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今年即将毕业的加拿大中国留学生来说，除

了回国成为“海龟”之外，又多了一个理想的“去处”，就

是成为加拿大的永久公民。

以往，留加留学生若想成为加国人可不是件容易

的事情。不仅在资产、技能、职业等方面有诸多限制，

而且通常都要等上五六年的时间。但近期加国PNP计

划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对于在加国的留学生给予了超

惠的待遇。

所谓 PNP 计划，即 Province Nominee Program，是

由每个省自己指定政策，申请人可以直接向省内提交

申请。由于PNP计划不需要接受加拿大移民局（CIC）

评估，其申请标准和申请周期都要比CIC的申请难度

小。但需要体检、无犯罪证明和足够的资金，仍会根据

联邦政府移民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核。

PNP留学生移民只需6-8个月
对于已经毕业并申请了一年或者两年工作许可的留

学生，直接在加拿大申请“省内提名类移民”是一条非常

高效的移民途径。昆特兰大学学院国际教育办事处负责

人表示，以往只有在安省大学及一些少数学院毕业的海

外学生才可申请。现在，只要是加拿大境内的任何公立

大学或学院毕业的海外学生，只要在安省找到合格的雇

主提供的工作机会，均可申请省提名移民。目前私立院

校留学生尚不在PNP提名范围内。

在扩大了PNP留学生资格范围的同时，为了提高

留学生就业成功率，PNP计划另对“合格雇主”的门槛

进行了调整，雇主资格范围扩大至全国各地区的中小

企业。这一举措为留学生申请PNP提供了更“平民化”

