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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信息
名字

姓

英文别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日／月／年）

国籍

男

女

电子邮箱
手机号
英国居住地址
护照号

出生地

到期日期

家长信息
父亲姓名
手机号

电子邮箱

居住地址
国籍

职业

母亲姓名
手机号

电子邮箱

居住地址
国籍

职业

英国其他联系人和其
联系方式

监护方案
监护方案

Basic

开始日期

WeCare

WeCare Plus

结束日期

学校信息
学校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学校紧急联系电话

舍监名字
舍监邮箱地址
年级

（需要监护方案的那一年）

其他信息
特别饮食要求／
是否过敏
健康状况 / 学习困难

兴趣爱好
英语水平

Please select

如何得知 UKG

VIP

监护服务合同
此监护人服务契约是由 UKGuardianship(简称 UKG)与学生(简称学生)之法定代理人(等
同于家长)就学生在英国求学就读期间, 委托 UKG 为监护人而制订因而，双方相互同意
以下条款：
1.

5.2 如果不想自动购买下一年的监护方案，家长同意春季学期/第二学期末前跟 UKG 通
知。如若取消通知此后才提交，UKG 会收第二年监护费的 35%。
6.

可分割性
如果本协议中的某项条款如在执行中出现无效或无法实行，该条款可视为分割条
款，契约中其他条款仍有效。无效或无法实行的条款仍适用免责范围条款。

7.

争议
本协议受英国法律的管辖，并应根据英国的法律进行解释。双方之间如对协议有
任何分歧应通过谈判解决。未能达成协议时，应根据英国的法律，在英国法院解
决意见分歧。

8.

转学／升学
UKG 會依據家長的要求，向學生就讀學校提出轉校申請。家長需用書面或者郵件
形式授權委託。UKG 不對任何學校罰款負責。

9.

UKG 免责范围
学生在英国境内如有违规、破坏与行为疏失，UKG 将尽力照护学生的权益，但不
为学生担保法律责任或赔偿责任。为避免产生纠纷，UKG 不对学校或寄宿家庭承
担学生行为和疏忽的责任，建议每个学生安排第三方保险。
家长如因故拖欠学校费用，UKG 将尽力居间调节，但不为家长担保法律责任，亦
不代付学费。
经委托，UKG 可为学生或家长办理签证与其他入境手续，但不得为结果做证。一
切法律责任均由家长和学生承担。
家长有义务详实告知 UKG 学生的健康、精神情况与其它重要资讯，如有隐瞒病
史，UKG 不承担有关学生健康的责任，并保有终止契约的权益。

UKG 的责任

1.1. 该协议在上述期间有效。
1.2. 对于持续 1 年的监护方案，协议有效期为 2020 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监护费每年支付。
1.3. 合约履行期间,UKG 会依照学生所选择的方案提供服务 。家长要求的任何附加服
务将会另外收取服务费用。
1.4. UKG 在夏季和冬季假期不得提供监护服务。假日监护可以单独购买。

1.5. UKG 遵照 AEGIS（国际学生教育与监护协会，大英帝国协国际学生监护准则及规

范）标准及要求提供所有服务。
1.6. 所有 UKG 提供的服务,或者与 UKG 合作的第三方(如寄宿家庭、司机、老师等),在
UKG 的监督下都通过了严格的 DBS 审核(DBS 为 Disclosure and Barring Service
的缩写,意为无犯罪证明,等同于良民证) 。
1.7. 如有需要 UKG 代表家长出席活动或探访, 所有产生的交通、住宿及额外费用须由
家长负担并从学生用金账户收取。

1.8. 如有需要,家长访英探视,UKG 可协助安排通过认证之寄宿家庭。非 UKG 认证之住
宿,UKG 不负任何责任。

1.9. UKG 在每学年度开学前会提供家长 UKG 上班及放假时间表,假期期间除紧急状况
外,UKG 无法第一时间回覆任何讯息,会于上班时间及时回覆。
2.

家长的责任

2.1. 为了 UKG 能够履行职责，包括照顾学生并妥善安排假期住宿和交通等事宜。家长

必须在每学期期间向 UKG 和学校提供学生假期旅行计划。逾期提供资讯者加收逾
期管理费用 100 英镑。
2.2. 如需要家庭寄宿安排服务，家长同意至少提前两周给予 UKG 通知。所有寄宿家庭
的预订均适用于最少两晚的住宿。
2.3. UKG 与家长学生以电子邮件为主要沟通方式，但是 UKG 也会提供紧急电话联络
专线供非上班时间联系。家长与学生必须定时查看电子邮件，并给予即时回覆，
以确保双方沟通畅通无阻。如果电子邮件没有及时阅读而导致的后果，UKG 将不
承担任何责任。
2.4. 家长必须配合学校校规与要求。如学生提出与校规相左的要求，像长假前后的迟
到早退，或假期间外宿酒店，如校方询问，UKG 保有据实以报的权利。18 以下不
得住宿酒店。订立往返英国机票，必须遵守学校开学结业日。

2.5. 家长同意承担所有银行手续费和行政费用。 UKG 将在需要时从学生用金金账户

10. 数据保护
10.1 UKG 完全遵守 GDPR 数据保护总部同 ICO 独立专员办事处的数据保护规定和要
求。UKG 确保其接触到客户个人信息的所有职员都按照 GDPR 与 ICO 规定来处
理该信息及符合数据保护要求。个人信息被安全地储存，储存和用途限制于 UKG
服务方案所目的。如果关于我们隐私政策向了解更多，请查看 UKG 网站上的隐私
网页。
10.2 如若家长要求过 UKG 的学术辅导、寄宿家庭等服务， 学校/辅导老师/寄宿家庭要
会求获得学生个人信息。签署本同意书意味着您同意把个人信息向这些提交。家
长能向 UKG 求得该信息的副本。请注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没有家长的同意
UKG 就不会把该信息交与三方。
10.3 寄宿家庭或辅导老师信息会被跟您通知，签署本同意书意味您会安全储存，不会
交与第三方，服务用完后就会删除。

