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千百万移居加国的中国 的生意，这份生意是以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移民来说，漂泊万里，为的是追逐 注册的。这样的话，因为我们是自雇，我们
自己家就是我们的办公室，所以，我们每月
一份更美丽的梦想。迷醉于加国
的房租的 50%可以用来抵税；还有就是，开
枫林浸染掩映下的清泉碧流，欣 车的费用（油钱加保险）、在外面吃饭的费
赏过凛冽潇洒大雪之后的静谧美 用等，只要保存收据，那么和自雇的工作有
景之后，开始执着坚定地投入崭 关的都可以用来抵税。
简单来算一下，我去年的收入大约是 7
新的生活，重新筑建下一段生命
万元，交了 2 万多元的税，年底的时候用上
的奇遇。
述所说的费用抵完税，政府退回我１万多
“安居乐业”是多数家庭基本 元，相当于交了１万的税而已。另外，如果
的生活梦想，要生活，自然少不了 你搬家，或去读书，或是为孩子付托儿所的
精打细算，少不了理财方面的规 费用，或投资自己的养老基金，这些都是可
划与权衡。在加国，税务问题与 以进行抵税的。如果了解国家的税收制
度，大家就在合理的情况下少缴些税，我认
住房问题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备
为，积少才可以成多，
真的是很有必要的。
受移民朋友关注的话题，如何对 话题二：买房与租房
待 高 额 的 赋 税 ，是 买 房 还 是 租
卑诗省的房价可以算是加拿大最高
房？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的。如果是在列治文、本拿比、温哥华市区
一个在加拿大生活多年、在银行 等地，一套比较好的两室一厅的楼房都要
40 万到 50 万。 我 住 在 阿 波 斯 福 特 ，这 里
工作的“老移民”Lisa 关于这两个
40—50 万可以买 400—500 平方米别墅了。
话题与大家分享的“理财经”吧， 在我住的地方，独门独院的别墅（House）要
希望对新移民们有所帮助。
35—100 万，连体房（Townhouse）要 20—35

行里做贷款，老公是做个人理财业务，出于
职业习惯，我们对买房与租房的利弊进行
了一番分析。
先说买房，如果我们今天就要买别墅，
如果买 40 多万的，假设把积蓄用来交首期，
然后再贷款 30 万的话，25 年付清的贷款，在
加拿大，5 年的利息现在是 5.7%左右，这样
算起来，每月的贷款要 1900 元（加拿大的贷
款利息很有可能还要涨，预计近 2 到 3 年会
涨到 7%）。除了贷款费用，还有房产税、房
屋的保险以及垃圾收购费。这些是买房的
固定支出，还有其它的日常支出，比如电视
费、上网费，每月需要 100—150 元，水电费
一个月 100—200 元。最后，还有房屋的保
养和维修。加拿大的人工费用是很昂贵
的，前段时间，我们租的房子的电插销坏
了，请了个电工来修，用了不到一个小时，
换了一个零件，要 320 元；水管漏水，请管工
来修，要 380 元；房子外面每隔几年要粉刷
一次，需要 3000—5000 元左右。总结一下，
如果养一套房子，每月一般要 3000 元左右，
还时不时会有“意外开销”
。
现在来说说租房吧，
如果租一套同样档
次的别墅，包括五种电器——洗衣机、甩干

万 ，还 有 就 是 楼 房（Condo）要 15—30
万。

机、
电烤箱、
冰箱、
洗碗机，
每月在1800—2000
元左右，加上电费每月 100 元（一般水费是

加拿大是一个高税的国家，大家总会

我和老公曾经买过一套连体房，总共

含在房租里的），再加上网费、电视费，大约

开玩笑地说，
“ 人生辗转反复，但有两个事
实是永远不变，逃也逃不掉的，一个是，人
总有一天会与世长辞，另一个是，人活着必
然会纳税。”加拿大的税，在发达国家里可

三层楼，大约 400 平方米，住起来很宽敞，很
适合像我们这样“比较年轻的家庭”。但
是，无论是连体房还是楼房，都存在一个问

100 元，室内保险 100 元，这些都加起来，每
月 2100—2400 元。如果家用电器坏了，由
房东负责修理，另外，一切的室内、室外维
修和维护费用都是房东来承担。所以，如

