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山公立教育局

国际学生项目

435A Highway #1, Strathmore, Alberta, Canada T1P 1J4
Tel: (852) 2110 3342   Fax: (852) 2110 0620

Website: www.ghisp.ca   E-mail:info@ghisp.ca

学生申请表

档案# 你的国籍： 现居住地 (省、市)：

请在你希望报读课程前的□内填入√ :
□ 高中课程 □ 升大学强化班 □ 暑期课程 □ 教师培训 年级 :

请在你希望就读学校前的□内填入√ :
□ Strathmore High School □ Acme School □ Drumheller Composite High School
□ Three Hills School □ Prairie Christian Academy

课程时间: 开始日期 :

□寄宿家庭 □校内宿舍

请填写申请表内所有项目（在已完成项目前的□内填入√）:
□ 已填妥的申请表

□ 两张近期护照规格相片

□ 护照复印件

□ 一篇入学文章：讲述你到加拿大读书的原因以及你的长期目标

□ 过去三年经认证的学校英文成绩单：

□ 已附上 □ 将在____________________之后递交

□ 报名费200加元：

□ VISA卡 □ 万事达卡(Master Card) □ 电汇(请联络你所在国的当地银行,
卡号#： 并提供给他们以下的银行资料。他们会

到期日： 为你存款给我们的信托户口。请在申

持卡人姓名： 请学生签证时将存款证明一并附上。)
Golden Hills School Division,

持卡人签名： International Services Department
Royal Bank of Canada, Account # 1005677
Transit #09029003, Swift # ROYCCAT2
Tel:（852）2110 3342， Fax:（852）2110 0620

请将电汇凭证与报名表E-mail至info@ghisp.ca

寄宿家庭资料
以下重要资料将帮助我们更多了解你

1. 你的家庭包括： □母亲　□父亲　□姐妹　□兄弟

2．若选择家庭寄居，你希望这家庭有：

姐妹：□是　□否 兄弟：□是　□否 年幼儿童：□是　□否

3．你是否喜欢居住在      □　宁静的家庭？ 或  □ 热闹的家庭？

4．你是否喜欢与另一个国际学生同住？ □是　□否

5．你是否希望参加体育活动？请说明 □是　□否

6．你曾否离家在外居住？ 请说明 □是　□否

7．英语水平：学习年数？ 水平为：□一般　□良好　□优秀

8．你是否希望投入或参与任何宗教或文化组织？ □是　□否

若是的话， 请说明：

请勿填写此栏



申请人的个人资料
请工整书写：
姓名：
(与护照相同) 姓

名

中间名

详细地址：

门牌号、小区、街道、区、县

城市 省﹑ 自治区

国家 邮政编码

家庭电话/传真：
国家代码 省市区号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手机：
国家代码 省市区号 电话号码

E-mail：

出生日期： 年龄: □ 男 □ 女
年 日 月

父亲/监护人联络资料

□ 若负责支付费用请在此填上√号

姓名：
姓 名

地址: □ 如地址与申请人地址相同请在此填上√号,否则请在下面填上资料: 出生日期:
年 日 月

详细地址

门牌号、小区、街道、区、县

城市 省﹑州﹑自治区

国家 邮政编码

工作电话/传真：
国家代码 省市区号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手机：
国家代码 省市区号 电话号码

E-mail:

母亲/监护人联络资料

□ 若负责支付费用请在此填上√号

姓名：
姓 名

地址: □ 如地址与申请人地址相同请在此填上√号,否则请在下面填上资料: 出生日期:
年 日 月

详细地址

门牌号、小区、街道、区、县

城市 省﹑州﹑自治区

国家 邮政编码

工作电话/传真：
国家代码 省市区号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手机：
国家代码 省市区号 电话号码

E-mail:



金山公立教育局学生疾病及意外团体保险

是否需要金山公立教育局为你购买保险？ 是    否□ 医疗保险在加拿大需强制购买

入住寄宿家庭/校内宿舍时有关膳食及环境方面资料

１．你是否一个素食者？ □是　□否

２．在你的膳食中，你是否特别喜好某一种食物（例如米饭）？请说明 □是　□否

３．你是否有某一种肉制品是不能吃的？请说明 □是 □否

４．你是否须在菜式中加入伊斯兰式肉食？ □是 □否
５．你是否须在菜式中加入犹太式肉食？ □是 □否
６．你是否对任何食物或其它东西敏感？请说明 □是 □否

７．你是否有任何疾病？请说明 □是 □否

８．你是否有任何特别要求是你的寄宿家庭或宿舍经理应予注意的？请说明 □是 □否

９．你是否反对家庭中有宠物？ □是 □否
10．你是否吸烟？或有其它嗜好？若是，请说明 □是 □否

11. 列出你最近参与的兴趣活动（包括运动）

12. 讲述一件能让你的寄宿家庭了解你的事情

13. 个人特点：在你喜欢的活动和最准确概括你个性的词语前填入X
阅读 游泳 足球 健谈的 整洁的

电脑/上网 健身 棒球 安静的 活跃的

棋牌游戏 保龄球 冰上曲棍球 阳光的 随和的

听音乐 网球 滑雪 冷静的 严肃的

看电视 校内协会 武术 外向的 耐心的

看电影 手工/缝纫 篮球 害羞的 适应性强的

散步/慢跑 下厨 排球 乐观的 有礼貌的

骑自行车 绘画 壁球 独立的 负责任的



申请人姓名：
姓 名

录取确认信

金山公立教育局(GHISP)的录取确认信应寄往:

