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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前应对 COVID-19疫情的旅行限制和检疫要求，CHN必须考虑学生抵达加拿大后进行检疫（自我隔
离）的方案。以下规程概括了 CHN（加拿大寄宿家庭网络公司）对学生和房东的期望和要求，以便大家安
全顺利地度过这个时期。 
 
CHN把学生和寄宿家庭成员的健康和安全放在重要位置。我们也必须遵守各主管部门（包括加拿大政府、
省级和地方公共卫生局）的规定和建议。 
 
在您做行前准备时，请注意，前往加拿大的国际旅行法规在不断更新。请与您的旅行社和/或旅行提供商保
持密切联系，确保您能够掌握最新资讯。 
 
对于已接种所有剂次疫苗的旅行者，通过陆路、海路或航空入境加拿大时，无需进行入境前 COVID-19检
测。为了更好地了解当前加拿大的旅行限制和预期情况，包括如何成为“已接种所有剂次疫苗的旅行者”，请
访问：https://travel.gc.ca/travel-covid 
 
所有旅行者必须在抵达加拿大后 72小时内，和/或在登上前往加拿大的航班或邮轮之前，使用 ArriveCAN
（免费移动 App或网站）提供强制性旅行信息。旅行者必须使用 ArriveCAN提供以下信息： 

• 联系方式和旅行信息 
• 疫苗接种证明 
• 隔离计划以及 
• 旅行证件（护照） 

 
无论其疫苗接种状态，所有旅行者必须在旅行期间全程佩戴口罩。 
 
注：若未能满足加拿大政府规定的旅行要求，将会违反CHN《参与协议》（“PA”）以及加拿大政府机构的
规定和建议，也会使学生面临加拿大联邦政府以及其他加拿大省级和地方卫生局的额外处罚（包括但不限

于《检疫法》规定的处罚措施，其中包括处以最高6个月监禁，或$750,000罚款，或两者并处）。 
 
 
当前旅行规则更新（针对未接种疫苗的旅行者） 
 
针对年满18周岁的学生，成为已接种所有剂次疫苗的旅行者方能入境加拿大。 
 
所有未接种疫苗的旅行者在到达加拿大之前都需要制定合适的隔离计划，并且将其输入 ArriveCAN。
可能会要求学生在边检时说明自己的隔离计划。 
未接种疫苗旅行者的隔离计划和隔离费用 
 
CHN向未接种疫苗的旅行者收取一次性强制性隔离计划费用，金额为$140，以便确保房东准备好为其提供
强制性隔离。 
 
针对未接种疫苗旅行者的 14天强制性隔离，除在此期间的每晚标准价格以外，CHN每晚将额外收取$25。 
 
费用总计为$490（隔离计划费用$140加上 14天期间的额外费用$350）。 
 
注： 
1. 如果在 2022年 8月 1日之前，加拿大政府取消学生在入境之前制定隔离计划这一要求，CHN将退还

$140的隔离计划费用。除此之外，隔离计划费用将不予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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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学生（无论是否已接种疫苗）在寄宿家庭待了两周或更长时间后被要求进行自我隔离，由于无法
核实 COVID-19暴露放生的地点和原因，没有证据表明该学生是寄宿家庭中的初始携带者，因此对房
东没有任何额外补偿。 

 
对于未接种疫苗旅行者的其他要求，包括检测要求，请访问： https://www.canada.ca/en/public-
health/services/publications/diseases-conditions/unvaccinated-travellers-entering-canada-covid-19.html 
 
隔离/自我隔离费用（所有学生） 
 
如果学生在入境时需要进行隔离/自我隔离，除在此期间的每晚标准价格以外，CHN 每晚将额外收取$25。
隔离期间每晚$25 的费用将在学生抵达后计算，总金额将从学生的押金（Security Deposit）中扣除（如
有）。如果没有可用押金，将向学生出具新的发票，学生应立即付款。 
如果学生（无论是否已接种疫苗）在寄宿家庭待了两周或更长时间后被要求进行自我隔离，由于无法核实

COVID-19暴露放生的地点和原因，没有证据表明该学生是寄宿家庭中的初始携带者，因此对房东没有任
何额外补偿。 
 
 
 
隔离/自我隔离方案 
 
CHN已经做好准备，帮助我们的学生通过两种住宿方案来满足任何自我隔离或隔离要求。这两种方案由我
们联合加拿大公立学校联盟 – 国际部（CAPS-I）和加拿大语言协会（Languages Canada）共同制定，具
体方案如下： 
 
方案 1：在选定的 CHN寄宿家庭中隔离 
 
根据 CHN的安排，如果学生需要隔离，则可在常住的寄宿家庭（如有隔离条件）自我隔离，也可在仅供隔
离期间短期入住的寄宿家庭进行隔离。针对未成年学生，会优先安排寄宿家庭。 
 