话题一：纳税与退税

以算得上是最高的。不同的省，纳税比例
也不是很一样，但大概说一下吧。如果你
年薪在 37000 元（文中以下“货币”均指加

题，就是要每月交管理费，我们那时每个月
除了交贷款还要交 140 元的管理费，１年后
涨到 175 元。除此之外，我们还交了近１万

果只是租房，一个月只需要 2400 元，没有其
他的“意外开销”，不用担心房屋维护、维

元）以下，你要准备付大约 22%的税，如果你
的收入是 7 万左右，那你的税就会是 30%，

元的房屋外部装修费。另外，住连体房或
楼房还有很多不便，有很多限制。比如，我
家后院那时候几个月没除草，还被管理部

修，不用交房产税、垃圾处理费等等。可以
享受到一样的生活质量。
当然，很多人会说，买房是一种投资，

如果是 10 万左右，你要付 40%的税。所以，
如果挣了 10 万，除去需要缴纳的税，就 6 到
7 万了。这还不算，买东西，还要付 14.5%购

门罚了款。很多的楼房还限制住客年龄，
即使你喜欢这套楼房，但人家要求必须是
45 岁以上的人才可以住，如果你不到 45 岁，

房价每年都在升，等 25 年以后，40 万的房子
也会卖到 100 万，或者更多了。这种说话不
无道理，但如果你贷款 30 万，你知道 25 年

要花钱维修吧？还有，25 年的旧房子，恐怕
也不会有全新的房子那么值钱吧？唯一的
好处可能就是，房子所在的地皮有可能会

所以，总结下来，我和老公决定现在还
是租房子，把剩余的钱存进长期的基金项
目，当然投资是有风险的，但通过投资基金

物税。1000 块的东西，就要多交 145 块的
税。听了是不是很恐怖？
不过，税还是有可以避免缴纳或少交

就不能住在那里。
所以，我和老公坚决不买连体房或楼
房，那么唯一可以选择的就只有独门独院

的利息是多少吗？如果按 6%来算，光是利
息就要 30 万左右。25 年内你还付了 12 万
的房产税（5000/年×25 年），当然，随着你

升值，例如目前温哥华北边的地皮就价值
不菲。不过，即使升值也是将来的事了，谁
也说不好的。如果你买房子只是为了自己

的分析，在加拿大过去的几十年间的平均
增长率是 12%，虽然像股票一样时涨时跌，
但我俩离退休还有 30 年呢，我觉得，还是长

缴纳的办法的。比如，我老公除了有一份
全职的工作外，他还在帮别人做投资理财

的别墅了。其实以我们现在的收入，贷款
买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的工作是在银

房子的升值，你的房产税也会逐年递增，这
只是个保守的估计。另外，在 25 年内，你还

住，那么地皮升值也和你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
除非卖了房子，
你才能拿到钱。

期的投资比较保险。
（编辑：
董睿）本版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我的点滴移民生活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为了追求优质的生
活，为了让孩子有一个更广阔、更自由的学习和发展空

那是她与丈夫从前常到的商场和咖啡厅，她的儿女也
非常满意我的工作。可惜，只做了半年又失业了。因

间，我们全家移民到了很多人都梦寐以求的自由、民
主、
富足的加拿大，到如今已经近二十载了。
谈到我的移民生活，真是酸甜苦辣百般滋味涌上

为她的儿子三年前替她申请的颐康安老院现在有通知
了，家里为了节省开支，
只好将我“解雇”
。
这件事激励了我更加努力赚钱。为了晚年活得有

心头，感慨万千。
想当初，初到异国，首先就要找栖身之所。我有两
个小孩，分别是两岁和四岁，曾经被房东迫迁，只好搬

尊严，年轻时就要努力赚钱。于是，我开始“转战”制衣
厂，周末还得到餐馆兼职。不过，华人的制衣厂非常苛
刻，西人衣厂又存在岐视。我在制衣厂工作的日子里，

到另外一所住处的二楼，可是谁料想，加拿大的房屋都
是木制的，小孩来回走动会发出声响，于是引起了一楼
住户的不满，又再次被房东“请”走。后来唯有改租地

也失业了很多次。多次的挫折，令我心灰意冷，几近崩
溃。每当我想起房东的黑脸，老板的无情，每当我听到
孩子的欢笑，丈夫的鼓励，我又擦干眼泪，重新振作，继

下室，这样才不会影响到别人。有孩子的住户，难免会
有噪音，又担心影响到别人休息，被投诉。因为孩子的
问题，多次被房东通知另觅居所。我也多次尝试过去

续努力。
“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报刊上登载了有关“创业
良机”的消息，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低价从一对退

