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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igrants’ World

加拿大温哥华福利与支出比较
加拿大温哥华——怡人的气候和得天独厚的自
然美景，使它成为最适合享受生活主义者的乐园，多
次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温哥华居民
人种中有着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不论是何种种
族，在当地不会有人觉得你是外国人。
加拿大温哥华地区包括温哥华及周边17个市面积
2930平方公里，总人口约200万人，其中亚裔包括华人
占20%以上。
福利——政府房
加拿大政府每年都拨款建造大批的政府房，由政
府委托的专门公司管理，以极低的价格出租。原则上
任何人都可以申请，但它的特殊收费方式把有钱人自
动排除在外，基本收费原则是按收入的百分比交租，

通常是月收入的25—30%。收入低家庭申请比较合算
了。中国人申请政府房的人很少。中国人为了孩子宁
可多花点钱，也要找一个“好地区”。
福利——配偶津贴
如果符合下列条件，你亦可领取配偶津贴，这是
用来额外津贴那些只靠一份高龄保障退休金为生的夫
妇的:
年届60岁与65岁之间、配偶为领取高龄保障人
士。
总收入不超过规定的数额。
在18岁之后在加拿大居住至少10年。该津贴须按
年度重新申请。此项津贴可继续发放，直至你再婚或
年届65岁为止，甚至配偶去世这项津贴仍可继续发放

给你。
福利——社会福利金
用于保证每个加拿大人能保持一个基本的生活
标准，即有吃有住有穿，没有收入，而且银行存款在
1000加元以下的每个人都能申请到这笔钱，单身人士
可获每月500—700加元，三口之家可有1100—1300加
元左右，如果一直没有工作，则可以永远拿下去。但
请注意，新移民通常在前6个月内是不能领这笔钱的。
提醒：供车款（按照3万块含税新车开5年来算，
6000元/年，500元/月，如果买个好点的van就超标很
多了），汽油、换新、保险等，每个车每个月最低
1000元。那么就是11000元/月了。
（编辑：栗天瑞）

硕博士生申请移民新途径

又到了毕业的季节了！许多国际留学
生来向我查询如何申请移民。我也经常帮
留学生注意政府的新政策，希望帮这些优
秀的学生顺利留下来。
来自北京的刘同学问：我今年就要
完成我的硕士学位了，最近正为接下来该
如何申请移民而烦恼。看了许多材料，可
是还是没搞清楚哪一个选择最快又最适合
我。最近又听朋友说政府宣布了新的省提
名计划，最优惠国际留学生，但到底是卑
诗省还是安省的计划比较好？
江文珊答：对于留学生来说，省提名
这个项目是最可行也是最快捷的，卑诗省

在5月29日，就已经宣布对硕士及博士留学
生放宽PNP，然而只针对医疗、自然及应
用科学方面的研究生。之前安省政府在4
月27日就已经宣布准许留学博士毕业生，
在未找到工作前也可申请成为加国永久居
民。
6月14日，安省政府对省提名的项目
做了些修改，新政策可让硕士毕业生，在
无工作、无雇主的情况下，直接申请移
民，对所有的留学研究生敞开大门，相信
许多中国学生将受惠于新计划。
江文姗表示，比起卑诗省，虽然安
省的新政策晚了几周才出炉，但是安省的

政策更为宽松，无专业限制，对所有研究
生都很公平。不知安省是否受到先前卑诗
的政策激励，才做出反应，迎头赶上？
不过，申请人需要展示财力证明，单身
人士至少要有$11,086，夫妻俩存款只需
$13,801。然而，还是有英语能力的要求，
雅思考试成绩至少要有7分；对于博士生及
大学生就没有这项要求，显然政府也注重
将来这些硕士生如何融入本地社会。
但是至少这些硕士生在未找到雇主的
情况下，可以先申请移民，在慢慢找到适
合的工作，发挥所长，总比急急忙忙开始
一段不适合自己的工作，再来换工作还要

