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要减少心里面的慌乱，你必须是有备而
来。有了备案，
你的心情就会踏实许多。

重。你想，老板有什么理由，要把这样的员工留在自己
身边，
让自己“苦上加苦”
呢？
专家在所进行的团队情绪智力(Group Emotional

第三，
在工作上体现自我价值。
在这个风声鹤唳的时候，要能确保自己不会出现

Intelligence)研究中发现，在职场团体呈现心情异常状态
的时候，更需要有超高工作情商能力的人，展现他们的

在裁员名单上，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证明自己值得被留

乐观开朗，给工作团队带来正面的情绪能量。因为抱

下来。也就是说，经济不景气，你在工作上就得更加的
争气。

怨无济于事，只有乐观开朗，才能让自己和大伙儿找出
有创意的解决方案。

帮助你的老板成功，是最佳的策略。这时你的上

在这个时候，给你的建议是：不抱怨，不诉苦，以正

司正在绞尽脑汁想该怎么做，才能带领企业度过经济
危机。所以，
若你能帮他出谋划策，
将会是最佳礼物。

面积极的态度来与老板和同事互动。同时，对公司的
政策表示理解，并且乐于接受。要减薪，当然谁都会心

某公司员工 Kevin，默默地帮老板动脑筋，考虑部

疼，但你要说：
“我理解这是不得已的措施，只要能帮助

门开源节流的方法，并写了个企划案交给老板，请老板
参考指教。结果，他获得了老板大大的赏识，不但避免

公司度过难关，我非常乐意配合。”反正减薪已是既成
事实，消极抱怨远远不如积极面对，这对你、对公司都

了自己立刻减薪的危机，也帮助部门每个人都保住了

更有帮助。

饭碗。
记住，只有争气才能打败不景气。只有证明自己

因此，你要比平常更认真地工作，早到晚退，并且
更兴高采烈地工作。因为好心情能带给你好的工作能

的价值，
才能稳固你在公司的地位，
防止被裁。

力，更重要的是，也体现了你在这个团体中不可替代的
“情绪价值”。如果真要列裁员名单，老板怎么样都舍
不得把你写上去。

第四，
发挥自己的情绪价值。
有一些职场中人，最近总是不断地诉苦，说自己
“薪水奖金减了 25%，房贷都付不出来了，在这里工作真
是越来越没劲了！”抓到人就抱怨，见到老板就喊穷。

