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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今年与往年有些不同，您在出发前，很多事情需要考虑和准备。 

 

请仔细阅读本文档中包含的信息。您这样做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您不遵守这些规定，加拿大政府

有权拒绝您进入加拿大或给予其他处罚。这些规定旨在确保您自己和周围人的安全和福祉。 

 

本文档概述了加拿大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简称卑诗省）政府和列治文学区提出的期望。阅读完

本文档后，你和父母/法定监护人必须签署随附的 COVID-19 自我隔离声明，该声明位于本文档

末尾和我们的网站上。  

 

到达加拿大之前，请打印所有必要文件并通过 iCent 手机程序发送给列治文国际教育部

（RIE）。本手册中提供了有关如何下载 iCent App 的说明。 

定义 

 
您将在下面找到COVID-19词汇表。请熟悉这些术语，因为在您到达加拿大之前以及在加拿大期

间，您会经常听到它们。 

 

Self-Isolation/Quarantine （自我隔离/隔离） 

• 这些术语意味着您必须独自留在家14天。自我隔离/隔离有助于防止Covid-19传播给他人。 

• 自我隔离和隔离这两个术语可以互换。 

 

Self-Monitoring（自我监控） 

• 监控健康状况，如果您感觉不适，请通知成年人。您可以在网上查询COVID-19的可能症

状，以确保自己健康。如果您认为自己可能患有COVID-19的症状，请自行隔离并立即通知

RIE才致电护士的帮助热线8-1-1。该帮助热线（8-1-1）有多种语言服务。 

 

Social/Physical Distancing（社交和肢体距离）  

• 除非与您住在一起的人（父母，寄宿家庭等）、您的亲近社交范围或学习小组中的人，否则

您与他人之间至少要保持2米的距离。 

• 避免与学习小组以外的人挤在室内空间，并确保您遵循所在场所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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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自我健康检查 

 
所有来加拿大和卑诗省的旅客必须在抵达后14天进行自我隔离。由于COVID-19症状可能需要长

达14天的时间才出现，因此即使您在抵达加拿大时未出现任何症状，也必须对自我健康状态进行

监控。 

 

请自問三条关键问题： 

 

1. 疾病的主要症状:  我有没有任何以下疾病的主要症状? 

 

 •发热 

•发冷 

•咳嗽或慢性咳嗽恶化 

•气促 

• 腹泻 

• 恶心和呕吐 

• 失去嗅觉或味觉 

2. 国际旅游 在过去14日里我有没有在加拿大境外旅游？ 

 

3. 确诊联系 我是否被确认为Covid-19确诊者之确认联系？ 

 

问题1: 疾病的主要症状: 

 

如果您对疾病的主要症状的任何一项症状(不包括发烧)回答“是”，则应从症状开始算起24小时进

行自我监控。如果症状持续或恶化，请进行健康评估。 

 

如果您对疾病的主要症状的任何两项或以上症状或发烧回答“是”，请进行健康评估。 

 

健康评估包括直接与HealthLinkBC交谈。联络电话是8-1-1。这个热线是每周7天，每天24小时提

供服务。它提供多种语言的帮助。 

 

自我健康评估工具：https://bc.thrive.health/covid19/en 

 

非紧急联系热线 

对于有关COVID-19的非医学问题，请致电1-888-COVID19（1-888-268-4319），时间为上午

7:30-晚上8:00。您也可以发送短信致604-630-0300。 

 

 

https://bc.thrive.health/covid19/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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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联系热线 

如果出现呼吸急促，请致电9-1-1并要求救护车。重要的是要声明： 

-您是最近的旅行者 

-您处于14天的自我隔离（或隔离）期间，并且 

-您呼吸困难（如果出现其他COVID-19症状，请告知） 

 

问题2： 国际旅游 

 

如果您回答“是”，您将需要根据《隔离法》进行14天的自我隔离。 

 

问题3： 确诊联系 

 