S2移民法律奇案精选

结婚移民新法即将实施

好，这对刚进入职场的新鲜人，提供了一
个缓冲期。另外，这些高技能的毕业生可
以帮助安省提升竞争力。相信这项新政策
会为安省带来更多国际留学生，可以与澳
洲等地竞争。
关于作者：达投资移民集团总裁江文
珊女士，曾任加拿大联邦移民局法官。是
加拿大移民顾问协会特许注册顾问和加拿
大注册会计师，这些认证使她拥有独一无
二的解决各种复杂案件的能力。她处理广
泛的移民案件，帮助办理枫叶卡，提供公
民入籍考试培训。江女士常被主流报章和
杂志采访。
如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致电416-9793322，或发送您的问题到电子信箱：info@
cicvisa.Com联系江女士。

最新加急枫叶卡申请的好消息！
——两周快速换领枫叶卡

真结婚亦可被拒签！

后，应可以看到处理时间开始缩短。
如果需要紧急出国，应该如何处理？
有些申请人已送出申请，却还未被处理的个案，但
因临时需要紧急出国，寻求嘉德移民律师帮忙。嘉德移民
律师指出，已送出申请的人士，如果突然有紧急事故必须
出国，可以在申请当中与移民部联系，移民部会有专人提
供紧急发卡服务。不过，紧急事故出国的理由，并不包括
出国旅行，必须是家有急事这类理由。嘉德移民律师认
为，暂时移民部还无法明确告知，何时枫叶卡换卡申请时
间才能开始缩短，必须要看新增人手训练完成，投入工作
的进度是否顺利。嘉德移民律师指出，枫叶卡换卡时间太
长，已严重影响中国移民返回国内探亲、甚至是来往加拿
大及中国两地经商的计划，一些没想到需要等这么久的移
民，由于枫叶卡问题，不得不改变出行计划。嘉德移民律
师也因此接到愈来愈多求助个案，盼能藉提出紧急理由，
得到快速发卡机会。

理，在过情中移民法官和移民部问了陈女士很多
问题，以下是其中一些问答：
问：为什么结婚后你便没有再去过中国探望
赵先生？
答：因为乘坐飞机会令我身体极度不适，所
以没有再去过中国。
问：你回到加拿大后用什幺方式与赵先生联
系，多少次？
答：用电话和写信。电话平均一周两次，写
信平均两周一次。
问：你比赵先生大5岁，这对你们有什么影
响？
答：无不良影响，年龄不重要。
问：婚姻对你们重要吗？
答：非常重要，因为代表爱和共同生活。
问：匿名信的内容是否真的？
答：不是真的，匿名信可能是赵先生的前妻
写的。
在聆讯中，法官和移民部亦用电话问了赵先
生不少问题，以下是其中一些问答：
问：你与陈女士结婚是因为你想移民加拿
大？
答：不。如果陈女士愿意来中国居住，我也
会与她结婚。
问：你与陈女士结婚是因为你希望你的两个
儿子可移民加拿大？
答：不。
问：匿名信的内容是否真的？
答：不是真的，不知是谁写的。
问：你爱陈女士还是加拿大？
答：当然是陈女士。
问：还有什么补充？
答：很挂念爱人（陈女士）。
其它问题是围绕两人对对方的认识程度有多
深，及有什幺共通点等。陈女士和赵先生都对答
如流。结果，赵先生的移民申请获批了。
根据最近的案例，移民官会考虑以下7大因
素，去裁定是否批准结婚移民申请：
1）双方是否诚实（Credibility），
2 ） 结 婚 双 方 是 否 “ 门 当 户 对 ”
（Compatibility）， 例如年龄、语言、教育背景、
宗教信仰等是否配合；
3）双方的沟通情况（Communication），例
如方式，频密度等；
4）相互认知程度（Knowledge）；
5）到对方国家探访对方的次数（Visits）；
6）婚姻关系的发展情况（Development）；
7）移民动机（Motivation）。
（此文由S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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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305-3113）
1-416-838-0220

