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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国新移民找工作不能太急：该深造时就深造

作为新移民，踏上加拿大这块广袤而

又新奇的土地后，尽快找到一个我们喜欢

从事的专业工作是我们一直期望的，或者

说我们正在努力的。按照加拿大移民局对

技术移民的要求，凡是能顺利登陆加拿大

的大多数独立移民，都有着深厚的技术背

景：包括计算机编程，通讯微波，电气工程，

土木桥梁技术，以及机械设计等等。

大多数移民在登陆加拿大后，寻找的

工作的范围也大多局限在上面说到的行

业。如果因为所谓加拿大工作经验的约

束，很多人即使没有马上找到上述相关的

工作，也会考虑选择去当地学校上课，学习

计算机编程或者财务会计，工商管理之类

的课程。做出这样的选择，既可以延续自

己之前从事的工作内容背景，也出于对自

己语言方面的担忧。其实，我们可以不必

完全局限在上述的行业里。下面就想和大

家说说在加拿大找一个从事采购管理及供

应链相关的工作。

Kevin是3年半前来到加拿大的，现在

在 Mississauga 一家制造公司工作，职位是

高级采购。这份工作是他到加拿大三年里

就职的第三家公司，他说：“我一直从事采

购工作，但每次和新的朋友认识的时候，当

他们知道我从事采购工作的时候，觉得很

惊讶，可能是因为很少有中国人做采购工

作。”Kevin告诉我们，采购并不像大家想像

的那样，有多么神秘或者遥不可及。中国

目前已经是全球的制造中心，可以毫不犹

豫的断定，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加

拿大从事采购工作。通晓汉语（普通话）优

势的大陆移民，在加拿大的经济发展中是

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我们大多数移民在来加拿大之前，都

是从事技术工作的，要么具有良好的技术

背景，要么从事实际的生产管理。这些活

动都或多或少地让我们对中国国内的供应

商有着一定的了解，对如何进行供应商管

理的一些基本程序也有了解，这些都是从

事采购管理工作以及供应链管理行业非常

重要的基础。如果再能够系统地学习如何

在加拿大作为一个合格的职业采 购人所

必需的知识和技能，掌握一些必备的方法，

熟悉一些在加拿大从事采购工作的术语，

就能够成功地实现角色转换，成为合格的

Buyer、 Purchasing Agent、 Inventory

Coordinator、Inventory Analyst、Facilities

Coordinator或者 Material Expeditor。随着

在加拿大工作经验的积累，我们可以做得

更好，职位做得更高，比如 Senior Buyer，

Purchasing Manager，Purchasing Director 等

等。

在加拿大，采购相关职业有着很大的

需 求 量 。 只 要 我 们 打 开 Monster 或 者

Workoplis 的网站，我们就会发现，招聘采

购相关的工作职位每天都有更新，每天都

有 6——7 个甚至更多的新职位加入招聘

网页。这还不包括那些和供应链管理有关

的工作，比如海运、空运之类的货运公司的

职位。

按照美国和加拿大权威薪水调查杂志

的统计，作为一名刚刚入行的采购从业人

员，一般年薪在 3.5 万——4 万美元左右。

如果做到高级采购，薪水会涨到5万——6

万美元，如果做到更高的采购经理、采购总

监，可能年薪能达到10万美元呢。

（董睿/编辑）

CWO移民法律权威系列之
人道同情理由——最新案例大解剖

据《明报》消息，根据安大略省某学院2008年度的一

项“职场忧郁调查（Workplace Blue Survey）”显示，进入

2009年，加拿大雇员对于自己工作乃至整体经济前景的看

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沮丧。同时，该调查也总结出了5

种在当前经济衰退期“仍有可为”的职业，以及提出了如何

在经济衰退期的保住职位之道。

该份有关工作场所忧郁情绪的年度调查于2008年11

月27日至12月1日在全国访问了619名雇员。调查显示：

随着经济衰退的深入，将近四分之一；达23%的加国受访者

恐惧未来会失去工作，安省雇员更高达31%；42%的受访者

责怪经济不景气导致他们在工作场所感觉忧郁。对比

2008年所做的调查，加拿大人对工作感觉不开心的比例超

过了2007年，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更认为，根本无法乐观地

想象，今年能有机会晋升。

有关的“职场忧郁调查”结果还包括：

1．18——24岁的加拿大人在工作场所感到忧心忡忡

的比例最高，达到49%；50岁以上人士则最少，有大约17%。

2．在工作场所感到沮丧的男女比例相若，24%的女

性、23%男性均表示，工作令他们感到沮丧。

3．对于能否找到新工作，安省受访者最为悲观，39%

的安省雇员怀疑他们能否在 2009 年找到新工作；相比之

下，阿省雇员则较为乐观，仅有17%对此持怀疑态度。

4．35——44岁的加拿大人是最想换工作的一族，比

例高达52%。

在该调查中，职场教育专家Don Thibert指出，即使面

临经济不景气，雇员们普遍担忧职位不保的情况下，加国