□ 你的家庭地址 □ 你父亲的地址 □ 你母亲的地址 □ 你的中介的地址

中介资料
□ 若负责支付费用请在此填上√号

姓名：
姓 名

公司名称：

地址：
门牌号、小区、街道、区、县

城市 省、自治区

国家 邮政编码

电话/传真：
国家代码 省市区号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E-mail：



就读于金山教育局国际学生项目的学生需遵守以下规定： 金山教育局将承担您孩子的监护权，国际学生项目主任有以下责任：

国际学生守则 权责声明
1. 尊重并遵守你的寄宿家庭对于回家时间、休息时间、你负责的家务、 金山教育局 阿尔伯塔省

吸烟、约见朋友等方面的规定。任何活动，包括邀请朋友来寄宿家庭 国际学生项目 加拿大

. 都需征得寄宿家庭的同意。你的寄宿家庭应时刻了解你在那里，和谁

在一起，以及何时返回。 关于： 委托权责予孩子监护人

2. 不许喝啤酒、红酒等含酒精的饮品。 学生姓名 作为在加拿大就读的国际学生

3. 不许滥用药品或与任何人有关于药品方面的往来。

4. 任何时间都不许驾驶汽车或摩托车。 委托声明
5. 不许旷课。学生并应尽力保持学习成绩在平均水平。如学生被证实没 我谨将以下的权责委托予 Renate Braun，金山教育局的国际学生项目

有努力学习，并由学校记录在案，有可能会被该项目及学校开除。 主任，亦是加拿大永久公民以及年龄已足够或超过19岁。

6. 学生如需到阿尔伯塔省内或省外旅游需征得金山教育局同意，并由家

长或法定监护人提交书面同意书，且旅行不可占用课堂学习时间。 对我孩子的监管

如果学生参加的是学校组织的活动将不受此限制，但学生也应在 当这委托被撤回﹑取代或这孩子的监护权被取消后,此委托声明作废。

出行前将所有的旅行计划告知金山教育局国际学生项目。

7. 不得触犯加拿大省内或联邦法律。 权限与责任

8. 学生的私有财产并不由寄宿家庭负责。任何学生私人财产（包括金 在加拿大的监管人会决定家庭寄居/宿舍住宿设施的安排，并可能会委派

钱）的丢失或被窃，不在保险范围内，应由学生自己负责。 另一看护人，他/她将会：

9. 电邮的使用。不是所有的寄宿家庭都有电脑，如果家庭提供电脑， ● 决定有关日常例行起居，此权力包括行为监管及规范

电邮或网络的使用时间应由寄宿家庭决定。不适当的使用电邮或浏 ● 决定有关娱乐活动

览受限制的网站将被剥夺电脑使用权。 ● 决定有关文化活动

10. 金山教育局不建议家长或监护人前来探访学生，如果家长确实要探 ● 同意进行一般医疗或牙齿护理，此项权力包括预防注射﹑检查﹑小病

访，访问时间应安排在课程项目的开始或结束时间（考试期间除 和小伤的医治，及其它不须住院的例行医疗程序﹑手术或一般麻醉。

外）。不能在寄宿家庭住宿。 注意：看护人有权将孩童送入医院，但除非有下列原因，他／她不能

11. 尊重并遵守金山教育局职员的所有决定 授权进行任何治疗或测试：

同意进行紧急医治或手术程序，此项权限包括立即的行
我了解我应在课程项目期间遵守金山教育局的所有规定，任何违反规定 动以拯救孩童的性命﹑健康或肢体健全，此项权力只可在接洽

的行为可能导致提前返回原有国家，并由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支付此 孩童父母会延误拯救孩童的生命时，方可使用。在同意进行医

费用。课程项目费用将不被退回。 治后，看护人必须尽快通知金山教育局。
● 同意取得娱乐类牌照或准许证，此权限不包括申领枪械或驾驶

执照。

学生签署 日期

我 /我们了解我们的儿子 /女儿应在课程项目期间遵守金山教育局的所有 日期

规定，任何违反规定的行为可能导致其提前返回，并由我们支付费用。

课程项目费用将不被退回。

亲生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签署

父亲或法定监护人签署 日期

加拿大监护人签署

母亲或法定监护人签署 日期

资料保密
金山教育局在这里收集的个人资料，会用以协调国际学生及金山教育局的需要，以决定最佳安置学生的方法。数据收集是根据自由信息
及私隐保护法（FOIP)﹑有关学校行为及守则，是受FOIP所保护，如你对收集这些资料有疑问，请联络金山公立教育局驻香港办事处，
电话：（852）2110 3342 或E-mail：info@ghisp.ca。

金山公立教育局

国际学生项目

435A Highway #1, Strathmore, Alberta, Canada T1P 1J4
Tel: (852) 2110 3342      Fax: (852) 2110 0620

Website: www.ghisp.ca       E-mail:info@ghisp.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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