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上期）

46．加拿大使馆的签证官为何更看重加拿大教育

机构的培训证书？

答：由于中、加两国的国情各异，两国院校在居家

保姆专业的培训形式与内容上都有较大的不同。两国

院校所使用的培训教材差异较大。对于中国申请人申

请赴加拿大做居家保姆，显然加方院校的培训内容与

教材更适合于中国申请人学习使用。加拿大格力斯学

院已编写了专门针对中国申请人的培训教材《加拿大

居家服务与管理实物》、《加拿大居家服务与管理使用

英语》。

47．加拿大移民局指定的标准雇用合同都包括哪

些内容？

答：加拿大移民局指定的标准雇佣合同都包括如

下内容：

雇主与保姆的姓名、居住地址、联系电话、工作内

容及职责；雇主给保姆的工资待遇、福利状况及休假情

况、雇佣时间；雇主与保姆的权利与义务等内容。

48．为什么说在寻找加拿大雇主期间，先在中国

境内的外籍雇主家庭实习一段时间是最聪明的选择？

答：对于中国申请人来说，参加加方院校的像管专

业培训后，立即到在中国的外籍雇主家庭实习一段时

间，的确是最聪明的选择。首先因为中国学员虽然完

成了相关专业的培训课程，但对许多知识没有亲身实

践与体会，通过到中国境内的外籍雇主家庭实习，亲身

感受到在外籍家庭工作的情况，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

来，才能更加深刻、全面地了解与掌握所学的知识。学

员在外籍雇主家里工作一段时间后，更清楚自己是否

胜任在外籍雇主家里工作，以及在外籍雇主家里工作

时应注意的一些事项。其次，中国学员通过在中国境

内的外籍雇主家里工作，让外籍雇主有机会认识和了

解中国学员。对中国学员寻找海外雇主帮助甚大。不

少中国学员在外籍雇主回国后，便被外籍雇主继续聘

用，带到外籍雇主国内继续在外籍雇主家里工作。还

有不少学员被在华外籍雇主推荐，找到北美或欧洲等

地区的新雇主。一般外籍在华雇主在本国及一些国家

都有不少朋友，外籍雇主对为其工作过的中国学员比

较了解，愿意推荐给一些有此需要的朋友。加拿大雇

主对有过在华外籍雇主家庭实习经历的中国学员，是

格外看重的，并较容易从外籍雇主那里了解中国学员

的情况。目前，在加拿大有相当一批中国居家保姆曾

经有过在国内外籍雇主家里工作的经历。

49．在加拿大更换雇主，需要申请新的工作许可

吗？一般要等多长时间？

答：是的。按照加拿大移民局的规定，在加拿大工作

的居家保姆若要更换雇主，需要申请新的工作许可。只有

在新的工作许可批准后，才可以为新的雇主工作。一般申

请人需要等候2—3个月才能拿到新的工作许可。申请人

在拿到新工作许可前，不可以为新雇主工作。

50．加拿大的海外居家保姆受加国劳工法保护

吗？都有哪些主要的保护内容？

答：是的。在加拿大工作的海外居家保姆受加国

劳工法保护。保护的主要内容有：

（1）失业保险金（EI）。雇主与居家保姆双方都要

向加拿大政府缴纳居家保姆的失业保险金。居家保姆

工作半年失业后可申领失业金。

（2）最低小时工资。目前，在安大略省最低工资标

准为每小时8加元，居家保姆的最低工资水平在安大略

省为每小时9.25加元。

（3）福利假日。在加拿大的公共假日里，居家保姆

可以享受与加拿大人相同的有薪假日。

（4）健康保险。居家保姆赴加3个月后，可获医疗

卡。居家保姆看病住院，可以同加拿大居民一样享受

免费医疗待遇。

（5）养老保险。雇主要代居家保姆缴纳养老保

险。居家保姆移民后，到退休时可以从加国政府领取

养老保险。

（本文由加拿大中国保姆服务中心供稿）

加拿大不单是移民首选之国，

而且是留学热门之地。加拿大最引

以为傲的特点，就是其多元文化的

学习环境，无论是大学、大专、工专

学院，还是各中小学校，都有来自全

世界各地，有着不同文化、语言、宗

教，以及习俗背景的学生。这些独

特优势，令有意到外国留学的国际

学生趋之若骛。留学加拿大因而极

受欢迎，每年便有超过130,000名留

学生在加拿大学习。

在大多数情况下，有意到加拿

大学习的留学生，必须申请学生签

证，才可在加拿大学习。 在申请学

生签证前，申请人必须已被加拿大

一所认可的学校，大学或学院录取。

学习课程的选择林林总总，有

学士、硕士以至博士各式各样的文

理商课程，亦有不少小区学院举办

