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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名企的招聘现场，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应

聘者拥挤在走廊里，排着长队等候与招聘人的见面，而

到最后，往往是一个应聘者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与招聘

者谈话。

但是，有更多的人，连被邀请到公司去面谈的机会

都没有。这不免引起应聘者的失望和沮丧。

更糟的是遇到可怕的寒冷天气。对着大厅的门是

敞开着的，候选人们站在寒冷的地方，等待着被面试，

在超过一个小时的人流队伍中，他们在进入“竞技场”

之前早已经全身打颤。

招聘人与猎头争论着有关招聘会的事情，那些对

他们来说是不合适的候选人，他们已经做好了应聘失

败的准备。看来，不管是求职者，还是招聘者，都有自

己头疼的问题。

那么，如何在几分钟的时间内完美地回答“简要介

绍你的资历，以及为什么我应该雇请你。”如何能够在

应聘会上变得更有自信，并且使自己在人群中脱颖而

出。一位资深的人力资源经理给我们这样的回答：

1.研究雇主
找出并且发现雇主希望找到哪一类雇员，以及你

自己想要找的雇主又是什么类型。一连串的雇主名单

和介绍通常会在出现在广告、招聘说明书或公司网站

上。你应该在招聘会之前尽可能多花时间来研究和了

解有关这些公司的情况。招聘人都希望能够找到那些

对他们的公司有所了解的求职者。越是对他们公司情

况了解的人，就越有可能得到这个公司的职位，他们的

成功率与他们对于公司的了解成正比。

2.带着一种开放的思想来参加应聘活动
在当今这种不确定的经济形式下，一些公司在最

后一刻可能不得不取消他们的面试。如果是这样的

话，查看一下那些仍然对你感兴趣和使你感兴趣的公

司，并且找寻其他的方法来连络那些不容易找到的公

司。

Sonja Bedon 的求职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他自从

在 2002 年到多伦多以后就一直在寻找一份资深财政

分析家或会计员职位的工作。“我没有得到任何的面谈

机会，但是，我却能够从一些网络上进行调查，而且看

一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机会，”她说。

3.练习你的说话技巧
如果你与人沟通的技巧是生硬的或很弱的话，你

将不会给别人留下好的印象。“如果某人不能很好地在

我面前呈现他们自己，那他们又如何能够为我们的500

客户财富做宣传呢？”很多人力资源经理都这样想。在

做决定之前，预演一场 30 秒钟的演讲，概述一下你知

道的这一个雇主的情况，而且你为什么认为自己有足

够的资格站在这里。练习时要带着微笑、清楚地介绍

自己，并且将你所要发表的意见以一种很好的方法表

达出来。

John 正是带着这种态度去多伦多招聘会的，他的

这种态度使他获得了第二次面试的机会，他也是用这

样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发表他的个人见解和技术问题

的。他之前是温哥华的一个不动产公司的一位财务部

门的经理，最近他搬到了多伦多。

他虽然去应聘得比较晚，但是，他却将许多的候选

人给“击败”了。

“我来的时候，脸上一直带着微笑，我注视着招募

人眼睛，而且我给予他们每一个人一个坚定的握手，”

