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从移民部大刀阔斧改革“技术移民”政策后，不

少申请人改为以“投资移民”方式申请移民。无疑，投

资移民申请在多方面是比技术移民更具吸引力。

首先，技术移民申请所指定的行业现已缩减至只

有 38 个，因此，符合申请资格的人数，可说是少之又

少。相反，投资移民申请人所从事的行业，并无任何限

制。

其次，技术移民申请人一般须要是拥有高学历 (大

学或大专程度)的人士，而投资移民申请人没有特定的

学历要求。

另外，移民部会根据技术移民申请人的工作经验、

学历、年龄、英法语能力、适应能力等，评核申请人所得

的分数，而“合格”分数是67分。至于投资移民申请人

的“合格”分数，只是35分！所以，只具中学教育程度，

英语能力一般的营商者，其投资移民申请都有机会成

功的！

投资移民申请人的基本条件是：

(1) 申请人必须具有营商或人事管理经验: 申请人

从申请移民前5年至移民批出日期间，至少有两年，具

备下列两项条件之一：

a. 经营及管理一合资格的生意，并控制该生意之

部份股权；

b. 在业务上管理至少5名全职员工；

(2) 申请人及其配偶(如有)从合法商业途径或投资，

积聚不少于八十万加元资产；

(3) 投资四十万加元于加国政府认可的投资基金

上，投资期限为五年 (银行及财务机构可提供贷款，最

低投资额可低至约十一万加元 )；

(4) 申请人必须达到最低35分之评分分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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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移民及难民保护规则>>第88条，“合资格

生意”之定义是：

(1)主要生意收入来源不是以利息、红利或租金等

方式获取；

(2)如申请人拥有百份百的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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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全职员工人数 - 不少于2 人；

(b) 全年营业额 - 不少于50万加元；

(c) 生意淨利润 - 不少于5万加元；

(d) 生意净资产 - 不少于12万5千加元 。

投资移民的特点，是申请人无须直接参与投资计

划内的行政管理，就可以取得移民加国的签证，更可定

居于加国任何一个省份。移民加拿大后，并没有条件

的限制。所投资的款项，五年后归还申请人。

话虽如此，任何移民申请的过程，都是相当复杂繁

琐，而且可说是机关重重，尤其是最细微之处，往往是

最容易被人忽略的，以下个案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郭小姐是云南人，她在1991年辞去安稳的医院工

作，毅然加入一所消防设备供应机构任职，从低做起，

先后当过物料管理员，收银员，和估价员。1994年晋升

至销售经理，正是高薪厚职。到了1998年，她离开该机

构，与友人合作，成立自己的公司。

郭小姐的业务蒸蒸日上，十分成功，数年后，累积

了不少财富。她响往加拿大的生活，于是向加拿大驻

北京大使馆提交文件，以投资移民方式申请移民。郭

小姐善于管理，因此她提交的文件，亦按足要求，不但

充足而且经过悉心整理。郭小姐满以为申请必定成

功。

大使馆签证部审核过文件后，初步认为资料齐备，

不过，仍按惯常做法，查实郭小姐在文件中所声称的一

些事项。

原来，移民官很注重投资移民申请人的财产来历，

一方面，财产必须是合法获得的，另一方面，申请人必

须出示有关的证明文件。

于是签证部的一名官员便致电郭小姐以前工作过

的消防设备供应机构，联系到一位黄先生。黄先生是

该机构的副总经理，官员向黄先生查询郭小姐以往的

职位和薪酬等。黄先生翻查过记录后，说当时郭小姐

不是任职销售经理，而只是一名普通的职员，薪酬亦远

低于郭小姐所申报的。

签证部怀疑郭小姐提供了虚假的工作经验和收入

证明。于是去信郭小姐，要求澄清。

郭小姐找到了黄先生，查询后，发现黄先生弄错了

，原来黄先生将另一位前职员的档案，误当是郭小姐

的。黄先生便写了一封解释信给签证部，信内说明黄

先生只是在1998年才在该机构任职，当时将另外一名

职员的资料误当作是郭小姐的资料，以至将错误的资

料提供给签证部，而现在正确的资料亦已找到了。

签证部收到黄先生的信后，认为黄先生只是自圆

其说，不但没有接受解释，而且认定郭小姐说谎。签证

部更引用< <移民及难民保护法>>第40条，拒绝郭小

姐的移民申请。第40条规定，凡在移民申请中提供虚

假陈述者，将不能进入加拿大。

是案说明，移民申请程序中的每一个步骤，无论大

小，都务必认真处理，尤其是细微处，更加要小心，要记

着“魔鬼都在细节里”。郭小姐百密一疏，不但错失移

民良机，而且更留下不良记录。其实，郭小姐只要在适

当时间，与有关机构联络，说明签证部可能作出的查询

及原因，有关机构便可预先准备正确的资料，避免误

会。

(此文由CWO加拿大政府认证移民顾问兼香港高

等 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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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烈的竞争从大学开始
本文作者是在上小学五年级时，跟随父母来到了

