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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爾及郝頓就業發展組有幸向您提供2009 年
版皮爾及郝頓市新移民服務指南。本指南於
2007 年4 月首次印發。
本修改後的版本內容是與皮爾及郝頓區
新移民服務機構的管理人員及前台工作人
員共同合作撰寫而成的。最重要的是, 信
息是從新移民那裡匯聚的, 因為他們是本指南
最主要的使用者。多方面的咨詢和小組討論給
了我們很大啓發， 是本指南内容的基礎。
皮爾及郝頓就業發展組特此感謝加拿大公民及移民局為本項目
提供資金贊助。這一贊助使我們能夠修改指南， 將其翻譯成法
語、旁遮普語和中文， 並加有圖像設計, 印製發行了105,000
本。
以下合作夥伴在撰寫本指南過程中代表並參與了顧問委員會的
工作, 我們謹此致謝:
• 就業通途 (ACCES) 服務機構
• 天主教跨文化服務機構
• COSTI移民服務機構
• 狄克西部羅爾 (Dixie Bloor) 社區中心
• 郝頓多元文化理事會
• 謝里頓 (Sheridan) 技術與高等學術學院
我們謹希望本指南能夠為你們提供良好的服務, 歡迎你們提供任
何反饋意見。
皮爾及郝頓就業發展組
莎 利 尼 . 達 .昆 哈執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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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處安家

歡迎前來皮爾及郝頓

有關您的地區及城市

商業機構:
您必須支付您購買的產品 / 服務。本指南
中只列有少數一些商業機構。

您並不是唯一有這種感覺的人。

非營利性機構:

本指南就是為了幫助您和家人而撰寫的,
這本指南幫助您儘快找到在新社區生活所
需要的機構團體和資源。本指南將許多提
供免費幫助的機構團體列入細表。

我們在本指南中列有很多非營利性組織。
這些組織從政府或靠捐款獲得資金, 以幫
助住在社區的人們。他們免費提供服務,
但不是所有人都可能獲得這種服務; 您必
須“符合”條件, 即他們列有規定他們可
以幫助哪些人, 不可以幫助哪些人 (例如,
如果一個項目是從政府那裡獲得資金來幫
助婦女, 那麼他們只能幫助婦女。)

在加拿大, 您可以選擇一切靠自己,
但您也可以選擇找人幫忙。
在新的城市裡, 您將會擁有愉快的日子,
也會遇到艱難的日子。愉快的日子里, 您
難以想像去別的地方生活; 也會有那些使
您想“返回”故鄉的日子。有些日子您會
想自己獨擋一面; 但是也有時您會需要別
人的幫助。本指南當中所列的機構團體的
工作就是幫助您更順利地融入加拿大的生
活。

政府
各級政府都提供服務。有時政府直接提供
服務 (例如, 當您失去工作的時候, 提供“
失業保險”), 但是政府常常把資金提供給
“非營利性”機構提供服務。我們在本指
南中列有一些政府機構。

“我們可能是
乘坐不同的輪
船來的,
但是現在我們
都在同一條船
上了。 ”
小馬丁 . 路德 .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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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您的地區及城市

歡迎前來皮爾及郝頓

在安大略省, 有各種不同的組織可以幫
助您。

初來乍到這段時間在您的生活中就象是一
次探險， 認識新的人, 學習一種不同的語
言和文化。這一段時間您也可能感到恐懼
和孤獨; 搬到一個新國家需要做的事情太
多了。

“如果沒有問寒問暖的
感覺,
也沒有社區的感覺。”
安東尼 . 達 . 安吉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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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處安家
有關您的地區及城市

有關您的地區及城市

如果您住在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柏姆頓 (Brampton) 或卡
爾頓 (Caledon), 您就住在皮爾區 (Peel)。

這一級政府為全加拿大提供服務, 負責公民事務, 外交政策, 國
防, 貨幣, 銀行, 郵政等項事務。

皮爾區 (Peel)

柏姆頓市 (Brampton)

905-791-7800

www.region.peel.on.ca

905-874-2000
TTY 905-874-2130
(聾啞人助聽電話)

密西沙加市 (Mississauga)

www.brampton.ca

905-896-5000
TTY 905-896-5151
(聾啞人助聽電話)

卡爾頓鎮 (Caledon)

1-800-O CANADA (1-800-622-6232)
www.canada.gc.ca
省政府

www.mississauga.ca

這一級政府負責健康, 兒童福利, 市政府, 高速公路, 勞工, 教育
等。每一個省或自治區都擁有本省/本自治區政府。
或 416-326-1234 or 1-800-267-8097

TTY 416-325-3408 or TTY 1-800-268-7095 (聾啞人助聽電話)
www.ontario.ca

www.town.caledon.on.ca

如果您住在柏灵頓 (Burlington), 郝頓山 (Halton Hills), 密爾頓
(Milton) 或歐克維爾 (Oakville), 您就住在郝頓區 (Halton)。
郝頓區 (Halton)

密爾頓鎮 (Milton)

1-866-442-5866
TTY 905-827-9833
(聾啞人助聽電話)

905-878-7252 or
1-800-418-5494
TTY 905-878-1657
(聾啞人助聽電話)

市政府

www.halton.ca

這一級政府處在本地級別, 負責消防隊, 警察, 圖書館, 交通, 當
地健康問題, 垃圾處理等工作。有許多地方級別的政府被劃分為
“區”政府。

柏灵頓市 (Burlington)

您知道您住在哪一個區嗎?

歐克維爾鎮 (Oakville)

www.milton.ca
905-335-7777 or
1-877-213-3609

www.burlington.ca

905-845-6601
TTY 905-338-4200
(聾啞人助聽電話)

www.oakvill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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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584-2272 or
1-888-CALEDON

有關您的地區及城市

有關您的地區及城市

在加拿大有三級政府:
聯邦政府

郝頓山鎮 (Halton Hills)
905-873-2601

www.town.halton-hills.on.ca

您知道嗎
當您看到一個電話號碼前邊有TTY的字母時,
這意味著這是一個特殊的電話號碼, 專門為聾
啞人或失去聽力的人準備的。TTY的意思是
“電傳打字電報機”。
這是一台小型機器, 人們可以用它打字而不是
在電話上對講。如果您沒有這種機器或沒有失
去聽力, 就不要打TTY電話號碼。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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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加後最初幾周

皮爾區及郝頓區地圖

在哪裡找到幫助和信息

卡爾頓 (Caledon)

新移民信息中心

信息網頁

柏姆頓 (Brampton)

新到安大略省:
www.settlement.org
www.ontarioimmigration.ca

www.tcet.com/nic

柏姆頓
(Brampton)

郝頓山

密西沙加

(Halton Hills)

(Mississauga)

263 Queen Street East, Unit 14,
905-595-0722, ext. 4000

柏姆頓 (Brampton)
7700 Hurontario Street, Suite 300,
905-457-4747, ext. 3013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密爾頓
(Milton)

歐克維爾

2 Robert Speck Pkwy Suite 800,
905-279-0024, ext. 1266

(Oakville)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柏灵頓

3233 Brandon Gate Drive, Unit 7,
905- 677-0007, ext. 233

(Burlington)

皮爾 - 郝頓地圖 SPCP 繪製

©

卡爾頓 (Caledon) 設在卡爾頓圖書館 (星
期二開放), 詳情致電: 416-458-9624

歐克維爾 (Oakville) Oakville Mews Mall,
171 Speers Road, Unit 20,
416-524-3085

請致電 211

希望了解皮爾或郝頓區有關項目
和服務等非緊急信息, 請致電以
上電話號碼。
您可以跟一位可以幫助您的人講
話, 也可以上網查詢:

www.211ontari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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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到皮爾區:
www.immigrationpeel.ca

在哪裡找到幫助和信息

皮爾區及郝頓區地圖

皮爾區 (Peel Region)
郝頓區 (Halton Region)

請給以下任何一個信息中心打電話或親訪, 或者參看其中任何一
個網頁; 所有中心都提供您社區的居住和工作的信息。這些中心
也都配有工作人員 (有些可以講您的語言), 可以迅速幫助您找到
您需要的信息。

非營利性機構名單
皮爾區：

http://peel.cioc.ca
非營利性機構名單
郝頓區：

www.hipinfo.info

信息是靈感的種子，
只有澆水才能生長。
漢玆 . 伯根

溫馨提示

您需要使用計算機和上網嗎 ？
您可以到很多地方免費使用計算
機。
比如您可以到當地圖書館、就業
資源中心, 或查詢本指南中12 頁
上列出的“定居”服務機構。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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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加後最初幾周

抵加後最初幾周

本地報紙

圖書館

查找您自己的語言的報紙， 請參看： www.nepmcc.ca
柏姆頓護衛報

獨立與自由報

(Brampton Guardian)

(喬治城 Georgetown)

www.northpeel.com

www.independentfreepress.com

柏灵頓郵報

密西沙加新聞
www.mississauganews.com

(Burlington Post)

www.burlingtonpost.com
加拿大冠軍報 (密爾頓)
(The Canadian Champion
- Milton)

多倫多星報
(Toronto Star)

www.thestar.com

歐克維爾河狸報
(Oakville Beaver)

環球郵報
www.theglobeand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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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姆頓 (Brampton)
圖書館 - 四角分館
65 Queen Street East,
905-793-4636

www.bramlib.on.ca

柏灵頓 (Burlington)
公共圖書館 - 中心館
2331 New Street,
905-639-3611

www.bpl.on.ca

卡爾頓 (Caledon) - 阿
爾邊 (Albion) / 波頓
(Bolton) 分館
150 Queen Street South,
905-857-1400

www.caledon.library.on.ca

網上資源
您可以找到全加拿大和全球範圍
內的報紙。請查閱：
www.world-newspapers.com/ontario.html

密爾頓 (Milton) 公共圖
書館
45 Bruce Street,
905-875-2665

www.mpl.on.ca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郝頓山 (Halton Hills) 公
共圖書館 - 喬治城
(Georgetown) 分館

圖書館 - 中心館

9 Church Street,
905-873-2681

www.mississauga.ca/portal/
residents/library

www.library.hhpl.on.ca

多倫多太陽報

www.torontosun.com

www.haltonsearch.com

當地圖書館是您獲取信息最好的地方, 用一用計算機, 休息一下,
並開心一下。這是各年齡組的人都可以享受的地方。以下是“
中心” 圖書館的名單, 此外還有很多分館。與您的城鎮圖書館
聯繫, 找到離您最近的圖書館。

“圖書是您最安靜最長久的朋友;
是您最容易獲得和最聰明的顧問;
也是您最耐心的老師。”

圖書館

本地報紙

了解加拿大文化和您的城鎮中正發生的事情的最好的辦法之一
就是閱讀報紙。請不要忘記閱讀商業信息部分; 您可以了解到很
多有關公司和就業機會的消息。

301 Burnhamthorpe Road
West, 905-615-3500

歐克維爾 (Oakville)
公共圖書館 - 中心館
120 Navy Street,
905-815-2042

www.opl.on.ca

查理斯 W 艾利愛特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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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加後最初幾周
使用您自己的語言得到幫助

皮爾區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阿富汗婦女組織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

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柏姆頓社區資源中心

柏姆頓 (Brampton) : 30 Kennedy Road South,
Unit 14, 905-453-4622

3050 Confederation Parkway,
Mezzanine 1,
905-279-3679 轉 22

柏姆頓 (Brampton) : Kennedy Square Mall, 50

www.afghanwomen.org

柏姆頓 (Brampton) : Springdale Village Plaza,

皮爾非洲社區服務機構

2260 Bovaird Drive East, Unit 101,
905-792-1641

柏姆頓 (Brampton) : 20 Nelson Street,
Lower Level, Suite 102,
905-460-9514

www.africancommunityservices.com

澳德麥克斯公司 (Audmax Inc.)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

Emerald Centre, 10 Kingsbridge Garden
Circle, Suite 501, 905-615-1188

www.audmaxinc.com

柏姆頓多元文化社區中心

柏姆頓 (Brampton) : 150 Central Park Drive,
Suite 107, 905-790-8482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
3190 Ridgeway Drive, Unit 35,
905-828-1328

www.bmccentre.org

Kennedy Road South, Unit 24, 905-452-1262

皮爾多元文化理事會

Malton Community Centre,
3540 Morning Star Drive, 905-677-6270
柏姆頓 (Brampton): 3975 Cottrelle Blvd,
Units 8,9,10, 905-794-7111

