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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知识的传授需要一个过程，一

般会涉及个人的相关经验、观点；因此，

无论是从知识的传授层面，还是做人的

标准方面，教师都将影响学生（向教师学

习知识的人），甚至会影响他们的一生！

从各方面来看，教师不仅起到传授

知识、传承文明的作用，而且还是学识

渊博、经验丰富、道德高尚、积极向上、

理智、稳重的典范。如果遇到一个好老

师，那真是学生一生中最大的幸事。那

么，很多学生来到加拿大读书，这里的

老师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一位留学生

如何看待他的大学老师吧。

回想起来自己加拿大留学所遇到的大

学老师，小M认为，他们虽然没有像科斯

（R.Coase）和赫舒拉发（J.Hirshleifer）那样

鼎鼎有名，但也有几个让他记忆非常深

刻。有些是因为教学方法独树一帜，有些

是因为奇特性格的完美展现，有些让人心

生敬意，也有些让人咬牙切齿而避之三尺。

第一天上课就完全傻眼
刚进大学时有动过副修法国文学的

念头，所以小M就报了一门名字十分有趣

味的选修课，叫做“不只是晚餐宴会：1830

巴黎沙龙文化”。当时他看了课名，心中

就充满好奇，决定一探究竟。第一天上

课，一踏进教室就完全傻眼：一个长方形

桌子围坐着20多个学生，大部分是女生，

而且没有一个国际学生。不久老师走了

进来，外貌很年轻，留个小胡子，感觉不过

四十出头，头发却基本秃光了，想必是思考

过多导致。老师自我介绍为Dr. Ferguson，

不过北美学生对老师一般都直呼其名，所

以学生们都叫他Barry。教课方式以讨论

为主，小M习惯了老师教学生听的模式，

觉得这种授课方式与以往的格格不入。

记得有一节课是听音乐聊感受，班上有不

少主修音乐的气质美女，闭上双眸对自己

眼前浮起的景象描述得绘声绘色，有故

事，有情节，让他几乎惊呆了，觉得自己

就算有如此的天马行空，怎么也不会有

那样的口才。就这样连着好几节课自己

没举过一次手，没发过一次言，感觉十分

落寞。

自信心大增的激励
有一次下课后，Barry 把小 M 单独叫

到一边，把一篇作业还给他，对他说：“松，

你忘记写你的名字了，不过你的文章风格

和分析角度很特别，我很喜欢，一看就知

道是你写的了。希望你下节课可以和同

学们分享自己的心得。”那一段短短的话，

但是，到现在，每一个字小M都记得。那

一次的激励，不但让小M自信心大增，也

慢慢开始融入了以讨论交流为主的课堂文

化。后来，Barry成了小M的学习导师。小

M虽然没有副修文学，但是特别在大学三

年级时再次选了他的课，叫做“西方文

明”。申请MBA需要推荐信时，小M第一

个想到的就是Barry，他认为，没有哪位老

师会比从大学第一天就认识的Barry更了

解自己了。

MBA精神发挥到极致
想到MBA，小M记得，几乎每门课都

是以讨论做小组作业为主。老师大多数

是某个跨国公司的前总裁或经理，或是现

任银行和会计公司的高级人员，目的是要

把最“时尚”的消息传达给学生。有一位

扬名已久的国际金融教授，真是把 MBA

的精神发挥到极致。第一堂课，就想出

来不少千奇百怪的问题，随机点学生回

答。答不出来，就数落一番。课上偶尔

还会大叫，做出奇怪动作，开纳闷的玩

笑，情绪浓郁处，甚至会掌掴自己。上他

的课，好比坐过山车，要打起十二分的精

神，不能有一秒走神，不然随时会跌到谷

底。他开了一家很大的全球顾问公司，

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去过。一个个故

事生动无比，对每个讨论的课题都能举

出恰如其分的例子。有一堂课讨论文

化，说到他第一次去中国时送给一个高

官一面钟当礼物的故事，惹得大家笑翻

了天。旁边一个中国同学吃过他的亏，

边笑边轻声说道，“活该！”这位老师虽然

非常尖锐，但对新加坡是赞不绝口。在

他自己列的多个排行榜，如最容易做生

意的国家，最欢迎外来投资的国家等等，

新加坡都名列第一。每次讨论到新加坡

小 M 总能发表几句过来人的“专业意

见”，老师也往往想不出可以批驳的地

方，颇有满足感。

（编辑：栗天瑞）本版图片来源：百度

每年登陆加拿大的新移民，达25万人，当

中有六成人数，是属于“经济”类别移民。“经

济”类别包括投资移民，企业家移民，自顾移

民，技术移民，和家居保姆等。

投资移民和企业家移民，是与其它“经济”