仍有5种职业在未来10年，具有良好的就业前景，分别是

个人护理工作（PSW）、医疗实验室助理、法律及会计行政

助理、IT技术支持分析员、网络互联网安全专家。

除此之外，专家提出了在经济衰退期间如何保住目前

职位的“W.I.N”建议：

W：Work Smart——更有效率地、多种技能地、精确地

工作，寻找方法为自己的公司和个人职位创造价值；

I：Inform——让管理层了解你所取得的成功与成绩，

与你的上级共同制订一份行动计划，完成工作目标；

N：Never Stop Learning——参加培训或课程提升工作

技能，让你在职场中更具备竞争力等。

（董睿/编辑）

大部分新移民落地加国后，都急于想找到一份“对

口的工作”，但是大家很快就会发现往往“欲速则不

达”。尤其是对于在国内受过高等教育、有过多年工作

经验的技术移民来说，要在短期内迅速找到一个与之

前国内经历相匹配的工作，可能性是相当小的。

造成新移民找工作难的原因很多，有硬性的障碍，

也有软性的阻力。所谓硬性障碍主要指本地长期发展

起来的各种行业保护性措施。许多行业都有自己的协

会，如医生、教师、工程师等职业，都需要专业协会授予

工作执照才能上岗。政府对某些职业的规定也是要求

有本地文凭。软性阻力包括雇主对外国移民的无知，

以及新移民自身的语言及文化背景差异等。此外，大

量新移民都集中在几个大城市落脚定居，也造成了局

部地区工作市场的竞争加剧。

在现实中往往是所有的阻碍因素合在一起，使疲

于奔命的新移民在工作市场上陷入可怕的恶性循环。

许多新移民往往被“本地经验”这个要求弄得哭笑不

得。对于大部分雇主来说，本地的工作经验是最重要

的，是绝对不能忽略的。哪怕你的工作经验是在美国、

欧洲或者日本取得的，基本上也都会惨遭忽略。另外，

一些职业证书的获取，也要求有本地的工作经验，例

如，工程师证书（P.Eng.Licence）就需要你在本地的相关

领域工作过至少一年。

不管如何“咒骂”这些雇主的愚蠢或是专业协会的

固执，我们总得面对现实。

新移民的海外资历得不到认可，这点其实是各级

政府早已经注意到了的。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

总的来说，政府对私人企业的干预有限，所以在促使雇

主聘用新移民方面也不可能有太大的作为。政府反而

采取了一些“更消极的办法”，例如修改移民法、减少技

术移民人数，或者鼓励新移民到偏远地区落户等。不

过，这对于已经在大城市安定下来的移民帮助不大。

面对现实，我们发现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降低期

望值，赶紧先找些低要求的工作来挣钱，然后拣个热门

专业改行；二是从零做起，在当地继续深造原来自己的

相关专业，拿到“本地文凭”。

现实中，不少人会选择第一条路：先找个 Labor工

挣点钱，然后去职业学校读个电脑、财会之类的专业。

但是，据有着多年加国经历的老移民说，这条路实在算

不上明智的选择。

首先，那些低工资的体力活或者低技术含量的工

作，除了能挣钱外并没有很多其它的好处。在加拿大，

许多的英语水平要求很低。大部分新移民都是白领，

很多还是比较成功的人士，如今到这里来打 Labor工，

不仅白白浪费时间，更可怕的是可能会造成对自信心

的打击，而如果自信心丧失了，就什么都完了。我们这

里绝无歧视低技术工种的意思，只是想指出，每个人都

有自己最合适的位置，而对于为数众多的新移民来说，

最佳位置就是做一个在加国“享受合理报酬的白领”。

所以说新移民找工作不能太着急，与其去打工、转

行，不如索性下决心，从头开始深造，取得本地的教育

文凭。如果你原先的专业就很好，例如是工程师、医

生、药剂师等等，最好不要轻易改行，因为很不值得。

实际上一个技术移民如果在本地正规的大专院校继续

深造，原来在国内修过的许多课程都会被学校承认，立

刻转换成学分，因此完成学业并不需要花费太长时

间。尤其是现在有一些专门针对新移民的进修课程，

并不需要一切从头学起。

对于技术移民来说，专业课程并不难学，所以在学

校里主要是学习“软性技巧”：首先是提高英语水平，接

受正规英语训练（不是AMES）；二是融入本地的工作文

化，包括了解本专业的工作要求、规章制度，准备英文

档案等；三是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网（Network）。正规

学校一般都设有就业中心，会为毕业生提供用人单位

的内部信息。总之，上学虽然不能保证你毕业后一定

能立刻找到工作，但那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对保持

心理健康也裨益良多。

至于学费，一般来说，每学期 4000——5000 元，并

不算太贵，况且你还可以申请学生贷款。最重要的就

是要早下决心，一开始就做好选择，因为时间就是金

钱。曾经有过不少实例：有人移民过来之后，开始时总

是犹犹豫豫，总觉得上学太费钱、费时间，于是放弃原

专业去打Labor工。一段时间之后，不是“自己顶不住

了”就是被裁掉，然后才痛下决心，去正规学校上课，这

时候一年半载已经“晃悠”过去了。如果当年还错过了

报名时间，那就得再等一年才入学，这样看起来，损失

就很大了。

（董睿/编辑）本版图片来源：百度贴吧

最高的薪酬不是梦想
八大妙招教你搞定

新移民如何找到采购管理及供应链管理相关职位


























 

