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全球金融风暴的蔓延，人才市场也已感受到阵

阵寒意。企业在淘汰员工时更是毫不留情，特别是职场

新人，将面临严酷的竞争力大考验。对于职场新人来

说，专业技能固然重要，但并不代表竞争力的全部。

很多人认为专业技能不外乎语言能力、计算机应用

能力、学历和证书。其实，专业能力只是职场竞争力的

一部分，很多人却习惯将两者划上等号。一位金融机构

的主管目睹同事们报考专业证照的盛况，不禁感叹考证

照固然有必要，但很多人的考照动机无异于“买保险”，

以为“多一张证照，工作多一分保障”。其实，并非每张

证照对工作都有帮助，多证在手只不过是求心安。

因为除了专业技能之外，成功还需要很多条件的配

合，这些条件就是你的竞争力。不同的生涯阶段，需要

不同的竞争力。在25—30岁的事业起步期，核心竞争

力在于专业技术；30—35岁的事业起飞期，核心竞争力

是管理能力；35—45岁的事业高峰期，关键竞争力则是

策略规划与资源整合能力。

在每个职业生涯阶段，你应该建立一张竞争力的清

单，随时做好自我盘点，一方面补强自己的弱项，一方面

将强项发挥出来。对于职场新人来说，必须在25岁前

积极强化以下竞争力：

学历：包括学校、专业、学位。若本身学历不高，一

个补救方法是继续进修获取更高学历。另一个补救方

法是选择学历门坎较宽的工作，例如部分服务业、制造

业等。由于在人才竞争上处于劣势，对学历也不敢要求

太高，不妨先累积一定的资历，因为资历和学历同样重

要。

证书：除了法律、会计、医疗等行业要有证照才能执

业外，目前包括金融业、IT 业、房地产业、美容业等行

业，也都已走向“证照化”。如果你的学历条件较差，专

业证书可弥补学历的不足。

专业技能：在校期间所学习的专业，只是你踏上专

业之路的第一步，许多行业所特有的专业技能，学校没

办法教，在实际进入职场后，才能从工作中学习。所以，

在工作最初几年的“学习期”，薪水待遇是其次，学习机

会才最重要。要把工作当成学校的延伸，把主管和资深

同事当成良师，像海绵般虚心学习，专业技术的“马步”

才能扎得稳。过去所谓“一技之长”，现在成了“一技之

短”，因为单一技能的人才过剩，若能跨领域培养多重专

长，将可拉开你的领先距离。

历练：跨国公司培养高阶人才，最重要的方法就是

“轮调”，让你在不同部门与国家之间培养阅历。历练的

多少，决定你究竟可成大器，还是一颗小螺丝钉。对职

场新手来说，对于上司交办的高难度任务，不可视为畏

途，反而应该积极争取参与各种项目，以及外派出差的

机会，给自己更多历练。

人脉：往往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提供你意想不

到的一臂之力。但是“贵人”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平时就

要勤于耕耘。在你获得别人的帮助之前，要先乐于助

人，先有付出才有回报。

以上职场竞争力，你若能具备并善于运用，不想成

为职场红人还真难。希望各位职场新人苦练内功，为自

己的未来加分。 （董睿/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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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要选“名校区”吗？