类别移民有很大的分别。不同之处，在于投资

移民和企业家移民，在登陆加拿大后，是仍然

受到指定的条件约束。一般来说，他们必须在

指定是时限内，履行法律所列明的一些责任。

完成了这些责任后，他们的永久居民身份，才

算是正式落实，否则，他们的身份，有可能被取

消。本文的主题，主要是与企业家移民有关。

申请企业家移民的一般要求，请参阅附表。

有不少在近数年前以企业家移民登陆加

拿大的永久居民，到了现在，还未能解除有关

条件，究其原因，相信是与新旧移民法例“大换

班”有关。

加拿大移民法及有关的行政措施，会因应

多种环境的转变而不断更新。例如数个月前，

有关技术移民的申请条件及申请方法，就有翻

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的详情，在先前的文

章已有所提及，在这里不再复述了。

法例的改变，过往有轻微的，亦有重大

的。轻微的，是指整套法例的其中一条或数条

的微少修订。重大的，就是指整套法例的废

除，取而代之的是另一整套的全新法例。

对上一次有关移民法例的重大改变，发生

在 2002 年。当年，新的移民法例诞生，称为

《 移 民 及 难 民 保 护 法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Protection Act），而被取代的旧法，称

为《移民法》（Immigration Act）。2002 年的新

法，沿用至今。

法例的兴替，在执行上一般都是循序渐进

的，某些情况，更设有所谓“过渡期”的安排。不

过，由于法律条文通常以艰深的文字和语法写

成，以至条文的真正意思可能被误解，引发不少

导至扰民的事故。以下案例，可见一斑。

贾先生以企业家类别申请移民，他的申

请，是在2002年以前提交的，亦即是说，他提

出申请时，旧法例仍然生效。贾先生有意到魁

北克省定居，于是另外向该省申请提名证书，魁

北克省在2002年3月向贾先生发出证书。

由于当时，新的移民法正在酝酿，贾先生

的移民申请被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直至

2002年6月，新的法例，即《移民及难民保护法》

生效后，贾先生的移民申请才获继续跟进。

到了2003年，贾先生终于取得移民签程，

他迫不及待，很快便登陆加拿大。由于他是以

企业家类别移民加拿大，他的永久居民身份是

有条件限制的：他必须在指定的时限内，履行

有关条件所载的责任，否则，他便会被视作违

反条件，有机会被移民部告上法庭。移民法庭

如果裁定他违反条件，便会向他发出驱逐令，

那时，他便要离开加拿大，返会原居地。

过了一年，即2004年，移民部通知贾先生，

他违反了移民条件，着令他出席移民法庭应

讯 。 移 民 部 称 贾 先 生 违 反 了《移 民 法》

（Immigration Act）（即旧法）某些条款。

贾先生明明是根据新的移民法，登陆加拿

大，但为甚么移民部又称他违反了旧的法例？

贾先生虽然极力与移民部交涉，但是案件

没有得到和解，并排在2007年在移民法庭审理。

在法庭上，移民部委派了一名专家证人作

证，这位证人，是在移民部担当“区域顾问”一

职。 这位证人称：

1)所有被魁北克省选取的企业家移民，如果是

在新法实施前被选取的，均被旧法所约束；

2)有些被魁北克省选取的企业家移民，在新法

实施后才获发移民签证，或在新法实施后才登

陆加拿大。然而，这类移民，仍是被旧法所约

束；

3)根据新法例第363条有关“过渡期”安排的规

定，以旧法被选取的企业家移民，仍是被旧法所

约束。

移民部认为，贾先生因为没有依据旧法所

载的条件履行责任，所以他的永久居民资格应

被取消。但贾先生称，他的永久居民身份，是

受新法管制，而不是旧法。

于是，法庭要裁定的，就是贾先生是受到新

法例条件的约束，抑或是受到旧法例条件的约

束。如果是新法，移民部便不能“降罪”贾先生了。

法庭考虑了新法例其中一条关键的法律

条文，那就是关于“过渡期”安排的条文。“过渡

期”安排的条文载于新法例第113条，该条是

这样规定：“新法例实施之前，根据旧法例而作

出或发出的裁决、命令、签证等文件，均在新法

例实施之后继续有效。”

