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的事情却也棘手。离婚的细节不必多说，
但总归要给妹妹一个好的归宿。T 设计“妹妹”是注册
护士，大概是暗示工作忙照顾不了家庭吧。
“妹妹”暂居
在家，不收住宿费，但“妹妹”有车，可以帮助接送小孩，
弥补家里只有一部车偶尔出现的用车紧张状况。
在这些设计和安排的过程中，学生们不知不觉地
就对自己的职业和人生要进行一番思索，从而学习到
职业规划和人生规划的知识和技能。
铺垫好以后就开始“生活”了。一个月的收入扣除
所得税、养老金、失业保险金以后，还要支付医疗保险
金、房子贷款、汽车贷款、孩子的教育基金、日常开支和
各种保险金等等，
还真需要精打细算。
每天“上班”，T 必须对自己的职业——机械工程师
有所了解，包括工作内容和性质、行业发展状况等等。
这些在 T 的课题专用本上记录下来。在每周有社会学
课时，学生们如果按照自己的身份着装还会获得额外
加分。这时，T 甚至会佩戴从我这里借的职业工程师的
戒指。
在课题进行的近两个月的时间内，
老师还会时不时
地给学生们一些生活中遇到的事件让学生面对和处理。
一次 T 抽到的是换工作，要求她实实在在跟三个公
司的总工或技术部主管通电话了解就业情况。T 打了
好几个电话才完成任务，因为这些人都很忙，不易找
到，而有些公司一听说是中学生做课题了解情况就拒
绝了。T 要面对遭受拒绝的风险、尴尬和挑战。这对每
一个学生都是考验。
在课题结束时，T 的课题本密密麻麻写满了数据、
资料，贴满了照片和图片，记录了她从“出生”到现在这
加拿大中小学的社会学科目集人文、历史、政治等

T 在自己专门准备的课题本上填补了许多细节。

其次她还要为自己的“丈夫”安排一个适当的人生

等为一体，是一门综合课程。T 初三的社会学课里，老
师给学生布置了一个模拟人生的课题。每一名学生都

第一件就是完成自己的成长历程，比如自己 29 年前出
生以及成长时的经历和社会情况，贴上自己小时的照

和合适的工作。家里只有一部车，而且还是贷款买的，
说明丈夫的工作一般。以 T 自己的个性，不可能嫁给一

抽取一个设定的生活条件，学生要在此范围内在书面

片等等。29 岁工作了 5 年，也就是说 24 岁大学毕业。

个不学无术的男人，她就“安排”
“ 丈夫”做与教师有同

上进行人生模拟。
T 抽取的条件是：本人为机械工程师，29 岁，大学毕

这样从 18 岁高中毕业到大学毕业，中间有六年的时间，
要么就是高中毕业后在社会上晃荡了 2 年，要么就是在

样地位的替换教师职业。替换教师是中国国内还没有
的一个职业。他们在其他教师不能上课时去顶替代

业工作 5 年，年薪 8 万元；配偶只有非全日制工作；有一

上大学期间因勤工俭学或学习不佳而耽搁了 2 年。每

课，没有固定的时间、课程和收入，有很大的机动性和

个 2 岁的男孩；有一套房子，有一部车，都是贷款买的；
妹妹暂时寄居在家，正在经历一场难缠又难堪的离婚。
这些条件只是一个大框子，细节要学生自己填补。

一样情况都有长处和短处，对以后的人生都有一定影
响，在其后的模拟人生中都要表现出来。T 为自己选择
了勤工俭学，她觉得这更符合自己的个性。

灵活性，
但也有很大的责任和挑战。
“儿子”的人生短暂，除了日常照料之外无需特别
的安排。

29 年的人生经历、社会变化、家庭生活和职业发展。在
满分 100 分的情况下，T 得到了 122 分，因为她拿了满
分，还拿到很多额外附加分。这为她在初中毕业时获
得社会学奖杯奠定了基础。
整个课题过程，学生们要规划自己的人生和职业，
要安排自己和家庭的生活，要面对和处理各种各样的
问题、难题和挑战，
要理财，
要沟通，
要做人。
这样的素质教育生动活泼趣味横生，有内容有内
涵有考核有实效，对我们也有极大的参考意义和价
值。

