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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开』Key Open 

明天是关键，开板就跑,不然就来不及 

 

留美的学生，遇到的情况是游子在外丶孤立无助。子行千里丶

母担忧，而『 关键开』可以一对一地帮助和指导学生走向更加

顺利的成功路。让每个学生拥有长期的私人助理。 

 
 

『 关键开』的成员均是定居在海外长大的永居华侨。 精通美国

本土的生活丶文化丶風俗 和日常的法规丶商业丶求医的成熟经

验。成员均曾在或正在当地的大公司任职。特别是会运用丰富

的职业经验和多年的生活积累解决各种在美国生活的问题。并

具有多年帮助中国学生在英国丶美国处理各样的留学发生的间

题。对于海外留学的学生，虽然有大学员工和同学帮助，也有

难免处理不足。用『 关键开』一对一式的帮助和指导就可以更

加解决自己的问题。『 关键开』是通过微信、电话、电子邮件

来用中文和英语和家长、学生沟通，非常方便。 
 

『 关键开』最初创建于在英国, 成员于 1960，1970 年代定居英

国，毕业的大学是帝国学院 、 伦敦经济学院等等。  

『 关键开』的从 2002年开始帮助中国学生来英国学习。现在

在美国也有永居华侨身份的合作伙伴提供『 关键开』的专业个

人式的服务,爱护留学生并让他们的前进之路更加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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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我们? 

留学的情况是：游子在外丶孤立无助，子行千里丶母担忧。

Rule: Murphy’s Law 墨菲定律:「凡是可能出错的事必定会出

错」。大学员工丶社会服务和同学是游子在外的第一线帮助。

我们多年的实践经验是第一线帮助中常有不足和错误，所以学

生可以使用我们作为补充帮助或指导，特别是针对可能不希望

第三者不付责任的事情丶个人不想让校园知道的情况。家长和

学生选择我们可以方便地得到我们的指导，让我们代表国内的

家长来关心支持海外留学的孩子。 

以下提供支持和指导的例子:= 

1. 我重要英文信写好了，但是我怀疑字句是是否有中式表

达。可否帮我修改一下我的英语?  

2. 帮我选择可选的课程, 以及比较哪一个会可能对更好的就

业前景有帮助。 

3. 这两个课程选项几乎相同，区别是什么？ 

4. 我感到寂寞和沮丧。 

5. 我打电话给银行，但我不明白对方说了什么? 

6. 我收到这封邮件，我该怎么办? 你能解释一下吗? 

7. 我 眼睛发红和发痒，我该怎么办? 

8. 我的房东不理我，租来的房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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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好处 
 

 有求必应 / 言出必行 – 有信心靠额外保障您在

当地的安全, 提供当地的知识和经验(解决游子在

外丶 孤立无助的问题 ) 

 时间宝贵。即使你可以自己解决一些事情，不过

利用专家的建议可以帮助您更快地实现结果和降

低您第一次办理的风险。避免在达到宝贵学业目

标之外浪费您的时间。 

 随时咨询教育和职业问题 

 减轻压力和烦恼;处理情绪，调整心态 

 可能会为您节省大量的时间, 您可以集中精力学

习（10分钟微信可以节省您数小时的研究和打听

时间） 

 提前防范 - 预防问题出现或预防问题变得更糟 

 抓住机遇 

 随时的后备紧急支援(第一线是当地的应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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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常规服务列表，其它比较密集、专业的工作会另行收

费。 

我们在美国的服务价格 

 远程一对一服务指在固定时间和资源内的非强制履行服

务 

1. 人民币 10000/学年(从十月开始 10个月*)。总体大致

20 支持小时 (每月平均 2 小时)，或 

2. 人民币 20000/学年，总体上大致 50 支持小时(每月平

均 5 小时),  和 

3. 简短而常见问题的方法和帮助。比如美国当地基本知

识方法, 生活技能 

4. 不包括面见、个人陈述撰写；需详细研究解答的问

题，例如：教学、写作、 签证、上法庭等  

5. 沟通使用微信，电子邮件和电话 

6. 包含后备的紧急事件联系（紧急使用并具有实用性和

可行性时，根据工作内容和费用收额外费） 

 

在目前特价阶段，即刻付款则马上开始享受免费支持服务——

从现在到九月底。 这个夏天就能获得合理的支持。正常的学年

是从十月到来年七月（10 个月）。 

请注意，八月底前在中国预先付款，『 关键开』将为您在抵达

美国时准备好支持人员。接待人员服务的学生数量看情况而

定。如果您没去美国，钱款将全额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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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llowing summarises our support and guidance service. 
Specialised and specific professional tasks, intensive and time-
consuming research are chargeable extras. 

 

 Remote ad hoc/ad lib general advice and guidance is on 
(fixed) time and materials basis with no specific 
performance 
 
1. 10000 CNY for one academic year (~10 months from 

October*), notional 20 support hours (averages to 2 
hrs per month), or 

2. 20000 CNY for 50 support hours, (averages to 5 hrs 
per month),  and 

3. support type is typically short and brief for 
questions and answers in general life skill 
knowledge,  

4. therefore excluding essays, personal statement, 
reports, academic writing, visa, court attendance 
etc., 

5. communication is by way of WeChat, email and 
telephone, 

6. includes rear-line emergency support availability 
(actual emergency use is subject to practicality and 
feasibility;  is charged extra based on time and 
expenses used) 

* Special offer for above:  Service support starts as soon as 
payment is made with no additional charge between now and 
end of September. During the summer support will b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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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able effort. Normal academic year support is from 
October to July (10 months).  

Please note that pre-payment is required by end of August to 
reserve KeyOpen support staff ready for your arrival in USA. 
There is a ratio of students to a dedicated support personnel. 
Money is refunded in full if you didn’t go to USA. 

  



关键开培训和协助公司 - Key Open Training & Assistance Company 

7 
 

美国分部微信和电话 +1-626-278-6909 

英国总部电话 +44-7743-959-888  

全世界(英国)总微信: f3dom-kun +44-7456-591-818 

微信二维码   

请询问我们如何进下一步以及付款方法 

No Endorsement Disclaimer 

KeyOpen is not endorsed by TianDao for its service and 
information. KeyOpen is a separate third party. 

免责声明 

『 关键开』并不对『天道』宣传中提到的服务和信息负责, 反之

亦然。『 关键开』是一个独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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