

寄宿家庭提供人必须留意学生的游泳能力和对水的熟悉程度。  

寄宿家庭提供人应谨慎行事，确保在家庭或公共游泳池、海滩和其他水体周围对学生进行监督。  

 

3. 学校教育要求 

寄宿家庭提供人必须： 

• 支持和鼓励学生每天按时到校上课； 
• 确保学生有安全和适当的交通工具往返学校； 

• 通知学校代表他们对学生上学的任何担忧；以及   
• 根据学校的政策，将学生的任何缺勤情况通知学校代表。 

学校将监督学生的课程进度。如果学生在完成课程时遇到困难，学校可以提供或安排额外的支持，如辅导。  

寄宿家庭提供人不负责学生的课程进度，也不负责提供或安排学习支持。寄宿家庭提供人可以自愿帮助学

生提供学习支持，但这并不是强制性的。  

 

 



4. 费用 

合同细节中规定的费用是固定的，包括寄宿家庭提供人在提供寄宿家庭服务时产生的所有成本和税收。  

 

如果寄宿家庭提供人在某一付款期的部分时间内不向学生提供寄宿家庭服务，则相关付款期的费用可由学

校酌情按比例减少。  

 

在合同细节中列出了负责向家庭住宿服务提供人支付费用的实体（即“付款人”）。  

 

付款人将根据合同细节中规定的频率和付款金额，以电子方式将费用转给寄宿家庭提供人。  

 

如果付款人多付了寄宿家庭的费用，付款人可以按多付的金额减少未来的费用，或要求寄宿家庭在合理时

间内偿还多付的费用。多付的款项将成为寄宿家庭提供人对付款人的到期债务。  

学校制定寄宿家庭的费用。除非学校以书面形式规定，否则寄宿家庭提供人不得增加费用。   

如果寄宿家庭提供人对费用的支付有疑问或担心，寄宿家庭提供人必须联系学校代表，而不是学生。  

保证金 

学校将保留、监督和偿还学生的保证金。  

在学生离开寄宿家庭的两周内，寄宿家庭提供人可以向学校代表提交全部或部分保证金的索赔，用于支付

未付的费用、清洁费、维修费或超过学生居住区域的正常“损耗”的更换费用。  

 

5. 退离寄宿家庭与终止 

学生退宿 

双方协定 

在任何时候，如果学生、寄宿家庭提供人和学校代表之间达成书面协议，本协议可以立即终止。 

 

家长/法律监护人或学生主动要求退宿 

在下列情况下，学生可以在预期完成日期之前退出寄宿家庭：  

• 学生或其家长/法律监护人已收到学校代表的书面批准；以及  

• 学生提前两周通知寄宿家庭者。  



如果学生未经学校批准且未按规定提前两周通知就退宿寄宿家庭，则学生将损失对寄宿家庭提供人的保证

金，除非出现令人同情或令人信服的情况（这将由学校代表决定）。 

当：  

• 学生的家长/法定监护人主动要求学生离开寄宿家庭。  

• 学生主动要求离开寄宿家庭；或  

• 该学生不再参加国际学生计划。  

本协议在学生永久离开寄宿家庭之日终止。   

 