如果您回答“是”，您将需要根据公共卫生局的建议进行自我隔离。 

 

RIE 保险范围 

学生应该记住，列治文国际教育部为所有留学生在学习期间提供全面的医疗保险。学生有资格参

加的保险类型（私人保险或私人保险与公共医疗计划的组合）取决于其课程的持续时间。 

 

我们的私人保险Ingle International的StudyInsurance为学生提供了COVID-19的保险。学生必须

在紧急情况下的48小时内与我们联系。 

 

一旦学生有资格在抵达后三个月获得承保，BC省公共医疗服务计划 (MSP) 还将涵盖与COVID-

19相关的医疗需求。这仅适用于在列治文停留6个月或更长时间的学生。  

 

检查RIE的iCent应用程序，以获取有关这两个保险计划的覆盖范围信息和联系信息。 

 

您可能还希望访问我们的网站https://risp.sd38.bc.ca/students-parents/medical-insurance了解更

多详细信息。 

  

https://risp.sd38.bc.ca/students-parents/medical-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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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前 

 
1. 建立沟通和关系 

• 如果您是新来的学生，并且将入住寄宿家庭，请在前往加拿大之前与他们联系以更好了解

他们。除了电子邮件之外，通过 Zoom 或 Skype 聊天也是一个好主意。请记住与寄宿家庭

交换电子邮箱和手机号码，并在手机中输入 RIE办公室的电话号码（+ 1-604-668-

6217）。RIE办公时间是早上 8:30 到下午 4:30 （太平洋时间）。 

• 您的电话中也应该包含 RIE紧急电话号码-778-835-3822。 可用于下午 4:30 之后直到早

上 8:30 的紧急情况。 

• 如果您是回国留学生，请确保您已与寄宿家庭就隔离要求进行了沟通。 

• 确保您清楚到达机场后的安排，将要见谁和在哪里见面，因为接机人员将无法进入机场

内。 

 

2. 准备进行 14 天隔离 

• 如果您不住在 RIE 寄宿家庭，请确保您有 14 天的隔离期计划。您将需要填写 RIE 的 “旅行

和到达协议清单” 并提供何时到达加拿大的信息。 

• 下载 RIE 的 iCent应用程序。有关说明，请参见下一部分和我们的网站。 

• 考虑下载 COVID-19 应用程序和每日症状跟踪器：https：//ca.thrive.health/ 

• 为隔离期间的身心健康制定计划。考虑在强制性的 14 天隔离期内，您是否想带些什么来帮

助您保持忙碌和娱乐。 

 

3. 如果您是新生，请为 RIE 新生入学程序做好准备  

• 信息将在我们的网站和RIE iCent App中提供。 

 

4. 前往加拿大前，考虑在家中隔离。 

• 在离开您的祖国前往加拿大之前，请考虑在您的家中进行自我隔离两个星期，并在此期间

仅与家人见面。 

 

5. 考虑体检/COVID-19测试 

• 如果可以的话，学生应该在出发前72小时内获取医生的健康证明，以确认您在健康和安全

情况下旅行。如果可能，您还应该进行COVID-19测试。办理入境手续时，请随身携带所

有信件证明。 

 

 

file:///C:/Users/atsang/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INetCache/Content.Outlook/NK8428BZ/https：/ca.thrive.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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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载必要的应用程序和在线文档 

• 到达之前，旅客必须在 ArriveCAN 应用程序上提供个人信息给加拿大政府，以及完成卑

诗省政府的“自我隔离声明”。*有关应用的信息，请参见以下部分。 

 

7. 提前准备好所有文件以进入加拿大 

• 确保查看本文档和 RIE iCent 应用程序中的 “旅行和到达协议清单” 中包含的所有信息。

您需要阅读，签署和上传“旅行和到达协议清单”到本部门，以接收您进入加拿大的支持

函。 

 

