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加拿大政府实施的帮助就业计划
不少新移民在来到加拿大之后，抱怨找不到与自
己专业相关的工作，也不知道应该向哪里去寻求帮助，
甚是苦恼。

术、判断能力和创造力工作的人员。学徒在取得工作
经验的同时，也有薪水报酬，并且其金额会随着技术水

and Placement Support），为已经具备工作经验以及参
与在职训练的人员安排相关职位。有意招聘员工的雇

平的增加而提升。目前安省共有超过 140 个学徒工种

主公布招聘信息，相关工作人员根据雇主的业务需要，

分部于建筑业、工业制造业、动力业和服务业 4 个行业
中。

为他们招募以及甄选应聘者。
工具贷款计划（Loans for Tools Program）为新

学徒奖学金（Apprenticeship Scholarships）是政

入行的学徒提供贷款，帮助他们购买在已注册行业中

府为青年人所设的一项金额为 1000 元的奖学金。参
加者必须符合相关条件：年龄在 25 岁以下；在获得行

工作所需的工具及设备。每个行业可以提供的最高贷
款额分别为：
服务业 300 元、
建筑业 400 元、
工业制造业

业注册资格所需的学历程度前已离开学校；计划在一

400 元、
动力业 800 元。

年内达到所需要的学历水平；证明自己有兴趣投身技
术行业。参加该计划的年轻人在得到奖学金的同时，

相关贷款在学徒受训期内及训练完毕后一年之
内均为免息。一年期满后，将按照最优惠利率加 1.5%

必须在职，并且已注册为学徒，以及最终完成自我提升

收取利息。如果学徒中途退出或其学徒注册因故被取

学术课程。
工作联系计划（Job Connect）分为如下三部分：

消，便须于取消日起 60 天内归还该笔贷款。60 天期限
过后，
即会按最优惠利率加 1.5%收取利息。

1. 资 讯 及 资 源 服 务（Information and Resource
Service），就职业区别、本地劳工市场、培训机会及求职
策略等，举办研讨会及提供相关的资讯和可用资源。

申请贷款的学徒必须填妥连同资料套件一并自
动寄予每名新注册学徒的贷款协议，然后以附带的回
邮 信 封 寄 回 Ministry of Training ,Colleges and

在这里就向大家介绍一些加拿大政府实施的帮

此外，该服务还会为在其他国家接受培训及希望找到

Universities。该部门在收到已签署的贷款协议 60 天内

助就业计划。
学徒培训计划（Apprenticeship Training）是一项

一份与自身技术经验相符的工作的人员，提供学徒训
练及相关资讯。正在寻找工作或培训计划的人士，都

回复申请人。
学 徒 先 修 训 练 计 划（Pre-Apprenticeship

专为有意在技术行业中工作的人员而设立的在职培训

可充分享受这项无须预约的社区资源。

Training Program）专为弥补雇主所要求的技能与求

计划，包括向有工作经验的熟练工人学习新技能的相
关课程。有 90%的学徒培训以在职培训的形式进行，

2. 就 业 策 划 及 准 备（Employment Planning and
Preparation），为个别人员提供认清工作需要及制订行

职者具备的知识和经验之间的差距而设立。该计划最
长为期 40 周，其中包括一级学徒在校训练、相关的安

人员、无资格领取就业保险金的人士，落地新移民都可

其余的则在社区学院或者其他核准机构的教室中授

动计划所需的支援，并帮助他们作出决定及寻找工

全训练及最少 8 周的实习工作。

以参加。每年各学院或者社区均会推出学徒先修训练

课。
学徒训练给立志投身于技术行业的人员提供了

作。此计划针对的是年满 16 岁、已经离校并且没有工
作，
同时没有领取就业保险福利的人员。

计划还可能会包括入行准备训练、就业预备及理
论进修。参加该计划不需要缴付费用，书本、安全设备

计划。如果有兴趣的话，可直接提出申请。并且可以
随时向劳工厅咨询详情。

接近高薪资工作的机会，尤其是从事具有高难度的技

3. 工 作 发 展 及 职 位 安 排 支 援（Job Development

及工具均免费提供。高中毕业生、提早离校人士、失业

（董睿/编辑）

程，这一意义重大的引入可以将 IT 和业务更

周期。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软件质量管理人
员及软件测试人员别无选择地将自动测试
引入到软件测试及质量管理过程。与手工

