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谈职场女性应具备的五大“职场魅力”

在如今快节奏的大都市生活中，职场女性除了被

赞誉为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之外，同时也承担着比男

性更大的压力。如想获得成功，欲求得职场“如鱼得

水”之道，就要先从诸多职场细节、点滴着手，逐步打造

自己的完美职涯。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职场女性应该具

备的五大“职场魅力”，让身为白领丽人的你能够尽显

“长袖善舞”的风范。

魅力一：优雅的姿势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在55%的程度上要取决于

我们的身体语言。当穿着套装的你耷拉着眼皮，慢吞

吞地横穿整个办公室时，肯定会在老板心目中留下没

有睡醒、对别人不加理会或是唯唯诺诺的坏印象。然

而，假如你是很轻松地、挺直腰板地快步走进办公室的

话，那么就不会给人前面的那种印象。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像模特一样走夸张的猫

步，只要注意，不要驼背弓腰就可以了。因为只会将身

体蜷起来走路的人，常常会给人一种很不自信的感

觉。老板在考虑升职名单的时候，往往首先把这样的

人的名字删掉。

对策：你留意到从办公桌望出去某块玻璃上你的

影子了吗？你是不是把头习惯性地偏向某一边？这是

一个典型的女性动作，在动物世界里则是一种谄媚的

象征。记得，时时提醒自己，改掉它。

魅力二：明智的大胆
在新的环境里，如何区别自己的行为是勇敢还是

冒险，女性往往会觉得有些困难。原因是，女性往往对

自己的行为外表更挑剔，也更喜欢把自己隐藏起来，而

且还喜欢不停地想，别人对自己都有些怎样的看法。

只有当你对自己的信念坚定不移的时候，令人鼓舞的

火花才会出现。

对策：把在会议中所有以“别人”开头的句子换成

“我”，作为句子的主语，以此来强调你的观点。试试

看，在某一个小时里，在发表意见之前加上“我觉得”、

“我以为”这样的修饰语。

魅力三：真诚的尊重
一个聪明而受人欢迎的谈话对象往往会将自己的

注意力集中在对方身上。他会和对方保持眼神的交

流，而且说的话比对方所说的要稍微少一些（最佳的比

例是49%）。

这样就标志着：“我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我会给你足够的空间，因为我是个注重和谐的人。”抱

有这种态度的人往往能够给对方充分的信任感，因为

他感到自己所谈论的东西对于你来说很重要。真正充

满魅力的人，是—个值得尊敬的听众，同时也会是一个

很忠诚能保守秘密的人。

对策：如果你觉得自己每天倾听的时间太少了，不

妨和一个与你性格完全不同的同事一同进餐，听他说

话。你一定会对你从他那里听到的、了解到的信息感

到惊讶。

魅力四：吸引人的汇报
不管你的点子有多么好，要想让别人对此也感兴

趣，就必须尽可能地将它描述得言简意赅。在报告资

料里加上一些有色彩的标记，或是注释，会比枯燥的数

据堆积更有吸引力。

对于你的老板或客户来说，他们也会因此更容易

集中注意力去理解你所阐述的观点。而且，看到别人

对你的报告有兴趣，发言的你自然也会觉得，做报告是

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对策：通常，我们的工作领域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是

非常陌生的，要他们一下子理解，会有一定的困难。因

此，不妨试着把你的一个新点子解释给你在别的行业

工作的朋友听。15分钟后，如果他明白了你的意思，你

就成功了。

魅力五：拥有权威的声音
慌慌张张而又刺耳的声音往往会让别人感到神经

紧张。如果能将声音放得稍微低沉一些，速度控制得

快慢适中，并且通过一些短小的停顿来引导听你说话

的人，便能够很容易地赢得谈话对方的好印象。

对策：在加拿大以及其他国家，都有专门的“职场

声音教练”，他们给出的最基本的一条建议是：“在谈话

的时候，将身体放松，并且好好地控制自己双脚的位

置。”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在说话的时候保持身体

挺直，并将身体重心平均地分配到双脚上，我们的言谈

就能够给别人带来更深刻的印象。

（董睿/编辑）本版图片来源：百度贴吧

当老板是每个打工者的梦想，你有想过吗？你的创业

潜力又有多大呢？下面这个简单的小测试可以帮助你回

答这个问题。来做做吧，仅作参考哦。

测试问题：
当你和朋友或其他人到酒店里用餐，你点菜时通常是:

A.不管别人，只点自己想吃的。

B.点和别人同样的菜。

C.先说出自己想吃的东西。

D.先点好，再视周围情形而变动。

E.犹犹豫豫，点菜慢吞吞的。

F.先请店员说明菜的情况后再点菜。

测试结果：
A.做事果断，容易跨出创业第一步，是否正确却难说。

B.顺从型，不适合创业。

C.性格直爽、胸襟开阔，适合创业。

D.小心谨慎，缺乏掌握全局意识，在创业中千万不可

犹豫不决。

E.做事一丝不苟，安全第一。较有创业优势。

F.讨厌别人指挥，如能谦虚，将对创业更有帮助。

（董睿/编辑）

2009年加拿大电工就业将迅速发展，因为预期大

批电工将提早退休，人员缺口巨大。同时，建筑行业

内的技术开发，例如电子、电气控制设备以及安全系

统等的投入等，均将为电工带来就业机会。另外，建

筑行业循环翻新的特点也为电工的就业带来了“美好

前景”。

在加拿大，电工（除工业电力系统）的包括三类：

电 工 学 徒（Apprentice Electrician）、建 筑 电 工

（Construction Electrician）、建筑电工学徒（Construction

Electrician Apprentice Electrician）。他们的工作范围

主要包括：布局、组装、安装、调试、故障检测及排除，

以及维修电线、固定装置、控制装置以及楼房等建筑

物内的相关设备等。

雇主公司类型：电力公司、电气施工公司、建筑维

修公司或自营就业。

主要工作职责：
1．读懂设备的制图及电气规范书，并制出安装

线路配置图。

2．透过墙壁和楼层的导线管进行拉线。

3．安装、更换以及维修照明器材、电气控制和配

电装置等，例如开关、继电器、断路器仪表等。

4．给固定装置及部件接线，连成电路。

5．测验并保障电路的通畅性和安全性，之后对

设备进行安装、更换或维修。

6．对电气和电子系统设备进行检修，排除故障。

7．给可视听通讯装置、信号装置以及制冷（热）

系统等通电。

8．进行定期检修，并作维修记录。

电工的工作室内、外都有，大部分作业是站着完

成的，电工通常还要爬上梯子、脚手架或呆在狭小的

空间内，换班、周末加班或出差也是可能的。此外，作

为电工一定要时刻注意安全，谨防触电。

职业培训：
要想从事电工业，需考取有效的合格证书或在安

省成为注册电工学徒。一旦完成学徒课程并通过相

关 考 试 ，就 可 拿 到 学 徒 合 格 证 书（Certificate of

Apprenticeship） 和 合 格 证 书 （Certificate of

Qualification）。另外，拿到以上两种证书的电工还可

以通过Red Seal考试，从而拿到全国电工执照。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电工学徒，通常要达到12级

标准。

首先，可以申请参加公司、工会或工业委员会向

学徒开放的学徒项目，达到10级标准后再参加“安省

青 年 学 徒 计 划 ”（Ontario Youth Apprenticeship

Program）下的中学专业培训课程，完成后将拿到合格

电工学徒证书。

除此，达到10级标准的学生还可以通过学徒预科

培训（Pre-apprenticeship）获得学徒证书。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电工的工作通常是从一个

工程到另一个工程，一旦建筑工程活动停止，他们只

能“失业”，等待下一个工程的开始。所以，在雇佣电

工学徒时，雇主公司会非常看重雇员的逻辑思维能

力，问题解决能力，以及相关的数学技能等，当然还有

专业技能。

（董睿/编辑）

































趣味心理测试：

从点菜习惯测试创业潜力从点菜习惯测试创业潜力

上文提到，中国公民彭仪因为要照

顾患病的母亲和姐姐而逾期居留加拿

大达10年，其后，更以“人道同情”为理

由申请加拿大永久居民。彭仪在申请

书中陈述了三个论据。第一，她的母亲

和姐姐因为健康有问题，所以要倚赖

她。第二，她已在北美居住达 22 年之

久，与中国的联系早已中断。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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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移民部拒绝了她的申请。彭仪不服