有关费用的信息，请参阅上文的“隔离/自我隔离费用”。 
 
方案 2：在通过加拿大语言协会开展“学习安全通道”的酒店进行隔离。 
 
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s://www.languagescanada.ca/en/study-safe-corridor-for-international-students 
 
在这两种方案中，CHN都提供： 
• 全天候应急支持（同以往一样） 
• 自我隔离期间的线上活动 
 
如果学生在自我隔离期间出现症状，CHN将遵守公共卫生准则。如果学生在临时寄宿家庭里出现症状，则
必须继续住在临时住处，直到被认为其健康状况“适合”搬到常住寄宿家庭。 
 
有关费用的信息，请参阅上文的“隔离/自我隔离费用”。 
 
为自我隔离做好准备（如适用） 
自我隔离可能对身心都充满挑战，您应该就如何度过入境后 14天的隔离期制定周密的计划。 
 
居家与酒店隔离、社交距离 



 
 

“安全抵达”规程 © 2022 CHN/加拿大寄宿家庭网络公司 10.28 ⻚码 3/7 

 
 

加拿大寄宿家庭网络公司 
“安全到达”规程 

阅读此文：How to self isolate after travel when you live with other family members（如与家人同住，旅行
后如何自我隔离） 
 
行前检查清单 
 
学生行前计划： 
 
1. 向 CHN确认您的计划 

• 阅读完本文件并在其上签字，确认您已理解《CHN“安全到达”规程》 
• 向 CHN支付费用 
• 收到匹配的详细信息 
• 告知 CHN在前往加拿大之前至少提前 14天，您是否将“已接种所有剂次疫苗”。 
 

2. 接机安排 
• 在您抵达之前，我们会让您了解机场接机人员安排；接机人员可能会是房东、交通运输服务机构或

者酒店班车司机。要知晓您到达机场之后在哪里跟您的房东或者接机司机见面。 
• 请随身携带房东或者酒店的手机号码，或者交通服务机构的电话号码，这一点对所有到达的旅行者

而言都很重要。 
 
3. 到达计划 
在抵达之前，所有旅行者都必须下载加拿大政府的 ArriveCAN移动 App并填写申请，以供批准。
ArriveCAN有移动 App版，您也可以在线登录。 
 
4. 必备行李 
除了常规的行李要求，学生还应该携带： 

• 60只一次性口罩，或 30个一次性口罩加一个布口罩 
• 体温计 
• 美术用品或者音乐，隔离期间可用于娱乐消遣 

 
随身行李中还需要携带至少 2只口罩、和一瓶旅行装洗手消毒液。 
 
请确保抵达时，随身行李中包含以下文件/证件： 

• 护照 
• 学习许可证，或许可确认文件（如有） 
• 监护权文件（如适用） 
• 您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 寄宿家庭简介和联系方式，或者打印的酒店预订单（应有酒店名称和地址），以及接机服务安排。 
• CHN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包括 24/7小时紧急联系电话 
• 由您您签字的（以及您父母签字，如果是未成年人）《出发前声明》（Declaration on Departure）
文件 

• 《自我隔离计划》打印件 
• 1份 ArriveCAN收据打印件（如果您在旅途中不便访问该移动 App） 
• 到达寄宿家庭后的换洗衣服 

 
学生旅行计划 
 
在飞往加拿大的航班预定起飞之前 72小时内，所有学生必须进行 COVID-19分子聚合酶链式反应（PCR）
检测，并准备好在登机前向航空公司出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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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当天，填写此文件中包含的《出发前声明》并签字。 
 
在登机之前，学生必须在 ArriveCAN移动 App中提交以下信息： 

• 旅行信息和联系方式 
• 自我隔离计划（如适用） 
• COVID-19症状自我评估 
• 疫苗接种状态 

 
在前往目的地的途中，学生应： 

• 戴口罩 
• 经常洗手 
• 需要时用洗手消毒液 
• 尽量少触摸物品表面 
• 保持手机电量充足 
• 带上一些食物，因为餐馆或商店可能关门 

 
学生到达计划： 
 
抵达加拿大之时，学生必须准备好出示 ArriveCAN收据。边境局官员会核实学生是否提交了电子信息。在
机场通行时，学生必须继续与他人保持社交距离。 

学生必须准备好“必备行李”中所列文件，出示给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学生也需要接受边境服务局或检疫官员
的筛查，以评估身体有无症状。 

到达目的地机场时，学生需要： 
• 按照指示给司机和/或房东发送短信，或者联系酒店，或遵循加拿大官员的指示 
• 戴上新口罩 
• 领取行李时与他人保持距离 
• 离开行李区，前往已定地点与司机或寄宿家庭会合 
• 如果您可以前往 CHN住宿地点，请将自己的行李放入车内，并尽量坐在离司机远的地方。 

