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枫叶卡”是新的发明，它带来方

便，同时又引起不少争议。

自从2002年6月以来，所有移民加

拿大的新永久居民都会自动获得一张

“永久居民卡”（俗称“枫叶卡”）。“枫叶

卡”通常有效期为五年。究竟，“枫叶

卡”是什么用途呢？

顾名思义，它当然是证明永久居民

身份的正式文件。除此之外，它还有更

重要的作用，就是当一个永久居民离开

加拿大后，重新入境时，一般就必须要

出示“枫叶卡”。

不过，有趣的是，有时拥有枫叶卡

并不一定代表拥有永久居民身份。相

反，不拥有枫叶卡亦并不一定代表不拥

有永久居民身份。最常见的原因与“居

留期”是否不足有关。

移民法第28条规定，永久居民必须

遵守有关“居留义务”的各项规定，其中

之一，就是必须在五年内，在加拿大居

住至少730日。

因此，如果一名拥有有效枫叶卡的

永久居民已离开加拿大四年，当他尝试

再次进入加拿大时，移民官员是可以拒

绝该人士入境的（因为他不可能在五年

内，在加拿大居住至少730日）。

可是，移民部对“居留期不足”的态

度，似乎有时会有双重标准，甚至令人摸

不着头脑，以下真实个案，可见一斑。

温立谦，来自香港，1997 年随父母

移民加拿大，当时他只有九岁。两个月

后，他又随父母返回香港，之后便没有

回到加国。

八年后，即2005年，17岁的温立谦

向加拿大驻香港使馆申请学生签证。

有关移民官员，翻查他的档案后，知道

他是加拿大移民，于是作进一步审核。

由于他在过去五年，在加拿大居留少于

730 天，移民官员裁定他违反了“居留义

务”的规定。

然而，移民官员亦随即根据有关条

例，衡量其中是否有人道及同情因素。

结论是有的，于是移民官员运用酌情

权，不但保留他永久居民的身份，而且

还建议他在进入加拿大后申请“枫叶

卡”。最后移民官员向他发出了旅行证

件（Travel Document），让他入境。

温立谦在 2005 年九月以旅行证件

（Travel Document）来到加拿大，随即申

请“枫叶卡”。还未取得“枫叶卡”，他又

决定返回香港渡圣诞及新年假。他打

算回港后，实行“照办煮碗”，再次向领

使馆申请旅游证件。

温立谦回到香港后，立即向领使馆

提出有关申请，可是，这次移民官却认

为他没有人道和同情因素，将他拒之门

外。温立谦大感惊讶，不知所措，后来

怎样，请看下回文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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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未来“铁饭碗”：

管道业工作机会数之不尽
身在加国的你，也许你还不很了解到

底什么是管道业工作，但可能听说过管子

工这一说法吧。事实上管道业工作还包括

汽管工、洒水系统工、煤气工，制冷机械师

以及仪表机械师等。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

一看。

其实，管道业工作比你想象的要复

杂。例如，认为这工作仅是指修理管道泄

漏的管子工。实际上，管子工在动工之前，

必须设计出管道铺设线路，这就是为什么

管子工也要具备很好的数学知识。另外，

管子工还必须了解各种管道类型，掌握焊

接技术等。最后，还需要检验系统是否工

作有效。

Sam 是一位汽管安装工，有着 20 多年

的管道工作经验。“哪里管道出现漏洞我们

就会修理哪里。”这似乎听起来容易，但实

际上涉及很多种不同的工作。听听他是怎

么说的：

“大部分管道工以及其他管道业工人

虽然在城市中工作，我们却不常见。他们

安装并维修下水道，为楼房铺设并安装供

水、供气等管道系统。汽管安装工与管子

工有很多相同之处，汽管安装工也是铺设

供水等管道系统，例如消防栓等高压系

统。但除此之外还要与锅炉或冷藏室打交

道。”