移民部的决定，于是向联邦法庭提出司

法复核。

联邦法庭公开了移民部拒绝她申

请的理由：第一，虽然彭仪要返回已离

开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会面临一定

程度的困难，但是，她还有一个弟弟在

中国，这对她在中国重新适应环境有一

定的帮助。第二，既然在加拿大期间，

她的财政上依赖于母亲和姐姐，那么在

她回到中国后，母亲和姐姐可继续汇钱

给她，帮她重新投入当地社会。

彭仪在联邦法庭上提出反驳，她认

为，移民部只集中分析了她可能受到的

困苦，这是不对的，移民部也应该评估

她母亲和姐姐将会受到的困苦。此外，

移民部裁定她有能力在中国重新生活

只基于揣测，并没有实质证据。

随后，联邦法庭引用了加拿大最高

法院在另一案件的判词，来解释什么是

“人道和同情理由”。人道和同情理由

主要是衡量申请人在加拿大境外办理

申请，是否导致申请人有异常或有不应

得的情况出现，或造成“不成比例的困

苦”。所以，如果某人在某国居留了一

段时间后被要求离开，起将受到的困苦

只是一般，则并不构成人道和同情理

由。要构成人道和同情理由，必须有更

多因素。

联邦法庭认为，虽认彭仪声称母亲

和姐姐需要她照顾，但是，她未能提出

足够的证据证明所讲属实，这才是案件

的关键所在。

根据彭仪母亲和姐姐的医生发出

的信件，并不能证明她们一定需要依赖

彭仪。信中只写道：“建议找一位关系

密切的亲属去照顾病者。”而“建议”并

不代表“必须”。同时，照顾母亲或姐姐

的人也不一定是亲属，其他人也可以。

《加拿大移民法》规定移民申请者

负举证责任，即彭仪要提出充分的证据

来证明她的情况含有人道和同情因素，

而不是由移民部提出反证，去证明她的

情况不含有人道和同情因素。彭仪在

此案中，本末倒置，犯了一个美丽的错

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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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危机声势未减，遍地是裁员减薪之

声，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谁是这场危机下最易

被裁掉的人呢？专家根据多年来对职场的深

入研究，特别是近期 200 多例咨询案例的分

析，总结提炼出危机下最容易被裁掉的 8 种

人，希望给广大职场朋友以启示：

1．部门助理：
公司要减员提效，首当其冲要减去辅助岗

位的人，而对于上至总裁助理，下至市场部助

理、策划部助理、营业部助理、销售助理等职位

的人员风险相当之大。

2．行政人员：
由于要大量地压缩人员，行政人员也要承

担很大的被裁风险，能力强的，可能留下后一

个人干原来四五个人的活，而编外的人员就不

得不另谋高就了。

3．前台/文员：
通常前台和文员都是做一些“琐事”，职位

不高，也没有太多的表现机会，所以企业减少

一个前台或文员就如同吃饭时掉了几粒饭，既

平常又不起眼。

4．财务：
随着商业化运作开办的财务短训班、速成

班孕育而生的财务人员，真正能够胜任财务工

作的是凤毛麟角，不符合财务工作要求的人也

该腾出位置，不再做企业的蛀虫了。

5．销售人员：
除了销售精英外，不管是内销还是外销人

员，不论是金融还是房产亦或是制造、医药行

业，总之没有业绩的人员就必定会被快速清理

出局。

6．秘书：
虽然其有一定的特殊地位性，平时不见得

位高权重，但与高层领导接触频繁，如果工作

能力强、对企业和老板的忠诚度高的话，还有

机会保住工作，否则随时有被裁的可能。

7．企业网管：
许多企业将公司的网络维护委托外包给

专业的IT公司，发生问题了通知来维护即可，

时间和质量都有保证，这样既省去了公司内部

IT人员的人工费用，又不影响正常工作。

8．技术含量低的普工：
这是随时都有很高被裁风险的人群，由于

不具备强大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在任何公司都

是人人可替代的角色，同时只要公司稍有裁员

意向，必然是“被宰的羔羊”。

当然，在金融危机之下并不只是以上8种

人才是被裁对象。我们可以看到，被列入裁员

大军的人往往是不具备职场核心竞争能力和

缺乏职业规划的人群。

（董睿/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