Christian Academy Building,
6630 Turner Valley Road,
905-819-1144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www.mnsinfo.org

皮爾區新移民中心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165 Dundas Street West,
Suite 200, 905-306-0577, 轉 227

www.palc.ca

皮爾專業評估服務公司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天主教跨文化服務機構

www.peelcareer.com

柏姆頓 (Brampton) : 8 Nelson Street West,
Suite 302, 905-457-7740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 3660 Hurontario
Street, 7th Floor, 905-273-4140

www.ccspeel.org

狄克西部羅爾 (Dixie Bloor) 社區
中心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

1420 Burnhamthorpe Road East, Unit 315,
905-629-1873

www.dixiebloor.ca

皮爾印度彩虹社區服務機構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3038 Hurontario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Meadowvale

www.peelmc.com

多元文化移民與社區服務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Sheridan Centre, Lower Level,
2225 Erin Mills Parkway, 905-403-8860

www.polycultural.org

跨文化社區服務協會 (TCCSA)

975 Meyerside Drive,
905-670-1967

www.indiarainbow.org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摩頓 (Malton) 社區服務機構

www.bnrc.org

Street, Suite 206, 905-275-2369
柏姆頓 (Brampton) : 9446 McLaughlin Road
North, Unit 1, 905-454-2598
柏姆頓 (Brampton) : 21 Regan Road, Units H
& I, 905-459-4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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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繼上頁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皮爾區

888 Dundas Street East, Unit B6-1,
905-615-9500

使用您自己的語言得到幫助

使用您自己的語言得到幫助

在新的國家開始新的生活可能是很困難的; 需要做的事情太
多了。有很多機構可以幫助您, 而且全部免費。我們把這種機
構叫作“定居”機構, 他們可以在幾乎每一件你定居需要做的
事情上幫助您。很多定居機構雇用了可以用您的母語和英語講
話的職員。當您跟一位定居職員講話的時候, 他或她會將您個
人信息保密。

使用您自己的語言得到幫助

www.tccsa.on.ca

柏灵頓, 歐克維爾, 密爾頓, 郝頓山 (Burlington, Oakville, Milton, Halton Hills) 郝頓區

郝頓多元文化理事會
歐克維爾 (Oakville): 1092 Speers Road,
905-842-2486, 轉 225

www.halton-multicultural.org

“總會有人 在那裡幫助
我們， 在我們的路途上引
導我們,
但是學到什麽則在於我們
自己。”

技能發展與培訓中心
柏灵頓 (Burlington):

湖灣地區培訓中心
(Bay Area Learning Centre, )
860 Harrington Court,
905-333-3499 轉196
密爾頓 (Milton): Southview Plaza,
550 Ontario Street, 905-693-8103 ext. 204
歐克維爾 (Oakville): Pilgrim's Way Plaza,
1395 Abbeywood Drive, 905-847-8345 轉 2

www.thecentre.on.ca

作者不詳

您知道嗎?
在加拿大, 尋找幫助是很正常的。幾乎每個人、不僅是新來加拿
大的移民、使用組織機構的幫助尋找工作， 或為他們的家人尋
求幫助， 或尋求其他幫助。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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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加後最初幾周

抵加後最初幾周

找住處

找住處
買房 – 獨立屋 / 高層公寓

“住房” 的成本將是您最大的開支, 花一些時間找到適合您家
人需求並且經濟上能承受的住房, 在簽署契約前, 找人幫助您讀
清楚合同, 千萬不要簽署您並不滿意的租約。

買房可通過地產經紀或個人直接購買。大部分人雇用地產經
紀。您可以通過熟人介紹找地產經紀, 也可以在看到某間房
屋掛牌“出售” 時, 與掛牌上的經紀直接連絡; 您也可以直
接上網查看: www.mls.ca 網頁, 在“地產搜尋” 那一欄中點擊
尋找。

您租房時, 您需要預先支付“第一個和最後一個月的房款”; 這
就是說您必須一次性提前支付兩個月的租房金額。很多房屋租
賃條件是至少租賃一年, 這叫作“租賃協議”。在租賃協議中,
您被稱作“租賃方”, 房屋業主被稱作“房主”。

您可以通過以下方式找住處：
•找到能用您語言溝通的幫助; 請參看12 頁上“安居”機構的
名單, 他們可以幫助您比較好地了解您的城市里租房的情況
•閱讀本地報紙; 在“分類廣告”中尋找
•問您認識的人
•在您想居住的地方開車或步行看一看; 在您的地區看一看公
寓樓房, 寫下那些您想查看的公寓樓房的電話號碼; 您可以直
接給他們打電話, 並預約看房。

“你跟我要做的
最重要的事情都在
我們自己家的四面
牆之内。”
哈羅德 .B . 李

網上資源
要想了解您作為租賃方 (租客) 的權
利, 請參看
www.settlement.org/site/HO/rights.asp

找住處

找住處

租住一間公寓 / 獨立房屋 / 高層公寓

如果想了解如何買房, 請參看以下任何網址;
加拿大新移民房屋指南 (免費信息)

www.cmhc.ca/en/co/buho/index.cfm 或 致電 1-800-668-2642
您也可以參看 www.settlement.org/site/HO/buyahouse.asp

您知道嗎
您的業主必須要等12 個月以後才能抬高一次
您的房租, 而且加租必須提前90 天通知您。
•
如果您按月支付房租, 業主只能向您收一個
月的房租作爲押金;
如果您按周支付房租, 業主只能向您收一周
的房租作爲押金。
•
當您搬出去的時候, 您必須帶走所有的的東
西, 否則, 業主有權售賣、保留、出讓或清除
您遺留下的任何東西。
•
在您搬走的時候, 請記住要您的業主支付您
最後一個月房租 （即提前支付的押金）的利
息。

有關租房的細節, 請參看
www.settlement.org/site/HO/renting.as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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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加後最初幾周

抵加後最初幾周

找住處

購買電話 / 移動電話
家庭電話

個人及家庭屬於低收入者, 並支付不起一間公寓所有房租的時候
, 有可能可以享受房屋“住房補貼”。這意味著如果您沒有足夠
的錢, 政府將會幫助您支付房租, 有以下四種補貼住房方式：

安大略省三間最大的電話公司
是:
加拿大貝爾電話公司
(Bell Canada)

•非營利性住房 – 由非營利性機構擁有並管理 (例如教堂)
•合作性住房 – 沒有業主; 房屋由住在合作房內的人員叫作
“租賃方” 管理
•公共房屋 – 由政府擁有並管理; 許多人等上10 多年才會分
配到一套公房
•租房補貼 – 租賃方用他/她自己30% 的收入支付房租, 政府
再向業主支付其餘的房租金額差價, 作為“補貼”
如果需要更多幫助, 請參看本指南12 頁“抵加後最初幾周 - 找
到使用您自己語言的幫助”部分所列舉的“安居”機構。
您也可以與政府負責補貼住房的機構聯絡:
皮爾區住房聯絡處 (PATH)
柏姆頓 (Brampton): 5 Wellington Street East,
905-453-1300

www.peelregion.ca/housing
郝頓社區住房聯絡處 (HATCH)
歐克維爾 (Oakville): 1151 Bronte Road,
905-825-6000 或1-866-442-5866

www.halton.ca/scs/Housing/hatch

www.bell.ca
310-2355 (無區號)
羅傑斯電話公司
(Rogers)

www.rogers.com
1-888-764-3771

Cogeco
www.cogeco.com
905-333-5343
購買電話以前, 您應該有以下
考慮：
•您可以買“一套系統”, 也
就是說您在購買電話的同時,
也可以包含上網服務以及移
動電話整套系統， (這樣可能
更便宜)。

如果您還沒有長久固定住所,
您可以先買一部移動電話(也叫
作“手機”)。就像辦任何事情
一樣, 在您簽訂一個電話合同
前, 先找到一些幫助, 獲得大量
信息, 因爲這個合同可能持續
幾年。今天您有非常多的選擇;
保證您購買您真想要並且可以
支付得起的服務。
請參看以下網址, 可將移動電
話和價格作一個比較:
www.cellphones.ca

購買電話 / 移動電話

找住處

房屋補貼

長途電話
您需要打多少長途電話, 請考
慮以下內容:
•和您的家庭電話捆綁按月交
費
•購買長途電話卡; 很多商店,
包括“少數民族”食品商店
都出售長話卡

•買電話時, 可能有很多“附
加”產品, 您也許想要, 也許
不想要; 選擇時務必小心; 您
不必購買商家向您推銷的所
有產品。
您知道嗎?
當您聆聽自動電話系統時, 您可能聽到錄音說“請按
井字鍵”, 這就是您電話上顯示的 (#) 井字鍵。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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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加後最初幾周

抵加後最初幾周

開設銀行帳戶

在安大略省有四種不同的政府的校區教育局, 您可以跟任
何一個校區教育局聯絡為您的孩子註冊入學。
英語公立學校
皮爾校區教育局

請致電我們歡迎世界中心
預約:905-366-8791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100 Elm Drive West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3131 Morning Star Drive

柏姆頓 (Brampton):
25 Kings Cross

郝頓校區教育局

請致電; 905-335-3663,
轉 3240

孩子註冊上學

英語天主教學校
達福林 (Dufferin) -皮
爾 (Peel) 天主教校區
教育局

法語公立學校
Conseil scolaire de district
du Centre-Sud-Ouest

柏姆頓 (Brampton):

法語天主教學校
Conseil scolaire de district
catholique Centre-Sud

請致電 新移民接待及評估
中心 預約:905-361-2344
St. Isaac Jogues 小學,
300 Great Lakes Drive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St. Veronica 小學,
680 Novo Star Drive

郝頓天主教校區教
育局
請致電; 905-632-6300 或
1-800-741-8382

孩子註冊上學

在安大略省, 所有6 到 18 歲的青少年兒童都必須上學; 您的移
民狀況不能影響孩子就學。 除非您的孩子上的是 “私立” 學
校, 安大略省的教育到高中畢業為止全部為免費義務教育。

請致電; 416-614-0844 或
1-888-538-1702

請致電; 1-800-274-3764,
轉 3600
在安大略省也有私立學校,
但是您必須自己支付孩子
上學的費用。詳情請參看
有關安大略省私立學校及
教育信息: www.edu.gov.on.ca

孩子註冊上學, 您可以做以下的事情：

防疫注射

•從本指南中找到“安居” 機構之一, 尋求幫助, 請參看第12
頁。

也叫作｀打預防針’, 預防針拯救生命, 防止患嚴重疾病。在
安大略省就學的兒童, 法律規定必須有書面的預防針紀錄或者
注射過預防針的證明。當您為孩子註冊入學時, 您必須提供這
一文件。如果您有孩子的健康卡, 跟您的家庭醫生聯絡, 安排給
您的孩子注射預防針。

•給您所住的區 (皮爾或郝頓) 的校區教育局打電話。
請參看下頁。
• 如果您住在一間學校附近, 去學校里直接詢問。

孩子註冊上學

開設銀行帳戶

開銀行帳戶不需要有工作, 而且您也不需要馬上把錢存入帳戶
里。在加拿大您擁有開設銀行帳戶的權利。但是您必須親自去
您自己選擇的銀行, 出示身分證, 填寫表格。銀行會向您解釋
您可以開設的不同帳戶, 您應該問很多問題, 選擇最適合您的
帳戶。記住要問銀行的收費標準, 根據您在銀行帳戶里存儲的
金額多少, 您有可能不需要支付銀行費用, 詢問您的家人和朋
友, 哪一間銀行更適合您, 基本上在加拿大大部分銀行都同樣;
他們只不過提供不同種類的客戶服務, 費用等。

