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三年右三年…”是一首经典老歌的其中部份

歌词，歌曲内容是指一位女孩盼望与情人重逢，等了

三年又三年，却还未等到，相信大部份有相当阅历的

人一定听过这首歌。

志玲虽然年纪轻轻，最近却常将这段歌词挂在嘴

边，莫非她也是等候着某如意郎君？不！她只是偶然

听到这首歌，觉得与她的某些遭遇有些相近，因而产

生一些共鸣。原来，志玲是内地注册护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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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

为奇，因为正常来说，她还要多等三年！

加拿大移民部积压的技术移民申请数目，已超过

九十万，难怪等候时间是这么长。有些国家的申请等

候时间，据估计会甚至长达十年！

为了要解决这个棘手问题，加拿大移民部现已实

施新的技术移民措施。根据新法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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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38个高需技术行业，可以归纳为六类。

第一是：工业工程技术类，共19个行业；

第二是：医疗卫生类，共10个行业；

第三是：金融类，共3个行业；

第四是：餐饮类，共3个行业；

第五是：教育类，共2个行业；

第六是：计算机类，共1个行业。

在新的技术移民措施下所需要的申请处理时间，

会大幅缩减至最快六个月。

至于志玲的移民申请，虽然她的行业是指定的38

个之一，但是，由于她是在2008年2月27日前提出申

请，所以，她的个案仍然会根据旧制处理，移民部是不

会因为他的专业而特别优先审核。不过, 志玲是有权

彻销她旧的申请，然后再提出新的申请，这样便可更

快获得移民签证了。(有关38个高需技术行业名单详

情，请阅上期，或上网点击：http://www.inorstar.com/

times/081212/pdf/c1.pdf)

另一边，慧敏毕业于上海某著名大学，她读文科，

成绩优异，一出校门便找到一份高薪工作。她只用了

两年多的时间，便储够了钱，打算用作申请移民加拿

大时，证明有足够的生活费储备。可是，新的技术移

民措施一出，顿时令她的梦想幻灭。只因为她的职

业，并不属于38个高需技术行业名单之内！满怀希

望的她，变得非常沮丧。

其实，慧敏可以有其它的方法，达成她的愿望

的。由于她年纪还轻，学历亦只是达大学学士程度，

她可考虑立即向加拿大大学或专上学院申请入学，报

读例如是硕士或专业证书等一至两年的深造课程。

学院确认录取过程，一般只需数周，之后，便可向加拿

大驻当地领使馆申请学生签证。慧敏大可以将原本

打算用作移民申请的储蓄，转为证明有足够的学费和

生活费之用。

这是否意味着，慧敏要负出较大代价，来达成她

的愿望？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第一，她只需要在加

拿大读书达六个月后，便可申请工作签证，担任任何

合法工作。这样，她便有固定收入。第二，再过多另

外六个月，她便可以申请移民。而且到时，她不再受

高需技术行业名单的有关限制约促 (因为她已在加拿

大合法居留至少一年)。第三，到时她有了在加拿大

的有关经验，对她的移民申请，有积极的“加分”作

用。第四，无论在学历和工作经验，都大幅度提升了，

对他的前途，很有帮助。最后，亦是最重要的是，她前

后所需的时间，不但没有增加，而且是大幅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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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法律体系和加国的法律体系不同。中国

