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e-Arrival表格   

(为什么此表格如此重要)

Pre-Arrival表格帮助我们收集所有学生信息与航班信息! 这会大大帮助我们协助课程的安排并确保所有学生学习环境的安全
性。

我们与学生沟通的方式- 学生的email电子信箱

学生电子邮件为我们主要沟通的工具! 学生确保信件是正确的以便收到课程信息、成绩以及学校各项更新通知。

学生会收到由学术部门提供的Enrolment Contract(s)课程合约。所有学生必须在课程开始前签属完成。

Header

所有ILAC、ILAC International College以及Georgian College at ILAC学生都必须完成此表格。

表格可以由学生的家长、法定监护人或是代理填写

如果代理代为学生完成表格，将会有ILAC人员另外以email与您联系

请详细阅读以下每项信息! 您会被要求确认您已阅读并了解抵达加拿大各种风险以及政府所要求之安全措施!

表格最后必须取得您的同意与签名。填完表格后将会决定您是否符合ILAC实体课程与住宿之相关规定与资格。完成表格
后，您会收到一份此文件的副本。请务必善加保存。

如您对于ILAC隔离计划或是COVID-19疫情规定， 有疑問 请联系 prearrival@ilac.com. 

如您对于ILAC/ILAC International College合约有疑问，请联系  Admission@ilac.com.

https://form.jotform.com/210816255756257

mailto:prearrival%40ilac.com?subject=
mailto:Admission%40ilac.com?subject=
https://form.jotform.com/210816255756257


Requirements

您必须提供以下文件以完成此表格 

1. 学生号码 (可于ILAC入学信或是学费单查询)

2. 提供疫苗注射证明 (英文或法文)

3. 航班信息 (必须上传于此)

4. 隔离居住地址与交通方式 (尚未完成疫苗者)

5. 近照/大头照 (尺寸最高可接受640pixels X 640pixels) ，用于ILAC疫苗护照之使用

#2 Proof of your vaccination and #5 A current student photo are used for our Vaccine Passport.

ILAC and ILAC International 
College, Student Vaccine 
Passport support staff will 
issue our student’s passport 
by Monday, your student’s 
starting date.



请提供以下相关信息

1. Student Number 学生号码

2. Student Name 学生姓名

3. Student Country 学生国籍

4. Student Email address  学生电子邮件地址

5. Student Picture

近照/大头照 (尺寸最高可接受640pixels X 640pixels) ，
用于ILAC疫苗护照之使用

6. Passport# 护照号码

选择课程 *如果学生报名多的课程，请选择先开课的课程为主

英语课程（线下课程） 
Choose if student enrolled to ILAC English program 

Intensive English
Power English
Young Adult Academic English Program
Any ILAC Onsite English Program

KISS 线上课程（线上课程）
Choose if student enrolled to ILAC KISS ONLINE English 
program 

KISS 20 - Full Time         KISS 12 – Part Time  

高中课程（外部）
Choose if student enrolled to ILAC High School Year program

We do not issue ILAC Vaccine Passport – Students need to 
follow the high school regulation for the in person class.

注册课程与信息      学术部将会联系学生并询问学生； 在课程开课前签署课程合约

(如果学生注册多的课程，ILAC语言课程以及ILAC International College课程，学生会需要签属各个课程合约。



ILAC International College课程选择项目

Choose if student enrolled course:
销售和营销
卓越商业服务
医务管理
基础沟通与商业服务
商业管理

抵达以及住宿信息
请务必完成Pre-Arrival相关程序
航班信息 (机票)
您可以于Arrival Update form之后上传
表格链接https://form.jotform.com/211954308679062
机票信息 
入境机场 (如您是搭乘飞机入境)
航班信息/上传机票
航班号码    抵达日期
     

https://form.jotform.com/211954308679062


校园安全须知

隔离地点信息    您必须提供符合规定的14天隔离计划

我们需要透过以下信息更了解您多一点

请详读我们的安全须知规定

ILAC: https://www.ilac.com/coronavirus-updates/
ILAC College: https://ilacinternationalcollege.com/coronavirus-updates/
Your vaccine certificate (record of vaccination) should be translated in English or French.

这里并非必须预订ILAC的住宿服务

如您需要ILAC寄宿安排，请与您的代理或是ILAC相关部门人员联系。

隔离住宿方案

隔离地点

隔离屋主信息

交通接机信息，学生如何从机场到隔离地点

交通接机信息，如您未预订ILAC接送服务，需要您提供接机人员信息

选择 New:　如果您刚即将于ILAC或是ILAC International College课程的新生

选择New: 如果您是重新复学ILAC或是ILAC International College课程的学生

选择 Current: 如果您是ILAC或是ILAC International College正在就读之在学生

选择 Agent: 如果您是学生的代理协助学生完成表格

1. New Student    新生         2. Current Student  在学生                 3. Agent  代理

1. COVID Vaccine information

2. Proof of Vaccination (English/French) - a file upload is required

https://www.ilac.com/coronavirus-updates/
https://ilacinternationalcollege.com/coronavirus-updates/


