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加拿大求职的关键因素：要建立一个社交圈
在加拿大，想找到一份好工作最关键的因素就是

立社交圈，不仅对于找工作来说至关重要，对于是否能

建立起一个社交圈（Networking）。如果你只在互联网

找到适合你的兴趣，真正发挥才能的岗位，也同样具有
非同寻常的意义。

上发简历，而又苦于长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现在要做
的第一件是就是离开虚拟的网络，进入真实的“网络”
。

对于许多求职人士，尤其是新移民来说，构建人际
关系网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甚至连本地人士，也
会对此有些头痛。不过以下的方法可以帮你减少一些

人际关系网络比互联网重要许多倍，是找工作中
最重要的环节。通过扩充社交圈中的核心人员，你会
吃惊地发现一个不为大多数找工者所知的非正式就业

顾虑：
首先，要记住，搭建人际关系网络，并不是直接向
别人要工作，
而是向别人了解相关的信息。

市场。
统计资料显示，在加拿大，这个隐蔽的非正式就业
市场所提供的工作职位，占到整个就业市场的 80%。

其次，可以通过收集信息、寻求建议等方式，与潜
在雇主公司的重要决策人员获得直接对话的机会。
第三，非正式会面可以让双方都感到放松，然后就

也就是说，多数职位在向社会公开招聘之前，已经
通过各种方式的内部介绍，被抢购一空，尤其是那些炙
手可热的好职位，余下的多是无法找到合适人选、薪资

会有双向交流，对话产生积极效果的可能性也就更
大。如果能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当对方公司有职位
的时候，
自然就会考虑，
看是否录用你。

待遇并不是很好的技术职位。
可以想到，如果不去建立人际关系网络，你就把自
己的找工范围限定在那不足 20%的广告招聘职位中。

第四，即使对方公司没有任何可能性提供职位，你
也可以通过谈话，获得有价值的资讯，或被推荐给其它
相关雇主。

这样，
找工作的难度更大，时间更长。
其实找不到适合的专业工作，大多数情况下并不
是专业能力问题，而是求职者没有建立一个和专业领

第五，很多职位永远不会通过广告招聘，中介公司
那里看不到这些职位，甚至该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都不
会有这些职位信息，非正式谈话是获得这些职位信息

域相关的人际关系网。
建立一个有效社交圈的第一步，是认真检查你的
简历。你现有的简历是否已经突出了自己的强项和成

的唯一途径。

绩？回忆一下你曾经做过的工作，在其中有哪些是你
引以为荣的？将其中的几条写下来。在这些工作中，
你都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完成这些挑战的？最

在简历中，需要突出表现你面对这些挑战所采取
的行动，潜在的雇主会因此对你完成任务的能力而信

述，突出的你强项和优点，以及你曾经工作的一个简单
框架。

后获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心大增。在你简历的开头部分，最好用一个简短的概

简历完成后，你就可以开始搭建社交图计划。建

总之，成功的找工作方法，并不是看发出去了多少
份简历，而是看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用在寻找合适的
工作职位上。
（董睿/编辑）

职场“有才华的穷人”：你该怎么办？
就放弃这个职业，从旁观者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心灵。只
要你依然是某一机构的一部分，就不要诽谤它，不要伤
害它——轻视自己所就职的机构就等于轻视你自己。

在眼前这个社会上，
“有才华的穷人”比比皆是：好
高骛远刚毕业的大学生，高不成低不就的求职者，文学
青年，搞理论研究群体，单位里持才傲物的知识分子，还
有那些为理想有过追求，付出过艰辛劳动而时运不济失
败了的人们……“有才华的穷人”太多太多，让我们来

这篇序实际上概括出了两种“有才华的穷人”
：
第一种：没有责任心，缺乏敬业精神，以频繁跳槽为
能事，以善于投机取巧为荣耀的人。套用政治经济学中
的一个名词来解释：他们没能处理好自己面临的“生产

抓出几个有代表和启示意义的典型。
在《致加西亚的信》中，那篇题为“世界上到处都是
有才华的穷人”的序指出：
“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年轻人

关系”，他们对任何工作对任何创造，都缺乏一种必不可
少的敬业精神。
第二种：无法不中伤、非难和轻视老板和公司的

以频繁跳槽为能事，以善于投机取巧为荣耀。老板一转
身就懈怠下来，没有监督就没有工作。工作时推诿塞
责，划地自封，不思自省，却以种种借口来遮掩自己缺乏

人。
上述两种“有才华的穷人”主要是指正确处理好对
外关系的“穷人”，另外，还有两种自身才华“劣根性”实

责任心。懒散、消极、怀疑、抱怨……种种职业病如同瘟
疫一样在企业、政府机关、学校中蔓延，无论付出多大的
努力都无法彻底消除。只有才华，没有责任心，缺乏敬
业精神，我们是否真的能顺利前行？在现实世界里，到
处看到的都是有才华的穷人。
”
文中谈到，有所施才有所获。如果决定继续工作，