法庭认为，魁北克省向贾先生发出的证

书，并不是“裁决”，亦不是“命令”，更不是“签

证”。所以，魁北克省证书发出的时间，与案件

的争论点无关。

与案件的争论点有关的，是发给贾先生的

移民签证。而移民签证发出的日期，就是决定

签证条件是受新法例或旧法例所约束的。

由于贾先生的移民签证，是在2003年发出，

亦即是新法例生效之后，所以法庭裁定，贾先生

要遵守的，是新法例所载的条件，而不是旧法

例。又由于移民部是引用旧法例控告贾先生，所

以“控罪”等如失效，于是，贾先生获判“无罪”。

贾先生虽然“无罪释放”，但在过去数年，饱

受官司纠缠和折磨，可说是无妄之灾。而移民部

“专家证人”错解法例，亦可谓老猫烧须了。

（请登入 http://www.inorstar.com 浏览吴先生

往期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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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学生难，独在异乡留学更难。最近，一位出国留学

生在网络上写下这么一篇文章，引起了很多留学生和家

长的关注和共鸣：

希望准备出国的学生们有个心理准备。也希望大家

都看完。谢谢大家能支持。有人对我说，“你以为你出国

就了不起了？”

出国的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真的。但是，出国以

后，我们每个人都很了不起。如此说是因为，我们有着其

他人不能体会的辛酸苦辣，也看过和经过太多气愤无

奈。可是从来不愿说起，并不等于我们没有故事，恰恰相

反的是我们的故事太多，已经不再为此大惊小怪，或者应

该说，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想如何诉说了。

外国人
不论是自己向往，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来到国外，从到

了异国他乡的第一天，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外国

人。外国人，顾名思义就是外面国家的人，一个本不属于本

国的人，“外面的”永远和“里面的”有着所谓的区别。本国人

口头上是很注意回避用“差别”这个词来形容这种所谓的区

别，回避使用带有优劣色彩的词汇，然而这又能如何？实际

生活中，赤裸露骨的差别何处不在？租房子，进学校，找工

作，就连消费都包括在内。“外国人”这个名字，随时提醒着我

们这里不是家，所以不要幻想平等，不要奢望同情，最后能

帮自己的只有自己，要渐渐学会自己疼爱自己。

扭曲的心
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心是被扭曲的，至少不是正常

的，我们生存在一个本来不正常的环境里面。从踏入

别人的国门，我们就要学着精打细算，学着兢兢业业，

学着洁身自好，学着面对油盐酱醋，面对锅碗瓢盆，面

对人间冷暖。摔倒了爬起来，明白了，懂事了，摔多了，

习惯了，坚强了，也孤僻了。大事小事都要靠自己，所

以我们越来越坚强，坚强到不习惯别人的关心；时时刻

刻都要保护自己，所以我们越来越自恋，自恋的忘记了

还要关心别人。我们的浮躁，我们的自私，逆流而上，

让我们孤僻的美丽可怜。这不是歇斯底里，一夜之间

自己曾经熟悉的拥有的都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另

一个和自己格格不入的世界，谁又会笑得很舒心？

天堂不在国外
国外不是天堂，即便说给出来旅游的人们，也不会

相信，反而换来的将是一句不知好歹。我们不是来旅

游的，我们都明白接着要在国外走过的这几个灰色春

夏秋冬将要如何坚强面对。这里没有天使，也不是天

堂，至少对于我们这群被称作外国人的群体来说，这里

绝对不是天堂。就连我们自己明白的时候，也已经是

在国外翻打许久以后的事情了。

网络
上网侵蚀了我们每天很多时间，听起来对于喊着

没有时间的我们，这仿佛很难自圆其说。那是我们仅

存的一点侥幸心理在作祟，让在不经意中还渴望有人

和自己一样，在地球的某个角落发送着SOS或者渴望

着回音。于是我们挥霍着宝贵的睡眠时间，游荡在一

个不存在的感情世界里。或许网络里面的我们，才是

真实的，因为这里让我们感到安心，这里没有天堂，没

有地狱，没有国界。在假的世界里有着真的我们，暂时

逃避开真的世界里面那个假的自己。

朋友
对于在外面的我们来说，有两群朋友，国内和国外

的。每次回国，封印的记忆被打开，见到国内朋友是一

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只是随着在两个不同环境成长的