第 五 ，培 养 自 己 成 为 多 技 能 员 工 (Multi-Skill
Employee)。

如今，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大家谈论的都是一个

也许你满脑袋都是“完了完了，我一无所有”或者

也许他认为只有这样的哀兵政策，才能赢得别人的同

请别忘了，现在是展现你多方面技能及工作弹性

话题：
“我们公司减薪了，听说接下来还有裁员风暴，我
现在每天都忐忑不安，万一被裁了，怎么办？”专家分

“万一被裁，我就得沦落街头”的念头，但是经过这么一
整理，很可能会惊讶地发现，自己实际的财务状况比预

情，
从而避免裁员的大刀砍到自己。
其实，这么做只会适得其反。请别忘了，你的老板

的绝佳机会。想办法让自己多拥有一些技能，多参加
一些培训，或者是开发其它的工作能力。例如，原来你

析，当前形势下，企业应对经济不景气状况采取一些开

期中要好很多。说不定你会发现，即使立刻丢了饭碗，

这个时候比你还郁闷呢！如果他发现你只会抱怨诉

做行政助理，现在也可考虑做销售或者客服方面的工

源节流的措施在所难免。因此，员工对裁员减薪的担
忧极有可能会“噩梦成真”
。

自己未来的几个月还是会安然无恙的，从而把自己从
那些灾难性的念头当中解救出来，去除心中许多莫名

苦，摆明了就是个经不起压力和挑战的员工。再加上
他原本就低迷的心理状态，看到你以后心情就越发沉

作等等。
一位来参加情商讲师培训的学员说，原来从事 HR

那么，在这世界“动荡不已”的时刻，身为职场一员
的你，
该怎样面对今后可能需要面对的裁员风暴呢？

的焦虑。

职务的她，希望通过取得情商讲师的认证，为自己的职
业能力加分，就不担心将来被裁员了。有好几位企业

第二，
要做好你的 B 方案。
完成了财务评估之后，万一状况不如预期的那么

界的人士打算去念个心理学咨询师的证书，帮助自己
能多一些选择，多一个饭碗，有备而无忧。事实上每个

面对危机，心中莫名的焦虑，是大家首先要“戒除”
的对象。建议你先坐下来，好好地把自己的经济状况
来做个评估。比如，银行账户里还有多少存款，可支撑

理想，比如你发现自己“月光成性”，或者是银行账户中
根本没有任何“子弹”来赢得抵抗失业的“战役”，那么
接下来就得想想备用的 B 方案了。

人都应该让自己成为多技能员工，展现自己多方面的
价值。这样，你在公司里就能被弹性地运用，万一公司
缩编，
或是部门调整，
你还是有其他的道路可以发展。

几个月的生活费？
同时，你恐怕还得硬着头皮，梳理一下自己投资缩
水的情况。万一自己真的失去工作，还能有几个月是

赶快把你的通讯录拿出来，想一想有谁可以提供
援助。不管是到他家暂时小住，或是可能提供新的工
作机会，要不就想想自己的老爹老妈，及其他亲朋好

按照以上的做法，你会发觉，即使经济不景气，你
仍会是职场最耀眼的那颗明星，因为你有足够的能力，
来应对裁员风暴所带来的挑战。

可以衣食无虑的呢？好让自己心里有个底。

友，看看他们能够帮上什么忙。

第一，先来评估自身的经济承受力。

（董睿/编辑）图片来源：网络

加国电缆维护工工作有以下九个特点：
1.工作安排灵活自主性强：公司调度每天凌晨
2 点把工作单发到你的电脑里，由你自己单独开车
到各个客户进行安装和维护，没有人监督。在完成
任务的前提下，
你享有充分的自由。
2.熟悉环境，提高英语：可以尽快熟悉加拿大
的地理环境，每天完成工作需要去 8—10 个地方，
很可能是之前完全没有去过的陌生地点。能够很
快熟悉工作地区的地理环境，还可以快速地了解加

中国大陆新移民多数是技术移民，但是到了加
拿大之后，能够直接找到专业对口的技术工作的却
是少之又少，为了生存，多数都是开始做一份 labor
工。相对来说，labor 工由于语言问题，多是在华人
圈子里面工作，但是最终语言还是没有得到锻炼和
提高，只能继续打 labor 工。Labor 工的工作时间一
般都不会很好，身体非常劳累，而且没有时间和精
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这样，就会离自己的专业
工作越来越远，如此以来，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的怪圈。
其实中国新移民在许多方面都需要学习和了
解的。其中语言仅仅是最重要的一项。其他的还
有了解加拿大的就业程序、文化氛围、地理交通、人
与人交往的方式、社会圈子、中小企业的管理方式
等等。
新移民应该考虑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
呢？其实技术移民在理工科方面都有很强的专业
优势。电缆维护工（Cable Technician）就是一个不
需要很强的技术背景，容易入门，收入较高的工
作。北美的通讯行业有别于中国的电信业。除了
传统的固定电话业务、Internet 宽带业务、移动电话
业务以外，还包括有线电视广播（包括模拟电视、数
字电视）。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传统的同轴
电缆可以承载许多新的业务，比如 Internet、Digital
TV、XoIP 和 VOD 等。有线电视业务和传统的电
信语音业务、数据业务，以及其他增值业务已经没
有明显的界限，安装 IP 电话的时候，还要同时接到
Security Alarm 和 NSL 或 AutoDialing 对讲系统上，
覆盖了用户家里所有的弱电系统，从这个角度来
说，
这个工作属于专业工作。

拿大的多元文化，同时提高英语听力和口语会话能
力。
3.准入宽松，简单就业：不像其他行业入门前
必须取得资格认证，或者进行长时间的学习。只要
中国高中毕业即可胜任（至少掌握中国国内高中的
知识，并非仅仅是拥有一个文凭），不一定非要是电
信、电子或计算机背景。
4.可以自主灵活的安排每周的作息时间：每个
星期的休息日由你自己来定，这样就可以利用休息
日参加职业培训课程或者学历学位课程，在满足基
本生活需要的情况下还能进行个人的其他专业化
培训。
5.拓展生活圈子：每天都要与不同职位、不同
背景的人打交道，他们都可能成为你的朋友，如果
你喜欢广交朋友，没有比这更好更方便的工作了。
你可以第一次见面时就能到对方的家里，和他有一
个小时左右的交流时间。还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
选择是深入交往还是泛泛谈谈而已。
6.锻炼身体，提高车技：该工作有一定的体力
要求，可以使身体得到很好的锻炼。每天开车在各
种道路情况下行驶 40—100 公里，对于车技的提高
也有很大的帮助。
7.提高个人的自我管理能力：该工作必须在规
定的时间内完成工作任务。因此需要个人能够通
盘考虑时间的利用和绩效的高低，也有助于个人的
时间管理和效率管理能力的大幅度提高。
8.获得加拿大相关工作经验：新移民往往由于
没有加拿大工作经验而遭到拒绝。但是这份工作
确可以提供很现实的加拿大工作经验，可以获得一
些周边相关的行业的知识。比如：房屋结构、电力
电缆、有线电话、保安系统、家用电器、甚至空调、家
庭装修等等。
9.收入和税收优惠：计件制工作收入的多少，
取决于个人劳动的量与质。真正体现多劳多得。
雇员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司雇员，开公司工程车，公
司准备大部分工具。年收入应该在 45000—60000
加币。第二种是自雇雇员，自己购买工程车和大部
分工具。自己承担车辆维修、养护和损耗，自己购
买绝大部分工具。年收入应该在 60000—80000 加
币。如果自己买车和工具，年底还可以拿到退税的
优惠。
（董睿/编辑）图片来源：网络