面是一些经过自己努力，英文口语水平突飞猛进的华
人移民的八个秘诀，大家不妨试试看。
1.Listen to yourself（听自己）。如果你不能听出你

电视节目，听他们的发音，还要注意看他们的口形。不
要看字幕，模仿你听到的声音，即使你不确定他们在说
什么。

自己的发音问题，就很难去改正它。试着把你的朗读
录下来，并与以英语为母语的外国人士的口音做个比
较。

5.Practice（练习）。发音有问题是难免的，因此很
多人会害怕说错而不开口。没关系，多练习就好了，不
要害羞。

2.Slowdown（慢下来）。很多英语学习者说话都求
快，其实快不见得就说得好，说得越快毛病越不容易改
掉。每天练习一点点，从声调到单词再到句子，慢慢
来，急不得。
3.Pictureit（画图）。闭上眼睛，在说话之前想想如
何发这个音，想想嘴巴和脸的定位。

6.Find a partner（找伙伴）。从别人那里得到反馈
是很重要的。找个也对提高英语水平感兴趣的伙伴，
互相鼓励，
互相比赛，
多对话。
7.Sing a song（唱歌）。听热门英文歌曲并跟唱。唱
歌可以以轻松的心情学习和使用单词，也可以帮助你
学习节奏和语调，
是寓教于乐的好方法。
（董睿/编辑）

出终极上诉！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表面上，
“人道和同
情”理由只是应用于要求豁免必须在加拿大
境外申请成为永久居民的规定，但实际上，
“人道和同情”的裁决，相当于是否容许申请
者在加拿大继续居留，抑或必须离开。因
此，
“人道和同情”的裁决是影响申请者一生
的重要裁决，亦会是影响申请人的子女的裁
决。
最高法院亦引述移民部关于“人道和同
情”理由的内部指引。原来，要决定“人道和
同情”理由是否成立，是衡量如果申请者必

向穷人命运的危险，倒经常成为他们不不认真对待的大
问题——虽然，
他们总是没能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第三， 第三，营造个人财务自由，以获得真正的
精神自由。
（董睿/编辑）本版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人道同情理由——儿童扭转大局

移民法律权威系列之
CWO

须离开加拿大，会否引起“异常，不该受或者
上文提到，牙买加公民 Mavis Baker 以旅
不成比例的艰苦”
（unusual，undeserved or
客的身份进入加拿大，签证过期后不但没有
disproportionate hardship）。
离开，而且一直当黑工，并在加拿大共生下
最高法院最后裁定，移民部在考虑申请
了四名子女。后来因为患了精神病求诊，身
人的“人道和同情”理由时，将儿童的利益置
份暴露，当局向她发出驱逐令。她以“人道
和同情”
（Humanitarian and Compassionate， 诸不理的做法，是不合理的。因此，判申请
简称“H and C”
）的理由申请留在加拿大。 人上诉得胜，可留在加拿大境内申请移民。
最终申请人及其子女无需受分离之苦，结局
移民部拒绝了她的申请，并勒令她到机场报
皆大欢喜，全有赖申请人屡败屡战及对子女
到，接受驱逐出境的安排。
不离不弃的精神。
Mavis Baker 于是向联邦法庭申请司法
该案有了终极判决后，法例亦随之更
复核，她的法律代表引用《儿童权利公约》
改。现在，有关“人道和同情”理由的法例，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作
详列于移民法第 25 条，规定移民部必须考
为主要论据。但联邦法庭认为，
《儿童权利
虑受影响儿童的最佳利益。
公约》只是国际条约，在加拿大未获采纳成
（此文由 CWO 加拿大政府认证移民顾问兼
为国家法律，所以不受理她的申请。
香港律师吴耀荣先生提供）
她不服联邦法庭的裁决，于是向联邦上
电话 416-590-7465，
诉庭提出上诉。可惜，上诉庭再次认为《儿
童权利公约》，因为未成为加拿大国家法律， 手机：416-451-4867，
电邮：terry.ng@canada-world.com
所以是没有法律效力。上诉遭驳回。
Mavis Baker 没有放弃，并再接再厉，向
加拿大的“终审庭”—— 联邦最高法院，提

