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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eGuardian®英国精英监护 

受家⻓长信赖的监护公司 
 

集团介绍 
英国 PrimeUK®教育集团, 总部位于伦敦, 拥有近 10 年年的英国教育⾏行行业经验. 在英国, 我

们拥有多所集团独家代理理的私立中学与私立⼩小学. 我们还与 30 多所全英排名前 100 的私

立中学建立了了合作伙伴关系, 为这些学校的国际学⽣生提供卓越的监护服务. 作为监护⼈人, 

我们的宗旨是为学⽣生与家⻓长提供超乎想象的精英式监护服务. 我们及时有效的沟通机制得

到了了英国私立中学的⼀一致认可, 我们的精英监护服务得到学⽣生与家⻓长的⼀一致好评. 

 

集团项⽬目 
n PrimeArts®英国精英艺术教育集团 

n PrimeColleges®英国精英私立中学联盟 

n PrimeGuardian®英国精英监护 

n PrimeInsurance®英国精英国际留留学⽣生保险 

n PrimeEstate®英国房产置业 

n PrimeAccommodation®英国住宿与租房 

 

PrimeGuardian®优势 
2 对 1 服务: 我们实⾏行行 2 位监护⼈人照顾 1 位学⽣生的政策 

24 x 7 沟通: 365 天, 24 ⼩小时, 学⽣生与家⻓长能够随时与我们取得联系 

做的更更多: 循循善诱, 我们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业与健康, 更更努⼒力力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 

 



PrimeGuardian® 受家⻓长信赖的英国监护服务                  www.PrimeGuardian.co.uk 

服务 
位于伦敦的办公室将为学⽣生和家⻓长提供独⼀一⽆无⼆二的监护服务. 我们实⾏行行 2 对 1 的监护原则, 

即两位监护老师对⼀一位学⽣生进⾏行行照顾. 其中⼀一名为英国本地⼈人, 负责与学校沟通学⽣生的学

业进度并提供对应的解决⽅方案与措施; 另⼀一名为通晓中⽂文的⽣生活老师, 负责对学⽣生定期的

访问与关爱. 我们的⽣生活老师⼤大多为早期移⺠民英国华⼈人, 从⼩小接受英国教育并取得英国⾼高

等学历, 在英国拥有稳定的职业. 他们均通晓英语, 普通话, 具有爱⼼心并善于沟通交流. 他

们将会成为您与⼦子女之间的桥梁, 提供 贴⼼心, 专业的监护服务. 

 

职责 
我们的职责是: 帮助海海外学⽣生挑选并进入合适的英国私立中学, 然后作为他们在英国的监

护⼈人提供⽆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顾. ⾄至今, 我们的教育专家团队已经将数百名学⽣生输送到了了

英国各地优秀的私立中学接受教育,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已经升入了了⼀一流的⼤大学. 

 

使命 
我们的使命是: ⾃自学⽣生到达英国的⼀一刻起, 直⾄至学⽣生顺利利完成学业, 我们都将尽职尽责地

照顾好学⽣生的学习与⽣生活. 独⾃自留留学海海外的经历我们深有体会, 因此我们会通过定期对学

⽣生的探望, 参加家⻓长会等各种学校组织的活动, 让学⽣生感受到如亲⼈人般的关怀, 留留学海海外

不再孤独⽆无助. 

 

抵达英国之前 
n 提供临⾏行行前辅导, 让学⽣生为即将开始的独立学习⽣生活做好充分准备. 

n 提供签证所必须的监护函, 为学⽣生顺利利获签提供⽀支持. 点击下载监护函样本. 

n 预先替学⽣生购买英国⼿手机 SIM 卡并激活, 使学⽣生抵达英国后第⼀一时间能够联系到⽗父⺟母, 

并减低⻓长途电话费⽤用⽀支出. 此服务包含学⽣生第⼀一个⽉月的⼿手机费⽤用. 

n 根据学⽣生开课时间, 预定机票(机票, 改签等所有相关费⽤用由家⻓长⾃自⾏行行承担). 

n 如果学校为走读学校, 帮助学⽣生安排寄宿家庭. 我们确保所有的寄宿家庭都通过背景

与⽆无犯罪记录审查. 

n 代缴学费以及其他各种费⽤用. 

 

抵达英国之后 
n 机场接机: 为学⽣生安排机场接机服务, 包含每年年⼀一次的往返接机免费服务. 

n 学校注册: 在学⽣生就读学校登记为学⽣生法定监护⼈人, 履⾏行行监护⼈人权利利, 帮助学⽣生完成

学籍注册. 学校的重要通知将会以中⽂文形式转达给家⻓长. 

n 医疗注册: 帮助学⽣生就近完成医疗注册, 使学⽣生的医疗得到保障. 对于有需求的学⽣生, 

协助学⽣生购买英国私⼈人医疗保险. 

n 银⾏行行开户: 辅助学⽣生完成英国银⾏行行开户, ⽅方便便家⻓长与学⽣生之间转账. 

n ⽣生活关怀: 定期访问学⽣生, 了了解学⽣生在英国的⽣生活与学习情况, 并转达给家⻓长. 每年年

访问学⽣生⾄至少 4 次. 