由学校发起的退宿 

学校可以授权暂时或永久地让学生离开寄宿家庭，如果学校有理由相信寄宿家庭提供人或住户：  

• 不遵守这些条件、法律或适用的政策和程序；或  

• 正在或很有可能犯下罪行，或从事有损于或可能有损于学生的福利、福祉或安全的行为。  

如果学生的离开是永久性的，本协议在学生离开寄宿家庭之日终止。  

如果学生的离开是暂时的，那么本协议暂停执行，直到学生回到寄宿家庭之日。  

寄宿家庭者的终止权利  

寄宿家庭提供人可以终止本协议（即停止向学生提供寄宿服务），但至少要提前两周向学生和学校发出书

面通知。 

学校的终止权利  

如果寄宿家庭提供人出现以下情况，学校可立即终止本协议：  

• 未能遵守纠正违约的通知； 

• 屡次违约； 

• 犯有重大违约行为； 

• 犯有无法补救的违约行为； 
• 未向学校披露重要信息或提供虚假信息，影响学生的安全； 

• 未能向学校报告任何实际或怀疑的虐待儿童事件或损害学生福祉或福利的事件； 

• 从事过或学校有理由相信从事过欺诈、串通、不正当、不诚实或犯罪行为或任何其他严重不当行

为；或 

• 做出任何学校认为违反现行社会标准的行为或行动，或被公众视为不可接受的行为，或寄宿家庭

提供人的声誉受到损害，因此，学校认为继续与寄宿家庭提供人保持联系将损害或有损于学校的

声誉。  
 

6. 投诉 

如果对学生或学生的父母/法定监护人有任何异议、争议、不适、危险或担忧，寄宿家庭的提供人必须与学

校代表联系。  



学校代表将尽最大努力解决学生、学生家长/法定监护人和寄宿家庭提供人之间可能出现的任何分歧或争议。   

7. 隐私 

学生隐私 

寄宿家庭提供人必须尊重学生的隐私。这包括确保学生在其卧室、浴室和厕所中享有隐私。  

寄宿家庭提供人接触学生个人信息时，必须遵守隐私法。  

在学生的个人信息不受隐私法约束的情况下，寄宿家庭提供人不得记录、储存、使用或披露（包括在社交

媒体上）学生的个人信息，除非：  

• 用于遵守本协议； 

• 与学校代表就学生的学业、福利或寄宿家庭的安排进行沟通； 

• 根据法律要求或授权；或  

• 经学生或学生家长/法律监护人的明确同意。 

 

寄宿家庭提供人和同住人的隐私 

当寄宿家庭提供人申请成为寄宿家庭提供人以及当寄宿家庭提供人提供寄宿家庭服务时，学校会收集寄宿

家庭提供人的个人信息和同住人的个人信息。  

学校可以为管理本协议、协助教育与培训部 DET (IED)管理国际学生项目以及遵守澳大利亚法律或教育与

培训部 DET (IED)或学校的政策和程序而记录、使用和披露寄宿家庭提供人和住户的个人信息。  

记录的保留和处理要符合适用的法律。  

8. 通用条款 

无需保证的事项 

学校不保证学生在参加国际学生项目期间一直在寄宿家庭中与寄宿家庭提供人住在一起。  

保险 

寄宿家庭提供人必须：  

• (如果寄宿家庭提供人是寄宿家庭的房主情况下）对房屋建筑和物品进行保险，其中包括不低于

2000 万澳元的法律责任保险；或 

• (如果寄宿家庭提供人租用房屋情况下)对物品进行保险，其中包括不低于 2000 万澳元的法律责任

保险；以及  

• 如被要求，请向学校代表提供一份保险的有效期证明。  



注意：寄宿家庭提供人应查看他们目前的保险单时间表（由保险公司提供），以确认保险的类型

或金额。有关保险的一般信息也在保险公司在购买或续保时提供的关键事实表中。 

寄宿家庭提供人需负责： 

• 检查保险单是否涵盖了学生在寄宿家庭中受到的人身伤害或学生可能对寄宿家庭的财产造成的损

害； 

• 如果保险单不明确，与寄宿家庭的保险公司讨论寄宿家庭的个人保险风险，以便寄宿家庭拥有适

合寄宿家庭个人风险情况的保险；以及 

• 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告知学校代表学生对寄宿家庭的财产造成的或据称造成的任何损害。 