的机会。

昆特兰大学学院国际教育办事处负责人介绍说，

由省移民厅提名的申请人，其个案到达联邦移民部之

后，不必再像一般技术移民那样要经过资格评估及计

算分数，而只是经过文件确认、体检及安全背景检查等

程序，所以审批过程将比一般技术移民快，通常只需要

6—8个月就可以办妥，相比普通的移民途径可节省3—

4年的“漫漫移民路”。

PNP不再有专业“歧视”
自2007年7月份加国PNP推出以来，便对申请人

的职业有极大的限定，主要仅限于教育、医疗或是建筑

业技术工人等行业，和大多数持有学生签证的留学生

来说几乎毫不相干。调整后的PNP只要求留学生在加

国公立院校念书取得两年以上学历，找到一份永久性

且一年至少要累积工作1950个小时的全职工作，同时

雇主为“PNP合格雇主”，就可以申请省提名移民，不再

受行业限制。

通常移民都需要申请者达到一定的语言水平，一

直以来都是移民打分的重要项目。但PNP计划却对申

请者没有特别的语言要求，虽然对于留学加拿大两年

以上的留学生来说，语言关早就不该是“拦路虎”，但

PNP此次如此“豪迈”的改革举措，不得不令人赞服加

国政府吸引国际人才的魄力。

安大略省首年试行计划希望接受五百名省
提名移民

安大略省作为首个试行PNP的省份，目前已经开

始接受了第一批留学生的PNP申请。安大略移民部主

管PNP计划的经理丹拿（Alan Diner）表示，对PNP人数

并未设上限。这项计划的主旨是帮助海外签证学生留

在安大略发挥其专长。丹拿表示，首年试行计划希望

接受五百名省提名移民。

同时，丹拿也表示，PNP计划的变革虽然把留学生

移民的门槛放低了，但同时也意味着参与此计划申请

的人数将成倍增长，竞争或许会比变革前更为激烈。

（编辑：栗天瑞）

加国移民政策加国移民政策PNPPNP：：留学毕业后的新选择

加拿大大学向本国学生及其留学生

提 供 奖 学 金（Scholarship）或 助 学 金

（Allowance），成绩优秀的学生可获优先

考虑。一般来说，本科生机会较少。而

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获奖学金的机会较

多。除非极其出类拔萃者，加拿大一般

不向外国本科留学生提供助学金或奖学

金，但为外国研究生以上的学生提供奖

学金或助教、助研津贴。

众所周知，留学生申请奖学金是非

常难的，因为每年向加拿大大学递交申

请材料的学生非常多。这对于某个只为

留学生设置了两三个奖学金名额的院系

来说，其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对申

请人的学习成绩、学习能力和英语水平

要求较高。加拿大奖学金一般有：

1.助学金（Fellowship）

助学金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颁发。

得到助学金的学生不仅可以免交学费还

可以得到一定的生活费，而且一般不用

为学校工作。

2.奖学金（Scholarship）

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和经济能力发

放。得到奖学金的学生可以减免学费，

有时也可获得一些生活费。

3.补助金（Grant）

补助金的颁发要求和奖学金相仿。

4. 学 费 全 免 或 部 分 减 免（Full/Partial

Tuition Waiver）

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减免学生全部

或部分学费，但生活费需自理。

5.研究助理金（Research Assistantship）

根据学生学习成绩和研究能力颁

发，获此奖的学生可免交学费，但必须在

校内工作。学校根据学生工作时间给予

报酬，但通常一周不能超过 20 小时。其

主要工作是协助教授从事研究工作。

6.教学助理金（Teaching Assistantship）

根据学生的成绩和英语水平颁发，其

待遇和研究助理金相仿，只是担任的工作

是协助教授对大学本科生进行教学工作。

如果按照来源划分，这些奖学金和

助学金可分为：

1.加拿大政府提供的；2.私人及私人

性质的基金会提供的；3.学校提供的。

许多奖学金是按学科分类的，奖励或

促进对某些领域的研究。有的是按申请

人的成绩决定是否给奖学金，成绩优异者

机会多。大多数奖项同时取决于以上两

种因素。奖学金是无偿提供给本人的，获

奖人数相对有限，奖项金额多寡不一。

如，安大略研究生奖学金（Ontario

Graduate Scholarship 简称 OGS）每年有 1,

000多个名额，绝大部分名额给加拿大公民

及永久公民，给外国学生的名额只有几十

个。每个名额的金额约13,000多加元。更

有甚者，各个大学为了鼓励本校学生拿到

OGS，为校争光，给获取OGS 的佼佼者锦

上添花，再加更多的奖学金。有的学生同

时得到几项奖学金，年总额达到30,000加

元。助学金是为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的经

济资助。外国学生很少能够得到。

从形式上看，有直接对研究生和学

者本人的，研究生申请获准后，奖学金无

条件地发给本人。也有由加拿大政府提

供给某个国家的，属于加拿大援助外国

的发展项目。申请者须先向本国政府(或

向驻加大使馆)提出，由本国机构认可。

获得这种奖学金的人，要和本国政府签

合同，列入公派项目，在加完成学业后必

须回国服务。

奖学金一般只有一个学年，读硕士

可延长 1 年，读博士可延长 1—3 年，但若

1 年后成绩平平，或不想继续攻读者，奖

学金就不予延长。助教或助研津贴一般

也有时间限制，为了给刚来的学士提供

更多机会，往往鼓励原持有此项津贴的

人让位，不予延长。

公民和永久居民可以申请省政府的学

生贷款。在上学期间没有利息。毕业后可

以做个计划每个月还一点，利息很低。

大多数外国留学生能获得的财务资

助相对有限。但是有些学校可能提供专

门给外国学生的奖学金（根据学业成

绩）。关于有何种奖学金，最好向学校的

学生顾问洽询。但是请记住，申请这些奖

学金的人很多，而奖学金不能满足全部学

习费用。研究所的学生根据他们的学术

能力可能有资格获得助教或助研职务（协