加拿大并入籍。本文记述了她考入滑铁卢大学以后

学习、生活的感受。

激烈的竞争从大学开始
上大学之前，我跟许多高中生一样对它充满了无

边无际的幻想，但真正的生活却比我幻想中的要极

端。先说说学习吧，刚刚开始上课的时候，我每次都

是边听边走神。并不是因为我注意力没办法集中，而

是因为实在有点儿适应不过来教授的教课方式。大

学里的教授一个个都是顶尖的学者，在他们看来，教

给我们的东西简直就是 1+1=2 那么简单。所以在课

堂上，他们一个个讲得飞快，把粉笔舞得满堂生辉，但

是在座的学生们却常常是满脸迷茫。

我一个学期总共要上 5 门课。第一个学期中有 3

门课是必修的：微积分，几何，编程；两门选修的：物

理，英语。我在英语课上如鱼得水，感觉不是一般的

好。而在其他 4 门课上就难过得要死，不得不啃书本

了。在高中的时候，我总是在课堂上听听讲，下课后写

写作业，考试就没什么大问题了。结果到了大学里，考

试前要整宿地熬夜找习题做，反复背读那些又臭又长

的数学定理与法则，最后考的成绩也还是一般。我开

始觉得挺难过的，毕竟在以前的学校我都是班里数一

数二的，到了这边分数名次却都一下子掉了下来。

不过我的适应能力跟社交关系都不错。在新的

环境下马上找到了新的伙伴，掌握了学习方法。我听

不懂这个教授的课就换个班听讲，反正交作业跟考试

都有固定的时间与地点，并且会在网上通知，所以去

不去自己的班听讲是无所谓的。在前一两个星期内

我换了好几个教授，最后固定在一两个我认为表达能

力比较卓越的教授的课堂中听讲。而结交了不少朋

友的好处呢，就是在作业上或是学习上都可以跟他们

一同努力、一起切磋。我发现两个人一起写作业时，

我遇到的难题未必是他的难题，而令他困惑不解的未

必会让我也头皮发麻。如此这般，效率就大大提升，

因为我们可以相互交流。

在这所校园里我认识了不少人。他们都有着各

式各样的肤色，讲着多种多样的语言，但是一个个都

是非常的聪慧，相信之前都是各自生活圈子中的尖

子。刚一开始，我很快就感觉到自身的不足，进而感

觉到很无奈的自卑感。不过我很快就意识到就算人

外有人，毕竟人无完人。不会有人天生就会背乘法

表，也不会有人不用努力学习就突飞猛进。别人表面

上给我的压迫感不外乎他们在学习上表现出的强

势。而这股强势都要归功于他们快速有效的学习方

法及其良好的习惯。所以我不仅要在课堂上钻研必

要的课本知识，还要在身边的这群人中跟他们学习生

活知识与学习窍门。我很幸运地在这个学期交到了

一些朋友。他们不仅在平时生活与学习中给我鼓励

与支持，在必要的时候也会伸出帮助的手助我渡过难

关。我真的很感谢他们，因为如果没有他们，在滑铁

卢这所不夜城中，我这个夜猫子就会少了很多熬夜做

作业的伙伴。

值得一提的是，滑铁卢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在世界

上是与麻省理工并列排名第一的。这所学校的综合

评价也在加拿大评委Macleans知名大学杂志多年排名

第一。所以在这里上学的孩子无论目前在大学的状

况如何，以前在各自的中学中绝对都是一等一的尖子

生。随便从班里挖出一个人来，就会是某某数学比赛

的前几名，或是中学时期平均分数 95%之类的。但我

们到了这里就傻眼了。因为以往我们不屑一顾、轻而

易举的学习变得越来越难了。每个学期都会有很多

学生经受不了压力或是学习态度不好而继续不下去，

不是换个容易些的专业就是换所容易的大学。所以

说在加拿大，大学才是真正开始考验我们的地方，也

是真正让我们学习本领的地方。

尝试工作的磨砺
在学期期中的阶段，滑校的学生就要准备简历各

凭本事地去找寻下一个学期的工作了。滑校拥有一

流的工作网络，学生需要的所有工作资料都在由PHP

编成的网站 jobmine上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用各自

的ID登陆，依照学习等级、工作地点、工作内容等搜索

适合自己的工作。比如说，我是一年级生、想要在多

伦多地区选择工作，希望做编程类的，那么我就会选

择初级工作、多伦多市区、软件编程如此这般的选

项。搜索引擎会列出所有打算聘用滑校学生的公司

中属于这三项标准的工作及其相关的职位资料跟公

司讯息。

选中工作后，学生可以直接从网站上提出申请

并附带上传后的简历。每个公司都会在固定的时间

宣布选中的学生名单好给予面试。大部分的面试都

是由公司派请专门人士来滑铁卢，但也有以电话形

式面试的。所有学生面试过后都会给各个公司打

分，而各个公司也会给面试过的学生打分。如果我

有了三个面试，那么我会依照对这三份工作的满意程

度给他们打1—9的分数。相对而言，一个公司如果面