学生在 ILAC 学生同意书/豁免表上签署的事项

我在此确认，我已阅读并理解抵达加拿大后的检疫要求和程序。 我确认我将遵守本文件中提供的所有准则以及加拿大政
府提供的所有要求。 我知道我必须遵守加拿大政府检疫法中的规定，包括违反这些要求的处罚，其中包括最高 6 个月
的监禁和/或 750,000 美元的罚款。

保持安全的必需品：绝对必备物品：温度计、口罩、手套、清洁用品和洗手液、牙刷和牙膏、用于装脏衣服和洗衣的大
塑料袋。

从机场到 ILAC 住宿的交通：（如果您没有完全接种疫苗）学生必须采取 ILAC 接送服务以遵循协议将学生从机场接载
到 ILAC 住宿并准备好测量体温检查或询问。

监控您的健康： 监控您的身心健康。 如果您感觉不舒服，请使用加拿大政府的 COVID-19 自我评估工具来帮助确定您
是否需要进一步评估或测试：

到达多伦多请点击： https://covid-19.ontario.ca/self-assessment/

到达温哥华请点击： https://bc.thrive.health/covid19/en.

如果您感到不适，请联系 ILAC 寄宿部门。

发烧（体温高于 37.8C）和其他症状： 如果出现发烧和其他症状，学生必须立即通知 ILAC 和寄宿家庭家长，并遵循公
共卫生指南。

从机场入境所穿衣服和洗衣规定： 从机场入境时穿的衣服将放在塑料袋中，在隔离期 14 天后清洗后才能穿。 学生的衣
服必须在隔离后才能清洗。 例如。 如果您想先洗衣服，请与您的寄宿家庭联系，因为建议在处理衣服和一次性袋子时
戴上手套和口罩，之后立即用肥皂和水洗手，或者如果您在酒店，请与接待处协调 。

口罩： 离开寄宿家庭房间时，请始终佩戴口罩。 例如。 从你的房间戴上口罩去洗手间。

洗手间： 在使用洗手间之前和之后与其他人保持物理距离并对所有接触过的表面进行消毒。 例如。 台面、水龙头、电
灯开关、马桶冲水把手等。

手部接触的所有细菌集中物体表面： 门把手、电灯开关、房门钥匙、电视遥控器、电子设备（如手机）和水龙头把手，
无论何时接触，都必须进行消毒。

洗手礼节规定： 20秒洗手必须是进出任何场所的第一要务。

限制在家庭公共区域的使用： 保持最少，当您去房屋的其他区域（后院、厨房、客厅等）时，避免接触任何频繁接触表
面（门把手、电灯开关等） .

吸烟者： 如果您是吸烟者，请提前通知 ILAC。 在任何情况下，您都不能在房间内吸烟。

https://covid-19.ontario.ca/self-assessment/
https://bc.thrive.health/covid19/en


避免离开您的房间并与其他人接触： 您的房间将是您大部分时间停留的地方，请尽量带上您喜欢的东西以便消磨时间。 
例如。 一本书，将电影和音乐在来之前下载到你的笔记本电脑、手机、硬盘，不要忘记充电器、耳机或耳塞等。

保持房间整洁和通风良好： 请记住，至少在自我隔离期间，您的寄宿家庭不会进入您的房间。 保持房间尽可能干
净——里面没有脏盘子、没有剩菜等。保持房间通风良好、干净——打开窗户让空气流通。

您在寄宿家庭逗留期间的任何时候发烧和出现症状： 通知 ILAC 和您的寄宿家庭，并立即致电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或公
共卫生当局讨论您的症状和旅行史，并仔细遵循他们的指示。 您还可以使用在线自我评估工具来确定您是否需要对 
COVID-19 进行进一步评估或测试。

慢性病病史披露： 我将向 ILAC 披露任何慢性病病史（例如糖尿病、肺部问题、哮喘和免疫缺陷）。 如果 ILAC 要求，
我将提供一份医疗记录，说明允许前往加拿大。

完成14天隔離天數: (如果您是未完成兩劑疫苗施打者) 待在加拿大期間，請務必小心並尊重公共衛生的政策。如社交距
離、勤洗手等。

隔离期 14 天后：（如果您没有完全接种疫苗）在加拿大逗留期间，请您注意并尊重公共卫生指令。 例如。 保持社交距
离、洗手等。

违反上述任何准则： 违反上述任何准则可能会导致向寄宿家庭支付罚款，并取消继续 ILAC 住宿计划和参加ILAC, ILAC 
International College, Georgian College at ILAC实体课程的资格 . 

ILAC 教育集团疫苗接种政策

我已详读并了解ILAC Covid-19相关规定。

完全接种疫苗的学生将获得绿色 ILAC 疫苗护照，并将能够参加所有校内课程和活动。 部分接种疫苗的学生将收到黄色
的 ILAC 疫苗护照。 学生可以立即在校园内学习长达 28 天，直到他们接种第二剂加拿大卫生部批准的疫苗或第一剂加
拿大卫生部批准的疫苗。 部分接种疫苗的学生将每周接受一次快速抗原检测。

ILAC COVID-19 Updates

https://www.ilac.com/coronavirus-updates/
https://www.ilac.com/coronavirus-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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