看看你的生存竞争力及格吗？

学校种类

公立小学

公立中学

教会小学

教会中学

私立学校

英语名称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

Public Secondary School

Separate Elementary School

Separate Secondary School

Private School

地图上标示符号

空心方形加小旗

实心方形加小旗

空心圆形加小旗

实心方形加小旗

空心三角形加小旗

我们华人不论在哪里，都继承着祖先重视子女教育的传统，很多家庭甚至完全是为了孩子受到良好的教

育而选择移民加拿大。因此有小孩子的家庭在买房时都非常重视其所属的小学和中学的学校区域，就是大家

经常谈论的校区。

加拿大的初等教育有公立学校、教会学校、和私立学校等几种系统，见下表：

公立学校和教会学校校区的划分通常是按就近入学的原则，以地理位置的远近来划分的。但在某些住宅

大厦集中的地区则有很多例外，有时住在大厦内的学生去某一所学校上学，而住在大厦附近house的学生则去

另一所学校上学。因此，在观察校区时，不能仅仅从地图上所显示的，或实际上的距离来判断，而是要从该地

区教育局的网站上查询，或致电教育局和学校询问。

对学校进行评价时，大家普遍采用菲沙研究所（The Fraser Institute），每年根据各学校在安省英语和数学的

统一测试（EQAO Test）中的成绩而对各学校排出的名次，其中包括当年排名和过去5年的平均排名。下表为

一些名列前茅的学校的情况：

学校名称（小学）

Roy H Crosby

Seneca Hill

St Justin Martyr

William Berczy

Sainte-Marguerite-Bourgeoys

Bayview Glen

所在地区

Markham

Toronto

Unionville

Unionville

Markham

Thornhill

2008年排名

1/2786（并列）

(在今年参加调查的安省

2786 所小学中排名并列

第1，以下相同。)

1/2786

1/2786

1/2786

1/2786

1/2786

过去5年平均排名

1/2374（并列）

（在过去 5 年参加调查的

安省 2374 所小学中排名

并列第1，以下相同。）

1/2374

1/2374

1/2374

6/2374

15/2374

学校名称（高中）

St Michael’s Choir

S Pierre Elliott Trudeau

Cardinal Carter Academy

for the Arts

Glenforest

St Augustine

Bayview

Unionville

Lawrence Park

Lorne Park

所在地区

Toronto

Markham

Toronto

Mississauga

Markham

Richmond Hill

Unionville

Toronto

Mississauga

2008年排名

1/725（并列）

(在今年参加调查的安省

725 所高中里排名并列第

1，以下相同。)

5/725

6/725

10/725

14/725

14/725

17/725

17/725

20/725

过去5年平均排名

1/675（并列）

（在过去5年参加调查的安

省2374所小学中排名并列

第1，以下相同。）

12/675

5/675

45/675

7/675

19/675

7/675

45/675

55/675

这些名列前茅的学校，自然就是人们所说的“名校”