8. 查看注册信息（新生） 

• 如果您是新生，则需要在抵达加拿大后与列治文国际教育部注册。在 iCent应用程序和我

们的网站上查看信息，以确保您携带所有必要的文件。 

 
 

下载必要的应用程序和在线表格 

 

您必须在出发前先下载 2 个应用程序和完成 2 个表格。 

1）列治文国际教育部（RIE）iCent 应用程序 

2）ArriveCAN 应用程序（出发前 48 小时） 

3）卑诗省的 “自我隔离计划” - 在线完成和/或以纸本形式带到加拿大 

4） “旅行和到达协议清单” （提交给 RIE办公室） 

 

应用说明和表格 

 

1) 列治文国际教部育 iCent 应用程序 

 

步骤 1：确保您下载了 RIE 的 iCent应用程序，以获取重要信息和更新。将应用程序下载到手

机，请使用相机扫描 QR码，然后点击出现的链接。 

 
 
 
 
 
 

或者，您可以通过单击下面的相应徽标从 Android Google Play 或 iOS App Store 下载 iCent。 如

果您无法浏览 Google Play 或 App Store，也可以将应用程序直接下载到手机上。 使用您的手

机，点击下面的 iCent 徽标以下载.apk文件。 或者，您可以在计算机上下载该应用程序，然后将

文件发送到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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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后，您可能需要临时更改手机上的安全设置以安装该应用程序。如果您需要技术帮助，请通

过 support@icentapp.com 与 iCent 支持团队联系，他们将很乐意为您提供帮助。 

来自 support@icentapp.com 的欢迎电子邮件将发送到记录在案的学生电子邮件地址。 如果您尚

未收到此电子邮件并且无法登录，请联系我们的办公室以更新您的电子邮件地址。 

 

完成安装后，请继续以下指南中的步骤 2。 

 

 
 
 
 
 
 
 
 
 
 
 
 
 
 
 
 
 
 
 

步骤 2：选择加拿大 

步骤 3：选择 Richmo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 SD38 

步骤 4：根据需要输入信息。请务必准确输入此信息。 

另外，请确保您的推送通知已打开，因为我们将通过该应用程序向您发送重要更新。 

 

完成这些步骤后，请查看该应用程序的不同部分以获取有用的信息，以确保您安全地到达加拿大

并在列治文度过愉快的时光。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neeltech.icent&hl=en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neeltech.icent&hl=en
mailto:support@icentapp.com
https://downloads.icentapp.com/app-release.apk
https://downloads.icentapp.com/app-release.apk
mailto:support@icentapp.com
https://apps.apple.com/in/app/icent-app/id895908660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neeltech.icent&hl=en
https://downloads.icentapp.com/app-release.a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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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rriveCAN 应用程序  

 

要进入加拿大，您必须使用 ArriveCAN 提供必填信息。请按照以下步

骤操作 

 

步骤 1：通过选择下面的 iPhone 或 Android 选项下载并完成

ArriveCAN 应用程式。如果您无法下载该应用程应用程式，请单击“在

线”选项。  

 
iPhone/App Store      Android Devices       Online 
 

步骤 2：使用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和密码创建一个帐户，然后输入发送到您的电子邮件地址的验证

码来确认您的帐户。然后，按照应用程式的指示进行操作，并在到达加拿大之前提交您的信息。 

 

步骤 3: 抵达加拿大后，请准备好使用手机和 ArriveCAN。您需要将您的 ArriveCAN 收据出示给

移民官员。 

 

有关 ArriveCAN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说明或浏览：http://www.canada.ca/arrivecan 

http://apps.apple.com/ca/app/canarrive/id1505394667
https://apps.apple.com/ca/app/canarrive/id1505394667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a.gc.cbsa.coronavirus&hl=en_US
https://arrivecan.cbsa-asfc.cloud-nuage.canada.ca/privacy
http://www.canada.ca/arrive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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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卑诗省 “自我隔离声明” 表格 

 

除 ArriveCAN 应用程序外，学生还必须提前填

写并打印  “自我隔离声明” 表格。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health-
safety/support_for_travellers_print.pdf 
 

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以确保您可以安全，顺利

地进入加拿大： 

  

1）填写并通过 iCent 应用程序将副本发送到

RIE办事处。 

2）列印随身行李袋的副本 

3）在手机上保留一份副本 

4）在以下位置填写表格的在线版本 

https://travelscreening.gov.bc.ca/. 
 