自古沿袭的是成文法。给一个人定罪要看主体、主

观方面、客体和客观方面是否合格，最后还有一个社

会危害性是否够大，否则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

管辖范围。在加拿大，是案例法。罪与非罪只是一

条线的左右边。在商店拿了几加元的东西未付钱、

在取报机付了一份儿钱却取了两份报纸、夫妻吵架

动了手、打小孩儿、说了几句吓唬人的话，都可能构

成刑事犯罪留下记录。有的案子撤了还可能留下指

纹或被逮捕的记录，俗称刑事案底。这些都会给求

职、求学、移民、入籍、旅游甚至子女监护等申请带来

负面影响。有的甚至从此改变人生轨迹。

加拿大的刑事洗底制度正是基于这一特点而产

生的。当一个人服刑完毕，在一定年限内未犯新罪，

可以申请刑事洗底。申请被批准后，所有的刑事犯

罪记录将被暂时放置一边，不再对你的求职、求学、

移民入籍申请等日常生活带来影响，如果未再犯有

新罪，可终生受益于此。法律制度既有它“惩恶”一

教你如何在职场中培训自己的“职商”教你如何在职场中培训自己的“职商”

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出现：面对一个突如其来的事

件，你不知道说什么话，才能正中老板的下怀，让他觉

得你既是个勇于承担责任的下属，又是具有智慧和能

力的员工。我们为职场常见的突发情况总结了应对的

良方，快来操练一下吧，让自己的职场之路更顺利。当

一切都应付好了之后，加薪也就会在不远处向你招手

啦。

以最婉约的方式传递坏消息
句型：我们似乎碰到一些状况……

你刚刚才得知，一件非常重要的案子出了问题，如

果立刻冲到上司的办公室里报告这个坏消息，就算不

关你的事，也只会让上司质疑你的危机处理的能力，弄

不好还惹来一顿骂，把气出在你头上。此时，你应该以

不带情绪起伏的声调，从容不迫地说出本句型，千万别

慌慌张张，也别使用“问题”或“麻烦”这一类的字眼，要

让上司觉得事情并非无法解决，而“我们”听起来像是

你将与上司站在同一阵线，并肩作

战。

上司传唤时责无旁贷
句型：我马上处理。

冷静、迅速地做出这样的回

答，会令上司直觉地认为你是个有

效率、听话的好部属；相反，犹豫不

决的态度只会惹得责任本就繁重

的上司不快。夜里睡不好的时候，

还可能迁怒到你头上呢！

表现出团队精神
句型：安妮的主意真不错！

安妮想出了一条连上司都赞赏的绝妙好计，你恨

不得你的脑筋动得比人家快。与其拉长脸、暗自不爽，

不如偷沾她的光。方法如下：趁着上司听得到的时刻

说出本句型。在这个人人都想争着出头的社会里，一

个不嫉妒同事的部属，会让上司觉得此人本性纯良、富

有团队精神，因而另眼相看待。

说服同事帮忙
句型：这个报告没有你不行啦！

有件棘手的工作，你无法独力完成，非得找个人帮

忙不可，于是你找上了那个对这方面工作最拿手的同

事。怎么开口才能让人家心甘情愿地助你一臂之力

呢？送高帽、灌迷汤，并保证他日必定回报，而那位好

心人为了不负自己在这方面的名声，通常会答应你的

请求。不过，将来有功劳的时候别忘了记上人家一笔。

巧妙闪避你不知道的事
句型：让我再认真地想一想，三点以前给您答复好

吗？

上司问了你某个与业务有关的问题，而你不知该

如何做答，千万不可以说“不知道”。本句型不仅暂时

为你解危，也让上司认为你在这件事情上很用心，一时

之间竟不知该如何启齿。不过，事后可得做足功课，按

时交出你的答复。

智退性骚扰
句型：这种话好像不大适合在办公室讲喔！

如果有男同事的“黄腔”令你无法忍受，这句话保

证让他们闭嘴。男人有时候确实喜欢开“黄腔”，但你

很难判断他们是无心还是有意，这句话可以令无心的

人明白，适可而止。如果他还没有闭嘴的意思，即构成

了性骚扰，你可以向有关人士举发。

不着痕迹地减轻工作量
句型：我了解这件事很重要，我们能不能先查一查

手头上的工作，排出个优先顺序？

首先，强调你明白这件任务的重要性，然后请求上

司的指示，为新任务与原有工作排出优先顺序，不着痕

迹地让上司知道你的工作量其实很重，若非你不可的