我们和他们之间，共同语言越来越少，当自己满怀激情

的要把经历和感受说给他们的时候，反而让朋友们感

到莫名其妙，虽然每次朋友都会微笑点头，但是直觉告

诉自己，他们不会懂，就像自己很难理解朋友们的许多

想法一样。在国外的朋友就不同了。经历相同的事

情，接触相同的事件，共同语言就会多许多，然而离的

越近，摩擦面也就越大，好在虽然时不时吵到面红耳赤，

几个小时以后，大家又都会回到不分你我，因为心里都明

白，处一个朋友是何其宝贵的，快乐是因为两个人的快

乐，悲伤是因为两个人的悲伤。蝙蝠不会和鸟儿飞翔，也不

同于兽类的习性，能和它为伍的只有和自己一样的蝙蝠。

恋爱
国外的爱情，来的太快，走的更快。这里没有亲

情，缺少友情，爱情的成分就自然膨胀。脆弱的人把爱

情当作良药，坚强的人把爱情当作游戏。这里的爱情

就像被饲养的肉食鸡一样，有了目的的成长只是一个简

单的程序，几天就可以养肥一只白白胖胖的鸡，几天也可

以培养一份看似亲密无间的爱情。结果，和肉食鸡干燥

无味的肉质一样，催化起来的爱情也是难以下咽。

亲情
想家想父母，但是不懂得如何能确切表达。即便在国

外学了许多语言，却发现自己的表达能力越来越差。“慈母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里面的分量，心里明白，想说，说不

出来。想家的感觉很美，就像圆月的深夜，想要沉浸在这

个美丽中，却有冷风时时提醒自己，这是外国的月亮。家，

对我们来说，是藏在心里最暖的一个寄托，不敢打开这个

盒子，一旦打开，眼泪就会流下来。然而，外国不需要我们

的眼泪，只需要我们汗水。亲情也自然就成了一个被禁忌

的话题，成了心头的痛。 （编辑：栗天瑞）

留学加留学加国，让人记忆深刻的大学老师们

附表：
企业家移民的基本申请条件

(1)申请人必须自行开业及具有营商经

验:申请人从申请移民前5年至移民批

出日期间，至少有两年，经营管理一合

资格的生意并控制该生意的部份股权；

(2) 申请人及其配偶从合法生意途径或

投资，积聚不少于三十万加元资产；

(3)申请人必须有意图及能力在加国自

行开办、收购、或投资于一项业务上，而该

项业务需为至少一个加拿大人提供就

业机会；

(4) 申请人必须积极参与和管理所投资

的业务；

(5)该等生意必须受加国省政府欢迎(视

乎投资者定居的省份)，而申请人在该

合资格的加拿大生意上拥有不少于三

分之一的股权；

(6)申请人应在入纸申请或面见移民官

之前，能亲身前往加拿大作实地的业

务考察，或市场调查等；

(7) 申请人必须达到最低 35 分之评分

分数；

(8) 申请人及其随行家属在抵达加拿大

后必须在经济上能够自立。

企业移民承诺

A. 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后的首3

年期间，至少其中一年符合以下条件：

- 在加拿大经营管理一家合资格

的加拿大生意，控制该生意不少于三

分之一的股权；

- 积极参与及经营管理在加拿大

的该门生意；

- 该生意必须聘用不少于一个加

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

B.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后首 3 年

期间，必须向有关部门证实巳履行申

请时所作出的承诺：

- 移民报到后 6 个月内必须向有

关部门申报在加拿大的地址及电话号码；

- 报到后24个月之内，必须向有关

部门证实巳履行申请时所作出的承诺。

合资格生意之定义（申请移民时）

- 主要生意收入来源不是以利息、

红利或租金等方式获取。

- 如申请人拥有 100%股权，在申

请前 5 年至移民批出日期间，至少有

两年，必须具有下列4项中任何两项：

(1) 全职员工人数——不少于2 人；

(2) 全年营业额 ——不少于50万加元；

(3) 生意净利润——不少于5万加元；

(4) 生意净资产——不少于12.5万加元 。

合资格的加拿大生意之定义（企业 移

民解除条件要求）

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后首3年内，

如拥有100%股权，至少其中一年须达

到下列4项之任何两项：

(1) 全职员工人数 —— 不少于2 人；

(2) 全年营业额——不少于25万加元；

(3) 生意净利润——不少于2.5万加元；

(4) 生意净资产——不少于12.5万加元；

- 该生意收入来源不能以利息、红

利或租金等方式获取。

（以上营商要求及评分法不适用于魁

北克省准移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