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拿大是一个福利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目前市场

风云变幻，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职场竞争也日趋激烈。

无论是从事高科技的工作者，还是一般的体力劳动者，

面对如今的经济局面，谁都可能随时丢掉工作。

据资料统计，目前加拿大的失业率为8%左右。在

经济走势不好的今天，失业率更可能会增长，一旦失业

了，该怎么办？

在加拿大，政府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来

安排失业人员。失业救济金是加拿大联邦政府给予失

业者短期的补贴，以解决他们因突然失去工作而产生的

经济困难，也鼓励失业者尽快重返工作岗位。失业救济

金主要包括失业津贴，怀孕、育儿和患病津贴。因为失

业而没有收入时可以申请领取失业救济金，此外，在生

病、受伤隔离检疫、分娩或需要全时间地照料新生或领

养的孩子而不得不暂停工作时，也可申请领取。

也许有人以为，加拿大是个发达的国家，社会福利

好，失业救济金很容易领取。其实，要得到失业救济金

需符合一定的条件。政府手册上对领取失业救济金

(Employment Insurance. 简称 EI )的要求是：“你不是因

为你的过错而失去了工作，如果现在仍找不到工作，并

且符合以下条件：1.你必须要提出申请；2.你已经缴付了

失业保险费；3.根据你居住的地区和当地的失业率，你

已经工作了所规定的时间。”

大家一定注意到了，这个要求中有提到“因为你的

过错而失去了工作”，那么什么情况才属于“因为你的过

错而失去了工作”呢？有专家这样解释：如果你主动辞

去工作，或者因为你的过失而被解雇，则属你的过错，因

此不能领取失业救济金；如果你是由于以下原因而辞去

工作，则不属于你的过错，是可以领取失业救济金的：

1.被别人性骚扰；

2.需要跟配偶或孩子搬到国内另一个地方 (比如，

我太太去温哥华工作，全家跟着搬去，我辞去在多伦多

的工作，属正当理由，故能领取失业救济金。) ；

3.被人歧视，工作条件对你的健康和安全造成危

险；

4.必须要照看家里的孩子或其他成员；

5.能确保很快找到另一个工作；

6.工作条件和要求有很大变化，影响了你的收入；

7.大量超时工作或是雇主拒付加班费；

8.工作职责起了很大变化；

9.跟上司难相处，而这不是由于你的主要责任；

10.你的雇主在做违法的事情；

11.因为不是属于某个协会、组织或工会的成员而

受到歧视；

12.受到雇主或同事逼你辞职的压力。

从上面失去工作的原因可以看出，只要你的口才不

是很差，想从上面挑12项中挑出一条理由来申请领取

失业救济金，还是非常容易的。

不过，有了领取失业救济金的理由，你还要做到以

下几点：

首先，你必须要提出申请。你需要提供你的社会保

险号码(Social Insurance Number) 和工作记录(Record of

Employment) 。工作记录是雇主给你的，上面记有你投

保的工作小时数，收入多少等。从递交申请表到领到救

济金要两个星期。

其次，你要确保已经缴付了失业保险费。在加拿

大，每个人参加工作后，都须交纳失业保险费。雇主在

发工资给你时，会扣去这项费用。失业保险费的数额为

个人收入的2.7%。

再次，根据你居住的地区和当地的失业率，你已经

工作了所规定能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时间。规定的工作

时间是多少？请参看下表：

CWOCWO 移民法律权威系列之双重国籍移民法律权威系列之双重国籍,,是好是好?? 是坏是坏??
“死过翻生”四个字，用作形容

B仔的经历，是最好不过。

B仔(化名)在加拿大出生，是家

中独子，一直在那里读书，长大，从

未离开过加拿大。他只懂英文和法

文。B仔为人开朗，对父母考顺，学

业成绩又一直名列前茅，因此甚得

父母疼爱。

去年暑假，B仔刚过18岁，并考

到了加拿大一所著名大学。父母高

兴莫明，特别放下手头工作，准备陪

同B仔乘坐飞机往亚洲一国的主题

公园，欢渡一个假期，以示庆祝。

可是，飞机在离开目的地还有1

小时航程的时候，目的地正遭到暴

风侵袭。 于是机长宣布，会转飞往

附近的一个国家，待暴风离开目的

地后，再继续行程。

当机长宣布了将要降落到的国

家的名称 (A国)时，B仔的父亲顿时

有些兴奋，说：“那是我的故乡！”