孩子註冊上學

如果您沒有健康卡, 您可以給您本地公共健康局打電話:
皮爾區
皮爾公共健康局
905-799-7700;
要求與一個打預防針的護士講話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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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頓區
郝頓區健康署

(如果您住在郝頓區) 請致電 311
或 致電 905-825-6000 或 1-866-442-5866
TTY 905-827-9833 (聾啞人助聽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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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加後最初幾周

抵加後最初幾周

申請醫療卡 (OHIP)

申請醫療卡 (OHIP)

申請醫療卡的時, 您和你的家人都必須親自前往申請, 隨身帶上
三份證明您公民身份 / 移民資格 / 身份證件以及在安大略省居
住的證明, (所有文件必須是原件)。任何15 歲以上的人都必須
本人親自申請醫療卡。

在皮爾和郝頓區域申請健康卡只有兩個辦公地點: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歐克維爾 (Oakville)

201 City Centre Dr, 2nd Floor
905-275-2730;
TTY 905-896-6041
(聾啞人助聽電話)

Oakville Town Centre II220 North Service Road West
905-275-2730;
TTY 1-800-387-5559
(聾啞人助聽電話)

私人醫療保險
您必須等3 個月才可以拿到安大略省醫療卡, 因此很重要的事情
是要從私人公司那裡購買醫療保險。如果家裡有人生病, 醫療費
用可能會非常昂貴 (高達上千塊錢)。您必須在抵達加拿大後的5
天之內申請購買私人保險, 否則您可能買不到保險。您可以詢問
親屬 / 朋友有關保險公司的信息, 或者查看本地黃頁電話簿 “
保險” 一欄。

申請醫療卡 (OHIP)

申請醫療卡 (OHIP)

如果您住在安大略省並希望享受免費公共醫療服務, 你必須參加
安大略省醫療保險計畫 (簡稱OHIP)。您一來到安大略省, 應該
馬上為您和您的家人申請 (包括兒童和嬰兒也都需要有醫療卡),
您需要等3 個月才能拿到醫療卡, 那時才可以享用安大略省的免
費醫療。

社區醫療服務
當您在等待收到醫療卡之前, 但又買不起私人醫療保險時, (在皮
爾 / 郝頓區) 只有一個免費醫療中心, 只為住在東密西沙加地區
的人提供服務。

LAMP社區醫療中心 – 東密西沙加 (East Mississauga)
2555 Dixie Road, Unit 7, 905-602-4082

www.eastmississaugachc.org
如果想了解如何找醫生, 並查找醫院地址,
請參看本指南第75 頁。

您知道嗎?
醫療保險計畫 (OHIP)不一定支付所有您所需要
或者想要得到的醫療服務, 如牙科、眼科醫療,
以及您的醫生所提供的其它服務。在治療之前
詢問您的醫生醫療保
險是否會支付這筆費用。詳情請參看網址:
www.health.gov.on.ca, 並點–“醫療卡”,
或者給安大略省衛生和長期護理部打電話:
INFOLine at 1-800-268-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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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加後最初幾周

抵加後最初幾周

申請社會保險卡 (SIN)

社會保險卡 (SIN) 的重要信息
•雇主, 政府機構以及非營利性組織會向您要這個號碼
•如果沒有社會保險卡(SIN)在加拿大工作, 是非法的

通過郵寄
•您必須把證明您身份的文件原件比如永久居民證或者落地移
民紀錄連同您填好的申請表一併寄出 (政府會退還您的身份證
明文件)。
•郵件寄到: 社會保險註冊處 (Social Insurance Registration),
P.O. Box 7000, Bathurst, New Brunswick, E2A 4T1

•您需要用社會保險卡(SIN) 開辦銀行帳戶, 或得到稅收補貼
•孩子除非到了工作年齡, 不需要社會保險卡(SIN); 但是您可以
提前為他們申請拿到社會保險卡(SIN), 這樣當他們可以工作的
時候, 他們已經有了這張卡。

使用您的社會保險卡(SIN)
•您要保護您的社會保險卡(SIN); 如果丟失或被盜, 馬上給警察
局打電話報失, 並給1-800-206-7218 打電話向政府報失; 或
者前往最近的加拿大服務辦公室尋求協助(請參看以下辦公地
點。)

加拿大服務中心
加拿大服務中心是由加拿大聯邦政府管理運作的。您在這裡申
請您的社會保險卡(SIN), 也在這裡申請失業保險金 (EI), 或者也
可以索取有關機構的介紹小冊子, 這些機構可以幫助您找工作。
有些中心比其它中心提供更多的服務。很多中心還設立暑期就
業中心幫助年輕人找暑期工。
1-800-206-7218
TTY1-866-678-2785 (聾啞人助聽電話)

•千萬不要把您的社會保險卡號給任何人, 只有被授權的政府
機構和雇主可以要您的卡號。
•在您獲得工作以前不要報出您的社會保險卡號， (連表格上都
不要填寫); 雇主可以在您被雇用以後要您的卡號。
•不要在您的簡歷上或者工作申請信上寫出您的社會保險卡號。
•您的社會保險卡號上包括很多您個人的信息, 所以您應該把社
會保險卡放在一個秘密和安全的地方, 這一點非常重要。

www.servicecanada.gc.ca/eforms/forms/nas2120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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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ervicecanada.gc.ca

皮爾區

郝頓區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Burlington, Oakville, Milton, Halton Hills)

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柏灵頓, 歐克維爾, 密爾頓, 郝頓山

柏姆頓 (Brampton/卡爾頓 Caledon):

柏灵頓 (Burlington):

18 Corporation Drive, 905-790-2525

440 Elizabeth Street, 905-637-4525

東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East):

喬治城 (Georgetown):

本人親自申請社會保險卡(SIN)

2525 Dixie Road, 905-608-7000

232 Guelph Street, 1st Floor, 905-877-6915

西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West):

摩頓 (Malton):

•您可以到本地加拿大服務中心申請, 也可以通過網上印出申請
表: www.servicecanada.gc.ca/eforms/forms/nas2120e.pdf

3085 Glen Erin Drive, 905-608-7000

6877 Goreway Drive, Unit 5, 905-608-7000

•帶上證明您身份的文件原件, 如永久居民證或者落地移民紀錄
等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申請社會保險卡 (SIN)

申請社會保險卡 (SIN)

社會保險卡(也叫作SIN) 是您在加拿大工作必須具備的。這個號
碼告訴加拿大政府誰在賺錢, 支付稅收, 使用政府服務等。

申請社會保險卡 (SIN)

密爾頓 (Milton):
310 Main Street East, 905-878-8418

歐克維爾 (Oakville):
1090 Speers Road, 1-800-959-9522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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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加後最初幾周

抵加後最初幾周

申請子女稅收福利

購物

http://www.cra-arc.gc.ca/bnfts/cctb/menu-eng.html

在皮爾和郝頓區也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商店, 這些商店出售來
自您原住國家的食品和其它物品。到您所在城市最繁忙的一段
街區走一走, 或者開車出來看一看, 您會發現很多不同種族的商
店。或參看電話簿黃頁及本指南中“使用您自己的語言得到幫
助” 部分, 找到其中一個列舉的機構, 詢問一下。

把重要的文件翻譯成英文

消費者保護

把重要的文件翻譯成英文

有兩種翻譯服務; 獲得認證的和未獲得認證的翻譯。一位獲得認
證的翻譯是已經從安大略省筆譯與口譯協會 (ATIO) 獲得 “認證
翻譯” 資格的翻譯。您必須選擇用一位獲得認證資格的翻譯把
您的文件翻譯成英文, 因為有些雇主, 專業職照發證協會或者學
校只接受認證翻譯的文件 (例如: 學校文件, 出生證明, 等)。不
大重要的文件, 您不需要用獲得認證的翻譯。
如果需要找到獲得認證的翻譯, 請參看黃頁電話簿中
“翻譯”一欄, 或者跟以下機構聯絡:
安大略省筆譯與口譯協會
1-800-234-5030

www.atio.on.ca

歐克維爾 (Oakville): 1092 Speers Road,
905-842-2486 轉 229

www.halton-multicultural.org

教育及培訓中心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905-949-0049,
轉 2279 (請致電詢問辦公地點)

www.tcet.com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如果您購買了東西, 您就被叫作“消費者”, 如果您想對您買的
某樣東西進行投訴, 安大略省政府設有一間機構可以幫助您。第
一, 您先到商家投訴, 但是如果這樣做還是沒有解決問題, 您可
以跟以下部門聯絡:

消費者保護局;

416-326-8800 或者 1-800-889-9768
或請參看網址:

www.gov.on.ca/MGS/en/ConsProt/

郝頓多元文化理事會

以下機構也有獲得認證的翻
摩頓社區服務機構
譯：

24

購物有很多選擇, 您可以問您的朋友 / 親屬， 或者向本指南中
所推薦的機構之一的人員訊問一下, 您可能會吃驚地發現有些商
店出賣同樣的商品, 但價格相差很大。

購物

申請子女稅收福利

加拿大子女稅收福利是政府為了幫助那些有18 歲以下子女的家
庭每月所提供的一筆免稅福利金額。您來到加拿大後, 可以申請
這項福利。政府將決定您是否適合獲得這項福利。如要填寫表
格, 請參看本指南中第12頁上列舉的 “安居” 機構可幫助您.
或者參看以下網址: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Malton Community
Centre, 3540 Morning Star Drive,
905-677-6270

www.mnsinfo.org

您知道嗎?
2008 年在安大略省消費者10 大投訴內容包括:
1.
2.
3.
4.
5.

追帳公司
房屋維修
新/舊車購買
家用電器
健康與健身俱樂部

6. 室內家具
7. 電話 / 長途電話
8. 車輛維修
9. 信貸報告
10. 能源中間商

您也可以找一位未獲得認證的翻譯把您
的文件翻譯成英文, 請參看12 頁上“安
居”機構表找到一個離您最近的機構。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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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服務

家庭服務

心理輔導諮詢

爲人父母

皮爾區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皮爾青少年服務協
會

為可能碰到或正在經歷嚴重
的社會、感情或者行為上困
難的成人、兒童、青少年及
其家庭成員提供服務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120 Matheson Blvd. East,
Suite #201,
905-890-5222

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皮爾家庭服務機構

為個人、夫婦以及家庭提
供心理輔導
柏姆頓 (Brampton): 20
Nelson Street West, Suite 202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151
City Centre Drive, Suite 501
卡爾頓 (Caledon): 33 King
Street West 905-453-5775

www.fspeel.org

為個人、夫婦以及家庭提
供心理輔導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The Emerald Centre, 10
Kingsbridge Garden Circle,
Unit 400, 905-897-1644

柏姆頓 (Brampton):
10 Gillingham Drive, Suite
201, 905-450-1608
卡爾頓 (Caledon): 18 King
Street East, Unit D8,
905-450-1608 www.cfspd.com

成癮問題

約翰 . 郝伍德皮爾
/ 郝頓 / 達福林協
會

4525 Ebenezer Road,
Unit 16,
905-794-0089
精神病人, 老人,
賭博成癮者
11730 Airport Road,
905-790-0808

www.punjabiservices.com

為個人、夫婦以及家庭提
供心理輔導

柏姆頓 (Brampton):
100 Queen Street West,
905-459-2205

柏姆頓 (Brampton):
134 Main Street North,
905-459-0111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130 Dundas Street East, Suite
300, 905-275-9117

www.johnhowardphd.ca

郝頓區 (Burlington, Oakville, Milton, Halton Hills) 柏灵頓, 歐克維爾, 密爾頓, 郝頓山
郝頓家庭服務機構

905-845-3811 (所有地點)
歐克維爾 (Oakville): 235 Lakeshore Road East
柏灵頓 (Burlington): 湖灣區培訓中心,
860 Harrington Court, Suites 215 & 216
密爾頓 (Milton): 75 Main Street East, Unit 14
北郝頓 (North Halton): Knolcrest Centre,
360 Guelph Street, Unit 45- Suite 6

爲人父母項目與服務
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皮爾區

柏姆頓 (Brampton):