（编辑：
栗天瑞）本版图片来源：百度贴吧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在内地有一名中国公民，
他大专毕业，在一颇具规模的公司任管理要职将近十
年，财产累积超过 100 万加元，最近他结了婚，妻子是一
名加拿大永久居民，
他可否移民加拿大，
用什么途径？
答案是，这名中国公民最少有三种移民加拿大的方
法：
1）投资移民；
2）技术移民；
3）家庭团聚移民。
那么，在这三种方法之中，哪一种最好？这又是另

多伦多大学，
简称多大，
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
多市，
是加拿大规模最大且最有影响力的公立大学。

和 耶 鲁 大 学 ，多 伦 多 大 学 报 社（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Inc）是加拿大同行业的翘楚，也是北美

多伦多大学建立于 1827 年，经过一百多年的发
展，到现在已有 6 万多名学生，14 个院系，30 多个图书
馆，以及 300 多个专业课程。由于其规模、声望以及

最重要的学术出版社之一。
多伦多大学是加拿大最古老，最大的大学之一，
其师资力量雄厚，研究一直是多伦多大学发展的重

影响力，多伦多大学吸引了世界各地及加拿大国内的
顶尖学生。目前多伦多大学已连续多年排在加拿大
大学的榜首，被公认为是加拿大综合实力数一数二的

点，学校拥有 13 亿的捐款资金，正努力成为全球十大
最著名的公共研究大学之一。大学的专业从航天技
术到动物园学无所不包，而且样样堪称一流。荣获诺

贝尔奖的教授人数也是加拿大最多的。在校学生
优秀大学。世界排名头二十位。
54000 名，其中本科学生人数 30484 名，国际学生总数
多伦多大学共有三个校区，其中最大的是位于多
3168，
所占比例为 6%。师资力量 6000 人。
伦多市中心的圣乔治校区（St George Campus），也是
该校大学设本科学士学位 300 个，硕士学位 148
多伦多大学的主校区。因此，通常所称的“多伦多大
个，博士研究生学位 95 个。其中以统计学、经济贸
学”往往指的是多伦多大学的圣乔治校区。另外两个
易、商科、生物、财会、计算机科学、建筑学、工程学、心
校区则是分别位于多伦多市中心外的士嘉堡校区
理学、法学、教育学、医学等尤为杰出。
（University of Toronto at Scarborough），以及位于密西
申请条件：本科入学要求：高中会考（高中毕业考
沙 加 的 密 西 沙 加 校 区（University of Toronto at
试成绩）及高考成绩；语言成绩最低要求旧托福 600
Mississauga）。多伦多大学是世界学术重镇之一也是
分、写作 5.0（新托福 100 分、写作不低于 22 分），或雅
加国高等教育的翘楚。每年教授获得全国性的奖项
思 6.5 分且其单项不低于 6.0 分。学费：18,342.22 加元
就占了全加拿大的四分之一强。
作为多伦多大学主校区的圣乔治校区由 7 个学院 （以学校官方网站公布为准）。申请费：75 加元。
研究生入学要求：
全日制 4 年本科学士学位毕业，
组 成 ：Innis College；New College；St. Michael's
大学成绩尤其是本科最后一年分数不得低于 80%；各
College；Trinity College；Victoria College；Woodsworth
专业语言成绩标准不同，
最低的要求旧托福 580 分，
写
College；
University College 学院。
这 7 个学院中，每个学院都有自己不同的历史、 作 4.0（新托福 93 分、写作不低于 22 分），或雅思 7.0
分。报硕士需学士学位，
中国 36 所重点大学毕业生优
特色和资源。例如，Victoria College 学院作为多伦多
先录取，
在校成绩总评（GPA）3.5 以上。
（4.0 满分计算）
大学中最富有的学院之一，通常会提供更多的奖学金
费用明细：学杂费约 18400 加元/年；健康保险，至
和相关设施。Innis College 学院是以著名校友 Innis 命
少 600 加元/年；住宿费，私人住房至少 600 加元/月；
名而建立于 1960 年代的一个较新的学院，它有一栋
学校公寓至少 8400 加元/年。
现代化的公寓式宿舍，可以自己做饭，由于该院小而
（注：以上申请条件及费用明细每学期或者每年
精，所以招生非常严格，它以其优秀而富有学术精神
都 会 有 所 不 同，具 体 请 参 阅 该 校 官 方 网 站：http://
的学生而出名。多伦多大学值得一提还有它首屈一
指的图书馆，馆藏量约一千五百万，共有 67 座图书馆
www.utoronto.ca）
和资源中心，在全北美仅次于美国长春藤的哈佛大学
（编辑：栗天瑞）