话，有些事就得延后处理或转交他人。

恰如其分地讨好
句型：我很想知道您对某件事情的看法……

许多时候，你与高层要人共处一室，而你不得不说

点话以避免冷清尴尬的局面。不过，这也是一个让你

能够赢得高层青睐的绝佳时机。但说些什么好呢？每

天的例行公事，绝不适合在这个时候被搬出来讲，谈天

气嘛，又根本不会让高层对你留下印象。此时，最恰当

的莫过于一个跟公司前景有关，而又发人深省的话

题。问一个大老板关心又熟知的问题，当他滔滔不绝

地诉说心得的时候，你不仅获益良多，也会让他对你的

求知上进之心刮目相看。

承认疏失但不引起上司不满
句型：是我一时失察，不过幸好…

犯错在所难免，但是你陈述过失的方式，却能影响

上司对你的看法。勇于承认自己的疏失非常重要，因

为推卸责任只会让你看起来就像个讨人厌、软弱无能、

不堪重用的人。不过这不表示你就得因此对每个人道

歉，诀窍在于别让所有的矛头都指到自己身上，坦承却

淡化你的过失，转移众人的焦点。

面对批评要表现冷静
句型：谢谢你告诉我，我会仔细考虑你的建议。

自己苦心完成的成果却遭人修正或批评时，的确

是一件令人苦恼的事。不需要将不满的情绪写在脸

上，但是却应该让批评你工作成果的人知道，你已接收

到他传递的信息。不卑不亢的表现令你看起来更有自

信、更值得敬重，让人知道你并非一个刚愎自用或是经

不起挫折的人。

（董睿/编辑）

为配合安河中医针灸立法的具体实施，官方网站

（www.hprac.org）最近（11 月下旬）公布了 2006 年 9 月

29 日健康职业立法顾问委员会（HPRAC），给安大略

健康和长期护理厅厅长，有关传统中医使用“医生”头

衔长达40页的报告。

报告正文共八项，后附相关背景资料。前七项是：

立法历史的回顾、HPRAC的问题、（立法）背景、使用

“医生”头衔、教育标准、过渡时期、不可豁免和其它要

求；这些都是为第八项“建议”提供论证及铺垫。第八

项是报告的核心及结论，即具备什么标准的执业者才

可获中医师“医生”头衔的“建议”。第八项建议共五

条：教育计划、教育质量、教育设施、认证、不可豁免和

其它要求。

纵观整个报告，尤细读第八项建议，如我没有理解

错的话，只有获得加国（安河）中医师的学历（学士、硕

士、博士）Dr. TCM Degree教育，才有资格取得中医师

的“医生”头衔。即先有加国大学的学历教育，后有“医

生”头衔的颁发，这是报告中建议的关键问题。

众所周知，加国教育体制只有大学才有权颁发学

历Degree，而目前加国境内还无一所大学提供中医学

历教育。假如现在有某所大学想办中医学历教育，也

需筹办2-3年或3-4年时间，再加上招生培训5年，等

考出来也需 10 年左右时间。那么我们中医界的“医

生”头衔岂不要等10年之久？况且，大学办中医学历

教育困难重重，首先需大学的教授们集体评估（此关很

难通过），还有经费、人员、毕业生就业等若干问题，谈

何容易？若安河3年、5年甚至10年内都无大学申办

中医学历教育，我们中医界将要无限期的等下去。虽

然，立法法案通过要给中医界“医生”头衔这一美好的

希望，如按HPRAC的报告“建议”执行，希望只能在遥

远的田野上。

再者，谁来培训未来安河中医学历教育的学生，主

体教师应该是已受过中国/美国中医学历教育（已获学

士、硕士、博士学位者）的中医执业者；及虽未获中医

学历教育，但可以与学生们分享丰富临床经验的老中

医们。无“医生”头衔的教师（师父）却要培养出有“医

生”头衔的学生们（徒弟），岂不是本末倒置！

按照美国方式审核/制定中医界“医生”头衔的标

准是HPRAC“建议”的核心。美国好东西我们是应该

汲取，不必照搬；BC省成功的进行中医师注册已若干

年，并颁发“医生”头衔给合格的中医师，但迄今仍未有

一所大学办中医学历教育。每个集团都从自己利益出

发提出问题，这是不言而喻；HPRAC仅是“建议”不是

法律；相信安河中医师针灸师管理局过渡委员会会有

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决择，应该运用加国成功的经验，而