柏姆頓 (Brampton):

www.aysp.ca

皮爾區天主教家庭
服務

旁遮普社區健康服
務

您需要獲得如何當好父母的幫助和信息嗎？有問題嗎？或者您
是第一次成為父母, 不論您有甚麼需要、興趣或問題, 這裡有一
間機構可以幫助您。以下是爲人父母項目與服務的機構名單, 但
您也可以給爲人父母熱線打電話; 1-888-603-9100。您可以問任何
問題, 一切均保密。

爲人父母

心理輔導諮詢

您的社區有很多組織和項目可以幫助您家庭中所有的成員, 從嬰
兒到老人, 每個人都可以獲得幫助。如果您尋找家庭娛樂節目或
者需要幫助解決一個家庭問題, 您可與以下機構其中之一聯絡。

皮爾家庭服務機構
家庭生活教育項目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151 City Centre Drive,
Suite 501,
905-270-2250

www.fspeel.org

皮爾印度彩虹社區
服務

為父母和家庭提供爲人父
母及文化交融方面的輔導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3038 Hurontario Street,
Suite 206,
905-275-2369
柏姆頓 (Brampton): 9446
McLaughlin Road North,
Unit 1,
905-454-2598

www.indiarainbow.org

大壩項目

為懷孕婦女和年輕母親提
供輔助項目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Meadowvale Town Centre,
6975 Meadowvale Town
Centre Circle, Unit N2B,
905-826-6558

年輕母親烹飪課程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Meadowvale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2630
Inlake Court,
905-826-6558

www.thedam.org

柏灵頓, 歐克維爾, 密爾頓, 郝頓山 (Burlington, Oakville, Milton, Halton Hills) 郝頓區

我們的孩子聯絡網

可以查詢所有郝頓地區的
項目和服務

www.ourkidsnetwork.ca

約翰 . 郝伍德皮爾 / 郝頓 / 達
福林協會
防止犯罪, 控制憤怒情緒, 防止犯罪心理
輔導等
密爾頓 (Milton): 193 Main Street East,
905-864-1306

www.johnhowardphd.ca

www.haltonfamilyservices.org
26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27

家庭服務

家庭服務

爲人父母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柏姆頓社區資源中
心

安大略省幼兒中心; 幼兒
教育圖書館; 老人、父母
以及(0-6 歲)兒童歡聚一堂
項目
柏姆頓 (Brampton): Kennedy
Square Mall, 50 Kennedy
Road South, Unit 24,
905-452-1262

柏姆頓 (Brampton):
Heart Lake Town Centre,
180 Sandlewood Parkway,
Unit 8C,
905-495-3430

www.bnrc.org

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卡爾頓父母兒童中
心

安大略省幼兒中心以及多
种兒童、父母項目和服務

卡爾頓 (Caledon):

阿爾邊/波頓社區中心
(Albion/Bolton Community
Centre),
150 Queen Street South,
905-857-0090

www.cp-cc.org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Havenwood 公立學校,
3255 Havenwood Drive,
905-625-9391

www.dixiebloor.ca

摩頓社區中心

有營業執照的托兒所

安大略省幼兒中心

柏姆頓 (Brampton):
1090 Peter
Robertson Blvd, Suite 208,
905-790-5692

狄克西部羅爾 (Dixie
Bloor) 社區中心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Tomken 公立學校, South
Building, 3160 Tomken Road,
905-276-6392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Central Parkway Plaza, 2nd Floor,
377 Burnhamthorpe Road,
Unit 111, 905-566-0144

•政府頒發執照
•在開辦托兒所之前,必須經過警察檢查,
兒童急救檢查, 防火檢查以及健康檢查
才能開始營業
•家庭日托最多不超過5 個孩子

Bramalea Civic Centre, 150
Central Park Drive, Unit 101,
905-791-9650
Malton Community Centre,
3540 Morning Star Drive,
905-677-6270

www.mnsinfo.org

聯絡関愛 (Links2Care)

有執照的家庭日托名單:

喬治城 (Georgetown): 96 Guelph Street,
905-873-2960

阿克頓 (Acton): 85 Wallace Street,
519-853-2574

www.links2care.ca

還有很多其它安大略省幼兒中
心; 請聯絡:

為您和您的孩子找一個玩的地方嗎? 安大
略省幼兒中心免費義務為父母、保姆和
六歲以下的兒童提供服務。這是一個愉
快的地方, 也是可以在一起了解本地社區
父母和服務信息的地方。這是可以走出
您的家門, 認識其他父母親, 並和您的孩
子玩耍的機會。

保姆

•個人認識或通過中介介紹; 您必須自己
親自去了解和調查, 您可以查看本地電
話簿中黃頁信息, 或通過本地報紙分類
廣告中查詢。

有多種為您孩子和家人服務的設施, 您可以從本指南中選擇一
個 “安居” 機構以獲得信息, 或者也可查詢以下所列網址:
郝頓區: www.hipinfo.info
皮爾區: http://peel.cioc.ca

在皮爾區尋找托兒所:

安大略省幼兒中心

•政府頒發執照
•每間幼兒室內必須有至少一名持有“幼
兒教育” 證書的職員
•必須有一個在崗職員持有嬰兒 / 兒童
緊急急救證書
•所有的職員都必須經過警察檢查

網址資源

郝頓區 (Burlington, Oakville, Milton, Halton Hills) 柏灵頓, 歐克維爾, 密爾頓, 郝頓山
安大略省幼兒中心

幼兒園

無營業執照的托兒所

•家庭日托最多不超過5 個孩子
•您可以請人介紹一閒好的家庭日托

柏姆頓 (Brampton):

安大略省幼兒中心

您可以為孩子找到很多幼兒園或托兒所

幼兒園

爲人父母

皮爾區

幼兒園

http://www.cdrcp.com/ccip_find_lhba.html

有執照的托幼中心名單:
http://www.cdrcp.com

在郝頓地區尋找托兒所:
www.hccr.ca

如果您屬於低收入, 付不起孩子的托兒
費, 您可享受 “補貼”。政府有可能幫
您支付托兒費。詳情致電:

皮爾區:
905-791-1585

http://www.peelregion.ca/childcar/subsidize.htm

郝頓區:

905-825-6000
請詢問“申請托兒費補貼”

http://www.halton.ca/scs/childcare/subsidy.htm

1-866-821-7770
TTY 1-800-387-5559 (聾啞人助聽電話)

www.gov.on.ca/children/oeyc/en/locatio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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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服務

家庭服務

婦女

為婦女提供的項目和服務

為受虐婦女和她們的孩子提供的救急住所
如果您需要帶著您的孩子離家出走, 無處可去, 就給最靠近您的救
急住所打電話, 這些臨時救急住所不對外公開他們的地址, 所以您
必須首先打電話。如果是緊急情況, 您馬上打911 線找警察。

皮爾區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Honeychurch 家庭生活資源中心

柏姆頓 (Brampton): 905-451-4115

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臨時住所
受虐婦女兒童救急住所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905-403-0864 或
905-676-8515

www.interimplace.com

郝頓區 (Burlington, Oakville, Milton, Halton Hills) 柏灵頓, 歐克維爾, 密爾頓, 郝頓山
905-332-7892

www.haltonwomensplace.com

受虐婦女電話熱線
24 小時安大略省婦女救急熱線
•
您不需要報出您的姓名
•
本電話號碼不會在您的電話上、電
話月結單上顯示
•
完全保密
416-863-0511 or 1-866-863-0511
TTY 1-866-863-7868 (聾啞人助聽電話)

30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皮爾非洲社區服務
機構 (African Community
Services of Peel)
婦女関愛項目

柏姆頓 (Brampton):
24 Nelson Street,
Lower Level, Suite 102,
905-460-9518

www.africancommunityservices.com

柏姆頓社區資源中
心 (Brampton
Neighbourhood Centre)
年輕母親 / 婦女関愛項目
柏姆頓 (Brampton): Kennedy
Square Mall, 50 Kennedy
Road South, Unit 24,
905-452-1262 www.bnrc.org

COSTI 移民服務機構
(COSTI Immigrant Services)
通往成功之路生活技能及
職業選擇項目

柏姆頓 (Brampton):
10 Gillingham Drive,
Suite 300,
905-451-0665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2150 Meadowvale Blvd.,
Unit 2, 905-451-0665

皮爾印度彩虹社區
服務機構 (India
Rainbow Community
Services of Peel)
防止暴力, 阻止危機, 為
婦女和兒童提供輔助諮詢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3038 Hurontario Street,
Suite 206, 905-275-2369

柏姆頓 (Brampton):

www.costi.org

9446 McLaughlin Road
North, Unit 1, 905-459-4776

皮爾 - 郝頓地區伊
麗莎白福來協會

www.indiarainbow.org

幫助司法系統裏的婦女和
女孩
柏姆頓 (Brampton): Queen’s
Square Building, 24 Queen
Street East, Lower Level,
905-459-1315

摩頓社區服務
(Malton Neighbourhood
Services)

www.cefso.ca/peel.html

受害于家庭暴力的婦女輔
導諮詢和服務引薦
年輕母親小組; 英語作為
第二語; 產前課程

柏姆頓 (Brampton): 8 Nelson

皮爾家庭服務機構
(Family Services of Peel)

Street West, Suite 302,
905-457-7740

服務受害于家庭暴力的婦女

Malton Community Centre,
3540 Morning Star Drive,
905-677-6270 www.mnsinfo.org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3660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151 City Centre Drive,
Suite 501, 905-270-2250

天主教跨文化服務
機構 (Catholic
Crosscultural Services)
婦女関愛服務

郝頓婦女中心

郝 頓 區 :905-878-8555 或

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皮爾區

Hurontario Street, 7th Floor,
905-273-4140 www.ccspeel.org

www.fspeel.org

為婦女提供的項目和服務

婦女

在加拿大, 虐待任何人都是違法的。有時候男人告訴移民婦女,
如果她們離開家庭, 或者給警察打電話, 她們會失去她們的孩子,
必須離開加拿大, 給家庭帶來羞恥等等。但是在加拿大, 如果您
離開您的丈夫 / 同伴, 您不會失去您的孩子, 而且也有很多項目
和服務可以幫助您和孩子。了解您的權利, 您不必與虐待您的丈
夫住在一起。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皮爾多元文化跨機
構聯合會 (MIAG)
幫助婦女具備領導技能;
防止婦女被施暴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3034 Palstan Road, Suite M3,
905-270-6252 www.miag.ca

柏灵頓, 歐克維爾, 密爾頓, 郝頓山 (Burlington, Oakville, Milton, Halton Hills) 郝頓區

SAVIS (阻止性侵犯及暴力服務機構)
輔導諮詢, 關心鼓勵, 教育, 以及更多的服務
歐克維爾 (Oakville): Hopedale Mall,
1515 Rebecca Street, Suite 227, 905-875-1555
或 1-877-268-8416
www.savisofhalton.org

郝頓地區婦女中心

關心鼓勵小組, 法律診所, 輔導諮詢,
稅務, 求職, 自僱及其它
歐克維爾 (Oakville): Hopedale Mall,
1515 Rebecca Street, Suite 229,
905-847-5520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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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皮爾非洲社區服務 教育及培訓中心
青少年聯絡會
機構
柏姆頓 (Brampton): 22 Nelson
Street Suite, Lower Level,
905-460-9516

www.africancommunityservices.com

皮爾區大哥哥大姐
姐協會

為兒童尋找成人義工輔導
員, 做他們的良師益友提
供引導、啓發

柏姆頓 (Brampton):
71 West Drive,
Unit 23, 905-457-7288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3233 Brandon Gate Drive,
Unit 17,
905-677-0007, 轉 4

青少年交流會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2 Robert Speck Parkway,
Suite 120,
905-949-0049, 轉 2412

www.tcet.com

社區環境協會

www.bbbspeel.com/bbbspeel

節能大使項目, 青少年領
導能力和全球公民項目

皮爾區男童和女童
俱樂部

柏姆頓 (Brampton):