的大专课程。

申请加拿大学生签证的基本

条件是：

⒈申请人必须证明有足够的

钱支付有关的：

a)学费；

b)申请人和同来加拿大的任何

家庭成员的生活费；

c)申请人和同来加拿大的任何

家庭成员回国的费用。

⒉申请人必须是有没有刑事

记录及守法的公民，亦不会对加拿

大的安全，带来风险。申请人可能

要提供一份警察局或公安部证书。

有些来自国内的留学生，因为

以前一直都是以中文接受教育，所

以一般都在修读本科或研究院课

程之前，接受一些英语的训练。待

英语程度达一定水平，才开展正式

的课程。

国内有不少英语学校，是专为

准备前往加拿大留学的学生提供

英语课程的，有些学校更标榜聘有

以英语为母语的教师。这些学校

学费不菲，一年的费用，动辄数万

元以上。不过，一些有经济能力的

学生，亦选择来到加拿大，才学习

英语，虽然在加拿大学习英语的学

费，比国内更贵得多。

以往便有一些学生，以来加拿

大修读英语为由，申请学生签。可

是，移民官有时不明白这类学生的

用意，以至误解他们的真正意图。

以下个案，可说是经典案例之一。

左先生是中国公民，正在中国

武汉体育学院体育新闻系修读最后

一个学期，期间，他申请留学加拿大

学生签证。他的计划是：首先，在温

哥华卑诗大学英语学院密集式修

读英文一年，完成后，希望能在同

一大学修读深造课程。

在申请书中，左先生写了一份

“学习计划”，说明他对体育新闻学

甚有兴趣，又因为他极希望增加这

方面的知识，所以希望到外国修读

有关课程。而第一步就是改善他

的英语。修读密集式英文课程，就

是第一步，完成后就会申请入读卑

诗大学修读新闻系和商管硕士，毕

业后会回国推广篮球运动和提倡

体育新闻改革。

左先生修读一年密集式英文课程

的费用预算，为二十多万元人民币。

但他的签证申请却被移民官

否决。

移民官在档案中写上这些评

语：“在中国有很多由外国人教授

的英语课程，学费比这里便宜得

多。申请人投放这么庞大投资，是

不合逻辑的。加拿大的经济机会

多，生活水平又高，申请人极有可

能贪慕这些而留下不走。他申请

学生签证，只是藉此来到加拿大，

然后利用所有可行方法，在加拿大

长久居留。”

左先生不服移民官的决定，于

是向联邦法庭申请司法复核。案

件排在温哥华联邦法庭进行聆讯，

在庭上，左先生不惜自曝本人的家

庭背境，以支持巨额投资修读一年

英文的合理性。原来，左先生的父

亲大有来头，其父就是山东省即墨

市人民法院首席法官。可能是爱子

深切，这位首席法官更亲自作证，为

儿子辩护，他的证词可说是一篇“英

语遗憾宣言”。

原来，这名法官，虽然位高权

重，但是却不黯英语，他过往曾参

加一些国际交流会，可是，由于他

不懂英语，所以，与外国人沟通时，

遇到不少困难。这名法官，对于未

能以英语和外国人交流，表示感到

非常遗憾。他还表示，能够以熟练

的英语与外国人沟通，尤其是在工

作方面，有巨大价值。

联邦法庭听取了这名中国法

官的证词，及其它证供后，严厉批

评移民官否决申请的逻辑。法庭

指出，移民官主观武断，未有考虑

到申请人的家庭背景。

对于移民官认为投资一大笔

钱学英语不化算，联邦法庭认为，

这只是裁决时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而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是的

话，那么，大部分的留学申请便可

以否决掉。还有，申请人选择课程

的时候，并不一定只考虑费用高低

的问题。

联邦法庭更指出，在加拿大，

因为大多数人都是说英语的，所以

能提供完善的学习英语环境。虽

然中国可以提供有西人教授的英

语科程，但始终不能与加拿大本土

的学习环境相比。另外，申请者对

学习英语的价值，纯是个人观点，

只有申请人才能领会，移民官是不

能以自己的价值观作出去评估。

联邦法庭最后推翻移民官决

定，判左先生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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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托福改题后，听力部分长，难，多成了考生