近日，中国在四川成都和山东济南分别确诊内地
第 1 例和第 2 例甲型 H1N1 流感，
无独有偶，
两例都是输
入型流感，而且都是由中国在美洲的留学生带回来的
流感。而加拿大大学的暑假从 4 月底考完期末考试开
始，一直放到 8 月底。不少人担心，更多的留学生回国
或会增加输入 H1N1 流感的风险。13 日，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一名中国上海籍留学生在留学生交流论坛和留
学生交流 QQ 群发出倡议，建议北美的留学生推迟回
国，
他认为这是
“对祖国和家人负责”
。其倡议如下：

倡议：出现症状马上就医
各位同学：
近日甲型 H1N1 流感在世界各地肆虐，美洲是这
次疫症的重灾区……作为一名哥大的中国留学生，我

建议大家做一个负责任的海归，对自己的祖国负责，
对自己的家人负责。
1.如果有发热、咽痛、鼻塞、咳嗽等感冒症状，马上
与当地卫生部门联系，并延迟归国日期，在确定身体
无碍后再回国。
2.回国前少去人多聚集的地方，可能的话，在家
“宅”
几天再回国，减少感染的途径。
3.取消或者延后去外地旅游，减少受感染的几
率。
4.回国后，沿途所搭乘的交通工具都保留相关票
据，并留意沿途密切接触者的身份，万一不幸染病，提
供相关票据可以有助卫生部门找到密切接触者，阻止
疫症蔓延。
（编辑：栗天瑞）

拿大，
一心要补偿十五年父爱予幼女，
与女共聚天伦。
可是，当施先生收到移民部的答复时，霎时间仿如
晴天霹雳 ！移民部否决他的申请！
移民部的理由是，施先生的女儿不是施先生的“子
女”(Dependent Child)！移民部的理据似乎十分荒谬。
“女儿”不是“子女”
之一吗？

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其实，何种方法最好，可说是因人
而异。但亦可以参考以下客观的因子而作出决定：1)处
理时间；2)文件整理的复杂程度；3)学历要求；4)工作经

施先生不服移民部的决定，于是向联邦移民上诉法
庭提出上诉。
案件的争论点，只有一个，就是施先生的女儿，是否

验要求；5)语言要求；
6)可动用资金等。
如果单纯以上列的因子去做出决定，那么，
“家庭团
聚移民”无疑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家庭团聚移民”是没

