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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一:新生入学餐 9800
1、机票预订

对于即将留英的学生来说，该何时预定机票，如何定到

既便宜又合适的机票，往往成为暑假耗费时间精力的大

困扰。大道教育作为您的贴心服务公司，将协助您完成

一系列机票签订，让您的留学生活踏出完美的第一步。

2、杭州机场送机

由于大道教育集团是英国本土的教育品牌，目前在国内

浙江杭州设有分部，因此对于杭州出发来英的同学来

说，我们将在杭州提供机场送机服务，确保您的人身安

全，以及行李的安全送达。

3、英国机场接机

当你第一次踏上异国的领土，陌生的环境也许会让您

感觉无所适从。大道教育拥有丰富的接机服务经验，

在新生入学季定时定点提供接机服务，同时为您讲述

英国的风土人情。

4、协助换取BRP签证卡

自2015年4月15日起，如果中国公民申请超过6个月的

英国签证，申请人在中国首先获得的是一个有效期为

30天的签证，要获得完整签证，申请人必须在抵达英

10天内前往当地邮局，领取涵盖全部申请人签证信息

的生物信息卡。大道教育集团将为您提供全程专业指

导服务。

5、协助登记入学

新生入学时，需要完成学校登记，领取学生卡等一系列

工作，其中住在学校宿舍的同学还需要进行宿舍登记。

大道教育会全程协助您的入学准备工作，节省繁冗的登

记时间，一次性完成入学全项所需。

6、手机卡预定服务

英国的手机卡分为很多种类，服务的套餐也不尽相同。

因此，如何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手机套餐至关重

要。大道教育集团将为您提前订好手机卡，让您在到达英

国第一时间内能够与家人取得联系。

7、协助宿舍入驻

无论您选择住在校外还是学生宿舍，对于初来英国的学生

来说，如何购买价廉物美的生活用品，或者旧物利用买到

心仪的二手物品，都将是一个不小的问题。大道教育将协助

您完成宿舍入住，让初来乍到的您在消费价格颇高的英国能

够省下一笔不小的生活开支。

8、赠送安家包裹

除了贴心的宿舍入驻工作，我们还将免费赠送全新的床单，被

子以及日常生活用品，免去了您远从中国携带日常生活用品的

痛苦，也无需再花钱从超市购买运回。

Half Term 接送寄宿家庭费用：

一般按寄宿家庭及学生需求提供 

B&B:

35----70GBP/ 天 或按学生需求

Full Board  

50----100 GBP/ 天 或按学生需求

其余个人消费或特殊要求可友好协商

拟定。

寄宿家庭 – Homestay

英国寄宿家庭是未成年学生赴英留学时的住

宿选择之一。

学生寄宿的家庭可能是一座宅子或一间公

寓，可能在小镇、郊区、市中心也可能在乡

村。接待你的主人可能是单身，也可能是夫

妇或一个家庭。可能年轻也可能年迈，但主

人都把学生作为家庭一员来欢迎。英国寄宿家

庭的主人都非常友好，热情好客，喜欢领略不

同的文化，也热衷于帮助国际学生体验更多的

英国生活。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寄宿家庭不像

旅游时住的酒店，学生需要遵守寄宿家庭的家

庭要求。

寄宿家庭最大的优点就是文化学习，您有机会

参与英国普通家庭的生活，了解他们是怎么过

周末；怎么过各种节日；有什么习俗；闲时喜

欢做什么；看什么电视节目；及对事情的看

法。住在英国人家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感受

当地文化的方式。同时也有助于迅速提高英语

能力，学生在英国家庭生活中，口语、口音、

单词量会在不知不觉中快速提高。

套餐二:金融套餐 6800
1、协助办理入学缴费手续

大道教育集团将全程协助您办理入学的一系列缴费工作，包

括学费以及一定的书本费用（视不同学院具体情况而定）。

付款方式包括英国境内付款和英国境外汇款（如中国）。

2、协助办理银行开户手续

对于刚刚入学的新生，如何办理好银行开户，第一时间保证

资金安全，或及时收到国内汇款至关重要。大道教育将为您

简化开户手续，提供专业的学生开户指导，让您在英国充分

享受生活支出的便利。

3、提供旅行支票兑现等金融服务

除了完成必要的银行开户工作外，很多学生还需要将国内带

来的大笔资金，如旅行支票等，在英国快速兑现或入账。大

道教育为您提供一系列的金融服务，为您节省宝贵的学习和

工作时间。

4、境外汇款服务

按照银行牌价提供人民币—英镑汇款服务，省去高额手续费

和漫长的等待，同时提供学费及住宿费代付服务。

套餐三:回国套餐 6800
1、协助办理中国驻英领馆留学生登记手续

留学生在到达英国后，必须到中国驻英使馆教育处的留学生

报道登记系统上进行注册，保存个人信息，以便在完成学业

准备回国的时候，提交相应的材料来办理《留学回国人员证

明》认证海外学历。因此，英国大道教育将协助您完成登记

工作，确保您的身份和学历的真实合法性。

2、协助办理留学生归国中国教育部认证

同样，在留学生完成英国学业，拿到毕业证，即将回国时，

必须提交规定的材料来办理留学回国人员证明。英国大道集

团拥有丰富的学生服务经验，每年帮助上千中国学生完成这

一认证工作，以及办理各项归国手续，为您的留学生涯画上

完美的句号。

套餐四:尊享套餐 18800

对于大道集团的VIP客户，我们为您提供全套的尊享套餐。

大道教育留学尊享餐旨在提供全方面的专人贴心服务，为您

的留英全程保驾护航。具体服务项目包括：

1、 机票预订

2、 杭州机场送机

3、 英国机场接机

4、 协助换取BRP签证卡

5、 协助登记入学

6、 协助宿舍入驻

7、 赠送安家包裹

8、 VIP 欢迎礼包 

   （品牌全套洗护用品，日用品及储值英国电话卡）

9、 海外家长托管服务 （监护人）

10、 协助办理银行开户手续、提供旅行支票兑现等金融服务

11 、协助办理中国驻英领馆留学生登记手续

12、 协助办理留学生归国中国教育部认证

英国留学生（18岁以下）监护人服务

一. 服务项目

1.安排持有法律资格的英国公民作为指定的监护人；

2.提供前往英国学习和旅游所需的支援档和信函（由指定的在英监护人亲笔

签名的信函）；

3.履行在英期间监护人职责。

二. 未成年青少年（Child）在英指定监护人的职责及相关服务

基本职责：

1.提供日常照料，保证所监护的未成年青少年的日常起居食宿生活。提供一

个安全和有保障的家，爱护和关注未成年青少年，以及提供在英期间往来学

校的接送。

2.帮助所监护的未成年青少年在英被监护期间了解英国，建立和开展生活，

克服困难，结交朋友和健康的成长。

3.了解所监护的未成年青少年的行动，保障人身安全。

三： 监护收费模式：

舒心套餐A：  150 GBP Per Calendar Month (six months or above) 

* 留英行前准备指导 （材料准备/签证指导）

* 升学指导 (学校选择/专业规划）

* 24小时医疗/安全紧急协助

* 校方家长沟通以及学校事务汇报

* 成绩单收取+翻译 转寄 （每学期一次）

* 法律援助

* 代理出席家长会 （一年两次）

优选套餐： 275 GBP Per Calendar Month (six months or above)

* 代理留英签证（代为准备签证所需材料/行前辅导/面试培训）(每年一次)

* 升学套餐 (专业升学指导，代为处理所有文书写作） (每年一次)

* 初次来英welcome package（床上用品、安家包裹、手机电话卡）

* 24小时医疗/安全紧急协助

* 协助校方家长沟通

* 成绩单收取+翻译 转寄 （无限次）

* 校方邮件反馈翻译，学生在校表现和成绩单总结成册

* Half Term 中定制集中学习计划（ 私人家教补习）

* 法律援助

* 代理出席家长会 （一年两次）

* 免费专车机场接送 （一年两次）

* 搬家协助/行李寄存

尊享套餐：400 GBP Per Calendar Month (six months or above)

所有优选套餐所含项目

* 个人职业规划展望

* 个人成长档案建立，分配个人导师，成长轨迹 （每月学校表现汇报）

* 学徒计划：世界500强企业实习/NGO慈善组织实习机会 （寒暑假）

* 个人所需定制发展课程 （马术，外语，击剑等）

* 家长来访行程安排 

* 免费专车机场接送 （一年四次）

* 季度体检 

* 1 to 1 特需服务 （预定机票，门票，定制旅游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