青少年項目, 放學後項目,
早餐項目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315 Traders Blvd East,
Unit 11, 905-712-1789

柏姆頓社區資源中
心

功課俱樂部, 青少年項目,
活動中心, 企業家項目
柏姆頓 (Brampton): Kennedy
Square Mall, 50 Kennedy
Road South, Unit 24,
905-452-1262

www.bnrc.org

卡爾頓社區服務機
構
青少年生活

波頓 (Bolton): 18 King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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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222 Advance
Boulevard, Unit 7,
905-463-9941

www.communityenvironment.org

COSTI 移民服務機構

青少年安居服務

柏姆頓 (Brampton):
Centennial Mall,
227 Vodden Street East,
Unit 3, 905-459-6700

www.costi.org

狄克西部羅爾 (Dixie
Bloor) 社區中心
兒童娛樂俱樂部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3070 Queen Frederica Drive,
Unit 48, 905-949-1078

午餐Jam/我的NBA
(社區籃球協會)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Burnhamthorpe Community
Centre, 1500 Gulleden Drive,
905-615-4630
Tomken 活動中心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Tomken 公立學校, 3160
Tomken Road, 905-276-6392
Applewood 籃球俱樂部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Applewood Heights 中學,
945 Bloor Street East,
905-279-6090

玩耍區域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Havenwood 公立學校,
3255 Havenwood Drive,
905-625-9391

摩頓社區服務機構

各種青少年小組, 功課俱
樂部, 青少年輔導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摩頓社區中心, Malton
Community Centre, 3540
Morning Star Drive,
905-677-6270

www.mnsinfo.org

皮爾多元文化跨機
構聯合會 (MIAG)

心臟健康及多元文化青少
年, 行動中的皮爾兒童

皮爾新移民中心
青少年資源中心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165 Dundas Street West,
Suite 200,
905-306-0577, 轉 316

www.palc.ca

安大略省跨文化社
區服務機構 (OICS)

中小學生課外作業俱樂部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6915 Dixie Road, Unit#4,
905-696-9963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www.miag.ca

1454 Dundas Street East,
Unit 104,
905-279-0481

請致電詢問地點
905-270-1829

Nexus 青少年服務機
構

為青少年提供心理輔導
致電聯絡加入
905-451-4655

www.peelcc.org/nexus-services

提供各種就業輔導服務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151 City Centre Drive,
Suite 800,
905-276-9322

www.ymcagta.org

大壩項目

指導年輕人和懷孕青年,
青少年活動中心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Meadowvale Town Centre,
6975 Meadowvale Town
Centre, Unit N2B,
905-826-6558

籃球項目

青少年溝通與家庭
服務機構

6655 Glen Erin Drive,
905-826-6558

為青少年提供心理輔導
致電聯絡加入:
905-455-4100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www.thedam.org

www.rapportyouth.com

www.dixiebloor.ca

皮爾印度彩虹社區
服務機構

Square OneShopping Centre,
100 City Centre Drive,
905-566-1883

青少年及家庭協調輔導

基督教青年會(YMCA)
皮爾就業中心

www.oics.ca

第一廣場(Square One)
青少年中心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3038 Hurontario Street,
Suite 206, 905-275-2369

柏姆頓 (Brampton):

East, Upper level,
905-951-2300, 轉 232

9446 McLaughlin Road
North, Unit 1,
905-454-2598

www.ccs4u.org

www.indiarainbo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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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

青/少年

皮爾區

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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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

老人

郝頓大哥哥大姐姐
協會

為兒童尋找成人義工輔導
員, 成為他們的良師益友
提供引導、啓發
密爾頓 (Milton): 410 Bronte
Street South, 905-339-2355

歐克維爾 (Oakville):
464 Morden Road,
905-339-2355

聯絡関愛 (Links2Care)
青少年開放中心

喬治城 (Georgetown):
60 Guelph Street,
905-873-2966
Off The Wall 青少年中心

阿克頓 (Acton):

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皮爾區

基督教青年會
(YMCA)事業發展與學
習中心

皮爾非洲社區服務
機構

社區環境協會

柏姆頓 (Brampton):

柏灵頓 (Burlington): 500

23 Nelson Street Suite,
Lower Level, 905-460-9517

222 Advance Boulevard,
Unit 7, 905-463-9941

YMCA 青少年活動中心

Drury Lane, 905-681-1140

www.mydreamjob.ca

47 Mill Street East,
519-853-9825

各種服務項目

www.africancommunityservices.com

皮爾區老年痴呆症
協會

www.bbbshalton.ca

www.links2care.ca

郝頓多元文化理事
會

安全網兒童與青少
年慈善會

60 Briarwood
Avenue, 905-278-3667

歐克維爾 (Oakville):

柏姆頓多元文化社
區中心

青少年就學

歐克維爾 (Oakville):
1092 Speers Road,
905-842-2486, 轉 235

www.halton-multicultural.org

捐獻衣服儲存庫, 課外輔
導, 音樂項目, 父母輔導
226 Randall Street, Suite 101,
905-845-7233
(24 小時)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www.alzheimerpeel.com

老年人聯絡項目

柏姆頓 (Brampton):
152 Central Park Drive,
Suite 107, 905-790-8482

公園與娛樂
每一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公園與娛樂部門。這
些地方全家人都可以前去參加健身運動課程,
運動, 滑冰, 游泳以及許多其它活動。您可以
選擇許多項目及其服務。但是您必須自付費
用。
請參看本指南中第94 頁上有關公園及娛樂部
門的名稱。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3190 Ridgeway Drive,
Unit 35, 905-828-1328

www.bmccentre.org

柏姆頓社區資源中
心

多元文化老人服務項目
柏姆頓 (Brampton): Kennedy
Square Mall, 50 Kennedy
Road South, Unit 24,
905-452-1262

www.bnrc.org

天主教跨文化服務
機構

CCS南亞老年人安居服務
柏姆頓 (Brampton): 8 Nelson
Street West, Suite 302,
905-457-7740 轉241

老年人康復服務

柏姆頓 (Brampton):
www.communityenvironment.org

為南亞成人開設的
日間項目

(身體虛弱的老年人,以及
患有長期慢性病的成人)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415 Matheson Blvd. East,
905-507-6099

狄克西部羅爾 (Dixie
Bloor) 社區中心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柏姆頓 (Brampton):

老年人項目

3020 Queen Frederica Drive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3160 Tomken Road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4094 Tomken Road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1120 Flagship Drive
905-276-6392

www.dixiebloor.ca

皮爾老年人服務中
心
柏姆頓 (Brampton):

17 Dean Street, Suite 100,
905-457-6055

www.elderhelppeel.ca

皮爾印度彩虹社區
服務

為南亞老年人提供的老年
人福利項目

老人

青/少年

郝頓區 (Burlington, Oakville, Milton, Halton Hills) 柏灵頓, 歐克維爾, 密爾頓, 郝頓山

3038 Hurontario Street,
Suite 307, 905-361-0462
245 Queen Street East,
Unit 2, 905-595-1669

www.indiarainbow.org

摩頓社區服務機構

摩頓加勒比老年人組, 南
亞老年婦女組, 義大利老
年人組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摩
頓社區中心 3540 Morning
Star Drive, 905-677-6270

www.mnsinfo.org

皮爾多元文化跨機
構聯合會 (MIAG)

少數民族老年人的新生活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請
致電詢問地點
905-270-1829

www.miag.ca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3038 Hurontario Street,
Suite 206, 905-361-0462

柏姆頓 (Brampton):
245 Queen Street East,
Unit 2, 905-595-1669

www.ccspee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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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安大略省跨文化社
區服務機構 (OICS)
老年人社區食堂服務 / 関
愛小組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6915 Dixie Road, Unit 4,
905-696-9963
老年人互助中心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1454 Dundas Street East,
Unit 104,
905-279-0481

www.oics.ca

皮爾家庭服務機構

皮爾區防止老年人被虐待
項目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151 City Centre Drive, Suite
501, 905-270-2250 轉 238

www.fspeel.org

跨全安大略省

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第一廣場 (Square One)
老年人中心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100 City Centre Drive,
905-615-3207

www.sq1oac.com

讓我們一起制止對老年人的虐待!
虐待任何人、特別是老年人是違法的。
如果發現有人虐待老年人請致電報告
1-800-677-1116
如果有緊急情況, 請打電話給警察911。

加拿大助聽協會

為由於語言不通溝通有困
難、或生理原因失聰的人
士提供服務項目和信息
1-877-347-3427,
TTY 1-877-347-3429
(聾啞人助聽電話)

www.chs.ca

CNIB- 加拿大全國盲
人協會
（皮爾 / 郝頓）
(Peel/Halton)
為失明人士提供服務和幫
助

設有多個服務點

郝頓區 (Burlington, Oakville, Milton, Halton Hills) 柏灵頓, 歐克維爾, 密爾頓, 郝頓山
如果想直接找到郝頓地區的老年人服務指南, 請參看:

www.halton.ca/scs/seniors/esac/pdf/SeniorsDirectory.pdf
聯絡関愛 (Links2Care)

家政服務, 房屋維護以及維修, 伴侶暫別,
宣傳倡導老年人服務, 友好訪問, 義工送
飯 / 冰上送飯, 義工車接集體進餐, 関愛
住房, 電話問候幫助
阿克頓 (Acton): 47 Mill Street, 519-853-3310

柏灵頓/ 歐克維爾/密西沙加:

250 Wyecroft Road, Unit 2, 905-844-0252
喬治城/密爾頓: 36 Armstrong Avenue,
Unit A, 905-873-6502

www.links2care.ca

郝頓社會與社區服務局

密爾頓社點及朋友抵加成人日間項目
密爾頓 (Milton): 185 Ontario Street South,
1-866-442-5866

www.halton.ca/scs/seniors/adp

905-528-8555 or
1-888-275-5332
TTY 905-524-5988
(聾啞人助聽電話)

www.cnib.ca

就業聯絡–就業準備項目
柏姆頓 (Brampton): 8 Queen
Street, Second Floor,
905-454-2316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151 City Centre Drive,
Suite 700, 905-361-2522

www.accesemployment.ca

加拿大精神病專科
協會–皮爾區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1140 Burnhamthorpe Road
West, Suite 212,
905-897-3100 或
1-800-361-0897
TTY 905-897-3162
(聾啞人助聽電話)

柏灵頓 (Burlington):
440 Elizabeth Street,
2nd Floor,
905-637-4500 或
1-800-567-6388
TTY 905-681-0720
(聾啞人助聽電話)

為殘疾人提供関愛和服務

哈密爾頓 (Hamilton) /
郝頓 (Halton):
50 King Street East, 3rd Floor,
905-522-2253 或
1-866-244-3463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2227 South Millway,
Suite 100,
905-607-3463 或
1-877-427-6990

www.marchofdimes.ca/dimes

www.mcss.gov.on.ca/mcss/english/pil
lars/social/odsp

就業通路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愛仁歐克 (Erinoak) 兒
童治療與發展中心(
皮爾 / 郝頓區)

柏姆頓 (Brampton):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專門為殘疾人提供就業服
務項目
10 Kingsbridge Garden
Circle, Suite 403,
905-755-9157

201 County Court Boulevard,
Suite 404,
905-459-7890

www.disabilityaccess.org

為身體上和智力發展上有
一系列缺陷的兒童 / 青少
年開設的治療中心
2277 South Millway,
905-820-7111,
TTY 905-820-7004
(聾啞人助聽電話)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1-888-811-222

2695 North Sheridan Way,
Suite 120, 905-855-2690,
TTY 905-855-4925
(聾啞人助聽電話)
柏姆頓 (Brampton): 180B
Sandalwood Parkway 2nd &
3rd Floor, 905-790-9592

www.cmhapeel.ca

www.erinoak.org

鼓勵並輔導良好精神健康
狀況

皮爾區 (Peel Region):
905-278-9036

卡爾頓 (Caledon):