助教授进行教学或研究）。这种资助是经

由大学的资助办公室申请的。加拿大教

育中心也能提供奖学金信息。

（编辑：栗天瑞）

▢▢▢▢加拿大的奖学金制度简介▢▢▢▢

避免随身携带大量现金。赴加学生可以在到达加拿大前，预先通

过加拿大银行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咨询设立加拿大银行账户事宜，随后

即可将款项通过国内银行汇到加拿大。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

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等商业银行都可以办理加币的批汇（人民币换

加币）和汇款业务。

按现行国家外汇政策，每个中国居民每人每年有5万美元（或等

值外币）的换汇额度。

学会如何避免交易手续费。加拿大银行的日常银行账户交易都

会收取手续费，例如每次取现金，或者用银行卡消费时，每次交易一

般在一块加币左右。但是加拿大的银行都对学生和老人在手续费上

有一定的优惠。例如蒙特利尔银行每月给学生30次日常银行交易免

费，只需每年向银行更新学生证明即可享受该优惠。

通存通兑，无异地手续费。加拿大的银行都是全国通存通兑，在

加拿大境内异地交易没有异地费用。但是如果留学生转学到其它城

市，还是建议学生在新的城市申请新的账号，丢卡或者在做一些特殊

银行业务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但是要记得通知国内的家人新的账号

和汇款信息，以避免汇款时出错。

银行卡号不能接受汇款。加拿大的银行卡卡号不能接收汇款，

汇款时需要用账号号码。学生可以要求银行的客户经理提供详细的

国际汇款路径和信息。在国内家人向加拿大汇款前，学生要将此信

息准确转交给国内的家人。

假期回国前开存款证明。学生如果假期回国时，需要续签签证

或者学习许可，务必在回国前去银行开存款证明，并将存款证明带回

国内。银行存款证明是学生续签签证和学习许可时必不可少的文

件。

毕业回国前办理销户手续。若留学生毕业回国，并且短期内不

会再回加拿大，离开加拿大前应去银行办理销户手续。

（编辑：栗天瑞）本版图片来源: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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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家保姆”（Live-in Caregiver）一

项极受欢迎的移民方式，原因之一是申

请人无须要高等学历如大学学位或大

专证书等。仅 2008 年，就有超过一万

人以住家保姆类别成为加拿大永久居

民。

“住家保姆”是指能够独立为雇主

提供看护小孩、老人或者残疾人服务，

并具备一定条件的人员。原来，加拿大

非常缺乏可以提供住家护理服务的人

才，因此有大量岗位空缺需要填充。引

进符合要求的外籍“住家保姆计划”

（Live-in Caregiver Program）因此应运而

生。一般来说，在中国内地以“住家保

姆”类别申请来加拿大工作，只需三个

多月。到加后，工作满两年，就可申请

永久居民身份，带同家人，定居加拿大。

“住家保姆”类别的申请资格：
1.高中学历，或接受过相当于加拿

大12 年级的教育。

2.能够说、读和理解英文或法文。

3.能够独立处理家庭环境下的各项

事务。如：能够在需要时与紧急服务机

构联系。

4.在近三年内，有 12 个月的相关带

薪工作经验，或受过 6 个月的全日制相

关培训。培训或工作经验必须是照顾

幼儿、幼儿早期教育、照顾老年人、特殊

教育、儿科护理、急救等相关领域。

5.没有犯罪记录。

可见“住家保姆”并不局限于照顾

幼儿。而有资格申请的人士，亦不单只

是有“带幼儿”经验或受过有关训练的

人士。如果你是幼儿院教师、护士，甚

至是特殊教育从业员，皆可申请的。

不过，有志于以“住家保姆”类别成

为加拿大永久居民的人士就必须留意，

“ 住 家 保 姆 计 划 ”（Live-in Caregiver

Program）申请人必须遵从指定的程序，

按步就班，才能达成理想。以前就有不

少对“住家保姆计划”一知半解的申请

人，自行申请，以为只要以“住家保姆”

身份在加拿大工作满两年，就可申请成

为永久居民，怎料因为犯了程序上的错

误，结果申请被拒绝，多年的努力和部

署，化为乌有。以下个案，引以为鉴。

颜小姐多年前以探亲理由来到加拿

大，不久，她向驻美国的加拿大使馆申

请学生签证，很快便获得批准。她的计

划是在安省一学院就读一个有关“住家

保姆”的短期课程（一年），完成课程后，

就寻觅一份“住家保姆”的工作，工作两

年后，立即申请移民。

颜小姐真的如计划中完成了课程，

亦很快找到了称心的“住家保姆”工作，

该工作亦获加拿大劳工部的批文。跟

着她亦提交文件，申请工作许可证，亦

很快地顺利获得批准。

颜小姐的工作许可证延期了两次，

在第一次的延期批文中，写道：“根据住

家保姆计划，在三年内完成两年全职工

作，可申请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

颜小姐完成了两年全职“住家保

姆”工作后，立即提交文件申请移民。

她原以为一切都非常顺利，永久居民身

份，近在咫尺。

可是，当她收到移民部的答复，霎

时有如晴天霹雳！她的申请被否决了，

移民部告诉她，她是没有资格申请移

民。究竟是甚么原因导至颜小姐失去

申请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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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先生电话：416-590-7465

手机：416-451-4867

电邮：terry.ng@canada-world.com

CWO移民法律权威系列之
移民圈十大奇案(一)

——最糊涂住家保姆事件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