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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政策-18 岁以下 

义务来源 

《国家准则》标准 5.1 要求，如果学校招收未满 18 岁的国际学生，就必须符合联邦、州或地区的立法或其

他与儿童福利和保护有关的监管要求，应符合学校所在的司法管辖区的要求。Korowa 也有义务遵守 VRQA 准

则。 

Korowa 的政策 

学校的政策是确保始终遵守联邦和州或地区的立法和监管要求，以及与儿童福利、儿童保护和学生照顾责任

要求有关的普通法要求，因为它们适用于我们的国际学生，无论其年龄如何。此外，学校还符合 VRQA 指南

中的所有要求。 

学校通过我们的儿童保护计划中的政策和程序来履行我们法律和监管儿童保护的义务。 

与年龄和文化相适宜的信息 

根据《国家准则》标准 5.2，学校必须确保向 18 岁以下的国际学生提供与年龄和文化相适宜信息。 

• 在紧急情况下应与谁联系，包括学校指定的工作人员和/或服务提供者的联系号码 

• 寻求援助并报告任何涉及实际或指控的性虐待、身体虐待或其他虐待的事件或指控。 

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学校确保向所有在学校注册的国际学生提供以下紧急联系电话： 

• 国际学生协调专员 

• 学校方面 

这些紧急联系信息，以及如何寻求援助和报告任何涉及实际或指控的性虐待、身体虐待或其他虐待的事件或

指控的信息，将以适合年龄和文化的方式提供给我们的国际学生。 

• 国际学生手册 

• 诱导过程 

• 学生安全卡 

• 定期与国际学生协调员进行面对面的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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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支持和公共福利安排 

根据标准 5.3，如果学校根据《移民条例》负责批准未满 18 岁的学生的住宿、支持和公共福利安排，学校

则： 

• 指定学校负责批准学生的住宿、支持和公共福利安排的日期，并以所要求的形式将这些日期通知内

政部。 

• 确保参与或为学生提供住宿和福利安排的任何成年人，根据学校的儿童保护计划，获得适当的儿童

工作许可。 

• 根据我们的家庭寄宿政策，实施记录在案的程序，以核实学生的住宿条件是否适合学生的年龄和需

求 

• 作为标准 6（海外学生支持服务）下的学校国际学生重大事件应对政策的一部分，包括管理紧急情

况和福利安排被打破时的程序。 

• 保持标准 3.5 中概述的学生联系方式的最新记录，包括父母、监护人或任何负责学生福利的成年人

的联系方式。 

• 以内政部要求的形式向该部提出建议。 

• 如果学生将由父母或经民政部批准的指定亲属照顾，并且不再需要适当住宿和福利确认书（

CAAW），则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尽快提交。 

• 如果学校不再能够批准学生的福利安排，则在 24 小时内提出申请 

• 有成文的政策和程序来选择、筛选和监督学校聘用的任何第三方来组织和评估福利和住宿安排。请

参考我们的福利和住宿选择、筛选和监测政策。 

与儿童相关工作的许可 

根据学校的政策，所有提供国际学生住宿或福利安排的成年人，包括父母和监护人，都必须持有现行的 "与

儿童相关工作的许可 "。即使 "与儿童相关工作检查 "立法没有要求某人获得 "与儿童相关工作检查"，也

要符合该要求。 

学校不再提供福利安排 

根据标准 5.4，如果学校不再能够批准国际学生的福利安排，学校必须做出一切合理努力，确保立即通知学

生的父母/监护人。 

如果学校不能再批准国际学生的福利安排，学校将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国际学生的父母/监护人。 

失踪的年轻留学生 

标准 5.5 要求，如果学校无法与学生取得联系，并对学生的情况感到担忧，学校必须做出一切合理的努力来

找到该学生，包括尽快通知警方和任何其他相关的联邦、州或地区机构。 

请参考我们的国际学生失踪政策。 

暂停或取消后的福祉安排 

标准 5.6 要求，如果学校暂停或取消了国际学生的注册，学校必须继续批准该学生的福利安排，直到： 

• 学生有另一所学校批准的其他福利安排 

• 由父母或指定的亲属照顾学生，并得到内政部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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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离开澳大利亚 

• 学校根据标准 5.3.6 通知内政部不能再批准学生的福利安排，或根据标准 5.5 通知学校在无法联系

到学生后已采取必要的行动。 

关于暂停和取消注册程序的更多信息，请参考我们的国际学生延期、暂停和取消注册政策。 

在终止学生的 CAAW 之前，学校必须确保学生的新福利安排正式到位。学生必须提供另一注册教育机构或其

父母/监护人/合格亲属的信函，确认他们将负责国际学生的福利安排以及新安排的开始日期。 

如果国际学生的父母/监护人或符合条件的亲属计划短期内照顾国际学生，如度假，学校可能决定继续其

CAAW 安排，而不是终止 CAAW。 

学校可以决定终止 CAAW，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学校不能再对国际学生负责，例如： 