41 岁的John说。“我试着建立我们谈论的主题，如果可

能的话，还应该稍微使招募人在谈话的过程中笑一

笑。”一家点心服务公司的代表对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

印象，以致于他们在公司总部会见了他，并且安排他作

为销售代表。

4.穿着“专业性”
有一些求职者认为，去应聘会的时候他们没有必

要穿着办公室制服。然而，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在

招聘会上，招募人往往期待求职者穿着更象专业人士

那样的衣服，比如一件正式的西服，或一件有钮扣、面

料好的衬衫或一件洋装松长裤。女人应该穿着外套，

但是与一条松长裤相配或一件裙子相配，也可以穿着

一件洋装和夹克。

招聘者不可能去检查应聘者的外套。大多数的应

聘人员穿了他们在冬天里做生意时穿的服装，他们往

往将夹克当成最保险的服装来看待，即使当他们和招

募人说话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感到不安的感觉。“许多

的人都穿着很好的外套，但是你却不能说他们已经穿

了得体的夹克，”一家可动装置美国公司的招聘人说。

他指出，一个男人如果穿着一件在背面上有巨大人图

形的外套的话，你的感觉会是怎样的。“当你正在做最

初的连络和接触的时候，你总是想尽可能地给对方留

下最好的印象的，”该招聘人说。

如果你也处在这样一种相似的情形中，可将你的

外套拿在手上，或将它放在你的旁边。然而，比较好的

替代选择方法是，选择一件能够在外穿的专业服装，这

个投资是应该，也是值得的。

5.不要将招聘会看成非正式的面试
如果你和一个招聘者的最初交谈不恰当或提出问

题不恰当的话。举例来说，不要一上来就问工作薪资

是多少，或公司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好处。这种问题确

实是粗鲁无礼的，同时这些问题也表明你是不专业人

士。使用同一种方法来提出问题，就如同你在其他类

型的专业面谈一样。

6.保持你的手是干的和干净的
一只湿黏的、出汗的手是招聘者最讨厌的。在与

对方握手之前，确定你的手是干净的和干的。大都市

人寿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和招募人说。如果有需要的

话，请携带一条手帕。没有人会愿意碰触一只出汗的

手的。

（栗天瑞/编辑）

卑 诗 商 业 委 员 会（Policy Business

Council of B.C.）预测，未来15年加拿大五

大工业将严重出现人手不足，政府计划吸

纳移民劳动人口才是良策。

卑诗商业委员会副主席Jack Finlayson

在参与一项名为“聘用新移民研讨会”

（Employing New Immigrants Forum）时 指

出，加拿大未来15年内技术劳动人口的增

长比率将下跌0.2%。加拿大政府必须吸纳

和保留移民劳动人口，只有这样才能解决

人手不足的问题。加拿大介乎退休年龄的

人口将由现时的 22%跳升至 15 年后的

31%。此外，劳动人口的增长比率也会跌至

2016年0.2%。

他还预测，加拿大的五项行业在15年

将会后面临严重的人手短缺。这五个行业

分别是：教育业、医疗业、公共服务业、政府

行政业和林木业。除了这些极其短缺的行

业外，其它供不应求的行业包括有：工程

业、会计业、电脑业、高科技行业、汽车业和

建筑业等行业。他强调，目前并无确实证

据来证明卑诗省的专业劳动人口会出现严

重短缺等问题，但引入外地技术劳工仍然

是未雨绸缪的上策。他又估计，在 2015

年，卑诗省将有接近 6 成的劳动人口来自

外地移民。他建议省政府应着手计划三大

政策以吸纳和挽留移民中的人才。

例如，联邦政府应拨出更多资金去发

展“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LS）计划，改良

“ 事 前 学 历 评 估 ”（Prior Learning

Assessment），实现对外地学历的认可。此

外，还应该特别在医疗、贸易、工程和高科

技等行业加设认证或学历认可评估。

如果这些政策都能很好实施的话，将

能减低新移民在寻找工作时遇到的障碍、

增加专业员工的人数、扩大生产力和增加

经济效益。当然，求职者也可就这些政策，

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重新规划或者调

整。

（栗天瑞/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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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WCOW 移民法律权威系列之非一般难民血泪史移民法律权威系列之非一般难民血泪史
辛泽曼(Jeremy Hinzman) 是美国

人，2004 年他与少妻及儿子，来到加

拿大，申请难民身份。读者或会问，

美国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为甚么

会有难民呢？不是有战乱的国家，才

会有难民吗？

其实，每年从美国以难民身份移

民加拿大的人，数以千计。根据加拿

大移民部的数字显示，在2006年，就

有一千二百多名从美国来的难民，获

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

原来，辛泽曼在当时是美国军

人，上级命令他到伊拉克打仗。不

过，辛泽曼认为，出兵伊拉克是不合

法和不道德的。

于是，他以“凭良心拒服兵役者

身分”(Conscientious-Objector Status)