收到完整表格后，RIE 将会向学生发出支持函，

以证明他们“非随意旅行”目的。 

 

 

包装行李 – 文件和表格 
 

学生必须确保随身行李中装有以下文件和表格： 

 

 护照 

 学生签证或介绍信 

 列治文国际教育部录取通知书或返学通知书 

 列治文国际教育部的支持函 

 监护权声明文件 

 医疗保险确认文件 

 寄宿家庭资料和联系方式 

 列治文国际教育部工作人员/寄宿家庭的联系信息表，包括 24/7 紧急电话（可在 RIE 

iCent 程序上找到） 

 把卑诗省 “自我隔离声明”表格打印出来，并在手机上备份一份副本 

 住宿信息：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health-safety/support_for_travellers_print.pdf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health-safety/support_for_travellers_print.pdf
https://travelscreening.gov.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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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如果与寄宿家庭同住，则提供寄宿家庭信息。请携带您的 RIE 寄宿家庭资料。此

信息也应该在您的“自我隔离声明” 表格中 

o 酒店预订确认书（如果适用） 

o 您的私人隔离住所信息-包括住在家里的成年人的全名，家庭住址，电子邮件和电

话号码 

o 有关监护人的信息，包括全名和联系方式 

 接机人员的联系信息 

 处方药和卫生用品 

包装行李 – 物品 

 

建议学生也将以下物品放在随身行李中： 

 更换衣服（如果行李延误） 

 口罩（2 个以上） 

o 一次性口罩和/或可重复使用的布口罩 

 旅行装瓶的免洗消毒洗手液（100 毫升以下）  

 消毒湿巾 

 个人卫生用品 

 

 

建议学生在托运行李中也应携带以下物品: 

 大瓶免洗消毒洗手液 

 足够 14 天更换的衣物，以防隔离期间无法洗衣 

 额外的口罩 

 

2020-2021 学年来加拿大学习时，所有学生都需要拥有手机以及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 

 

出发前提醒 

• 向您的航空公司查询有关旅行协议和指南的信息 

 
 

旅途中 

 

在机场和飞行过程中，请确保执行以下操作： 

• 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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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距离（如果可能，与其他人疏散距离至少 2 米） 

• 经常洗手 

• 避免接碰到脸部 

• 定期并根据需要使用免洗消毒洗手液，尤其是在进食前, 使用洗手间并触摸高接触表面

后。 

• 消毒个人空间 

• 保持手机电量充足 

• 带些食物，因为餐馆或商店可能关闭 

• 带一个可再填充的水瓶 

抵达加拿大后 
 

抵达加拿大后，请遵循有关身体距离的准则。如果您与寄宿家庭在一起，请与他们联系，让他们

知道您已经到达。机场各处均提供免费无线网络。 

 

抵达加拿大后，您将必须过海关。请参阅“包装行李-文件和表格”部分-报关时将需要这些文件。

可以在 RIE-iCent 应用程序中找到文件清单。 

 

如果您是有学习许可批准书的新生，请确保在领取行李之前领取学习签证。如果您不确定该怎么

办，请询问！在您清关之后，会立即提供多语言机场工作人员。 

 

请在机场楼外与您的寄宿家庭见面，或者在离开行李区时寻找举着“行政酒店”标志的驾驶员（酒

店班车必须提前确认）。您也可以乘坐出租车前往最终目的地。必须在抵达前做出运输细节并确

认。  

自我隔离要求 

 

政府准则 

 