• 国际学生拒绝住宿或不通知就离开住宿的 

• 在学校已经用尽所有可能的途径来帮助国际学生维持适当的安排之后 

• 住宿提供者无法维持安排 

• 国际学生的入学资格被暂停或取消 

• 国际学生从他们的住所失踪，并且无法找到或联系到他们，即使学校已经执行了我们的国际学生重

大事件应对政策。 

在上述情况下，学校必须在 24 小时内使用 PRISMS 中的 "不批准适当的住宿/福利安排 "信报告该国际

学生。这可能导致内政部以违反签证条件 8532 为由取消该国际学生的签证。 

如果年幼的国际学生年满 18 岁 

如果国际学生在学校就读期间年满 18 岁，学校的 CAAW责任将停止。 

此外，《国家准则》标准 5 和本政策的要求将不再适用于该学生。 

如果国际学生在 Korowa 就读期间年满 18 岁，学校将对课程的注册提出条件，要求学生继续居住在批准的宿

舍，直到课程结束。这是由家长/监护人签署的入学合同的一部分。 

福利安排的批准 

根据标准 5.7，如果学校招收的 18 岁以下学生的福利安排得到了另一个注册机构的批准，学校必须： 

• 与放行的注册服务提供者协商福利安排的转移日期，以确保没有空档。 

• 告知学生其签证义务，以维持其目前的福利安排的审批，或返回其本国，直到新批准的福利安排生

效。 

内政部批准的福利安排 

如果在学校注册的国际学生未满 18 岁，可以指定一名家长/监护人或符合条件的亲属负责国际学生的住宿和

福利安排。 

父母/监护人，或符合条件的亲属必须有适当的签证或已申请学生监护人签证（590 子类）。 

符合条件的亲属可以是： 

• 父母、配偶、事实婚姻伴侣、兄弟、姐妹、继父母、继兄弟、继姐妹、祖父母、姑姑、叔叔、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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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外甥，或继祖父母、继姑姑、继叔叔、继侄女或继外甥；以及 

• 由申请人的父母或对申请人有监护权的人提名，而且必须是： 

• 至少 21 岁；以及 

• 品行良好，并提供 16 岁后在过去 10 年中居住过 12 个月以上的国家的警方证明，以证明这一点

；以及 

• 是澳大利亚公民、永久居民或有资格留在澳大利亚，直到海外学生的签证到期或海外学生年满

18 岁（以先发生者为准）。 

如果指定的监护人已经得到内政部的批准，学校没有义务进行跟进。然而，如果学校发现海外学生没有得到

适当的照顾，他们将联系内政部和 VRQA。 

学校所接受的安排 

学校对所有未满 18 岁的国际学生的福利安排负责。学校负责的国际学生必须住在学校批准的宿舍。 

学校不会批准海外学生的父母、监护人或符合条件的亲属在 CAAW 的福利安排 - 他们必须得到内政部的批准

。 

如果父母、监护人或符合条件的亲属想要照顾 CAAW 的国际学生，他们应该通过内政部申请成为国际学生的

指定监护人。他们必须通过内政部获得学生监护人签证。 

学校可以批准非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的人（包括不符合亲属定义的家庭朋友或家庭成员）以 CAAW 的形

式照顾海外学生。学校必须确保该人是： 

• 至少 21 岁；以及 

• 品行良好；以及 

• 拥有可在澳大利亚逗留至签证到期或海外学生年满 18 岁的适当签证。 

监查福利安排 

学校将通过定期监查国际学生的福利安排，包括学生根据学生监护人签证与符合条件的亲属生活在一起时的

福利安排。 

• 学生面试 

• 对学生在寄宿家庭中居住的地方进行实际现场检查。请参阅我们的寄宿家庭政策 

• 福利安排的监督工作由国际学生协调员和/或另一位受委托的工作人员负责。 

请参阅我们的国际学生寄宿政策 

福利安排的中断 

在紧急情况下，学校必须启动我们的重大事件政策，这可能会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中断福利安排。请参考我

们的国际学生重大事件应对政策。 

国际学生安全卡 

国际学生协调员将会给所有在 Korowa 注册的国际学生发放学生安全卡。 

该卡将在入学时发放，并在其整个入学期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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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必须随时携带此卡。这将确保学生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联系到指定的负责人。 

学生、寄宿家庭的主人和所有相关的 Korowa 工作人员都会被告知卡片的目的和卡片中的信息。 

所有各方都必须了解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该怎么做，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应首先联系 Korowa。 

如果卡上的任何信息需要改变，学生将立即得到一张新卡。 

学生安全卡包括： 

• 国际学生协调员的 24 小时联系电话 

• 学生的寄宿家庭电话号码 

• 学生权益负责人号码 

• 维多利亚州的应急机构的详细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