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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
申请
文件

第108大道435号
贝尔维尔市，华盛顿州，邮编98004

电话：（425）5531222
电子邮箱：contact@seattlevt.com

网站：www.seattlevt.com



申请人基本信息（名字按护照显示）

名 中间名 首选名 姓

 性别:      出生日期: 年龄:  现在年级: 
月/日/年

申请的年级:  9 / 10 / 11 / 12 起始日期:   走读

男 女

  住读                                   申请就读:  全年/ 短期

 少于1年的学习，请建议具体的开始日期: 

护照/移民身份:     需要1-20     我有签证: 
  永久居民 (绿卡持有者)

请描述

学生地址  – 如果和父母/监护人的地址不一致: (请看另一页) 

街道              房号

城市   州/省          邮编 国家

电话 传真

申请人电子邮箱 

       出生国  哪国公民

        母语                                       申请人学习英语的时间?

申请人教育信息
过去3年的学校和地址

目前学校 电话

 街道

城市  州/省 邮编 国家

入学年数 年级水平

教学所用语言? 

英语是教师的主要用语？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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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

以前学校 电话

街道 城市 州/省 国家

入学年数 年级 

认识西雅图科技学校人员或者有相关性？如果是，请提供姓名和具体关系

      照片 (可选)

        (月/年)            (少于1年)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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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家庭联系信息

在西雅图地区的监护人:
名 姓

街道 城市 州/省 邮编

家庭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代理机构: 代理人: 
名 姓

街道 城市 州/省 邮编

家庭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家
庭

信
息

申请人未提供完整地址信息视为未完成

父母/监护人1:
称呼: 先生   太太    女士 博士

父母/监护人2:
称呼: 先生   太太    女士 博士

名 姓

首选名

和申请人的关系

街道

城市 州/省  邮编 国家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职务/抬头

公司/机构

兄弟姐妹: 列明所有兄弟姐妹
名 性别 年龄/年级 现就读学校

家庭电话

名 姓

首选名

和申请人的关系

街道

城市 州/省  邮编 国家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职务/抬头

公司/机构

家庭电话

2

是通过教育代理商申请的吗？ 如果是，请在下面的空白处写下代理商和经办代理人的名称。 （必填：通过代理机构
提交的不提供代理商联系信息的申请将被视为不完整。）

是   不是



家
长

声
明

家长声明

1.  请告诉我们您的家人对西雅图科技学校的兴趣。 请描述该校的使命和理念如何符合您孩子需要的教育体验？

2.  请告诉我们您孩子在校内外的兴趣或活动。 父母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每个学生。

3.  请描述可能已影响到孩子学习的任何特别情况如某种原因造成的长期缺课。包括学生已经历的具体测试和/或学
术支持。 您也可以整体地描述您孩子面临的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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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名

正楷名字

正楷父母/监护人姓名

申请人签名

父母/监护人签名

日期

日期

日期

申请费用250美元不退还

请回复到以下地址: 

日期

我签名确认，提交给西雅图科技学校的所有信息是正确反映现实，完整和诚实的。

国际招生部
致：招生协调员
第108大道435号
贝尔维尔市，华盛顿州，邮编98004

电话：（425）5531222
电子邮箱：contact@seattlevt.com
网站：www.seattlevt.com

西雅图科技学校不会基于种族，肤色，信仰，宗教，性取向，性别，性别认同，残疾，服务性动物的使用，民族或种族，或
受法律保护的任何其他特征或特性歧视合格的学生; 
提供对西雅图科技学校学生通常给予或提供的所有权利，特权，项目和活动; 或其管理下的教育政策，招生政策，经济援助
，竞技和其他学校管理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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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雅图科技学校最具吸引力的特色是什么？

1.  你认为完美的美国高中生活经历是什么？ 请描述一下。

学生问卷调查

3. 请描述非常不同于您以往的与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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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必须独立完成以下部分。请用您自己的用语和手写体回答以下问题，不要打字输入，不得由他人帮助回答或
者编辑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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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的保密资金声明

学生姓名:

申请:
年度

日期:父母/监护人签名 :

个人或家庭资助信息

资助人姓名: ,
姓 名 中间名

父母/监护人签名 : 日期:

与申请人关系:

重要事项:

名 中间名 姓 首选名

资金信息

学生和家庭资金
外来资金

您准备如何资助孩子在西雅图科技学校的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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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的赞助人也必须填写一份支持宣誓书。

该表格可向国际招生协调员索取

拥有多个赞助人的申请人必须让每个赞助商填写国际学生财务报表并提供支持宣誓书（如适用）。

*个人资金。: 如果您使用自己资金支持教育，请让您的银行提供您的个人帐户的证明。

西雅图科技学校要求F-1签证学生，寄宿式学生需提供每年50,000美元的最低支持， 走读学生提供29,800美元的最低
支持。 通过签署此支持宣誓书，我将对上述申请人的学费，费用，生活费和每年$ ______的其他相关费用负全部责
任。 （选择上面的金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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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宿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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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学生安置在寄宿家庭之前，第1部分和第2部分都需要填写，签名，扫描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contact@seattlevt.com。）

第1部分（由学生填写）
 
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名）
同意以下条款和条件，在美国华盛顿州贝尔维尤的西雅图科技学校（SVT）注册为全日制国际学费支付学生。

行为准则
所有18岁以下的学生及其家人必须意识到，通过选择在SVT学习，学生和家庭都同意学生遵守行为准则。这些都是
为了学生在美国期间的福利。不遵守这些准则的学生将首先接受咨询。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学生的寄宿家庭和/或
SVT的注册可能会被取消。

如果学生在他们的护理中违反了这些指导原则，寄宿家庭必须通知SVT。

1. 在美国注册为SVT学生时，我承认我必须上学。如果我因任何原因缺席，我的寄宿家庭看护人有义务联系学  
 校解释我缺席的原因。如果我生病或无法上学，我会在回到学校的第一天带上寄宿家庭和/或医生提供的解  
 释性说明。

2.  我必须尽我所能完成所有的家庭作业和课堂作业，并遵循学校的家庭作业政策。我知道如果不这样做，将  
 导致招生协调员联系我的寄宿家庭看护人和/或我的父母和代理人。

3.  我必须表现得恰到好处，始终遵守学校的规则和期望，而不是迟到。

4.  我必须达到400小时（每年100个）的社区服务，不仅要满足华盛顿州的毕业要求，还要满足SVT标准。

5.  我明白即使得到父母的许可，我也不会从事有薪工作。

6.  未经西雅图科技学校和我父母的许可，我不得更换寄宿家庭。

7.  在我逗留开始时，我了解我的寄宿家庭将就日常生活和我沟通具体规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7.1  结交朋友，去朋友家
 7.2  放学后回家
 7.3  周末活动和宵禁
 7.4  个人护理，如卫生，洗衣和食品
 7.5  人身安全
 7.6  家务，如保持房间整洁，做菜
 7.7  使用电话和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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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同意在抵达华盛顿时购买手机，并将我的电话号码告知我的学校和寄宿家庭。我同意随时携带这部手机。

9.  我同意在家庭中互动，并尽力适应他们的生活方式。这意味着在适当的时候与家人一起吃饭，而不是花太  
 多时间远离家人或我的房间。

10.  我知道未经寄宿家庭事先许可，我不得在其他住所过夜。寄宿家庭必须获得我将住宿的完整地址和电话号  
 码，我的寄宿家庭必须在那段时间内与被授权为合法负责看守的人交谈。我知道我必须在充足的时间内向  
 寄宿家庭提供这些信息。

11.  我知道我的寄宿家庭在放学后和周末都会有宵禁/熄灯时间。如果发生不可预见的情况导致我将要晚回家，  
 我会联系我的寄宿家庭主人，让他们知道延误的原因并在必要时寻求帮助。

12.  我完全清楚，除非在负责任的成年人的陪伴下并且仅为了用餐，否则我不得进入持牌经营场所。

13.  我知道学校或寄宿家庭不允许吸烟或饮酒。必须遵守所有华盛顿地方和联邦法律。

14.  我明白我不能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

 (a)  未经父母和寄宿家庭事先许可，进行驾驶课程。我理解，如果获得驾驶许可，我将寻求获得我的  
 寄宿家庭认可的教练。

 (b)  不作为未经学校和寄宿家庭批准的汽车乘客。

 (c)  不在黑暗中独自在街上行走

15.  我明白为了充分利用我在华盛顿的时间，我应该在任何时候都诚实，尊重和沟通我的寄宿家庭和学校。我将 
 一直努力以尊重的方式讨论寄宿家庭出现的任何问题，并在必要时与学校协调员讨论尚未解决或敏感的问题。