到达目的地后，加拿大和卑诗省政府要求您隔离 14 天。您需要在房间里留守 14 天，并避免与他

人接触。如果确实有紧急需要与他人见面，请保持 2 米的距离并尽可能戴上口罩。 

 

请注意，加拿大政府官员可能会打电话给您，看看您是否遵守这些准则。请不要惊慌，因为这是

正常抽查。您应该准备接听 1-855-906-5585 或 613-221-3100 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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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题 

• 您在隔离吗？ 

• 你和其他人在一起吗？ 

• 您有访客吗？ 

• 您可以接触到新鲜空气吗？ 

• 你有出去吗？ 

• 您有自己的卧室吗？ 

• 您有自己的浴室吗？ 

• 谁在做饭？ 

• 您如何获得新鲜杂货？ 

 

政府官员绝不会要求您提供任何个人信息，例如有关您的财务或银行帐户的信息。如果您接到电

话询问您的财务，家庭或个人信息，请挂断并联系 RIE。 

 

RIE 工作人员还将在 2 周的隔离期内定期与您，您的监护人和/或寄宿家庭联系，以确保您状况良

好。 

 

您也可以联系 RIE 的办公电话 604-668-6217，办公时间是每天上午 8:30 到下午 4:30（太平洋时

间）或 RIE紧急电话 778-835-3822（可在办公时间外拨打）。此外，您也可以发邮件到

study@sd38.bc.ca。  

 

 

学生责任 

 

请注意，隔离是强制性的，而不是可选的。这些措施是为保护您和您周边的人。 

 

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时，您需要留在分配的房间中，并与他人保持距离。这意味着经常用肥皂和

水洗手至少 20 秒，每天洗一次澡，咳嗽或打喷嚏时用肘部（或纸巾）遮盖口鼻，并定期清洁浴

室。 

 

隔离期间如何保护自己和他人 

 

做到： 

• 定期且经常用普通肥皂和水洗手至少20秒。 

• 使用酒精含量至少为60％的洗手液。 COVID-19不需要抗菌皂。 

• 咳嗽和/或打喷嚏到肘部，或用纸巾避免咳嗽或打喷嚏到手或空中。 

• 立即将用过的纸巾丢入垃圾桶，并立即洗手。 

mailto:study@sd38.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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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可能留在您的房间内，并与他人保持2米（6英尺）的距离。 

• 如果可以，请使用单独的浴室。定期使用家用清洁剂清洁浴室。放下盖子冲洗马桶。 

• 确保房间中有空气流通。 

• 使用个人的毛巾，与他人的分开。 

• 向别人微笑并挥手致意，不要直接身体接触，如拥抱或握手。 

• 将您的个人物品（例如牙刷、杯子、手机、平板电脑或笔记本电脑）与他人的物品分开存

放。 

• 经常倒空垃圾，然后立即洗手。 

 

不要做： 

• 请勿与他人共享食物或饮料。 

• 请勿与他人共用碗碟，杯子，饮食用具。 

• 在隔离期间不要去学校或公共场所。 

• 不要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 请勿邀请他人进入您的房间。如果您需要某件物品，请其他人将其留在门外。继续自我监测

症状。如果您出现咳嗽或发烧，请致电并向8-1-1报告。如果呼吸困难，请致电9-1-1。 

 

洗衣 

请遵守寄宿家庭或酒店设定的规则，以确保每个人都享有安全清洁的环境。 

 

如果住在Executive Hotel的标准间，您将可以使用洗衣服务。如需要工作人员为您洗衣服，将要

另外收费，但尽管酒店会为列治文学生提供10％的折扣。请检查您房间内的洗衣信息以获取更多

信息，或询问酒店以获取更多信息。如果住在公寓套房，您将可以使用房间里的洗衣机和烘干

机。 

 