n 学业关怀: 定期将学⽣生的成绩报告翻译为中⽂文, 提供给家⻓长, 让家⻓长及时了了解学⽣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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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情况. 根据学⽣生学业进度, 在适当的时候提供协助或安排课外辅导. 

n 将学校的后续收费单据转交给家⻓长, 并协助⽀支付. 

n ⼀一些学校的课外活动项⽬目需要家⻓长/监护⼈人签字, 监护⼈人将代表家⻓长, 在表格上签字

(取得学⽣生和家⻓长意⻅见). 

n 代表家⻓长参加家⻓长会和校内活动, 将家⻓长的意向反映给学校. 在家⻓长会结束后及时向

家⻓长汇报学校的反馈. 

n ⽣生⽇日关怀: 学⽣生⽣生⽇日时, 送上⽣生⽇日礼物与关怀. 

n 24 ⼩小时联系: 通过微信, ⼿手机和邮件, 家⻓长和学⽣生可以与我们随时取得联系. 24 ⼩小时

紧急电话服务, 确保学⽣生在遇到困难时, 可以第⼀一时间得到帮助. 

n 升学指导: 学⽣生在转学/升学时, 会有专业的⼤大学申请老师为学⽣生提供建议和帮助. 

n 机票预订: 帮助学⽣生预定英国-中国之间往返的机票(机票, 改签等所有相关费⽤用由家

⻓长承担). 

n 紧急情况: 如遇紧急情况, 我们会及时联系相关部⻔门, 确保学⽣生得到适当充分的医疗

照顾. 交通费等相关费⽤用由家⻓长承担. 

n 法律律援助: 帮助学⽣生解决在英国所发⽣生的任何法律律纠纷, 协助安排专业律律师提供法律律

事务咨询, 及时向家⻓长反映时态进展. (律律师费由家⻓长承担) 

n ⼼心理理辅导: 当学⽣生出现异常情况如: 消极情绪, ⼼心理理障碍, 社交障碍, 学习抗拒等时, 

我们将增加访问学⽣生次数, 帮助学⽣生克服⼼心理理障碍, 积极健康的学习和⽣生活. 如情况

严重时, 将为学⽣生安排⼼心理理医⽣生, 费⽤用由家⻓长承担. 

n 家⻓长探亲服务: 协助家⻓长来英国探望学⽣生, 包括帮助家⻓长索取签证所需邀请函, 协助

制作、递交签证材料, 预定机票、酒店, 安排机场接机. 签证服务费, 签证中⼼心收取的

费⽤用, 机票酒店接机的费⽤用, 由客户承担. 

n 假期安排: 在英国假期, 我们会根据家⻓长与学⽣生意⻅见, 做出对应的假期安排, 例例如安

排英国或欧洲旅⾏行行, 安排语⾔言培训, 安排课外辅导课程, 返回中国等. 期中假等需要

离校的时间, 帮助学⽣生安排寄宿家庭. 寄宿家庭费⽤用由家⻓长承担. 欧洲签证费将由学

⽣生⾃自⾏行行承担. 

n ⾏行行李寄存: 帮助学⽣生寄存⾏行行李. 在学⽣生离开英国之前, 帮助学⽣生寻找物流公司, 将⾏行行

李安全顺利利的运回中国. 

 

法律律⽀支持 
PrimeGuardian®英国精英监护由英国斯蒂芬森律律师事务所提供法律律⽀支持. 当学⽣生在校就

读期间遭遇下列列情况, 将由英国斯蒂芬森律律师事务所提供法律律援助服务: 

校园欺凌; 

种族歧视⾔言论; 

性别歧视⾔言论, 包含针对学⽣生性别与性取向的歧视性⾔言论; 

学校教职员⼯工不恰当的⾔言语与⾏行行为, 包括使⽤用愚蠢, 笨, 傻瓜等贬低性描述词语; 

学校教职员⼯工因为学⽣生性格, 对学⽣生产⽣生个⼈人针对⾏行行为; 

未按照学⽣生入学协议上条款, 对学⽣生进⾏行行停课, 开除处理理; 

学校不按照规定退还学⽣生押⾦金金, 学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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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价格 
£4,000 英镑/年年 

就读 GCSE 与 A-Level 的学⽣生需要⼀一次性缴纳两年年的监护费⽤用, 以保证监护函⻓长度能够覆

盖课程⻓长度. 

 

联系⽅方式 
申请与咨询微信: PrimeArts 

+44 (0)7856 379234 

info@primeguardian.co.uk 

35-35 Ludgate Hill, London, EC4M 7JN, United Kingdom 

 

银⾏行行账户信息 
Bank Name(银⾏行行名称): HSBC Hong Kong 

Bank Address(银⾏行行地址): Head Office, 1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Beneficiary’s Name(收款⼈人姓名): WEALT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LIMITED 

Beneficiary’s Address(收款⼈人地址): D2, Floor 5 of Hong Kong Trade Centre, 

No.161-167 of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Account No.(账号): 801455007838 

SWIFT Code: HSBCHKHHHKH 

收款⼈人电话号码: +44 (0)7856 379234 

汇款时请选择由⽀支付⽅方承担全部电汇费⽤用; 备注栏请填写学⽣生姓名拼⾳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