找房子，但很多房东见我带两个小孩子，都拒绝了，结
果自然是到处碰壁。于是我暗下决心，发奋图强，努力
赚钱，要自己买房子，做业主。
由于不懂英文，只好从事体力劳动：洗碗、洗衣、做
保姆、卖点心、摘番茄、陪伴老人，什么都干。我个子
小，气力差，这些体力活做起来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特别是洗碗，那一筐筐的碗比我还要重，只做了一天就
因为打破了几只碗，我就被老板解雇了。我非常佩服
洗碗的同事阿伯，他 60 多岁了，竟可以坚持做了 5 年。
可能他来自农村，做惯了重活的缘故吧。后来，我经人
介绍做了一家的保姆。我自己的孩子还忍痛托母亲来
照顾，反而去照顾别人家的孩子，真是“哑巴吃黄莲，有
苦自己吃”。
后来，我又去做陪伴老人的工作，这份工作很好，
可惜却好景不长。老人年愈七十，年轻时是一位漂亮
的公司主管，后因丧夫和事业失意，沮丧到患上严重的
忧郁症。有时茶饭不思，有时狂哭、骂人、掷东西，有时
非常爱打扮，有时却一个月都不肯洗澡，几次出街都迷
路，被警察送回家。因为情绪化，请过很多人都被她骂
得打了退堂鼓。我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去试
试，谁料到我们一见面如故，她很配合，我们相处得非
常愉快，每天都定时饮食。后来，她变胖了，还喜欢打
扮得漂漂亮亮叫我陪她去逛街，又津津乐道地告诉我，

休夫妇处得到承租合同，他们曾经在市中心开了一间
卖电话卡的店，我接手过来，增添了出租和出售大陆、
港、台与韩日等国家的 DVD 带，以及兼售一些如电池、
电蕊、电筒、表带、手套等日用品，还替人换表带、电
蕊。
“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因为店铺地处闹市，人流
密集，
所以每天都门庭若市，
兴意兴隆。
我现在收入稳定，既做房东，又做小老板，心中非
常满足，更乐于“取之社会用诸社会”。我每年都自愿
参与资助事业，如帮助非洲儿童、缅甸风灾的饥民、参
加四川地震募捐和病儿医院的筹款赈灾，还有最近全
球唯一眼科飞机医院——加拿大奥比斯“中国光明”之

最快的移民方式，可算是结婚移民
了，原因是移民部极度重视家庭团聚，尤
其是对配偶移民申请，政策是会优先处
理的。
结婚移民申请的处理时间平均为四
至八个月，有些地方如北京等，更短至两
个月。
那么，结婚移民申请程序是否很简
单容易呢？是否只要出示有关的结婚证
书，
就可以证明婚姻关系？
其实，结婚移民申请，一点也不比其
它类别的移民容易申请。
《移民及难民保护规则》第四条规
定，如果婚姻关系是假的，而建立关系的
目的，是令到一方可以获得移民身份，那

旅的电视筹款。35 元就可以令一盲童重见光明，连手
你我的力量，让世界看得见，施比受更有福，此善举值
得慷慨解囊。
在漫长的移民生活里，由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也
曾经闹出不少笑话和趣事。比如初来时因不懂英文，
有一次我到一家西人商店，想买牛尾，因不会说，只好
对售货员一边说一边用手在屁股后面猛摇动、打手势，
结果当他明白是什么时，全店西人都捧腹大笑，我也羞
得无地自容。隆冬季节，在大陆，我喜欢戴着口罩去上
学、上班，来到这里，当我戴上口罩在车站等车的时候，
全部西人都以奇异的目光望着我，后来人人躲着我。
幸有老华侨指点迷津：原来这里的人都没有此习惯，他