二、QTP 测试工具在 QA 软件测试中
的优势

测试比较，自动化测试具有高可靠性，高重
复性及高效运行等特点，这是手工测试无法
比拟的。同时，随着诸如 Agile 等软件开发
方法引入到实际的软件开发项目中，就更加
需要重复做大量 Regression, Performance 等
测试，而手工测试是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内完
成并且大面积涵盖测试情景，所以软件测试
自动化已经成为软件开发周期中的必要一
环。
在当今的软件自动测试工具市场上，
Mercury的
市场份额稳步上升，
可以说已经处在这一领域的领头
羊的地位。众多软件生产部门引进了Mercury的
Winruner,QuickTestProfessional,Loadrunner,
Quality Center (Test Director) 到测试过程中。
Mercury的自动测试及管理工具已经成为市场的主流
产品。所以说，
掌握了Mercury的工具将帮助求职者
抢先占领市场并加速成功就业。本文先介绍应用最广
泛的工具QTP。，
，

一、什么是 QTP
Mercury QuickTest Professional（QTP）
是一款先进的自动化测试解决方案，用于创
建功能和回归测试。它自动捕获、验证和重
放用户的交互行为，为每一个重要的软件和
环境提供功能和回归测试自动化的行业最
佳解决方案。这一新一代自动化测试解决
方案，采用了关键词驱动（Keyword-Driven）
测试的理念，能完全简化测试的创建和维护
工作。QuickTest 关键词驱动方式独有之处
在于，测试自动化专家可以通过一个整合的
脚本和纠错环境，拥有对基础测试脚本和对
象属性的完全访问权限，这些脚本和纠错环
境与关键词视图（Keyword View）可以互为
同步。
QuickTest Professional 同时满足了技术
型和非技术型用户的需求，让各个公司有能
力部署更高质量的应用，同时部署的速度更
快，
费用更低，风险也更小。
QuickTest Professional 和我们新的测试
自动化系统 Mercury Business Process Testing
的紧密结合，可以将非技术型的业务专家
（SME, Subject-Matter Experts）引 入 质 量 流

好地融合，最终建立起更出色的应用。

局面，使得具有软件自动测试开发专长人员
的薪水要高出同样级别普通手工测试或 QA
人员的薪水。



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商用软件开发
商为了抢先占领市场，不断地缩短软件开发

1、
易操作。QuickTest Professional 易于操作，即
使是初级的测试人员也能在短时间内对其

在软件测试初期，作为一名手工测试
人员，并不需要很强的语言沟通能力，但需
要一定的书写能力以适应测试过程中的编

驾轻就熟。您可以使用无需脚本的关键词
视图来表现测试的每个步骤，仅由此就可创
建 一 个 测 试 。 您 还 可 以 通 过 QuickTest

写文档资料工作。工作一段时间你的语言
能力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就可以申请高级软
件质量管理或测试的职位。一些华人新移

Professional 所集成的录制能力来捕获测试步
骤。该产品用简单的英语以文档形式记录
每个步骤，并通过活动屏幕将文档与一个集

民已经通过良好的培训和自己的努力，成功
地工作在高级软件质量分析师的岗位。但
是对大多数新移民来说，要想在短期内提高

成截屏相结合。
传统的脚本记录工具所生产的脚本不
易修改。与此不同的是，
QuickTest Professional

自己的英语水平，以期获得良好的职业发展
及相应的薪酬，是需要语言天赋和超乎寻常
的努力的。并且很多新移民都具有很好的

的关键词驱动方式能让您便捷地插入、
修改、
数据驱动（data-drive）和移除测试步骤。
2、可 独 立 运 行 ，也 可 以 同 Mercury Business

程序设计经验，足以应付编写自动测试所需
的相对简单的 SCRIPT 语言。而在计算机
语言方面，新移民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成

Process Testing 和 Mercury 质量中心集成。
Mercury QuickTest Professional 是 Mercury 质
量中心（Mercury Quality Center）的组成部分之

功就业于能够获得同样甚至高于其他 QA 人
员薪水的职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将会有
一大批华人自动软件测试的高级人员活跃