“而一些汽管工再分类就出现了制冷

机械师，专业从事供暖、空气流通以及空调

等大型系统的工作。他们必须保证适量的

暖气或冷气通往指定的地方，这就是说要

检查维修热力泵、管道、气动装置以及电子

控制装置和各环节阀门等。通常，工业或

商业大楼都需要汽管安装工。”

另外，还有几种其它的管道业工作，包

括：洒水系统安装工，属于另一种专业性管

道工，从事医院供氧和其他气体系统，或泡

沫（或水）灭火装置管道铺设工作，甚至是

电影院人造喷雾发生器等工程；煤气安装

工，主要从事天然气或丙烷管道工作；仪表

机械师，需要监查测量以上管道系统工作

情况的仪表设备。

如今经济动荡，制造业受创，这就意味

着管道工会失去很多工作，但其中维修管

道系统等更多稳定的工作却可以存活下

来，因为每一个住户、商场、办公楼，每一处

污水系统以及管道系统都需要维护。Ron

Townsend在美国和加拿大熟练工和管道工

协会工作，他称，“管道业确实存在着大量

的工作机会。”一位娴熟的管道工可以教收

学徒，参与管道工联盟，监督并评估工程成

本，以及训练工人避免受伤等。

职业前景手册（Occupational Outlook

Handbook）指出，管道业工作前景甚好，因

为极少有人能够成为一名管道业工人，所

以未来该类人才极为稀缺。加拿大建筑部

门 协 会（Construction Sector Council of

Canada）指出，涉足该业最大的好处是可以

“将工程师设计的蓝图转为现实”，收获创

造价值的满足感。

要想成为一名管道业工人最好的途

径，就是在本地寻找公司，进行培训。但这

需要耐心和毅力，因为公司培训部门不一

定提供学徒培训。如果提供，一般是每周

几个小时课程，剩下的时间进行实地学习，

每年工作难度加大，结束1万小时的学徒期

后，便可申请熟练工资格考试。学徒工每

年工资会有所上涨，大部分公司支付给首

年学徒的工资是熟练工的一半左右。大部

分人成为熟练工后对自己的工作还是比较

满意的，而其他的则选择继续考取汽管工

或煤气安装工。

管道业工人体力要好，必须能够忍受

艰苦的工作环境，像通风井等狭窄的空间

或地下，施工建筑物内高高的梯子或脚手

架上，野外宿营地，学校、医院、炼油厂的高

处等等。另外，还要能忍受肮脏和雨天，因

为肯定有很多户外工作，环境好还是坏则

取决于天气情况。

另外，关于美国和加拿大熟练工和管

道工协会提供相关学徒课程及实习机会，

请查看该协会网站：http://www.ua.org。

（董睿/文）

CWO移民法律权威系列之
枫叶卡的疑惑

近年来，加国医疗保健工作职位快速增长，但其中一些

根本不需要四年制专业学历，很多急缺职位只要求两年或更

短的教育背景，而这些机会则为我们竖起了“进身之阶”。

北美医院协会（American Hospital Association）成员关系

部副主席指出，“很多医疗职业都有通往它的阶梯。”其中，放

射技术员（Radiologic Technicians）、实验室技术员（Clinical

Lab Technicians）、理疗助理（Physical Therapy Assisitants）、药

房技术员（Pharmacy Technicians），以及护士助理（Nursing

Assistants）等岗位需要大量人手，该类工作人员获得额外培

训或证书后便可升职。

比如，帮助病人准备进行X光或其他诊断测试的放射

技术员，可以升为放射技师（Radiologic Technologist），之后

可专业从事乳房X线照相术（Mammograph）或磁共振成像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等；再比如，实验室技术员可发

展成技师，专业从事病理学等领域；对理疗或制药感兴趣的

人可以先从 Secondary Roles 工作开始，然后再决定是否需

要参加专业学校进行培训。

注册药剂师Cynthia称，自己也是先从药房技术员做起

的，这为她现在的职业做了很好的铺垫。Reilly原来大学时

主修新闻业，后因经济问题辍学，之后做起了全职药房技术

员。“一开始我对药剂师并不感兴趣，但接触一段时间后发现

原来有这么大的发展空间。”