试了八个学生，那么他们可以选择对每个人都打分

数，也可以就给其中他们认为可以胜任工作的学生打

分。如果他们只看重了一个学生，只打算给那一个人

工作机会的话就会只为他打 1 分，其他都不打分那么

默认就是 9 分。学校有一套评算方法，基本上我想应

该就是将公司以及学生对其的分数加在一起，以分数

为少的做分配。

所以说，如果某公司给我打了1分，而我对它的工

作也打了1分，那么就不会有比这更低的分数了，所以

会把我分配到这所公司的职位上去。学校一共安排4

轮的面试机会。我这两次找工作都是在第一轮就找

到 了 工 作 。 第 一 次 是 在 加 拿 大 四 大 银 行 之 一 的

BANK OF MONTREAL（BMO）当网络设计师，编写

他们的内部网站。第二次工作，也就是目前正在实习

的地方，也是四大银行中的，CANADIAN IMPERIAL

BANK OF COMMERCE（CIBC）。我在这里担任软

件设计师，还在努力适应中。

也许对于我们这帮半大不小的学生来讲，上班族

的生活还嫌太早了一些。但是我却认为，对我们来说

无论是以获取一些实际工作经验的角度来看，还是通

过社会历练的机会来磨练自身的观点来看，都是为以

后生活铺路的最好选择。

我没有强大的背景，也没有富裕的经济来源，所

以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有着最直观的金钱影响。它能

让我赚到足够支付下一个学期的学费以及住宿费

用。在工作场所中，我可以学习到很多事情。不仅仅

是对我所学的专业有着直接关联，更多的是能学到如

何为人处事。我觉得我身边很多人，都太骄傲了，包

括我自己在内，都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也许是因为我

这一代人都是从小被身边人悉心培养过的、被爱我们

的人细心照顾成长的。而我们也生活在一个非常平

和，同时在不断发展的时期，没有太大的社会波动也没

有因为战争或政府的动荡而丧失任何的自由。我们是

幸福的一群人，对未来的发展有着无限的憧憬。但是

与此同时，我们会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会认

为我们无所不能。事实上，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现在正是我们应当埋头苦干、努力学习的阶段。

大学还有三年就毕业了。时间像风一样，总是在

我看不见的时候就飞过去了。谁能想象，那个昔日懵

懂的我，已然是个大二生了呢。年年岁岁花相似，岁

岁年年人不同。真不知道毕业后的我会有什么样子

的变化。我只记得 16 岁的时候，我会幻想着 18 岁的

成熟自我，却在19岁这年发现自己依旧稚嫩不堪。所

以我不去幻想 20 多岁的自己能有一番什么样的所作

所为了，只求安心理得，活得踏实自在。

（编辑：栗天瑞）本版图片来源：百度

面对全球经济危机，如何保证您的生意与家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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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孩子留学在加为孩子留学在加““当牛做马当牛做马””
“他们将来一定会赶上全球竞争的时代……到国

外读大学的竞争压力正在变大，还是早点做打算更好。”

从去年开始的金融危机让加拿大等国房价下

跌。一些有条件的学生家长趁机购房置地，开始移

民行动。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留学竞争，望子成龙的

中国家长总能找到各种有效的办法。吸引这些家长

的除了费用外，当然还有国外宽松而更加人性化的

教育理念和更为宽泛的高校选择机会。

“西方发达国家一般大学以前的教育都是免费

的，移民的子女比国内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就读哈

佛、耶鲁、普林斯顿等世界名校。”于是，移民的队伍

壮大起来了。不做国内人上人，为了孩子给外国人

“当牛做马：的家长也越来越多。 （编辑：栗天瑞）

移民圈十大奇案（九）
最失魂投资移民事件簿
魔鬼都在细节里，慎防百密一疏

吴耀荣 (Terry Yiu Wing Ng)
文学硕士

加拿大政府认证移问顾问
香港律师

M.A, CCIC, FCM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