36

幫助有殘疾並有經濟困難
的人支付日常開支, 如食
品和住房

安大略省一毛錢遊
行

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皮爾區

就業通途 (ACCES) 服
務機構
您知道嗎?
如果有人想騙您的錢, 這叫
作“欺詐”。
如果您是老年人, 而且您認
為有人想騙您的錢,
請給老年人信息熱線打電話
舉報: 1-888-910-1999

安大略省殘疾人関
愛項目 (ODSP)

殘疾人

老人

皮爾區

殘疾人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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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人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皮爾家庭服務機構
做好準備、努力進取

柏姆頓 (Brampton):
20 Nelson Street, Suite 202,
905-453-7890

www.fspeel.org

密西沙加機會多

為那些智力上有缺陷的成
人提供的就業培訓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113 Lakeshore Road West,
905-274-8663

www.optionscanada.com

皮爾家庭服務機構

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皮爾印度彩虹社區
服務機構

為南亞成人中有嚴重精神
病的人提供住房和関愛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3038 Hurontario Street,
Suite 206,
905-275-2369
柏姆頓 (Brampton): 9446
McLaughlin Road North,
Unit 1, 905-454-2598

www.indiarainbow.org

皮爾區 – 學習能
力障礙人士協會

柏姆頓 / 卡爾頓社
區生活
関愛發展上有缺陷的人

柏姆頓 (Brampton):
34 Church Street West,
905-453-8841 www.bcclnet.com

皮爾區 - 聖萊納德
之家

為有嚴重精神病、無家可
歸以及觸犯過法律的男人
提供住處
柏姆頓 (Brampton): 1105
Queen
Street East, 905-457-3611

成人 保護服務

輔助那些在學習能力上有
障礙的人士

www.stleonardshouse.com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基督教青年會 (YMCA)
皮爾就業中心

151 City Centre Drive,
Suite 501,
905-270-2250

www.fspeel.org

165 Dundas
Street West, Suite 400,
905-272-4100

柏姆頓 (Brampton):
150 Central Park Drive,
Suite 104, 905-791-4100

www.ldapeel.com

就業途徑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151 City Centre Drive, Suite
800,
905-276-9329, 轉 219

www.ymcagta.org

郝頓區 (Burlington, Oakville, Milton, Halton Hills) 柏灵頓, 歐克維爾, 密爾頓, 郝頓山
郝頓區 - 加拿大精
神健康協會

聾啞人社區中心及服務
密爾頓 (Milton): 7801 #5
Sideroad, 905-878-4932,
TTY 905-875-4368
(聾啞人助聽電話)

提倡並輔助良好的精神健康

www.bobrumball.org

www.cmha-halton.ca

危機熱線(緊急情況, 請
致電): 1-877-825-9011
905-693-4270 或
1-877-693-4270

北郝頓區社區生活

為智力發展上有缺陷的人
士提供關愛和服務
密爾頓 (Milton): 725 Main
Street East, 905-878-2337

www.clnh.o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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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仁歐克 (Erinoak) 兒
童治療與發展中心(
皮爾 / 郝頓區)
為身體上和智力發展上有
一系列缺陷的兒童/ 青少
年開設的治療中心

柏灵頓 (Burlington):
Westbury Business Park,
1122 International Boulevard,
905-332-4418
或 1-888-709-2809
歐克維爾 (Oakville):
2060 Winston Park, Suite
102, 905-829-4183
歐克維爾 (Oakville):
53 Bond Street, Suite 233 & 234,
905-815-0066

www.erinoak.org

郝頓區 – 學習能
力障礙人士協會

輔助那些智力正常或可能
正常但在學習能力上有障
礙的兒童和成人
柏灵頓 (Burlington): Rotary
Youth Centre, 560 Guelph
Line, 905-333-1977

(ROCK) 兒童救援中
心

技能開發與培訓中
心

www.rockonline.ca

www.thecentre.on.ca

STRIDE 向前走康復服
務機構

北郝頓精神病醫務
所

為患有或可能患精神病的
嬰兒、兒童、 青少年提供
服務
柏灵頓: 471 Pearl Street,
905-634-2347

提供康復和培訓服務
密爾頓 (Milton): Milton Mall,
55 Ontario Street, Suite 21,
905-875-3854
阿克頓 (Acton): 12 Wallace
Street,
905-875-3854
歐克維爾 (Oakville):
2245 Wyecroft Road,
Units 1 & 2,
905-842-7248

www.stride.on.ca

www.ldahalton.ca

柏灵頓社區生活

皮爾區聯合青年服務機構

www.clburlington.ca

120 Matheson Blvd East,
Suite 201, 905-890-5222

歐克維爾社區生活

www.aysp.ca

歐克維爾 (Oakville):
301 Wyecroft Road,
905-844-0146

www.oakcl.org

以社區為基礎的精神評估,
治療, 心理輔導以及案例
管理

密爾頓 (Milton):
Towne Square,
217 Main Street East,
905-693-4240 或
1-866-442-5866, 轉 4240

喬治城 (Georgetown):
93 Main Street South,
905-693-4240, 轉 8402
阿克頓 (Acton): 19 Willow
Street North, 519-853-9741

www.halton.ca/health/services/nhmhc

男 / 女同性戀及變性人士

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皮爾區

為智力發展上有缺陷的人
士提供關愛和服務
柏灵頓 (Burlington): 3057
Mainway, 905-336-2225

為智力發展上有缺陷的人
士提供關愛和服務

密爾頓就業資源中心 (為
聾啞人服務)
密爾頓 (Milton): 550 Ontario
Street South, Suite 104,
905-693-8458, 轉 107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皮爾區家庭服務機構

LGBTQ – 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
者、變性者咨詢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151 City Centre
Drive, Suite 501, 905-270-2250, 轉. 256

www.fspeel.org

柏灵頓, 歐克維爾, 密爾頓, 郝頓山 (Burlington, Oakville, Milton, Halton Hills) 郝頓區

郝頓自尊及教育組織

柏灵頓 (Burlington): 860 Harrington Court, Unit 217, 1-877-860-4673
www.haltonpride.org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男/女同性戀及變性人士

鮑伯 阮波 (Bob
Rumball) 聾啞人協會

柏灵頓, 歐克維爾, 密爾頓, 郝頓山 (Burlington, Oakville, Milton, Halton Hills) 郝頓區

殘疾人

殘疾人

皮爾區

殘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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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資源中心

就業資源中心

皮爾區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就業通途 (ACCES) 服
務機構

柏姆頓 (Brampton): 8 Queen
Street, Second Floor,
905-454-2316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151
City Centre Drive, Suite 700,
905-361-2522

www.accesemployment.ca

柏姆頓社區資源中
心

柏姆頓 (Brampton): Kennedy
Square Mall, 50 Kennedy
Road South, Unit 24,
905-452-1262

www.bnrc.org

卡爾頓社區服務機
構

波頓 (Bolton): 18 King Street
East, Upper level,
905-951-2300

www.ccs4u.org

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教育與培訓中心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2 Robert Speck Parkway,
Suite 800,
905-949-0049, 轉 2040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3233 Brandon Gate Drive,
Unit 6,
905-677-0007
柏姆頓 (Brampton): 7700
Hurontario Street, Suite 300,
905-457-4747, 轉 3300
柏姆頓 (Brampton): 263
Queen Street East, Unit 14,
905-595-0722, 轉 4012

www.tcet.com/ercs

布萊爾學院
(Collège Boréal)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Camilla Place, 130 Dundas
Street East, Suite 406,
905-306-1562

www.borealc.on.ca

雇傭標準法的規定
您應該工作多少個小時? 如果您沒有得到
工資怎麼辦? 您可以休息幾次?了解所有在
安大略省就業須知, 勞工部可以回答所有
這些問題。請參看 www.labour.gov.on.ca 如果您
有疑問或者問題, 請致電
416-326-7160 或 1-800-531-5551
TTY 1-866-567-8893 (聾啞人助聽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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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克西部羅爾 (Dixie
Bloor) 社區中心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High
Point Mall, 3415 Dixie Road,
Units 401 或 402,
905-267-3138

www.dixiebloor.ca

皮爾區就業資源中
心 (Region of Peel
Employment Resource
Centres)
柏姆頓 (Brampton): 10 Peel
Centre Drive, Suite B,
905-793-9200, 轉8203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6715
Millcreek Drive, Unit 1,
905-793-9200, 轉8427

www.peelregion.ca

謝 里 頓 (Sheridan) 技
術與高等學術學院
柏姆頓 (Brampton):

Clarke West Mall,
71 West Drive, Unit 29,
905-459-7533

http://www1.sheridaninstitute.ca

皮爾區基督教青年
會(YMCA) 就業服務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151
City Centre Drive, Suite 800,
905-276-9329, 轉 214

www.ymcagta.org

柏灵頓, 歐克維爾, 密爾頓, 郝頓山 (Burlington, Oakville, Milton, Halton Hills) 郝頓區

ACFO (加拿大安大略
省法裔協會)

謝里頓 (Sheridan) 技
術與高等學術學院

技能發展與培訓
中心

Square, 760 Brant Street, Suite
43A, 905-637-0796

Training Centre, 407 Iroquois
Shore Road, Room A12,
905-845-9430

湖灣區培訓中心,
860 Harrington Court,
905-333-2499, 轉 140

http://www1.sheridaninstitute.ca

歐克維爾 (Oakville):

柏灵頓 (Burlington): Burlington
www.acfo-hamilton.on.ca

聯絡関愛 (Links2Care)
阿克頓 (Acton):

45 Mill Street East,
519-853-5014

www.links2care.ca

網絡資源
如果想查詢網上
就業資源中心, 請
參看以下網址:
www.poss.ca
(為所有求職人員
提供)
www.mazemaster.on.ca
(為青少年提供)

歐克維爾 (Oakville): Skills

基督教青年會
(YMCA)事業發展與學
習中心
柏灵頓 (Burlington): 500

Drury Lane, 905-681-1140

www.mydreamjob.ca

柏灵頓 (Burlington):

就業資源中心

就業資源中心

您需要用計算機 / 電腦嗎? 打印或者傳真簡歷嗎? 可能您在寫簡
歷或工作申請信時需要幫助。不論您需要甚麼, 就業資源中心都
可以幫助您找到求職過程中您所需要的, 這些服務是免費的, 而
且不需提前預約。您可以“隨時”前來詢問。

465 Morden Road, Unit 109,
905-845-1157 轉 121

喬治城 (Georgetown):
184 Guelph Street,
905-702-7311 ext. 109
密爾頓 (Milton): 550 Ontario
Street South, Suite 104,
905-693-8458 轉 107

www.thecentre.on.ca

就業評估中心

您是否感興趣參加一個由加拿大政府資助、
幫助您找到工作的項目？如果您感興趣,
你首先要與離您家最近的一個就業評估中
心預約。這是一個由聯邦政府資助的項目,
幫助求職者選擇最合適他們需要的項目,
以免浪費時間。您也可以跟一位案例經理面談。
密西沙加社區聯絡機構

VPI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柏姆頓 (Brampton): Plaza 2, 350 Rutherford

33 City Centre Drive, Suite 280,
905-896-2233

卡爾頓 (Caledon): 30 Martha Street, Suite 303,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6870 Goreway Drive, Ground Floor,
905-678-8515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6790 Century Drive, Suite 401,
905-814-8406

www.connectionsemployment.ca

Road South, Suite 300, 905-866-6001
905-951-6049

歐克維爾 (Oakville): 474-476 Morden Road,
Unit 102, 905-338-2190
柏灵頓 (Burlington): 3050 Harvester Road,
Suite 107, 905-637-8988
密爾頓 (Milton): 420 Main Street East,
Suite 211,
905-693-0034
喬治城 (Georgetown): 235 Guelph Street,
Unit 4,
905-873-9816

www.vpi-inc.com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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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與服務

項目與服務

皮爾區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就 業 通 途 (ACCES) 服
務機構

柏姆頓社區資源
中心

Street, Second Floor,
905-454-2316

30 Kennedy Road South,
Unit 14,
905-453-4622

柏姆頓 (Brampton): 8 Queen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151
City Centre Drive, Suite 700,
905-361-2522

www.accesemployment.ca

皮爾非洲社區協會
柏姆頓 (Brampton):