使用洗衣机时，请按照洗涤说明上指示的最热水清洗衣服。将衣服彻底烘干，且不要洗或折叠他

人的衣物。 

隔离期间该做什么 
 

欢迎新生 

列治文国际教育部正在为新生准备一个有趣且内容丰富的入学介绍。您将了解有关列治文的更多

信息，对您的学校进行虚拟参观，甚至有机会与您的副校长聊天。我们期待着您的到来！ 

 

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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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与您的朋友和家人保持联系。在迎新会期间，我们还将向您介绍其他在您学校上学的新学

生，因此您可以期待结识新朋友。 

 

保持健康 

如果您住在寄宿家庭，请遵守隔离要求。在遵循寄宿家庭和政府的安排情况下，可以每天有时间

去户外活动一下。这意味着坐在后院，或在其他无人并在户外的地方。不论您住在酒店还是房

子，除非获得许可，否则请勿进入酒店或房子里的公共区域。在 14 天隔离期间，您也不能离开

您的酒店/房子。定期开窗通风，以确保获得充足的新鲜空气和自然阳光。 

 

您可通过阅读书籍，学习英语，看电影或在房间中进行其他爱好来保持娱乐。尝试新事物，例如

瑜伽或在线锻炼。 

 

列治文奥林匹克体育馆的 Instagram页面免费提供每日锻炼。请确保在 Instagram 上关注

@richmodoval 以获取更多信息。 doyogawithme.com为初学者和高级瑜伽士提供许多免费的瑜

伽课。 

 

另外，由于时差和长途旅行，您可能会感到疲倦，请尽量多休息一下，早点睡觉。 

 

如果您感觉不适，请立即与我们联系，以帮助您完成在线自我评估，以确定您是否需要进一步的

测试。 

 

您也可以访问 https://ca.thrive.health/ 或致电 8-1-1。 

 

其他资源 
 

温哥华机场有关旅行指示和检查的网站： 

https://www.yvr.ca/en/updates/covid-19-update-2 

 

正确的手洗方式： 

https://bc.thrive.health/covid19app/resources/58c360e2-ad98-47f3-bcf9-2c162c96a626? 

from=/home 

 

清洁和消毒技巧 

http://www.bccdc.ca/health-info/diseases-conditions/covid-19/prevention-risks/cleaning-and-

disinfecting 

file:///C:/Users/atsang/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INetCache/Content.Outlook/NK8428BZ/doyogawithme.com
https://ca.thrive.health/
https://www.yvr.ca/en/updates/covid-19-update-2
https://bc.thrive.health/covid19app/resources/58c360e2-ad98-47f3-bcf9-2c162c96a626?%20%20from=/home
https://bc.thrive.health/covid19app/resources/58c360e2-ad98-47f3-bcf9-2c162c96a626?%20%20from=/home
http://www.bccdc.ca/health-info/diseases-conditions/covid-19/prevention-risks/cleaning-and-disinfecting
http://www.bccdc.ca/health-info/diseases-conditions/covid-19/prevention-risks/cleaning-and-disinfe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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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距离简介： 

http://www.bccdc.ca/Health-Info-Site/Documents/COVID19-Physical-distancing.pdf 

 

COVID-19 和学校： 

http://www.bccdc.ca/health-info/diseases-conditions/covid-19/childcare-schools/schools 

 

列治文学区： 

https://www.sd38.bc.ca/ 

https://www.sd38.bc.ca/covid-19-updates 

 

列治文国际教育部 

https://studyinrichmond.sd38.bc.ca/ 

 

 
 

重要提示：“ 旅行和到达协议清单”必须完成及递交给列治文国际教育部。 

在旅行之前，请先通过 iCent应用程序进行检查，签名和提交。 

 

 

http://www.bccdc.ca/Health-Info-Site/Documents/COVID19-Physical-distancing.pdf
http://www.bccdc.ca/health-info/diseases-conditions/covid-19/childcare-schools/schools
https://www.sd38.bc.ca/
https://www.sd38.bc.ca/covid-19-updates
https://studyinrichmond.sd38.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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