么，移民部是不承认该关系及可以拒绝
申请的。第四条要针对的，便是要杜绝
“假结婚”
的移民申请。
因此，移民部对于结婚移民申请的
审核，是非常仔细严紧的，只要有一点点
的怀疑，便会查根问底。以下案例，可见
一斑。
陈女士，51 岁，高中学历。十多年
前以未婚妻的身份移民到加拿大（之前
陈女士已育有一名私生儿子），来加后便
与当时的未婚夫注册结婚，不过，两年后
便离婚。
陈女士是一名发型师。有一天，陈
女士的一名熟客来光顾，二人闲谈间谈
及陈女士再婚的问题，熟客说可介绍表

们宁愿冻到将脖子缩到衣领或大围巾里，也不戴上口
罩。因为他们觉得戴上口罩上街的人，不是病人就是
精神有问题，后来我将带来的口罩从此“打入冷宫”。
还有一次，和一位朋友外出，经过某同事的家，想顺道
探访，岂料因没预约被其丈夫拒之门外，非常扫兴。后
来才明白，西方文化中很讲究个人的隐私空间，不似我
们的原居地，只要心血来潮、又顺道，就随时登门拜
访。这一优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因为在紧张的生活节
奏中，保留私人空间是维持彼此心灵健康应所必须坚
持的。
尽管我的移民生活是如此充满了艰难险阻，但我
无悔当年的抉择。反而要多谢多次拒绝租房和解雇我
的房东和老板。因为多次的挫折更加激励我发奋向
上。曾有个笑话说，在百米赛跑中，如果有人在你背后

弟赵先生给陈女士认识。赵先生 46 岁
（比陈女士小五岁），初中学历，在中国居
住，亦已离婚，育有两名儿子，曾当过推
销员、
裁缝及一般工人。
在熟客的穿针引线下，赵先生便透
过电话，第一次与陈女士联系。之后，双
方不时通过电话谈天说地。双方都觉得
无论是嗜好、性格及背境等都很接近。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赵先生便用电话向
陈女士求婚，
陈女士欣然答认。
14 天后，陈女士乘飞机前往赵先生
的家乡“福建”，二人正式第一次会面。
又过了四天，二人便在当地注册结婚。
注册结婚三天后，他们处举行了婚宴。
翌日，二人便往一景点渡蜜月，为期三

天。之后，
陈女士便立刻返回加拿大。
陈女士回到加拿大后，立即以结婚
类别方式申请其新婚丈夫赵先生移民加
拿大。
移民部在审核申请期间，收到一封
匿名信，指陈女士与赵先生的婚姻是假
的，又称如果陈女士能成功帮助赵先生
来加拿大，
她便可获十万美元报筹。
案情急转直下，结果陈女士与赵先
生是否就此无缘斯守一生？抑或是获得
高人指点迷津，化解重重危机，然后共楷
连理，在加拿大比翼双飞？结果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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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出一只老虎，人人都有可能成为跑得最快的人。可
见，挫折乃是成功之母，它是人生的宝贵财富，它可以
激励我们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去战胜困难，脱离困境，坚
定我们的思想，从而更乐观地去面对困境重重的人
生。顺境来得太早，太自由与轻松的生活，不一定是
福，它容易使人目空一切，停滞不前。生活就是充满磨
难与挑战的，难怪有医学报告指出，从不患感冒的人，
患癌的概率是经常患感冒的人的 6 倍。
人生的滋味就是酸甜苦辣，甜中有苦，笑中有泪，
这才是色彩斑斓的人生。忘记过去就是等于背叛，让
我们永远牢记过去的足印，缅怀奋斗的历程，从而更加
英姿飒爽、斗志昂扬地踏上璀璨的人生大道，笑谈人生
得失，
迎接更美好的明天。
（文/邓娇依 电话：
416-536-5659）

吴耀荣 (Terry Yiu Wing Ng),
文学硕士,香港律师,
加拿大政府认证移问顾问,
M.A, FCMI,CC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