赔偿与免除 

寄宿家庭者免除、解除并赔偿校务委员会（包括校务委员会的雇员、承包商、志愿者和代理人）因寄宿家

庭提供人或学生参加国际学生项目而引起或产生的所有责任、损失、费用和支出（包括法律费用、成本和

垫付）（“索赔”），但校务委员会的疏忽行为或不作为导致或促成索赔的情况除外。 

遵守所有法律 

寄宿家庭提供人必须遵守在本协议下的任何法律、标准或与寄宿家庭提供人义务有关的规范。 

没有陈述或依赖 

寄宿家庭提供人承认并确认，寄宿家庭提供人并非由于学校或教育与培训部 DET(IED)或其代表的任何陈

述或其他诱因而签订本协议，本协议中明确规定的陈述或诱因除外。 

不得作为代理人 

寄宿家庭提供人不得作为或表示自己是学校或教育与培训部 DET (IED)的代理人。寄宿家庭提供人不能代

表学校或教育与培训部国际教育处 DET（IED）承诺或同意任何事情。 

更改 

如果是学校的运作要求，或法律或教育与培训部国际教育处 DET（IED）政策或程序的变化，学校可以在

任何时候更改修订合同细节或这些条件。在任何修订生效之前，学校将向寄宿家庭提供人提供不少于一个

月的书面通知。  

如果寄宿家庭提供人不同意这些更改修订，寄宿家庭者可以在修订生效前终止本协议，退出国际学生项目。 

 

对应方 

本协议的副本可由每一方单独签署，副本一起作为单一文件处理。 



管辖法律 

本协议以维多利亚州的法律为准。双方同意维多利亚州的法院对本协议有管辖权，排除所有其他司法管辖

区。 

 

9. 定义 

在本协议中，适用以下定义。  

协议是指寄宿家庭责任协议，其中包括这些条件、附件和合同细节。 

保证金是指合同细节第 8项中规定的保证金数额。  

儿童安全法是指以任何方式与儿童安全有关的任何法律，包括《2005 年儿童安全和福祉法》（维州）。  

关键事件是指造成极端压力、恐惧或伤害的创伤性事件或此类威胁（在澳大利亚境内或境外）。关键事件

可能包括，但不限于： 

• 失踪的学生； 

• 严重的言语或心理虐待； 

• 死亡、严重伤害或任何此类威胁； 
• 自然灾害； 

• 家庭暴力、身体、性或其他虐待等问题；以及 

• 其他没有生命危险的事件。  

开始日期是指合同细节第 5项中规定的寄宿家庭提供人开始在寄宿家庭向学生提供寄宿服务的日期。  

预期完成日期是指合同细节第 5项中规定的，寄宿家庭提供人结束在寄宿家庭向学生提供寄宿服务的日期。  

条件是指这些寄宿家庭服务条款和条件。  

教育与培训部(DET (IED)) - 指教育与培训部下属的国际教育处(IED)，负责管理维多利亚州政府学校的国

际学生项目，包括寄宿家庭项目。IED 不是 DET 独立的实体。DET 是 CRICOS 注册的提供机构。  

费用是指合同细节第 4项中规定的为提供寄宿家庭服务而应向寄宿家庭提供人支付的费用。  

寄宿家庭是指由寄宿家庭提供人在合同细节第 1项中规定的地址向学生提供的住宿。  

寄宿期是指寄宿家庭提供人向学生提供寄宿家庭服务的时期，该时期从开始日期起至预期结束日期止。   

寄宿家庭提供人是指向学生提供寄宿家庭服务的家庭、夫妇或单人，并在合同细节第 1项中列出。  

寄宿家庭服务是指合同细节中第 1项规定的服务。  

 

法律是指维多利亚州和澳大利亚联邦的现行法律，包括普通法和立法。  

同住人是指长期居住在寄宿家庭或在一年中长期居住 30 天或以上的人。这包括经常在寄宿家庭长期短暂

居住的人，例如在一年内每周在寄宿家庭过夜的人。  



学校是指学校，包括代表学校的学校委员会。  

学生是指以 500 类（中小学课程）签证参加国际学生项目的国际学生，已获得适当的住宿和福利确认函，

并在合同细节的 Section B 部分列出。  

与儿童一起工作资质 Working with Children Check 是指根据《儿童工作法》进行的与儿童一起工作

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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