原来，B仔的父亲就在A国出生

和长大，后来出国往加拿大留学，之

后就在加拿大工作，并结识了现在

的太太，然后更以结婚移民类别，移

民加拿大。

算一算，B 仔的父亲已离开故

乡A国，超过20年了。这次有机会

重返故地，好像是上天的安排。

由于目的地气象中心预测暴风

威胁不会在短时间内解除，航空公

司安排了饭店房间，供受济留的乘

客入住，以等候进一步消息。 B仔

的父母商量了一会，便决定在 A 国

出境，入住有关饭店。

由于他们一家都是持加拿大护

照的，所以出境过程，亦相当顺利。

不过，B仔的父亲，由于也是A国公

民，所以在过关时，向有关移民官

员，如实告之。在饭店内，一家三

口，享受了一顿丰富的晚餐，是免费

的。

很快有了暴风威胁解除的消

息，于是 B 仔一家，便离开饭店，再

往A国机场。在机场的出境关卡，B

仔一家听到了一生之中最惊心动魄

的说话！

负责出境的移民官员对B仔的

父亲说：“你的儿子不能离开。你的

儿子是本国公民，满 18 岁了，要服

兵役。 服完兵役，才可离开！”B仔、

B仔的父亲、B仔的母亲，实时满脑

子空白，B仔的母亲, 更像被雷霹一

样，昏在地上……(待续)

(此文由CWO加拿大政府认证移民

顾问香港律师吴耀荣先生提供)

来到加拿大，很多人首先会考虑怎样获得一份新

的工作，有人总结了加拿大求职经典27问，希望对华

人移民有所帮助。

1.我们为什么要雇请你呢？有的面试只有这么

一个问题。

2.你认为自己最大的弱点是什么？绝对不要自

作聪明地回答“我最大的缺点是过于追求完美”，有的

人以为这样回答会显得自己比较出色，但事实上，他

已经岌岌可危了。

3.你最喜欢的大学课程是什么？为什么？谈一

些和你要应聘的职位相关的课程吧，表现一下自己的

热诚没有什么坏处。

4.你最不喜欢的大学课程是什么？为什么？

5.你在大学期间最喜欢的老师是谁？

6.你能为我们公司带来什么呢？假如可以的话，

试着告诉他们，你可以减低他们的费用——“我已经

接受过Microsoft Access和Word的培训，立刻就可以

上岗工作”（他们在那边可能会想：Access 培训要花

$540，Word要花$445,这小子能为我们省下$1000的培

训费用呢。

7.最能概括你自己的三个词是什么？最经常用

的三个词是：适应能力强、有责任心和做事有始终。

结合具体例子向主考官解释，使他们觉得你具有发展

潜力。

8.你为什么来应聘这份工作？“我来应聘是因为

我相信自己能为公司作出贡献，我在这个领域的经验

很少人能比得上，而且我的适应能力使我确信我能把

职责带上一个新的台阶”。

9.你对加班有什么看法？尽量诚实。

10.你对我们公司有什么认识？说几件你知道的

事，其中至少有一样是“销售额为多少多少”之类。

11.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职位招聘的呢？如果你是

从公司内部某人处打听回来的消息，记得提及他的名

字，公司没有说照顾内部关系，但不代表它没影响。

12.除了工资，还有什么福利最吸引你？尽可能

诚实，如果你做足了功课，你就知道他们会提供什么，

回答尽可能和他们提供的相配。如果你觉得自己该

得到更多，也可以多要一点。

13.你参加过什么业余活动？既然最好是让人觉

得你处事不乏手腕，那么最好强调一下那些需要群体

合作和领导才能的活动。

14.你参加过义务活动吗？现在就着手做一些义

务活动，不仅仅是那些对社会有贡献的，还要是你的

雇主会在意的，如果他们还没有一个这样的员工，那

么你会成为很好的公关资源。

15.你心目中的英雄是谁？最好的答案是你的朋

友或者家人，尽量避免说及名人。

16.你有什么问题吗？一定要提问。

17.你过去的上级是个怎么样的人？别贬低过去

的上司，提一下他的长处和不足。

18.你为什么还没找到合适的职位呢？ 别怕告诉

他们你可能会有的聘请，千万不要说“我上一次面试

弄得一塌糊涂……”，指出这是你第一次面试。

19.你最近看过的电影或者小说是什么？虽然

《雌雄大盗》是部不错的电影，但现在显然不是适合讨

论的时候，找一些老少咸宜的电影如《尽善尽美》。

20.你的业余爱好是什么？找一些富于团体合作

精神的，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人被否决掉，因为

他的爱好是深海潜水。主考官说：“因为这是一项单

人活动，我不敢肯定他能否适应团体工作。”