争议的要点。有的考生在“TOEFL苦海”中奋力挣

扎，雾里看花般地解读着听力原文，心中充满着焦

虑与无奈；另一些考生如同欣赏音乐一般领略着

TOEFL听力的魅力，心中饱含着自信与憧憬……

究竟是什么让他们产生如此大的区别？我想

是实力。“根本固者，华石并茂；源流深者，光澜必

章。”有了实力，你大可不去理会“什么时候改题”；

有了实力，你大可不必死记“早已不中用的技巧”；

有了实力，你完全可以跟ETS说“不”。不要说只有

英语专业的人才有实力；不要说只有学习时间长的

人才有实力。实力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勤于思

考的人会有实力；持之以恒的人会有实力；擅长总

结的人会有实力；当然，认真学习并能按照正确方

法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人也会有实力，而且实力

会来得更快、更扎实。

在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新托福以前的听力是

“技巧横行的天下”。改题以后，大量前人总结出

来的习惯性思路开始慢慢失灵，有的甚至还误导

了考生，导致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判断。TOEFL 听

力“风云变幻”，不变的惟有“听力实力”。在当今

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只有实力能够帮助我们再创

辉煌。实际上，TOEFL 听力实力不仅与听力技巧

和熟练程度有关，更与听、说、读、写、译等方面的

综合能力、北美的文化背景及老外的思维模式有

着密切的关系；因而提高 TOEFL 听力水平的过程

是一个不断丰富知识、发展技巧并同时锤炼自身

分析、理解、推断能力的综合性训练过程。

在此，我教研组向大家介绍一种能够迅速有效

提高 TOEFL 听力水平的好方法：托福听力五步

法。希望为大家备战TOEFL听力保驾护航。

第一步：要想彻底不卡壳地听懂 TOEFL 听力

的内容，或与老外进行无障碍交流，首先要保持冷

静和自信，千万不要因为一处没反应过来，就慌了

手脚。良好的心理素质对于听力实力的培养和提

高相当关键。

第二步：TOEFL 听力的过程中要学会根据语

言传达的抽象信息形象化, 也就是说：把抽象的文

字变成形象的图画反映于脑海之中。有了连续的

动态图像的帮助，就有利于我们避开“直接翻译的

无序性”，以抓住TOEFL表达的主干而不是旁支末

节，从而走出“听了后面，忘了前面”的“怪圈”。也

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真正体会到“登泰山而小天

下”的神奇感受。

第三步：在听懂之后，不要盲目追求“题海战

术”，迫不及待地找其他题目来听，而应该把注意

力放到听过的题目上。可以说它们才是我们进一

步分析、研究从而树立听觉形象的上佳材料。也

就是说认真模仿和跟读TOEFL听力题目中的各种

语言点（包括语音、语调、语气、俚语、习语、句式

等），不能放过任何细节。比如：考生需要熟练掌

握 TOEFL 听力“十大发音规律”、TOEFL 听力“十

大 特 色 语 音 ”、TOEFL 听 力“ 四 大 音 变 现 象 ”、

TOEFL听力“四类语气词解题”和TOEFL听力“八

大特色语调”等

第四步：在模仿的基础上，大力补充和扩展

TOEFL听力题目中常用词汇和句式的其它含义和

用法。因为TOEFL听力考查的一大难点就是“一词

多义”，或“一义多词”。这也就是很多考生之所以

听出来老外用的是哪个词，却仍然搞不懂其在题目

中确切含义的重要原因。比如：考生需要大力扩展

TOEFL 听力“九大场景词汇”、“十大概念词汇”、

TOEFL听力“十大魔鬼动词”。

第五步：在“立体”解构了这些 TOEFL 听力题

目之后，将它们加以背诵和记忆，以求达到脱口而

出的感觉。因为 TOEFL 听力的语言重现率很高，

背得越多，意味着没听过的就越少。久而久之，听

力实力便会大增。可以说，背诵是登上听力最高

境界的重要环节。如果说前四步是“消化过程”，

那么背诵这第五步就是“吸收过程”。有了托福听

力五步的学习方法，笔者相信任何一个考生都可

以傲视托福听力。

当 然 还 需 注 意 的 是 ，背 诵 虽 然 是 个 输 入

（Input）过 程 ，却 完 全 可 以 通 过 输 入 和 输 出

（Output）相互交替的动态循环（Dynamic Recycling

Process）使记忆达到最佳效果。也就是说，听力与

口语，把已经背过的听力内容通过口语的形式表

达出来，这样在输出的同时，又进行了一次输入，

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听力材料的理解和记忆。如

此循环往复，学生既可以训练听力，又可以培养出

良好的口语语感，何乐而不为呢？比如：考生应对

TOEFL 听力“十类经典句式”和 TOEFL 听力必背

“十大经典段落”达到耳熟能详、脱口而出的地步。

托福听力五步法的五大步骤可以说是环环相

扣、相辅相成的。只有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方可

获取成功。当然，It’s easy said than done. 但“不积

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为了

达到看似“遥不可及”的 TOEFL 听力之至高境界，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五步走吧！

加拿大东方教育学院成立10周年以来, 以辛辛

学子的求学梦想为己任，成功帮助上万名学员圆梦

北美大学. 作为 ETS 唯一授权新托福培训机构, 加

拿大东方教育学院开设有最多的托福培训课程. 为

帮助准备托福新题考试的学员攻克对新题的畏惧

心理, 掌握正确有效的应对策略从而在考试中取得

满意的成绩, 东方热诚欢迎参加周六下午1:30在士

嘉堡的ETS独家授权托福新题讲座。

咨询及订座电话：416-299-9966

网址：www.canadaoriental.ca

（由加拿大东方教育学院新托福听力教研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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