虽然加拿大移民部在本月初宣布，将增聘160名人手
处理枫叶卡换发新卡申请，但暂时仍无法缩短处理时间，
移民部最近公布枫叶卡换卡时间高达225天，即需要等候
长达7个多月，所需时间是去年同期的4倍。大部分枫叶卡
换领人都认为等候时间太长，特别是令很多中国移民回国
探亲或经商面对困难。
据嘉德移民律师调查，加拿大移民部已在8月初确定
增聘160人，这些人是在今年3月底因临时拨款到期而遭到
解雇，是令枫叶卡换卡进度落后，产生大量积压原因。嘉
德移民律师认为，由于新人手还未到位，以致现在的换卡
申请处理时间，仍是愈来愈久，但相信在经过一段时间

嘉德法律移民是加拿大最具规模，实力与信誉的专
业移民服务机构之一，总部设在多伦多，在中国设有分
部。针对目前急于出境的永久居民或需要必须紧急返加的
海外永久居民，申请枫叶卡加急处理或办理返加的旅行证
件。每一例申请案件均由专业顾问及律师认真评估审核，
以保证高成功率。
多伦多咨询热线：905-477-7888, 416-6186833，416-898-2616
北美免费咨询热线：1-866-518-1680
中心总部：7077 KENNEDY RD., SUITE 210,
MARKHAM, ON L3R 0N8 CANADA
（太古广场旁，TD银行楼上）

花旗参· 野山参

东北人屋顶

百分之百安省花旗参
保证质优价廉平靓正
每磅$3起 礼盒装$7

屋顶翻新 斜顶 平顶 商业 住宅
承接各项工程
清理更换水涧（专业补漏）
全房铝片翻新
免费评估 十年手工保修
多名师傅拥有熟练的技术和
丰富的经验
选用名牌IKO材料 25年 30年 40年

20-60年野生花旗参出售

416-986-7788

David Hu：647-204-4111

盛世移民

(905)940-1010
www.asicic.com
epsenseinc@yahoo.ca

留学中心 诚信为本·说到做到

续枫叶卡 经验移民 被拒上诉 过期签证
无需移民监
经验顾问主理

有无工作经验均可
留学生移民捷径

结婚无理被拒
上诉一次成功

快速回复身份
专家设计申请方案

投资移民 技术移民 结婚移民 留学签证
注册会计协同顾问
专业打造，政府支持

任何职业（非29类）
特别加分AEO 10-15

留学签证

◆ 大公司担保，安全可靠
◆ 无需居住要求
◆ 无需资金担保
◆ 八个月全家移民

商业移民

亲属移民

留学签证保证成功
否则全额退款

被拒、超龄、少资金
各类困难疑难签证

◆ 无收入、低收入担保父母
◆ 父母探亲签证，5年多次往返
◆ 超龄子女、兄妹等亲属担保
◆ 特快境内外配偶子女移民
◆ 被拒记录、再婚申请面试通过

境内厨师延工
签及转移民
境内保姆轻松工作转移民

劳工签证
◆ 100%真实雇主委托，10-16周获签
◆ 9个月后全家移民
◆ 配偶子女陪同签证
◆ 厨师、保姆、护士、机修工等

惊爆价
900

偶

担保配

推出

◆ 好消息：魁省投资放宽政策！
◆ 资金来源放宽，职业放宽，时间缩短
◆ 各类自雇移民，专业顾问权威包装
◆ 企业家，商业计划书，取消条件
◆ 各省PNP投资移民-总有合适您的