即使是做护理，也会衍生出许多职业道路。其中很多

护士助理最后升为执证职业护士（Licensed Practical Nurses）

或注册护士（Registered Nurses），而注册护士可再进修发展

为护理职业师（Nurse Practitioners）或定义临床护理专家

（Clinical Nurse Specialists）。

执证职业护士Amy的职业道路就是从护士助理做起

的。当她听到医院将裁掉所有护士助理时立马采取了行动，

决定参加职业护士学校。进入护士学校对她来说很容易，因

为她有着丰富的医护经验以及大量的医学术语知识，而这对

没有在医院工作过的人来说是很陌生的。

如今，许多医院也搭起了鼓励的桥梁计划，从实地课程

到助学金制度，为有志之人竖起了通往成功的阶梯。但是，

很多医护工作者发现感兴趣的职位后，却不愿付出时间、费

用以及努力，以致难以成功。 （编辑：董睿）

农历新年初始，加国华人圈中浓浓的年味还没散

尽，金融海啸的阴霾似乎也不见散去之势。也许你在

不久前不幸被列入了“裁员”的黑名单，也许你至今还

未找到心仪的工作，不要着急，即使失业了，心中也不

能失掉希望。

职业规划咨询机构的职业规划师表示，近几个月

来可以明显看出，各企业提供的招聘岗位数在大幅下

降，裁员的数量却日渐攀升，目前就业形势非常严峻，

导致很多人面临着失业的严峻险境。但有关专家指

出，即便在这次金融风暴中失业，也不必气馁。

如果不幸失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首先，最

重要的是要从心理上正视失业这一问题，坦然地接受

失业这个现实。

很多人在失业后，会怨公司、怨上级、怨自己所学

的专业，其实这种抱怨的意义并不大，相反地会影响

自己再就业的心情，因此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是失业后

首先要做的事情。

其次，在接受失业的现实以后，可以把重点放在

盘点自己的商业价值上，就是将自己以往的工作经历

和业绩、所受的教育和培训，包括人脉关系等都统统

整理一遍，看看自己最能够为企业和社会做贡献的地

方在哪里，找到自己的竞争优势，找到合理的职业定

位。

最后，第三步才是去求职。此时，如果你能在求

职前为自己做个职业定位与规划，往往能够轻松找到

求职路上的捷径。根据专家研究表明，职业咨询与规

划的效用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求职速度加快。有了明确的职业定位后，投

简历时就不必再盲目地做海投，人人都知道，“有的放

矢”、“有所侧重”地投递简历，求职的“命中率”会高出

很多。

2．工作持久性增强。确定自己的职业兴趣及发

展方向后，一旦找到自己喜欢和擅长的工作，工作的

稳定性便能够大大地提升，这样才有利于职业生涯的

稳步发展。

3．工作满意度更高。对于一份自己喜欢和认同

的工作，在遇到困难时，如果对工作有很高的认可度，

人们通常就会迎难而上、主动解决问题；并且，漫无边

际的抱怨会得到大幅度的消减。

4．充分提升个人职业竞争力。在深入了解自己

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找到适合自己并能长远发展的

平台，人们会努力提升各方面的技能要求，激励自己

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让职业生涯得到提升。

5．获得更高的回报。理性规划、科学设定职业

发展目标后，通过自己不懈努力和积极的工作表现，

人们往往会容易出业绩、出成果，坚定目标毫不放松，

升职与加薪就会是必然结果。

在重新寻找工作的时候，自我反省是最重要的，

人们往往很容易看到自己的优点，而忽视了自己的缺

点，这时候可以借助家人和朋友，通过与他们的交流

来帮助自己反省。

根据目前的统计，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这几个

月，在进行职业规划的人群中，失业人群仅占 28%，

72%的人是未失业的在职人员。但是，大家都知道，失

业的人更需要对自己的职业进行合理定位。振作起

来，相信你一定会前途光明。

（编辑：董睿）本版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梅花香自苦寒来
永久公司高级经理

GRACE WU的创业故事

从容面对失业险境：失业者应该先定位再就业





























 