我已阅读并理解本合同，并知道我必须尊重并遵守这些规则。我理解，如果我选择不遵守商定的规则，我的寄宿家庭
主持人将联系学校的招生协调员并通告这些问题，我将需要解释我不遵守的原因。我了解，违反这份合同，我的签证
状态，就学状态和在美国的居留都将有被取消的风险。

学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寄宿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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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由学生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填写）

我/我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全名）
同意遵守以下条款和条件，我们的孩子在美国华盛顿州贝尔维尤的西雅图科技学校注册为全职国际收费学生

我/我们同意：

1.  定期与我/我们的孩子联系，并向寄宿家庭和学校提出我/我们孩子的福利问题。

2.  定期沟通或与寄宿家庭保持联系
 （如果语言障碍阻碍了充分的沟通，这需要通过翻译或指定的福利官员）

3.  对国际时差敏感并预先安排与所选寄宿家庭和/或我/我们孩子接触的适当时间

4.  支持寄宿家庭规则

5.  一旦建立就永远不谈费用。寄宿家庭租金应按照此处附带的付款时间表详细说明。

6.  为我/我们的孩子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以便孩子能够进行课外活动并在华盛顿州内舒适地生活，例如衣服    
 ，学校用品，额外食品，交通，洗浴用品和娱乐用品。

7.  披露我/我们的孩子可能有的任何身体或精神状况

8.  以移动电话，固定电话和电子邮件地址的形式向寄宿家庭提供可靠的联系方式。

9.  如果有明显沟通问题，我/我们将指定一名第三方联系人或监护人，他们将代表我/我做出决定，并向孩子和  
 寄宿家庭提供此人的联系方式。

10.  在访问华盛顿州的学生家庭成员需要住宿时，作出其他安排（在寄宿家庭之外）。

11.  确保寄宿家庭和安置费至少提前一周支付。

12.  支付由于过度使用互联网，电话和/或意外损害等设施而导致的寄宿家庭的额外费用，作出更换或补偿安排  
 ，以及支付与孩子相关的任何超额费用。

 寄宿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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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宿合同

13.  知道我/我们的孩子在圣诞节和暑假期间需要返回祖国，如果当时情况有障碍，将向SEVIS反映。

我已阅读并理解本合同，并知道我必须尊重并遵守这些规则。我了解，违反这份合同，我的孩子的签证身份，就学
身份和在美国的居留都存在被取消的风险。

家长1

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家长2

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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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协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之间
“寄宿家庭”

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

 考虑到寄宿家庭提供寄宿室和宿舍（每天最多三餐），双方同意如下：
 1.) 遵守本协议所附“寄宿合同”的所有规定。
 2.） 学生同意在__月至__月的学年十（10）个月内每月支付$ ____________。

 主持人同意：
 1.)  每天提供一个房间和三（3）餐。
 2.)  为学生提供结构和友好的家庭环境。

 寄宿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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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阶段
  你会：
   a) 填写并提交申请表和银行验证表。 （发送电子邮件至contact@SeattleVT.com
    主题：国 际招生（学生姓名）
   b) 发送在过去两年内所有学校的正式成绩单。
   c) 支付100美元（不可退还的）申请费（Paypal或微信）
   d) 安排并参加我们的一名员工的视频采访。

  我们会：
   a) 确认收到已完成的申请并指定一个帐号。
   b) 确认收到您已完成的银行验证，成绩单和费用。
   c) 安排视频面试。
   d) 安排并参加我们的一名员工的视频面谈。
   e) 告知您关于录取或拒绝的决定。

 第二阶段（如果你被录取），
  我们会：
   a) 在14天内向您发送I-20文件，签证申请清单和申请签证的建议。

  你会：
   a) 汇集所有必需的文件并在最近的美国大使馆申请签证。
   b) 告知我们您的申请是成功还是失败。
   c) 支付学费（第一年学费全额到期，在学生入学第一天之前）

  有问题吗？
  如果您在申请过程的任何部分需要帮助，请联系招生协调员：Tricia Dela Cruz联系方式：   
  contact@Seattlevt.com

  申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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