一，
Mercury质量中心集成了一整套软件、
服务和
最佳实践，
用于自动化关键质量活动，
包括需求
管理、
测试管理、
缺陷管理、
功能测试和业务流程

在加拿大的就业市场并成功就业。
新职专业工作是一家集培训和猎头于
一体的人力资源公司，新职注重人才的培

测试。
3、功能强。通过集成的数据表，可数据驱动
任意对象、方式、检查点和输出值等。具有

养，更注重搭建人才与企业之间的桥梁。企
业合作培训是新职和合作企业根据第一手
的岗位需求开发的课程、实习和就业准备系

行业领先的便于使用的特性，以及支持提前
配置环境的功能，确保了快速的投资回报。
实现了快速建立测试，测试脚本更易维护，

列培训。在企业合作培训项目中，新职根据
企业的需要对课程进行组合，在保持原有课
程精髓的前提下调整重点并加入企业指定

和更强大的数据驱动能力。

需要的内容。考核合格的学员将在企业进
行三个月的 fulltime 实习，得到大公司真实的
工作 reference。Software QA 是新职多个合
作培训项目之一。培训内容包括 QA 就业，
QA 项 目 分 析 、QA 理 论 (CSTE 证 书)、QA
Tools、Oracle 基 础 、Unix 基 础 、Java 基 础 、
Data Warehouse 基 础 、QA 项 目 管 理 流 程 、
QA 文档执行规范和实习。新职新一期 QA
Tools 班将于 10 月 5 日（周日）下午 4：30 开始
新班第一次课，欢迎试听，需提前订座，详情
可电话咨询：416-637-5311，
或查询网 www.
NewJob123.com。 也 可 以 亲 临 校 址 ：2175
Sheppard Ave East, Suite 108, Toronto ON
M2J 1W8 (Sheppard/Consumers 东南角第一
座楼），
大量免费停车位。
(本文由新职专业工作提供)

三、
北美自动测试就业市场人才奇缺
一方面，市场需求量大增，这一点大家
可以从最近一段时间的 Job Requirements 的
描述中有所体会。另一方面，合格的求职者
却少之甚少。主要是求职者对自动测试过
程知之甚少，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一些手
工测试人员不愿接受新鲜事物，对相对其他
高级语言而言较为简单的 SCRIPT 语言产
生畏难情绪；一些有程序开发背景的人员，
没有软件质量管理及测试方法方面的知识
和经验；一些大的自动测试工具生产厂家所
提供的培训价格极其昂贵，使想向自动测试
领域发展的人员望而却步。以至于雇主花
费大量时间精力，苦苦网罗自动测试专门人
才而不得，陷于苦恼境地，造成求大于供的

风靡北美的
十大“梦想职业”
在现今社会当中，能找到一份工作
就已然心满意足，
有人说，
得到
“梦想的工

作”的几率几乎为零。即便如此，梦想的
工作仍然存在，其实就是“在合适的地方
从事着合适的工作”，并完全符合自己的
兴趣。当然，这需要“凭借运气”，并且通
过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够获得。以
下是风靡北美的十大梦想职业，
看看你是
否身在其中呢？

冰点师（Ice Cream Creator）

薪资：
美国劳动局提供的资料显示为$56,600/年
我们享受到的美味冰点并非简单的搅拌冷冻制成的。在制作过程中，需要有专

业的冰点师对大量产品进行品尝与评价，
评选出口感最好、
营养搭配最科学的冰点。
Ben and Jerry’s公司高级产品开发人 Derek 主要负责研发、品尝公司的新产品，
他
说：
“当你为公司开发新产品时，无数的奇思妙想会立刻喷涌而出。”该公司网站信箱
每月都会收到上千封邮件，谈及关于新产品开发的构想。即便如此，他仍然需要亲自
做调查，
例如到广受欢迎的餐馆里去品尝每份甜点，
以激发创造灵感。

游戏制作人（Video Game Designer）

薪资：
$25,000/年起步，
逐年增长
Jon Paquette 是 EA Los Angeles 公司“Medal of Honor Airborne”游戏的设计总监，

率领公司的开发队伍研究、设计各种新游戏。游戏开发是一份具有创造性、充满乐趣
的工作。他说：
“做这份工作，不会有很多的消极情绪，人人都精神饱满，唯一的缺憾
是没有时间将所有的构想都放入游戏中。
”

全程导游（Vacation Tour Director）

薪资：
$20,000/年左右，
带团旅游期间导游食宿免费
全程导游是指，在整个旅游过程中，每个环节都需要为客人服务。这项工作虽然
辛苦.但是如果做得出色,收入比较可观。并且可以借工作的机会游遍各地。

赌场市场开发人员（Casino Host）

薪资：
一小时至少$15
其实就是找客源，这是一份很多人梦寐以求的高收入工作。在你名下的客人越
多，
赌的金额越大，
时间越长，
你的薪水就会越高。

音乐制作人（Concert Promoter）

薪资：
依工作经验来定
仅靠天分成为一名作曲家很难。Grace Bouldin 是 Sound Events 音乐公司制作
人，
曾与许多世界顶级艺术家合作过。
Bouldin 说，3 月—10 月是音乐会的旺季，她每周工作 70 个小时，繁忙的工作严重
影响到个人生活圈。而她的薪水要根据公司的演出费来定，
“做音乐这一行就像玩 21
点游戏一样具有高风险性。
”

好莱坞荧屏时装设计师（Hollywood Wardrobe Stylist）

薪资：
每周$1,000—$10,000 不等，
根据工作经验、
作品类型来定
Jessica Replansky，自由时装设计师，为《Sex and the City》等节目主持人设计过服
装。这项职业听起来颇具魅力，但没有稳定性。Replansky 说：
“不好的地方在于，你永
远不知道等待你的下一份工作是什么。
”