岗的危险。数年过去，他还是他，既没能成为富翁，也没
能搞成事业，依然徘徊于其人生的起点。甚至，摆脱滑

心的人。
这样的一些人往往戴着厚厚的高度近视眼镜片，谈
吐之中不乏博学知识。尽管他们人生的进程已到了其


4.Copy the experts（模仿专家）。英语为母语的人
士是最好的老师。所以，注意听英语广播或英语电影、

第四种：
怕吃苦，
耐不得奋斗中寂寞的人。
在公司位置与整个人生的金字塔结构中，他们长期
处于底层，不仅与车与房无缘，而且还常常面临裁员下

对四种“有才华的穷人”，
提出三条建议：



身处加国职场，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是很多人
的努力目标。在练习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下

对那些人生的成功者，他们的结论却常常令人困惑的都
是同一个：
“老子运气不如他们而已！”他们永远把运气
看作自己坠入穷人行列的理由。

足的
“穷人”
。
即下文提到的第三种和第四种“穷人”
。
第三种：愤世嫉俗、孤芳自赏、好高骛远，自囿于内

六类个性影响到你的加国职业方向

就应该衷心地给予公司和老板以同情和忠诚，并引以为
豪。如果你无法不中伤、非难和轻视你的老板和公司，

生存都有危机之际，但在他们不经意的言谈中，始终不
会给柳传志任正非刘永行张朝阳们送以尊敬的口吻。

第一， 树立“扎根于土壤的”
野心；
第二， 第二，
培养勤奋、
坚毅的品质；

社会型：社会型的人与现实主义
谈到一个人的职业方向，最基本
型的人几乎是相反的两类。这类型
的是要看此人与环境之间的适应
的人喜欢为他人提供信息，帮助他
性。现代的职业观当然不再局限于
人，喜欢在秩序井然、制度化的工作
一份工作，而是找到那些能让自己发
环境中发展人际关系和工作。这些
挥能力、技术、能表达自己想法、能在
人除了爱社交之外，还有机智老练、
某一方面承担某一角色的环境；而对
友好、易了解、乐于助人等特点。其
环境的适应能力，也是因性格的不同
个性中较消极的一面是独断专行，爱
而相异的。新移民求职，首先需要通
操纵别人。社会型的人适于从事护
过分析自己的潜在个性，来寻求一份
理、教学、市场营销、销售、培训与开
适合自己发展的职业之路。
发等工作。
传统型：这种个性类型的人在事
创新型（企业家型）：这种类型的
务性的职业中最为常见。这一类人
人与社会型的人相似之处在于他
容易组织起来，喜欢和数据型及数字
型的事实打交道，喜欢明确的目标， （她）也喜欢与人合作。其主要的区
别是创新型的人喜欢领导和控制他
不能接受模棱两可的状态。这些人
人（而不是区帮助他人），其目的是为
可以用这一类的词语来表述他们：服
从的，有秩序的，有效率的，实际的。 了达到特定的组织目标。这种类型
的人自信，有雄心，精力充沛，健谈。
如果用不太客气的话说，就是缺乏想
其个性特点中较消极的一面是专横，
像，能自我控制，无灵活性。出纳员
权力欲过强，
易于冲动。
就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
调查研究型：这种类型与创新型
艺术型：这种类型与传统型形成
最强烈的反差。他们喜欢选择音乐、 几乎相反。这一类型的人为了知识
的开发与理解而乐于从事现象的观
艺术、文学、戏剧等方面的职业。他
察与分析工作。这些人思维复杂，有
们认为自己富有想像力，直觉强，易
创见，有主见，但无纪律性，不切实
冲动，好内省，有主见。这一类型的
人语言方面的资质强于数学方面。 际，易于冲动。生物学家、社会学家、
数学家多属于这种类型。在商业性
如果用消极一些的语言描述，这类人
组织中，这类人经常担任的是研究与
是感情极丰富的、无组织纪律的，比
开发职务及咨询参谋之职。这些职
如自由撰稿人、
钢琴老师、
画家等。
务需要的是复杂的分析，而不必去说
现实主义型：这种类型的人真诚
服取信于他人。
坦率，较稳定，讲求实利，害羞，缺乏
当然，一个人往往不是单一地表
洞察力，容易服从。他们一般具有机
现某种类型，常常是两三种类型的组
械方面的能力，乐于从事半技术性的
合，但不管怎样，总要往积极的性格
或手工性的职业（如管道工、装配线
方向发展，要让自己选择工作，而不
工人等），这类职业的特点是有连续
是工作选择自己。
性的任务需要却很少有社会性的需
（董睿/编辑）
求，
如谈判和说服他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