经济不景气别叹息：

加国5种逆境中大有可为的职业

彭仪是中国公民，45岁，未婚。自1985 至1997年她

合法地在美国居住和工作。后来，她来到加拿大，她

在加拿大是没有任何移民身分的。2004年，她的美国

绿卡有效期满，她没有申请续卡，仍留在加拿大。

彭仪的母亲和姐姐住在加拿大。她母亲年迈而

且百病缠身，而姐姐更患过癌症，虽然病情好转，不过

祸不单行，之后又验出患有肾衰竭和狼疮症。她还有

一个弟弟在中国，双方有定时联络。

过去的10年里，彭仪在加拿大负责照顾母亲和

姐姐，并给予他们起居生活和情绪上的支持。

最近，彭仪以人道同情理由申请成为加拿大永久

居民，而她的姐姐担当赞助人（sponsor）。

彭仪在申请书中给出了三个论据。第一就是，她

的母亲和姐姐因为健康有问题，所以要倚赖她；第二

就是，她已在北美居住达22年之久，与中国的联系亦

已中断；第三就是，她曾经在美国加州大学修读，并有

美国工作经验。

彭仪在申请书中亦附加了大量有力文件，包括母

亲和姐姐的医生所发出的信件，品格证人推荐书，家

庭相片等。

移民部官员用电话与彭仪进行了一次会谈。在

电话中，她详细地描述了她姐姐的职业，她在中国的

弟弟的情况，以及她的维生方法。

三天之后，彭仪收到移民部的来信。信里写道；

“根据所提供的资料，本人未能确信以下理由：若申请

人在加拿大境外申请，会导至申请人有异常和不应得

的，或不成比例的困苦（unusual and undeserved or

disproportionate hardship）”。

彭仪不服移民部的决定，于是向联邦法庭提出司

法复核。法庭经过聆讯后，指出了一个重要的关键。

那是甚么？请看下回文载。

（此文由CWO加拿大政府认证移民顾问兼香港律师

吴耀荣先生提供）

电话：416-590-7465；

手机：416-451-4867；

电邮：terry.ng@canada-world.com。

尽管金融海啸的余波依旧未退去，但更加

丰满的荷包始终是大家的“终极梦想”。想让

工资支票上的数字再大些吗？答案当然是肯

定的。其实这并非像你想象中那么不可企

及。2009年是个新的开始，希望大家都能拥有

一份满意的薪资。以下就是薪酬专家教你的

八招，让我们来看看吧。

1．听听上司怎样说
或许你比周围的同事更卖力地工作，但每

年的加薪和分红奖金却总是比别人低。那是

因为，比起你来，你的同事更能够把工作做得

恰到好处又确保能得到上司的注意。因此，切

勿以为自己了解了上司的期望，更不要因为害

怕而不敢提问。

2．和自己打场赌
年初的时候，给自己设定一个可以获得

红利的绩效目标，和自己打赌，一定能够通过

努力达成这个目标，继而奋力直追。这样做，

也许会激励你奋进，直到可以拿到更多的钱。

3．寻求财政顾问的建议
人力资源专家告诉我们说，那些谙熟公司

运作的执行官们其实通常并不那么擅长理财，

他们很多都是通过财政顾问的帮助，才知道如

何处理自己的股票期权、受限股票计划和其它

长期的激励手段。

4．了解特别佣金或奖励
很多雇主会给那些为公司招来业务或在

紧缺职位上配备的员工额外的奖励，公司经常

称这些为“地区奖励”，奖励的金额不等。因此

你首先要查明你的公司是否有这种“地区奖

励”之类的项目。如果有，就要尽快地去了解

管理者设定的、获得这种奖励所需要具备

的条件。

5．尽量使用免税收入付费
很多公司为员工提供柔性消费账户，此账

户可以用税前收入来支付上下班往返班车费、

健康保健和育幼保健费。员工只需在账户申

请上说明，每个月将从工资中拨了多少钱进去

就可以了。员工可以将自己的消费明细呈递

给公司或第三方管理中介者，之后就可以领取

到这笔免税金了。

6．要求对工资重新估价
在年终加薪之外，你还可以通过承担更

多任务，或被指派到工作性质相同但薪水却相

对高的部门的这些方式来为自己增加薪资。

7．拒绝接受让公司“受损失”的福利
降低公司的耗费，有时也可以转变工资

支票上的数额。这种情况是针对某些员工而

言的，由于他们可以受益于家庭其他成员的福

利待遇，于是选择退出公司的医疗补助计划，

并因此得到公司的偿付。另外，在最初商谈薪

水时，如果你提出放弃医疗福利，则也有理由

要求更高的薪金。

8．不要忽视“细微利益”
一些员工不善于利用公司提供的多余补

贴和免费赠物等“细微的利益”。薪酬咨询家

约翰逊先生说：“读读你的员工手册吧，上面会

告诉你所有一切”，他说，“很多人对公司所能

为你提供什么完全一无所知”。

（董睿/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