了。而位于这些学校校区内的房地产，由于受到买家的

追捧，价格常常高于其它地区。

那么，到底是否应该买名校区的房地产，让自己的孩

子上名校呢？这需要具体探讨、综合分析。

一般说来，因为这些校区内的房地产价格较高，因此

区内住户大多具有较好的经济条件、父母所受教育程度

较高、从事技术含量和收入都比较高的职业、对子女的教

育比较重视。那么，居住在这样的区域，让孩子上这些学

校，无疑会为孩子创造一个较好的环境，使他们受到潜移

默化的影响。

但事情都不是绝对的，特别是人的受教育和发展，就

更需要具体分析、个例探讨。

我就知道有这样一位学生，她原来在一所华人普遍

认为是“名校”的学校上学，由于华人孩子较多，互相之间

多用汉语交流，所以英语进步很慢，其他科目成绩也很一

般。后来，由于父母更换工作，全家都搬到了比较远的地

区。当地最好的一所高中也只在安省700多所高中里排

名第500多名，但是因为学校内没有会说汉语的同学，所

以她必须用英语与大家交流。学校没有ESL课程，她必

须跟正常班一样学英语，她的英语能力很快得到了突飞

猛进的进步；她的数学和理科比同学们成绩好，受到了老

师和同学的称赞；学校里的东方女孩很少，她受到大家的

瞩目和欢迎；她会弹钢琴，老师和同学们都很佩服；每学

期她的名字都列在学校的学习成绩榜的前列；学生会改

选，她被选为财务部长；学校举行 Remembrance Day 仪

式，老师选她做主持人……逐渐地，她自己就按好学生的

标准来要求自己：应该努力得到好成绩、应该在各方面表

现出色。后来，她以很好的毕业成绩被多伦多大学录取。

对于这位学生来说，离开“名校”，是不是反而是一件

好事呢？

套用一位哲人的句型：“名校”还是非“名校”？这是

一个问题。当然，不论如何，在考虑购置房地产时，调查

清楚所在校区的情况，是一项必做的基本功课，这一点不

是问题。如有任何问题，欢迎致电647-204-8855王兵讨

论。 （本文由地产经纪王兵提供）

丽珍是内地注册护士，三年前，她以技术移民类

别申请移民加拿大。她的学历，经验和英语程度，显

示已超过最低要求的 67 分。即是说，她合格有余。

可是，直到今天，申请还未有结果。这并不出奇，以

正常情况计算，她还要多等三年！为甚么要这么

久？原因很简单，因为申请的个案堆积如山，处理申

请的移民部职员人手有限，导至进展速度慢如蜗牛。

秀萍也是内地注册护士，她的学历和经验，几乎

和丽珍相同。她亦打算以技术移民类别申请移民加

拿大。奇怪是，如果她现在提交申请，快至六个月，

就可移民加拿大。为甚么有这么大的分别？

原来，加拿大移民部现已实施新的技术移民措

施。根据新法，凡于2008年2月27日之后递交的技

术移民申请，只限由移民部最新公布的38个高需技

术行业，移民部才予处理审批。如果是这38个指定

行业以外的申请人，就一定要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之

一，才会受理：

1.申请人以国际学生或临时劳工的身份，已经在

加国居住一年以上；

2. 申 请 人 已 得 到 确 定 的 工 作 机 会 (arranged

employment)。

对于符合上述资格的新申请者，申请时间将大

大缩减，甚至短至6个月，申请就获批准，而不是像以

往那样等待6年。而不符合上述资格的申请将不予

处理，申请费将退还申请者。

这38个指定行业就是：
金融经理Financial Managers

计 算 机 及 信 息 系 统 经 理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rs

保健行业经理Managers in Health Care

餐馆及食物服务行业经理 Restaurant and Food

Service Managers

住宿服务经理Accommodation Service Managers

建筑业经理Construction Managers

金 融 核 数 师 与 会 计 师 Financial Auditors and

Accountants

地 质 学 家 、地 质 化 学 师 与 地 质 物 理 师

Geologists，Geochemists and Geophysicists

矿务工程师Mining Engineers

地质工程师Geological Engineers

石油工程师Petroleum Engineers

专科医生Specialist Physicians

普通医生和家庭医生 General Practitioners and

Family Physicians

听 觉 治 疗 师 与 语 言 治 疗 师 Audiologists and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ists

职业治疗师Occupational Therapists

物理治疗师Physiotherapists

首席护士与主任Head Nurses and Supervisors

注册护士Registered Nurses

医学放射技术员Medical Radiation Technologists

持牌经验护士(未经护校毕业但有实际经验的护

士)Licensed Practical Nurses

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s

学院及其它职业学校导师 College and Other

Vocational Instructors

大厨Chefs

厨师Cooks

管道安装与维修行业承包商与监督Contractors

and Supervisors，Pipefitting Trades

木 工 行 业 承 包 商 与 监 督 Contractors and

Supervisors，Carpentry Trades

重型建筑设备行业承包商与监督 Contractors

and Supervisors， Heavy Construction Equipment

Crews

电工(工业与电力系统除外)Electricians (Except

Industrial and Power System)

工业电工Industrial Electricians

水喉匠Plumbers

蒸汽管安装员、管道安装员和洒水系统安装员

Steamfitters，Pipefitters and Sprinkler System Installers

烧焊工人和有关的机械操作员 Welders and

Related Machine Operators

重 型 设 备 机 械 师 Heavy-Duty Equipment

Mechanics

起重机操作员Crane Operators

露天矿务、石矿与建筑行业的钻探员和爆破手

Drillers and Blasters - Surface Mining，Quarrying and

Construction

矿 务 与 石 矿 监 督 Supervisors，Mining and

Quarrying

石油与天然气钻探与服务监督 Supervisors，Oil

and Gas Drilling and Service

石油、天然气与化学加工业与公用事业监督

Supervisors，Petroleum，Gas and Chemical Processing

and Utilities

秀萍的专业(注册护士)是属于名单内，所以她的

移民申请是将会得到受理。又因为她的申请是2008

年 2 月 27 日后递交，因此根据新法，会得到优先处

理，所需时间短至6个月。

那么，丽珍的情况又如何？她又应该甚办？

另外，既不在名单内，又没有确定工作机会的其

它专业人士，又怎样才可尽促移民加拿大？办法肯

定是有，并不止一个。个中窍妙，下次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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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