收取。

2.6. 护照，签证，警察局注册的更新为学生与家长的责任，除非特别委托办理，UKG
无义务通知。

UKG 保有合约服务内容及费用调动的权利。所有相关资讯以 UKG 官方网站公布为主

租车接送服务。在这些情况下，UKG 将从学生使用金帐户收取费用。在 Basic 监
护套餐的情况下，家长同意支付额外服务的费用。

本人已了解服务之性质及内容，如本人子女（上述合约名称）遇到以下状况（请勾
选），同意由英国法定监护公司 UKG 全权负责处理。
✔ 学生往返于学校的交通安排，同意由 UKG 安排合法通过认证的司机来提供服务。
✔ 假期住宿安排，兹同意本人子女寄宿于由 UKG 安排适合且合法通过认证的寄宿家
庭*。
✔ 学生校内和校外的活动安排，同意由 UKG 安排合法通过认证的个人或机构提供服
务。
✔ 在本人子女最大利益为考量的前提下，兹同意委托由 UKG 全权掌握，规范及指导
本人子女之行为。
✔ 本人子女如遇紧急医疗状况，兹同意由 UKG 及其安排之寄宿家庭全权处理相关事
宜。
✔ 本人子女如有需要，兹同意由 UKG 及其安排之寄宿家庭给予指定用药。

2.7. 在紧急情况下，无法联系家长时，UKG 将为学生安排额外的服务，例如住宿或出

2.8. 在安排学生访问或家长会议时，家长同意承担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交通
和住宿费用。 UKG 将从学生用金账户中收取费用。

2.9. 如果为学生预订了一项服务（如寄宿，接送，辅导），则必须通过 UKG 预订后续

服务与相同服务提供者。家长同意不与这些服务提供者独立接洽或预订服务。
家长和学生同意遵守学生和家长手册中列出的所有指导和规定，以及 UKG
的所有政策和程序。

2.10.

3. 终止契约，退费于服务费调整
3.1. 契约期间终止契约 UKG 不退费。每年春季学期结束前 UKG 会寄发询问是否续约
的问卷，如接下来的九月新学年不再约须提前一个学期，即夏季学期开始前通知
UKG，未寄回问卷者视同续约。如家长没有提前一个学期通知解除监护合约，须
付款 35％原方案的监护费用做为解约费用。
3.2. 契约签署家长缴费后合约即生效，如学生因故不能启程到英国留学，UKG 不退
费。若是因为签证遭拒，收到拒绝信后, UKG 将收取行政费即 10％的全额或注册
费（以较大者为准）后退费。
3.3. 如果学生因触犯校规而被学校开除，UKG 将立即终止契约，不退回监护费用。学
生开除以后的任何安排，须由 UKG 与家长另行协商。
3.4. 如果家长或学生欲取消或更改已安排好的寄宿家庭或交通，须在入住前 14 天提出
通知。UKG 会收去 10％管理费用未能及时通知者仍将收取原订住宿费用于入住日
前 14 天以上提出更改或取消。
3.5. 如果上述任何条件没有被遵守，契约将被终止。
4.

家长如不同意 UKG 使用监护学生照片，请打勾。

Basic 监护方案 :

4.1. Basic 监护方案服务只包括以下服务： 24/7 紧急协助；根据学校和其他机构的要
求提供官方文件。

*学生于寄宿家庭住宿期间，须遵守宵禁规定。十六岁以下学生必须于每日晚间九点前
回到寄宿家庭，除非另有安排拜访居住于伦敦地区的亲友，并事先获得 UKG 同意。
如果家长对子女于学校假期间的住宿如另有安排，请提供以下资讯。
联系人姓名:
手机号码:
地址:
如果家长对子女于学校假期间留在英国的交通另有安排，请提供以下资讯。
私人司机接送（请提供负责安排子女接送之联络人姓名及电话）
大众运输交通工具（ 请提供时间负责安排子女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联络人姓名及
电话）

4.2. 如果父母要在学校假期期间为学生预订额外的服务，例如寄宿家庭，出租车接送
等。父母同意要尽早通知 UKG， 否则 UKG 将收取 100 英镑的费用。

4.3. 父母同意及时检查并回复学生学校的电子邮件。因为没有及时阅读和回复学校的

✔

家长如果同意收到 UKG 新闻、特别优惠等其他重要信息的电邮，请打勾。

电子邮件而造成损失，UKG 不负责赔偿。
5. WeCare, WeCare Plus and VIP 监护方案:
5.1 家长同意支付子女的学生使用金, UKG 将定期通知使用金余额，如低于 1500 英镑
将提醒家长汇足使用金备用。特别注意，使用金主要用途为支付交通，住宿及紧
急费用，不含给学生的零用金，如须 UKG 定期汇款学生零用金，家长须额外准
备。如使用金余额不足，UKG 保有婉拒代家长支付学生平日支出花费之权益。如
学生使用金现负值，进而影响 UKG 财务运行，或需要 UKG 暂代付费用，UKG 将
收取至少 100 英镑或代付费用的 10％（取金额较大者）为滞纳管理费。

家长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