吴耀荣（Terry Yiu Wing Ng）
文学硕士
加拿大重负认证疑问顾问
香港律师
M.A,CCIC,FCMI

一条龙跟踪服务
直到获得枫叶卡

安省省提名（PNP）

◆ 三周获证，免英文，年龄不限
◆ 往返、延签、转学、转签配套免费
◆ 学签过期被拒恢复身份，无需离境
◆ 在校留学生快速移民通道
◆ 毕业生转工作签证1天完成

隆重

最快的移民方式，可算是结婚移民了，原因
是加拿大移民部极度重视家庭团聚，尤其是对配
偶移民申请，政策是会优先处理的。配偶移民申
请的处理时间平均为4—13个月，有些地方如北京
等，更短至两个月。
加拿大移民部长康尼（Jason Kenney）最近
表示，每年有成千上万以夫妻团聚为由申请赴加
的案例，其中一半因为虚假婚姻被拒，可见这类
“商业婚姻”（Commercial Marriage）的问题日益
严重。
为了打击以虚假婚姻方法达成移民途径的问
题，加拿大即将修改法例，阻截假结婚移民。新
的法例已登宪报，据了解，新的法例将会非常严
苛，严苛程度可能会导致真结婚的移民申请，也
有可能被拒签。
现行的《移民及难民保护规则》第四条规
定，如果婚姻关系是假的，而建立关系的主要目
的，是令另一方可以获得移民身份，那么，移民
部是不承认该关系及可以拒绝移民申请的。亦即
是说，移民官要肯定两个拒签的元素成立，才可
以拒签。第一个元素是：婚姻关系是假的；第二
个元素是：建立关系的主要目的，是令另一方可
以获得移民身份。如果只是其中一个元素成立，
移民官是不能拒签的。例如，婚姻的一方（甲
方），因为希望移民加拿大，而与一名加拿大公
民（乙方）结婚。甲方并不是真心钟情乙方的，
不过，乙方不知道甲方的内心世界，以为他们是
真心相爱。这样的情况，虽然甲方与乙方结婚的
唯一目的，是移民加拿大，但是，移民官是不能
拒绝甲方的移民申请。
新的法例就不同了。其实新的法例只是将有
关条文中的 “及” 字改成“或”字，但效果就完
全不同了。新的法例实施后，只要上述的其中一
个元素成立，移民官就可以拒签了。这种改变，
不但会有效打击假结婚的移民申请，而且更可能
矫枉过正，导致真结婚的移民申请，也被拒绝。
例如：甲方是加拿大公民而乙方是中国公民，甲
方在中国公干时认识了乙方，他们是真心相爱的
情侣, 而且同居了半年，后来乙方因为想尽快移
民到加拿大过新生活，而与甲方注册结婚。乙方
的移民申请，是会受到新条文的限制而遭到拒绝
的。
相对来说，现在的条文是宽松很多，以下是
真实案例：
陈女士，51岁，高中学历。十多年前以未
婚妻的身份移民到加拿大（之前陈女士已育有一
名私生儿子），来加后便与当时的未婚夫注册结
婚，不过，两年后便离婚。陈女士是一名发型
师。有一天，陈女士的一名熟客来光顾，二人闲
谈间谈及陈女士再婚的问题，熟客说可介绍表弟
赵先生给陈女士认识。赵先生46岁（比陈女士小
五岁），初中学历，在中国居住，亦已离婚，育
有两名儿子，曾当过推销员、裁缝及一般工人。
在熟客的穿针引线下，赵先生便通过电话，第一
次与陈女士联系。之后，双方不时通过电话谈天
说地。双方都觉得无论是嗜好、性格及背境等都
很接近。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赵先生便用电话向陈女
士求婚，陈女士欣然答认。
14天后，陈女士乘飞机前往赵先生的家乡，
福建，二人正式第一次会面。
又过了四天，二人便在当地注册结婚。注册
结婚三天后，他们举行了婚宴。
翌日，二人便往一景点渡蜜月，为期三天。
之后，陈女士便立刻返回加拿大。
陈女士回到加拿大后，立即以结婚类别方式
申请其新婚丈夫赵先生移民加拿大。
移民部在审核申请期间，收到一封匿名信，
指陈女士与赵先生的婚姻是假的，又称如果陈女
士能成功帮助赵先生来加拿大，她便可获十万美
元报酬。
赵先生的移民申请，后来由移民法官亲自审

图片来源：搜狐论坛

其他服务
◆ 难民、人道、风险评估
◆ 机场保释，第二天保出
◆ 特快美签，1周内排期
◆ 入籍辅导，模拟考试

盛世移民团队简介：
◆ 数名首批注册顾问（CSIC）
◆ 数名注册精英会计；
◆ 专业、素质移民专家等

7240 Woodbine Ave. Unit 210 Woodbine 夹 Steelscase 西北角
大量免费车位 FAX:(905)940-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