 
在到达目的地（寄宿家庭或酒店）48小时内，所有学生都必须使用 ArriveCAN移动 App进行以下操作： 

• 确认自己已经到达隔离地点；并且 
• 在自我隔离期间，每天完成 COVID-19症状自我评估。 
 
学生需注意，如果有人要求其进行隔离或自我隔离，这是《检疫法》的强制性要求。此外，加拿大政

府官员将致电该学生，监督其对强制性隔离规定的遵守情况。学生必须准备好接听来自 1-855-906-
5585或 613-221-3100的电话。切记：加拿大政府为确保您遵守规定，在隔离期间与您联系时，绝不
会询问任何与金钱相关的信息。 

 
其他注意事项： 
 
如果学生出现症状或者被确诊 

• 立即联系 CHN对接负责人或拨打 CHN紧急电话：1-877-441-4443，然后按 1； 
• 完成自我评估（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操作：使用 ArriveCAN移动 App，访问

https://covid19.thrive.health, 或者拨打电话 8-1-1），并在必要时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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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防止传播 COVID-19病毒，CHN会避免让学生在非必要的情况下更换住处。因此，我们倾向
于： 
o 按照公共卫生部门的指示，让学生住在原处；或者 
o 让学生的父母前往加拿大自费照顾学生（如果可能的话）。 
o 在比较少见的情况下，如原房东不能照料生病学生，CHN将另行安排其他寄宿家庭临时照料。 

 
我们推荐寄宿家庭准备以下物品： 

• 一次性纸巾和常用居家清洁产品 
• 体温计 
• 洗手液 
• 常规洗衣粉 
• 适用于高频度触摸电子产品的清洁产品 
• 如上所述，学生需要自备一些个人防护装备，但是房东需为自己准备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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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源： 
 
有关如何准备接触以及照顾暴露于 COVID-19的人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内容： 

•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PHAC）：如何在家中照料 COVID-19患者——给照顾者的建议： 
https://www.canada.ca/en/public-health/services/publications/diseases-conditions/how-to-care-
for-person-with-covid-19-at-home-advice-for-caregivers.html 

•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PHAC）：做好准备，适用于个人： 
https://www.canada.ca/en/public-health/services/diseases/2019-novel-coronavirus-
infection/being-prepared.html#a2 

• 各省和地区关于 COVID-19的资源： 
https://www.canada.ca/en/public-health/services/diseases/2019-novel-coronavirus-
infection/symptoms/provincial-territorial-resources-covid-19.html 

•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疾病控制中心：COVID-19患者的照料者和家人的自我隔离指南： 
www.bccdc.ca/Health-Info-Site/Documents/Self-isolation_caregiver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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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及亲生父母出发前声明（用于前往加拿大）： 
 
请回答以下问题，在此页签名，并在出发前往加拿大的当天上午发送给您的 CHN对接负责人，或发送邮件
至 studentinfo@canadahomestaynetwork.ca。在登机之前，您还必须通过 ArriveCAN移动 App提供入境
加拿大所强制要求的旅行信息。 
 
学生的法定姓名： 
 
出生日期： 
 
到达日期：     到达时间： 
 

 是 否 如为“否”，请提供具体详情 
我/我的孩子在最近 14天身体健康，没有生病的症状。    
据我所知，我/我的孩子在最近 14天没有与任何有生病症
状的人接触过。 

   

据我所知，我/我的孩子在最近 14天没有接触过以下的任
何人： 
1. COVID-19患者，或 
2. COVID-19疑似患者，或 
3. COVID-19患者的直接接触者 

   

我明白，除紧急情况外，如政府要求，我/我的孩子可能 
需要在抵达加拿大后隔离 14天 

   

在抵达加拿大之前，我/我的孩子已填写所有关于 COVID-
19的联邦和省级必填表单（包括 ArriveCAN申请表） 

   

 
每位签名人完全理解本规程，并同意全部要求。学生明白任何违反自我隔离程序条款的行为将会导致其被立即移出寄宿

家庭服务项目，这也意味着被学校开除。如果情况适用，监护服务将被取消，学生将必须返回其亲生父母或候补监护人

的照管，该监护人必须是通过在加拿大或该学生所在国家/地区公证的文件合法授权的。该学生也可能会受到加拿大政
府的严厉处罚。我（如果是未成年人，则我的父母/法定监护人）同意，我们已正确填写《出发前声明》。 
 
学生全名  

签字  日期  
全名  
签字   日期  
关系 c母亲     c 父亲    c 法定监护人  c 其他（请注明）： 
全名  
签字  日期  
关系 c母亲     c 父亲    c 法定监护人  c 其他（请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