21.你怎么看待要向比你年轻的人/女性汇报

呢？“我从不根据年龄性别划分别人,只要他们是凭借

自己能力到达该职务的，那绝对没有问题”。

22.你现在能把过去做过的工作做得更好吗？“事

后诸葛亮地说……”记得回答前先说这句话。

23.我可以跟你的前任上司联系，求证一下吗？

随便你怎么回答，但如果可以的话，最好答应。特别

是你有前上司的证明信，没有比“当然，我有他的推荐

信，你可以打电话给……”更好的回答了。

24.有想过创业吗？这个问题可以显示你的冲

劲，但如果你的回答是“有”的话，千万小心，下一个问

题可能就是“那么为什么你不这样做呢？”

25.卖这张桌子给我。如果应聘销售或者市场之

类的职务会常碰到这类问题。

26.作为被面试者给我们公司打一下分。试着列

出四个优点和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小的缺点（可以抱怨

一下设施，没有明确责任人的缺点是不会有人介意

的）。

27.告诉我三件关于这公司的事情。你应该知道

十件和公司有关的事情，他问你三件你回答四件，他

问你四件你回答五件。 （栗天瑞/编辑）

图片来源：新华网

Tel：416-590-7465；

Cell：416-451-4867；

Email：terry.ng@canada-world.com

加拿大求职经典加拿大求职经典2727问问

注：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工作，在过去的52个星期

内你必须工作了910个小时。因此，刚来加拿大的同胞

在第一年内要工作了半年以上，才能领失业救济金。

如果你符合以上所有条件，你就可以领取失业救济

金了。但能领多少，领多久呢？你可领取的失业保险金

为你平均收入的55%，但最高为每星期413元。每两个

星期发一次。

能领多久要根据你所在地区的失业率和你工作的

小时数来定。你工作时间长，所在地区失业率高，领取

的时间就长，反之就短。但最长为45个星期。请看下

表：

工作小时数

910—944小时(半年)

1820小时及以上(一年)

多伦多地区失业率7%—8%

21个星期

40个星期

另外，还有妇女在产前、产后及生病期间如何申请

救济金的规定及其相关资料，可从当地的人力资源部

获得。此外，加拿大的失业救济福利中，还包括有长期

失业救济（SocialAssistance）。长期失业救济又称为福利

金（Welfare），是给那些需要而又不符合其他福利申请

条件的人的。供支付食物、住房、燃料（汽油和煤气）、

衣物和药费等开支。具体规定和资助金钱多少因地区

而不同，其同时也提供一些再就业培训计划。但是申

请长期失业救济等于是认同依靠自己的能力对维持自

己和家庭的生计已无能为力，需要政府的援助。因此

与其他援助计划不同，该项援助可能会影响到申请人

今后的入籍、贷款信誉、从政等方面，因此最好尽量避

免申请。 （栗天瑞/编辑）

图片来源：互联网

地区失业率

0%—6%

6.1%—7%

7.1%—8%

8.1%—9%

9.1%—10%

10.1%—11%

11.1%—12%

12.1%—13%

13.1% 及以上

过去52个星期内投保的工作小时数

700

665

630

595

560

525

490

455

420

加拿大家政人员长年短缺，而且家政市场

是永远不会饱和的。加拿大鼓励生育，人却一

年年变老，虽然加拿大还没到人口老龄化的高

峰，但是现在很多家政人员都是新移民，这些新

移民干完两年家政后，都去发展自己的事业了，

不会再做家政了。可是孩子还在，老人还在，还

需要人照顾，只好再请新的人来照顾。于是，家

政工作者成为加拿大最稳定的热门职业之一。

工作职责：家政工作者主要在政府部门、非

盈利机构、家庭护理中心、健康护理中心、保育

院、中学里工作。其工作职责包括：为有病人的

家庭提供服务，照顾婴儿并操持家务，护理上年

纪的病人，为儿童提供教育服务，在中学做教员

的助理，协助教师制定课程安排。

相关统计：在最近10年内，从业人数呈现上

升的趋势，增幅为 26.2%。其中，45%是兼职人

员，43%是自雇人员，94%的从业人员是女性。

从业要求：从业者至少拥有高中教育背

景。一些从业人员拥有大专文凭，主修儿童护

理、家政管理等课程。从事儿童早期教育的家

政工作者必须拥有大本或大专毕业证书，主修

儿童教育科目；从事中学教师助理职务的家政

工作者须具备高中教育背景，并拥有一定的实

际工作经验。

雇主类型：

社会健康护理中心(55.7%)；

家政服务中心(20.7%)；

教育机构(19.4%)；

其他产业机构(0.6%)；

商业服务机构(0.5%)；

当地管理机构(0.3%)。

省或地方行政管理机构(0.3%)

就业前景：在今后的 5 年里，就业前景较

好。随着人口的老龄化，社会对家政工作者的

需求将越来越高。

（栗天瑞/编辑）

热门职业介绍：家政热门职业介绍：家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