施先生的“子女”
。
原来，
《移民及难民保护规则》第2条有这样的规定：
“子女”(Dependent Child) 的定义之一，是指亲生子

有特定的学历、工作经验、语言及可动用资金的要求。
而且，处理的时间短，例如：如果申请在北京提交，处理
的时间是二至五个月（配偶或子女）。

女，
如果该子女从未被其它人领养过。
法庭认为，由于施先生的女儿曾经被人领养过，所

根 据《移 民 及 难 民 保 护 规 则》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Protection Regulations）第 117 及 130 条：18 岁以
上的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可以赞助下列亲属，以家
庭团聚类别方式，
移民加拿大：
1）配偶，或同居伴侣；
2）父母，或祖父母；
3）子女（仍依赖父母者）；
4）18 岁以下，未婚，及双亲已丧的兄弟、姊妹、侄、
甥及孙；
5）18 岁以下领养子女；
6）其他亲属（如果赞助人没有任何上列亲属，及没
有任何身份是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的亲属）。
“家庭团聚”类别的申请，都必须是由赞助人开始提
出。赞助人需要有指定的入息要求。不过，如果赞助人
是申请人的“配偶”
或“父母”
，
入息要求便可豁免.
有关“家庭团聚”移民申请的法例（特别是配偶和子
女类别），一般都比其它类别宽松的。不过，在某些范围
内，似乎又非常严苛。以下案例，
可见一斑。
施先生与他的妻子都是在中国出生，婚后先后诞下
两名小孩，之后又再诞下第三名女儿。由于当时中国实
施“一孩政策”，为了避免重罚，他们迫不得已将幼女送
给施先生的弟弟作为养女。当时幼女只有两个月大。
（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法概览，请看附表）施氏夫妇眼见
弟弟夫妇对幼女如掌上明珠，
心裹感到十分安慰。
及后施氏夫妇与二名小孩移民到加拿大定居。而幼
女一直与养父母（即叔父和叔母）一同居住；直至养父母
终于诞下了亲生的小孩，
情况就改变了，
幼女由一颗掌上
明珠，
转瞬间变成一颗随处可拾的石卵, 待遇大不如前。
幼女一直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不过，自从懂事
之后，她感觉到“父母”对待其它弟妹与自己厚此薄彼，
“父母”对自己比较差。
直到 15 岁的时侯，她的养母终于告诉了她的真正
身份，养母亦告诉她谁是她的亲生父母。
施先生一直未有与女儿相认，一方面是不想女儿感
到是被亲父母遗弃，而另一方面亦以为女儿生活在弟弟
家中十分幸福。但一旦知道女儿得知自己身份后，施先
生立即从加拿大返回中国，与幼女相认。见面时，幼女
告诉亲父生活一直不愉快，因为叔父母对待她不甚好。
幼女希望返回亲父母的家庭重新生活。 亲父得知幼女
的境况, 心如刀割，要知当年不得已才将幼女送予其弟
弟，一直以为弟弟会视幼女如己出；怎料此举不单与幼
女骨肉分离，更令幼女失去应有的家庭温暖。
经过一轮协商之后，幼女的养父答应将她交回亲
父。于是便向人民法院申请撤消领养令。
撤消领养令发出了之后，施先生与幼女便回复正常
的父女关系，施先生安排了房子给幼女居住，又给她提
供学费和其它生活费。
为尽父亲的天职，令爱女得回家庭温暖，施先生以
赞助人 (sponsor)身份，向加拿大移民部申请幼女移民加

以，他的女儿便不附合《移民及难民保护规则》第 2 条有
关“子女”(Dependent Child) 的定义。
结果，施先生的上诉被驳回。施先生父女二人无奈
地成为此僵化法例的苦主, 被迫分离异地，不能一家团
聚，父母亲唯有每天想念着在内地无依的女儿，而女儿
则无辜变成孤儿。(其实，事情还有转机，因施先生是可
以利用其它途径与女儿团聚的，其中包括以“人道及同
情理由”
申请女儿来加。)
(今期设有奖问答游戏，首位答中者将获$180 现金
优惠，可用于支付咨询或其它服务费。今期问题：以下
哪一类是人数最多：A)企业移民；B)投资移民；C) 家居
保姆。 请将答案电邮至 terry.ng@canada-wor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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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838-0220, 电 邮: terry.ng@canada-world.com。 请
登入 http://www.inorstar.com 浏览吴先生往期文章。吴
耀荣先生保留游戏规则最后解释权）
附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
条：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
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
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少数民
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各地计生委负责具体执行本地计划生育政策，
通常：
大部分地区农村家庭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则可以生
育第二胎；如果第一胎是男孩，则只能生育一胎。除汉
族壮族等人数超过 1000 万的少数民族之外的其它少数
民族家庭多半可生育 2 胎，部分地区可生育 3 胎，视各地
法规不同。城市汉族只允许生育 1 胎。双胞胎、多胞胎
已达规定计划生育数的不得再生育。
具体来说，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四川等省，实行
的是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海南、云南、青海、
宁夏、新疆等省，实行的是农村普遍生育两个孩子的政
策。西藏地区没有生育孩子数量的限制。其它大部分
省在农村实行的政策规定，第一个生的是女孩的，可以
再生一个孩子。在城市，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
育两个孩子。还有六个省规定，在农村一方是独生子女
的，
可以生育两个孩子。
在计划生育政策早期，政府提供“独生子女父母奖
励费”，并发放象征性的《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来鼓励
家庭遵守计划生育政策。
计划生育属于强制执行。通常怀孕早期，或者说流
产可行时，计生委将让非计划怀孕者流产。发现在胎儿
已经出生后，计生委将依法对该家庭处以大额罚款。现
在，此罚款的金额参照该家庭的年收入，为此金额的数
倍。例如江苏省计划生育条例（1990）规定超生第一胎
将“对夫妻双方按其孩子出生前两年平均年经济总收入
的三倍处以罚款”
。
（以上数据，
摘录自“维基百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