漫画家（Comic Book Guru）

条，无论是注册结婚也好，同居也好的关
系，都必须是真实无伪的，否则，移民部有
可能不承认该关系，并否决移民申请。另
外，移民法规定，证明真实关系的责任，完
全在申请者身上。因此，申请者必须提出
足够的具体证据，去说服移民部，该关系是
真的。
然而幸运的是，该对痴情男女在无计
可 施 、走 投 无 路 之 时 ，得 到 了 CWO 的 帮
助。CWO 的资深顾问，连同众精英团队队
员，连忙日以继夜，马不停蹄地审核有关案
情，研究相关法例，并搜集大量资料和证
据，迅速提出上诉。在庭上，CWO 的资深
顾问出示了大量证明当事人关系真实的文
件，包括双方一同在上海各处游玩的相片，
生日卡，联名银行户口存折等。其中还有
一份文件，是少女寄给男方的一封情信。
本文开头的那首诗，便是信中的一部分内
容（CWO 获授权披露有关资料）。
在庭上，
CWO 的资深顾问还引述了大
量的案例，终于，上诉得胜了。 现在，少女
已如愿得尝，定居加拿大某省。

某次，在路上遇到该少女，与男方把臂
同游。只见她珠圆玉润，脸颊上飘着甜蜜
的红晕，不知她是心宽体胖，还是已身怀六
甲，
即将晋升为幸福妈妈。
(本文由CWO加拿大认证移民顾问吴耀荣先生
提供)
电话: 416-590-7465, 手机: 416-451-4867,
email:terry.ng@canada-world.com

薪资：
至少$20,000/年，
根据职位高低、
工作经验而不同
漫画出版公司 Devil’s Due Publishing 的总裁 Josh Blaylock 从小就酷爱漫画，并将
漫画作为自己一生的职业。长大后，Blaylock 先是为其它公司绘制漫画，1999 年成立
了自己的公司。

玩偶服装设计师（Doll Fashion Designer）

薪资：
美国劳动局公开资料显示，
该职业年薪平均为$68,430
Mattel 公司设计师 Lily Martinez 从小就喜欢为芭比娃娃设计服装，后来她攻读了
服装设计学位，成为 Mattel 公司芭比娃娃的助理设计师。8 年前，Lily 在 My Scene（一
个生产大龄女孩的玩具公司）担任首席服装设计师，同时负责公司的设计管理及市场
营销。Lily 对于成功的理解是：
“永远不要背叛自己，跟着感觉走，做自己真正想做的
事情，
才会找到快乐。
”

酿酒师（Brew Master）

薪资：
$30,000—$60,000/年
Jonathan Cutler 一直喜欢啤酒，并且喜欢一个人酿制啤酒。大学期间，他选择了
酿酒专业，
从此开始了他的“酿酒生涯”
。

玩具制作人（Toy Creator）

吴耀荣 (Terry Yiu Wing Ng), 文学硕士,
加拿大政府认证移问顾问,香港律师
M.A, CCIC, FCMI.

薪资：
平均$57,000/年
Hot Wheels 玩具公司设计师 Fraser Campbell 将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玩具汽车的
设计上。他总是要同时进行 3—6 种玩具车的开发，有时他要自己画草图设计，有时需
要处理许多电子邮件，查看人们对于他的设计的评论。他说，自己的人生目标一直非
常明确，
就是要成为一名玩具汽车设计师。
（董睿/编辑）



朦朦思忆寄存深夜曲，
片片哀愁倚傍醉人词。
如雾倩影尽付天上画，
如烟往事长埋烦恼诗。
这首诗和移民法律有甚么关系？有的！而
且是一个相当感人的故事。
话说有一个加拿大人被派到上海去工
作，在工作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让他心动
的年轻女孩，他们住在一起，但是并没有注
册结婚。一年后，这个加拿大人由于工作
的需要被召回了加拿大，在分离的一刻，依
依惜别，大家互望对方，泪如泉涌。回加
后 ，男 方 立 即 入 纸 申 请女方以“事实婚姻”
(common law partner) 类别移民加拿大。双
方满心欢喜，静后佳音。可是，移民部却否
决了该申请，理由是他们的关系并非真实，
建立关系的目的，是要让女方可以移民。
女方得悉后，伤心欲绝，夜夜以泪洗面。甚
至在茫然无措之际，还想听从一些以讹传
讹的不法途径，以求进入加拿大，与爱人相
会，
幸而最终没有实行。
跟据<<移民及难民保护规则>> 第四



自动测试界的流行工具—
自动测试界的流行工具
——QT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