不应舍近求远。

过去的刑事犯罪记录影响了您的就业、升学、

移民、旅游......？刑事洗底可以给您的生活带

来转机。

联系方式：王继平 （Jacqueline） 
Tel:   416.546.8878  (中、英文) 
4002 Sheppard Ave. East (东城商业中心顶层)

其他法律服务：小额法庭追债、行政仲裁法庭
维权、简易刑事案件代理、宣誓及证明文件、
代写法律文书。

专业刑事洗底 ACCEL PARDON
www.accelpardon.com

                                                         您的秘密我们用心呵护，
            您的心愿我们帮您实现！

面的阳刚之气，又有它“扬善”一面的阴柔之美。加拿

大的刑事洗底制度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此文由继平法律服务提供）

“医生”头衔、祖父法、中文考试是占中医界约85%还

要多的华人中医从业人员关心的三大问题。从管理局过

渡委员会下发的调查问卷及各专业学会的问卷分析，祖

父法应是各方的共认，仅是标准不同。中文考试在

HPRAC第八项第二条D款中指出：在过渡时期能容纳

考试者使用原本受训时的语言进行考试（HPRAC注明

美国采用英文、韩文和中文进行考试），但申请人必须满

足第八项第五条D款：即申请人必须能够合理的说与写

流利英文或法文。笔者理解：在过渡期某些年限内，非祖

父法者，可使用原本受训时语言如中文进行考试，但要有

一定程度的英文基础。若干年后，申请考试者主要来自

本地中医院校英语培训毕业的学生，可能自然过渡到仅

用英文考试。

任何新生事物初始时都要遇到阻力和困难，管理局

过渡委员会的成员们也肩负重任，我们相信您们在保障

公众利益的前提下，会维护业界应有的权利，及平衡各方

面合理的诉求，制定出有关中医针灸执业的具体细则和

考核方法。因为，你们是省政府筛选的业界精英，集荣誉

和责任义务于一身，安河中医针灸界将来发展方向和规

则都掌握决定在您们手中。您们也不希望将来有什么遗

憾，如HPRAC报告中第三项背景介绍：什么是中医？它

是由针灸、中药、食疗、医疗锻炼及推拿按摩所组成

（What is TCM？ TCM treatment methods include

acupuncture， Chinese herbology， dietary therapies，

therapeutic exercise and tuina massage.）。而将骨伤（跌打）

Chinese Osteopathic丢弃了。骨伤（跌打）是中医的一部

份，是确有成效颇具中医特色的专科；没将此项明确包括

进去，实在是很大的遗憾。

希望管理局过渡委员会能在今后细则制定中将此补

上。我们民间组织也要积极做工作，安大略中医学院就

已成功开办“骨疗师”专业课程，为未来Osteopathy（骨疗

师）立法，争取我们中医骨伤一席之地。大家应多渠道多

方式，积极支持推动中医针灸立法的实施；我们相信管理

局过渡委员会，尤其是业界的委员们，会运用您们集体的

政治智慧，为安河民众、政府及业界交出一份满意的答

卷；安河及加国中医针灸发展史将永远记住您们这段光

辉业绩，笔者本人也提前向您们致敬!

（作者简介：吴滨江 博士/教授，加拿大安大略中医学院

院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会长，世

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大学协作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

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中医药学科评审

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