进入加国医疗保健行业：

要从低端职位来“起飞”要从低端职位来“起飞”

FOREVER LIVING PRODUCTS（以下

称永久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芦荟生产商和经销商，

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蜜蜂产品生产商和经销商。

由于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垄断芦荟和蜜蜂两大天

然产品，在生化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些天然产

品越来越受世人喜爱。1996年世界粮农组织对

自然界所有的野生植物做营养价值的比较，芦荟

排名第一，被誉为“21世纪”人类最佳的天然保健

品。

永久公司不仅是世界上第一家获得世界芦

荟委员会（IASC）认可勋章的公司，同时获得犹太

教最高食品等级勋章，还获得了伊斯兰教认可勋

章，这样就保证了此公司的产品在很多国家都可

以畅通无阻，并且全球销量第一。

在永久公司里面，活跃着一群来自五湖四海

的专业人才，高级经理GRACE WU正是这群专

业人才中的领头羊和佼佼者。

2004年底，GRACE WU和爱人辞去国内公

务员的工作，带着小孩从中国移民到加拿大。可能

是国内南方和加拿大的气候差异，GRACE WU的

皮肤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脸上非常干燥、脱皮，而

且发痒，嘴巴一圈都变黑了，她从来不敢从镜中看

自己，出去的时候只好包着围巾，以免被人看到。

一次偶然的机会，GRACE WU遇见了好友

TINA，TINA看到GRACE WU脸上的状况就建

议她使用永久系列护肤品。没想到GRACE WU

才开始用两周，皮肤就慢慢开始好转。现在，她的

皮肤时刻都保持水嫩洁滑，光彩照人，永久的产品

彻底改善了她皮肤，同时也增强了她的自信心！

最重要的是产品大大的改善了GRACE WU

全家人的健康。这家人远渡重洋来到加拿大打拼，

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让家人过更好的生活，现在他

们全家大小都因长期使用永久公司的产品而受

益。特别是她86岁高龄的奶奶，以前是体弱多

病，身体十分不好，现在居然跟保姆抢活干，她每

次跟奶奶通电话，都感觉到奶奶的话语中气十足，

这让GRACE WU感到很欣慰也非常的放心！

慢慢地，GRACE WU开始陆续使用越来越

多的永久产品，信心也就越来越强。她开始了解永

久生意，本来GRACE WU只是想在她的业余时

间里多赚一点钱，真不敢相信，现在永久公司竟然

完全改变了她全家的命运，GRACE WU在永久公

司所赚到的收入，让她全家的生活得到了非常大的

改善。当她回忆移民加拿大的头两年，每天披星戴

月，早出晚归去打这辈子从来没有打过的工，非常

辛苦！孩子都是托别人照顾，根本没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给孩子讲故事、玩游戏等，深感内疚，所以她下

决心一定要改变现状，改变在北美的命运！

于是，GRACE WU一边打工，一边开始学习

有关销售的专业知识。正所谓“隔行如隔山”，以前

她是专职于政府公务，没有一点销售知识，甚至还

有点抵触，所以学起来更要比别人努力、用心。

经过两年多持续不断的学习和付出的行动，

GRACE WU在销售领域里从不懂到懂，从懂到专

业，从专业到产生坚定信心，她一步一个脚印走过

来了，她成功了。在2009年1月30日，GRACE

WU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分销会场和培训会场，她仍

然一直不断努力、一直在努力付出，她为了取得更

大的回报，为了迈向更璀璨的辉煌。永久在全球范

围内被称作“销售典范”、“红利之王”，正因为永久

的与众不同，才让大家的命运也与众不同。

（本文由FOREVER LIVING PRODUCTS提供）

Grace Wu在永久公司最新会场开业剪彩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