C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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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续 )
上文提到，加拿大学生 B 仔及其
父母原本打算往亚洲一主题公园游
玩，飞机在航程中因遇暴风而转飞 A
国，一家就在 A 国短暂停留，可是，在
离开 A 国时，B 仔被当地移民官员禁
止出境，原因是 B 仔是 A 国公民，又
刚满 18 岁，要服一年的兵役，才可以
离开。
B 仔在加拿大出生，生于斯，长
于斯，从来未离开过本土，是名副其
实的加拿大公民，为甚么他又变成另
一个国家的公民呢？
要明白其中原因，首先就要知道
大部分国家采纳的公民法或惯例。
一般来说，成为一个国家的公
民，
一般有以下途径：
1.出生地在某一国家的国土范
围内(Jus soli)。
2.出生时父或母是某一国家的
公民，
即凭血脉关系(Jus sanguinis)。
3.归化，即通过指定程序，成为
公民，例如在某国居留一段时间及通
过考试等 (Naturalization)。
当然，尚有其它途径，有机会另
文再谈。
显而易见，一个人很有可能会同
时成为两个甚至三个国家的公民。
例如，某人在 X 国出生，出生时父亲
是 Y 国公民，而母亲是 Z 国公民，那
么，某人就很会同时成为 X、Y、Z 三
国的公民了。双重国籍，甚至是多重
国籍，
便由此应运而生。

当然，一个人拥有双重国籍，甚
至多重国籍，是有其好处的。最明显
的就是，除了在常住的国家外，他亦
可以在第二或第三国自由工作、读
书、居留和拥有物业。还有的，就是
可以同时享受超过一个国家的社会
保障、
医疗福利等。
不过，拥有双重国籍，亦有相当
风险及弊处，
以下是一些例子：
第一、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承
认双重国籍的。例如，某人是加拿大
公民，同时亦是 A 国公民。可是，当
某人身处 A 国时，因为 A 国不承认双
重国籍，亦即是不承认某人为加拿大
公民，所以，某人如果在 A 国遇到事
故，
是不会获得加拿大领使保护。
第二、现时仍然有很多国家，实
施强制性兵役制度。只要某人是有
关国家的公民，并符合有关条件，纵
使他不是有关国家的居民，都有可能
随时被征召入伍！B 仔的遭遇 (见上
期文章)，便是活生生的例子。更有
些国家，不管你知道你是该国公民与
否，都要你遵从该国的兵役制度，违
反者会受罚！
第三、双重国籍虽然会带来享受
多国福利的好处，不过，正所谓有权
利就有义务，在税务责任上，便可能
要同时缴交多国的税项了。
第四，有些国家，不容许你同时
拥有超过一本护照的。如被发现，护
照便会被没收，
或要缴交罚款。

话 说 回 来 ，B 仔 与 父 母 被 困 A
国，有如蚂蚁在热锅上，心急如焚。
他们虽然费尽唇舌，仍未能说服有关
当局官员。几经周旋，才获准与加拿
大政府有关部门联络。最后，加拿大
政府安排一专业顾问与 A 国官员谈
判, 并提交大量文件，终于 B 仔成功
放弃 A 国公民身份，
获 A 国放行。
B 仔一家的主题公国假期当然
泡汤了，除了浪费时间和金钱外，更
担惊受怕。还好，B 仔总算赶及大学
开课前回到加拿大，不用在 A 国服兵
役，
可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此文由 CWO 加拿大认证移民顾问
兼香港律师吴耀荣先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