拒绝参加战争。可是，上级否定他的

说法。之后，他便携妻带子来到多伦

多 ，向 移 民 及 难 民 局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 (IRB) 申请难民

身份。

究竟，辛泽曼是以甚么理据，支

持他的难民申请？要知道个中原由，

首先就要了解加拿大在国际难民舞

台上，担当着甚么角色。

加拿大是数个国际公约的签约

国，包括：

“ 难 民 地 位 公 约 ”( the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 )。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

“禁止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等。

因此，加拿大必须根据这些公

约，处理在加拿大境内提出的所有难

民申请。

那么，“难民”又是指甚么？根据

移民法，难民是指因种族、宗教、国

籍、特殊社会团体成员或政治见解，

而有恐惧被迫害的充分理由，置身在

原籍国领域外不愿或不能返回原籍

国或受该国保护的人。这类人士，因

而又称为“公约难民”。

重要的是，加拿大要保护的，不

单是“公约难民”，还有第二类的人

士：就是“需要受保护人士”(Persons

in Need of Protection)。

简单来说，“需要受保护人士”是

指因为有可能遭受酷刑或残忍及异

常待遇或处罚，而不愿或不能返回原

籍国的人。

可见，“难民”或“需要受保护人

士”的定义是相当广泛的。 因此，移

民及难民局每年要处理的申请数字，

十分庞大。在 2007 年，就有 27912

宗。 提出“难民”申请的人，亦来自世

界各地。笔者亦遇到过来自台湾甚

至香港的申请人。

至于辛泽曼的主要论据，有两

点：

第一，他如果反回美国，就会基

于他的政治立场，受到迫害。

第二，他有可能被控逃兵罪而被

判监。 他宣称这种惩罚，相等于“残

忍及异常待遇或处罚”。

可是，移民及难民局不接纳辛泽

曼论据，而联邦法庭也驳回他的上

诉。 就在辛泽曼要遭受遣返美国受

审之际，他向联邦法庭提出司法复

核。结果怎样……(待续)

(此文由 CWO 加拿大认证移民顾问

香港律师吴耀荣先生提供）

吴先生电话：416-590-7465,

Cell：416-451-4867,

E-mail：terry.ng@canada-world.com

移民到了加拿大，想在这里寻找一份称心如意的工

作，那你可要做好如下的准备：

1.找工作需要时间和耐力，通常不会立刻找到非常理

想的工作。你最好在这段时间内培训一下自己的基本技

能，例如电脑技能，以便更能迎合劳工市场的需要。做义

工有助你认识更多的人，并让你多一些练习英语的机会。

你可以先从一些比自己预期稍微低点的工作做起，这样的

工作能帮助你尽快地建立珍贵的人际关系，并且使你更加

熟悉新城市的生活。

2.学习实用英语至为重要（如在魁北克，则为法语）。

很多移民也许在原居住地学过英语，但仍可能低估了加拿

大对英语应用的高标准要求。加拿大各大学、社区学院移

民辅助机构以及社区中心都有成人教育课程、较高级的英

语课程以及ESL课程。

3.获得能证明你资历的重要文件的正式译本。翻译

服务可通过移民辅助机构或社区中心安排。

4.寻求你在原居地曾受的专业教育或拥有的专业资

格以及其在加拿大享有同等待遇的办法。

5. 拟 备 一 份 履 历 。 加 拿 大 就 业 中 心 Canada

Employment Centre有样本参考。多数图书馆都备有相关

手册。有些机构亦能提供志愿服务。可要求移民辅助机

构或你的社区中心介绍这些机构给你。 （栗天瑞/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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