21 Nelson Street, Lower Level,
905-460-9515

柏姆頓 (Brampton):

www.bnrc.org

卡爾頓社區服務機
構

波頓 (Bolton): 18 King Street
East, Upper Level,
905-951-2300

www.ccs4u.org

www.africancommunityservices.com

澳德麥克斯公司
(Audmax Inc.)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Emerald Centre,
10 Kingsbridge Garden
Circle, Suite 501,
905-615-1188

www.audmaxinc.com

柏姆頓多元文化社
區中心
柏姆頓 (Brampton):

151 Central Park Drive,
Suite 107,
905-790-8482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3190 Ridgeway Drive,
Unit 35,
905-828-1328

天主教跨文化服務
機構

柏姆頓 (Brampton): 8 Nelson
Street West, Suite 302,
905-457-7740, 轉 224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3660 Hurontario Street,
7th Floor,
905-273-4140, 轉 239

COSTI 移民服務機構

柏姆頓 (Brampton):

技能發展與培訓中
心

3038 Hurontario Street,
Suite 206,
905-275-1976

975 Meyerside Drive,
905-670-1967

33 City Centre Drive,
Suite 201,
905-276-6336, 轉 101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柏姆頓 (Brampton):
21 Regan Road, Units H & I,
905-459-4776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就業技能

2150 Meadowvale Blvd.,
Unit 2,
905-567-0482

www.costi.org

柏姆頓 (Brampton):
37 George Street North,
Suite 303,
905-453-7896

www.jobskills.org

狄克西部羅爾 (Dixie
Bloor) 社區中心

摩頓社區服務

High Point Mall, 3415 Dixie
Road, Unit 19, 905-2060755

Malton Community Centre,
3540 Morning Star Drive,
905-677-6270

www.dixiebloor.ca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皮爾區家庭服務機
構

Westwood Mall,
7205 Goreway Drive,
Lower Level,
905-672-8484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151
City Centre Drive, Suite 501,
905-270-2250

柏姆頓 (Brampton):

教育及培訓中心

www.fspeel.org

www.tcet.com

皮爾就業評估服務
公司

www.indiarainbow.org

20 Nelson Street, Suite 202,
905-453-7890

2 Robert Speck Parkway, Suite
800,
905-949-0049, 轉 1241
柏姆頓 (Brampton): 7700
Hurontario Street, Suite 314,
905-949-0049, 轉 1241

皮爾印度彩虹社區
服務

10 Gillingham Dr., Suite 300,
905-451-0665

www.ccspeel.org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繼上頁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皮爾區

漢柏 (Humber) 技術
與高等學術學院
柏姆頓 (Brampton):

201 County Court Boulevard,
Suite 302,
905-455-4073

www.look4work.humber.ca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柏姆頓 (Brampton):
3975 Cottrelle Blvd,
Units 8,9,10,
905-794-7111

www.mnsinfo.org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www.peelcareer.com

皮爾多元文化理事
會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Meadowvale Christian
Academy,
6630 Turner Valley Road,
905-819-1144

www.peelmc.com

多元文化移民與社
區服務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項目與服務

項目與服務

在加拿大找工作不容易, 但是在安大略省有許多項目可以幫助求
職者, 他們可以幫助您寫簡歷, 教給您如何找工作, 也許有可能
幫助您進入到一家公司來體驗“加拿大”的工作經驗。每一個
項目都不同, 所以一定要多問問題。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3233 Brandon Gate Drive,
Unit 9,
905-405-8118, 轉 101

www.thecentre.on.ca

皮爾區基督教青年
會(YMCA) 就業服務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151 City Centre Drive,
Suite 800,
905-276-9322

www.ymcagta.org

Sheridan Centre, Lower Level,
2225 Erin Mills Parkway,
905-403-8860

www.polycultural.org

謝里頓 (Sheridan) 技
術與高等學術學院
柏姆頓 (Brampton):

1 Bartley Bull Parkway,
Unit 12,
905-459-7533, 轉 5234

柏姆頓 (Brampton):
Clarke West Mall,
71 West Drive, Unit 29,
905-459-7533, 轉 5523

http://www1.sheridaninstitute.ca

網頁資源
如需尋找更多有關幫助您找到工
作的項目內容, 請參看以下網頁:
www.employmentontario.ca

www.bmccent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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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與服務

社交及 建立社交網絡

好願望

JBJ 就業服務機構

柏灵頓 (Burlington):

喬治城 (Georgetown):

4039 New Street,
905-633-8324

184 Guelph Street,
1-866-648-2424

密爾頓 (Milton):

密爾頓 (Milton):

550 Ontario Street, Suite
208, 905-864-1644

550 Ontario Street South,
Suite 203,
1-866-648-2424

歐克維爾 (Oakville):
700 Dorval Drive, Suite 304,
905-338-5750

www.jbj.ca

喬治城 (Georgetown):

謝里頓 (Sheridan) 技
術與高等學術學院

184 Guelph Street,
1-866-260-1175

www.goodwillonline.ca

阿克頓 (Acton):

郝頓多元文化理事
會

喬治城 (Georgetown):

歐克維爾 (Oakville):

1092 Speers Road,
905-842-2486, 轉 232

www.halton-multicultural.org

47 Mill Street,
519-853-3310
232 Guelph Street,
905-873-8990

密爾頓 (Milton):
310 Main Street East,
905-878-4956

歐克維爾 (Oakville):
Sheridan College Skills
Training Centre,
407 Iroquois Shore Road,
905-845-9430, ext. 8026

技能開發與培訓中
心
密爾頓 (Milton):

Southview Plaza,
550 Ontario Street

柏灵頓 (Burlington):
Bay Area Learning Centre,
860 Harrington Court,
905-333-3499

大約80% 的工作都不是通過廣告登出的。因此您如何在加拿大
找到工作呢? 其中一個答案是要進行“社交”。這意味著與人
見面; 也意味著您要問所有您認識的人是否可能幫您介紹認識那
些相同專業或者同行的人。您也可以參加一些“社交小組”, 以
便認識更多的人, 有時候您可能需要交一筆小費用, 在皮爾區和
郝頓區有一個社交網絡小組:
HAPPEN- 郝頓-皮爾專業管理人員聯絡網

每星期為尋找工作的管理人員安排社交會面

歐克維爾 (Oakville):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與柏灵頓 (Burlington)

465 Morden Road,
905-845-1157

www.happen.ca

喬治城 (Georgetown):
184 Guelph Street,
905-702-7311

905-339-0268 or 1-866-894-0009

社交及 建立社交網絡

項目與服務

郝頓區 (Burlington, Oakville, Milton, Halton Hills) 柏灵頓, 歐克維爾, 密爾頓, 郝頓山

您可以通過上網搜尋, 找到更多的社交網絡組織.

www.thecentre.on.ca

基督教青年會
(YMCA)事業發展與學
習中心
柏灵頓 (Burlington):
500 Drury Lane,
905-681-1140

www.mydreamjob.ca

國際技能組織

為各公司提供預先審查過, 並預先符合標準的人員前往就職。您
必須已經在皮爾區的就業機構參加就業輔導， 才可以在國際技
能組織的網頁上登載個人簡介。預知詳情, 請查詢以下網頁。
www.skillsinternationa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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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 - 傳幫帶

獲得加拿大工作經驗

這就是“傳幫帶”; 把兩個有同樣興趣的
人連絡到一起去, 有人正在尋求有關信息
和建議, (例如那位新來加拿大的移民); 而
另外有人很願意幫助 (一般都是擁有豐富
經驗的加拿大人)。以下項目有可能幫助
您與一位同行或者有同類專業興趣的
“傳幫帶” 聯繫上。

皮爾區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就業通途 (ACCES) 服
務機構

柏姆頓社區資源中
心

8 Queen Street, Second Floor,
905-454-2316

柏姆頓 (Brampton): Kennedy

柏姆頓 (Brampton):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151 City Centre Drive,
Suite 700,
905-361-2522

www.accesemployment.ca

只限青少年

為加拿大新移民
設立的電子傳幫
帶網頁
這一網頁把那些
擁有同樣興趣、
類似背景或者同
樣事業目標的個
人與加拿大人聯
繫到一起. 請參
看網頁。
www.canadainfonet.org
摩頓社區服務機構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Square Mall, 50 Kennedy
Road South, Unit 24,
905-452-1262

摩頓社區中心
3540 Morning Star Drive,
905-677-6270

www.bnrc.org

www.mnsinfo.org

狄克西部羅爾 (Dixie
Bloor) 社區中心

皮爾新移民中心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High Point Mall,
3415 Dixie Road, Unit 1,
905-624-2442

www.dixiebloor.ca

自雇移民人士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165 Dundas Street West,
Suite 200,
905-306-0577, 轉 308

www.palc.ca

有些組織設有一些項目,可以把您 “安排” 進一家公司工作, 這
樣您可以在您的行業里獲得一些加拿大工作經驗。有時您會得
到報酬, 有時卻是 “不付薪水” 的工作。每一份工作都不一樣,
所以您應該問清楚。

國際稱職專業人員事業橋樑:

416-977-3343 or 1-888-507-3343 (跨全加拿大)

www.careerbridge.ca
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皮爾區

就業通途 (ACCES) 服
務機構
柏姆頓 (Brampton):

8 Queen Street, Second Floor,
905-454-2316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謝里頓 (Sheridan) 技術與高等學術學院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55 City Centre Drive,
Suite 701,
905-270-2824

www.jobskills.org

www.accesemployment.ca

達福林 (Dufferin) 皮爾成人教育中心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聖卡佈利爾成人進修中心
(St. Gabriel Adult Learning
Centre)
3750 Brandon Gate Dr,
905-362-0701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Brian J Fleming Centre,
870 Queen St W, 9
05-891-3034

謝里頓 (Sheridan) 技
術與高等學術學院
柏姆頓 (Brampton):

Clarke West Mall,
71 West Drive, Unit 29,
905-459-7533, 轉 5523

http://www1sheridaninstitute.ca

151 City Centre Drive,
Suite 700,
905-361-2522

www.dpcdsb.org/coopcentre

郝頓區 (Burlington, Oakville, Milton, Halton Hills) 柏灵頓, 歐克維爾, 密爾頓, 郝頓山

就業技能機構

獲得加拿大工作經驗

社交 - 傳幫帶

試想像您是一個初到加拿大的工程師; 您肯定希望跟一位加拿大
的工程師取得聯繫, 這樣他可以幫助您了解加拿大這一行業的情
況, 以及如何找工作。

(Burlington, Oakville, Milton, Halton Hills) 郝頓區

柏灵頓, 歐克維爾, 密爾頓, 郝頓山

謝里頓 (Sheridan) 技
術與高等學術學院
阿克頓 (Acton):
47 Mill Street,
519-853-3310

喬治城 (Georgetown):
232 Guelph Street,
905-873-8990
密爾頓 (Milton): 310 Main
Street East, 905-878-4956
歐克維爾 (Oakville): Skills
Training Centre, 407 Iroquois
Shore Road, Room A11,
905-845-9430, 轉 8026

技能開發與培訓中
心

柏灵頓 (Burlington): 湖灣區
培訓中心 (Bay Area
Learning Centre),
860 Harrington Court,
905-333-3499, 轉 102

密爾頓 (Milton):
550 Ontario Street South,
Suite 103,
905-693-8458, 轉 101

www.thecentre.on.ca

http://www1sheridaninstitute.ca

歐克維爾 (Oakville): Skills Training Centre, 407 Iroquois Shore Road, Room A11,
905-845-9430, 轉 8134

http://www1.sheridaninstitute.ca/promo/hal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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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及相關服務

義工

學習商業英語

您可以直接給一個非營利性組織打電話, 詢問有關義工的工作機
會。(可以從本指南中選擇任何一個組織, 給他們打電話), 或聯
絡:

MBC 義工組織

(密西沙加, 柏姆頓, 卡爾頓)
905-238-2622

這是一個英語作為第二語言(ESL)的項目, 其中包括不拿薪水的加
拿大工作經驗。此項目叫作高級語言培訓 (ELT), 您可以學習商
業英語, 學會如何在加拿大找工作, 並學習寫簡歷。這些項目有
時可能把您介紹給一家加拿大的公司, 您可以獲得加拿大工作經
驗, 但是每一個ELT項目都不一樣, 請您務必詢問詳情。
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皮爾區

就業通途 (ACCES) 服
務機構
工程師聯絡途徑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151 City Centre Drive,
Suite 700, 905-361-2522

www.volunteermbc.org

www.accesemployment.ca

郝頓區義工組織

(柏灵頓, 歐克維爾, 密爾頓, 喬治城, 郝頓山)
通過上網尋找義工機會, 請參看:

http://search.hipinfo.info/volunteer
如果您不知道如何使用計算機, 您可以給郝頓義工部門打電話,
致電預約; 905-632-1975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警署大樓 Police Building,
3461 Dixie Road, Suite 504 & 505,
905-290-7626

www.dixiebloor.ca

皮爾新移民中心

柏姆頓 (Brampton):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為會計師和財會專業人員
提供的強化語言培訓
10 Gillingham Dr.,
Suite 109A, 905-451-7147

為辦公室行政以及客戶服
務人員提供的強化語言培
訓
Centennial Mall, 227 Vodden
Street E., Unit 3,
905-459-6700

www.costi.org

為外國培訓的專業人員設
置的ELT；為會計師/財會
人員設置的ELT
165 Dundas Street West,
Suite 200,
905-306-0577, 轉 221

www.palc.ca

皮爾多元文化理事會
強化語言培訓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多元文化移民與社
區服務機構
強化語言培訓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Sheridan Centre, Second
Floor, 2225 Erin Mills Parkway, 905-823-7135

www.polycultural.org

謝里頓 (Sheridan) 技
術與高等學術學院

強化語言培訓; 專業技術
英語

柏姆頓 (Brampton):
Davis Campus, 7899
McLaughlin Road,
Room B298,
905-459-7533, 轉 5286

http://www1.sheridaninstitute.ca

Meadowvale Christian
Academy, 6630 Turner
Valley Road, 905-819-1144

www.peelmc.com

“成功不是來自
與你從生活中獲
取了甚麼,
也不是自己取得
了甚麼成功,
成功是你為別人
做了甚麼.”
丹尼 . 湯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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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語言培訓

COSTI 移民服務機構

柏姆頓 (Brampton):

您知道嗎
義工和“無薪水” 的加拿大工作經驗是
不一樣的, 義工是“發自內心”的事情,
因為您想為社區做一些貢獻。您會學到
技能並獲得經驗, 但這並不是為了得到一
份工作。合作實習工作 (Co-op) 是一種
在公司里不拿薪水的工作, 在工作中獲得
加拿大經驗, 並可以寫入簡歷中。

狄克西部羅爾 (Dixie
Bloor) 社區中心

學習商業英語

義工

有很多原因您應該參加義務工作! 您可以認識新朋友, 學到新技
術, 把新學到的經驗寫入簡歷中, 與更多的人聯絡社交, 而且讓
自己感覺很好。這也是練習英語口語, 了解加拿大文化的一個最
佳途徑。

柏灵頓, 歐克維爾, 密爾頓, 郝頓山 (Burlington, Oakville, Milton, Halton Hills) 郝頓區

郝頓多元文化理事會
辦公室管理監督

歐克維爾 (Oakville): 1092
Speers Road, 905-842-2486,
轉 244

www.halton-multicultural.org

謝里頓 (Sheridan) 技
術與高等學術學院

強化語言培訓; 專業技術
英語
歐克維爾 (Oakville): Skills
Training Centre, 407 Iroquois
Shore Road, Room A23,
905-845-9430, 轉 8152

技能開發與培訓中心
強化語言培訓

柏灵頓(Burlington): 湖灣區
培訓中心 (Bay Area
Learning Centre),
860 Harrington Court,
905-333-3499, 轉 264

www.thecentre.on.ca

http://www1.sheridaninstitute.ca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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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商業英語

獲得執照/證書

資料來源: 加拿大國際執照信息中心 (www.cicic.ca)

皮爾區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就業通途 (ACCES) 服
務機構

皮爾多元文化跨機
構聯合會 (MIAG)

柏姆頓 (Brampton):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8 Queen Street, Second Floor,
905-454-2316

3034 Palstan Road, Suite M4,
905-842-2486, 轉 238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www.miag.ca

銷售與市場營銷

會計師與出納員

151 City Centre Drive,
Suite 700,
905-361-2522

銷售與市場營銷、工程
技術、金融服務、信息
技術、旅遊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151 City Centre Drive,
Suite 700,
905-361-2522

www.accesemployment.ca

提高技術適應變化
中心

工業電工、建築及維修電
工、工業機械師 (機器安
裝工)

柏姆頓 (Brampton):
21 Nelson Street West,
Unit 1A,
905-595-1679, 轉 103

www.skillsforchange.org

如需了解安大略省所有橋樑項目的名單,
請上網查詢:
www.ontarioimmigration.ca/english/bridge.asp

如果您找不到所需信息或服務, 您可上網
並給安大略省移民局工作人員發送一封
电子郵件詢問:
www.ontarioimmigration.ca/english/questions_expert.asp

如果您想在一個有執照規定的行業里就職, 並且使用有規範的
職稱, 您必須獲有執照或者證書, 並在您的行業管理機構中註冊。
“有執照規定” 的行業是由法律控制, 並由專業組織或者管理
機構進行管理的。這意味着該組織有權設定該行業的入行要求
和操作標準, 評估申請人的背景條件以及已經獲得的證書; 認
證、註冊、或頒發執照給符合標準的申請人, 並懲處本專業 /
行業的成員。如果希望獲得執照, 一般包括參加一次筆試並獲
得有專人管理下的加拿大工作經驗, 請參看以下網頁了解詳情:

獲得執照/證書

學習商業英語

“橋樑”培訓項目是幫助那些在其他國家已經受過培訓的人士
儘快在安省就業。他們會評估您的技能, 並把您的技能與安大略
省的雇主希望達到的要求相比較, 他們也提供培訓和加拿大工作
經驗, 每一項橋樑項目都不同, 因此您務必需要問清詳細內容。

獲得執照: 專業職稱
http://www.citizenship.gov.on.ca/english/working/licensed
安大略省技工行業
www.ontarioimmigration.ca/english/how_work_trades.asp
安大略省的全球經驗組織
本組織可以幫助在其他國家完成高等教育和培訓的個人了解如
何在安大略省獲得專業職稱的執照, 本中心一步到位, 為那些在
其他國家完成高等教育的個人提供一系列服務。
416-327-9694 或 1-866-670-4094
TTY: 416-327-9710 或 1-866–388-2262 (聾啞人助聽電話)

www.ontarioimmigration.ca/ENGLISH/geo.asp

郝頓區 (Burlington, Oakville, Milton, Halton Hills) 柏灵頓, 歐克維爾, 密爾頓, 郝頓山
郝頓多元文化理事會
會計師與出納員

歐克維爾 (Oakville): 1092 Speers Road, 905-842-2486, 轉 238
www.halton-multicultur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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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提示

在安大略省獲得執照/證書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金錢; 而且也有
大量非常複雜的信息
需要了解。請您務必查看有關組織, 名單列入“就業及相關服
務 ” 以及“使用您自己的語言得到幫助”這兩個部分中 , 這
些工作人員的工作就是要幫助您。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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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執照/證書

評估認證您的文憑

會計師
建築師
建築技術師及技術員
航空工程師
烤麵包師
化學工程師
化學家
按摩醫療師
土木工程師
計算機工程師
牙科助理師
牙醫及牙科手術醫生
電力及電子工程師
工程師
財政審計師及會計師
林業技術工程師及技術員
門診醫生及家庭醫生
地質學家, 地質化學家及地質物理學
家
工業及製造工程師

律師
機械工程技師
醫療實驗室技術師
助產士
職業治療師
眼科醫生
法律助理
醫護助理專業及救護車救護人員
藥劑師
物理療師
精神科醫生
地產經紀及銷售員
註冊護士及神經科護士
註冊操作護士
呼吸系統醫療師
專科醫生
小學或中學教師
筆譯, 辭彙專家, 以及口譯
獸醫

以下是有執照規定的行業清單：
車輪定位及刹車技工
機動車車體及撞車損失修理工
機動車車體修理工
機動車電子零部件修理技工
機動車維修技工
電工（建築及維修）
電工（室內及農村）
燃油及電力系統技術員
髮型師
移動吊車操作員

摩托車機械技工
下水道管工
冷凍及空調機械技工
金屬板材工
蒸汽安裝工
高塔吊車操作員
傳動技術員
卡車及大客車技術員
卡車 / 拖車維修技術員

如果您有任何文憑, （如畢業、結業證書等）, (如果原件不是英
文,）您應該把這些文件全部翻譯成英文, 並前去評估認證, 這樣
做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
•在參加一個工作面試時帶給雇主審閱, 證明您的學歷背景
•在您的簡歷上顯示出跟加拿大同等資格的背景, 以便讓雇主了
解您的學歷
•申請大專院校繼續培訓或深造項目
•申請專業執照

評估認證您的文憑

獲得執照/證書

以下是有執照規定的專業清單：

•與加拿大學歷加以比較, 更好地了解您本人的學歷如何滿足安
大略省的要求
有幾間組織可以對您的文憑收費加以評估, 有些組織的評估只
能用於繼續深造的目的， 但有些機構可以評估您的文憑, 用於
教育、就業、移民、學徒、獲得專業協會執照等不同目的。以
下是這些組織的名單;
加拿大國際資格評
估服務機構 (ICAS)

評估範圍: 就業, 移民, 執
照, 學徒, 高等教育
怪爾夫 (Guelph): 100 Stone
Road West, Suite 303,
519-763-7282 或
1-800-321-6021

www.icascanada.ca

世界教育服務機構
(WES)
評估範圍: 就業, 移民, 執
照, 學徒, 高等教育

多倫多 (Toronto):
45 Charles Street East,
Suite 700,
416-972-0070 或
1-866-343-0070

多倫多大學比較教
育服務機構
評估範圍: 就業, 移民

多倫多 (Toronto):
315 Bloor Street West
416-978-2190

www.adm.utoronto.ca/ces

www.wes.org/ca

網頁資源
如果您的專業是在安大略省以外經過培訓獲得
的, 您可以在安大略省獲得幫助拿到您的合格
證書。請參看:
www.edu.gov.on.ca/eng/training/foreig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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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英語

開設您自己的公司

找一間學校學習英語

自僱項目
就業技能

皮爾區新移民中心

柏姆頓 (Brampton):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199 County Court Boulevard, Suite 102,
905-460-8585

165 Dundas Street West,
Suite 200,
905-306-0577, 轉 308

自雇優勢項目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55 City Centre Drive, Suite 701,
905-306-7104

全球商業中心

LINC (加拿大新移民語言中心)

ESL (英語作為第二語言課程)

www.palc.ca

•開設免費全日制及半日制課程
•有些學校還免費提供幼兒照看
•由加拿大聯邦政府提供資金
•必須是年滿17歲以上永久居民或常規
難民

郝頓 (Halton) 商業發展中心

您在選修LINC 課程以前必須參加測試; 測
試/評估地點如下:

•幾乎向所有希望學習英語作為第二語
言的人開放 (訪問者必須付費)
•開設全日制及半日制課程, 有些由政
府資助 (免費或者收取很小一部份材
料費), 有些由個人自付費用
•有些由安大略省政府支付費用
•許多“特殊” 課程也可能被叫作ESL;
例如 TOEFL托福, 閱讀及寫作, 會話, 商
業英語及其它課程; 重要的是要詢問某
間組織提供的是何種課程。

www.jobskills.org

自雇資源中心
柏姆頓 (Brampton)
小商業企業家中心
33 Queen Street West, 1st Floor,
905-874-2650

www.brampton-business.com

卡爾頓 (Caledon)商業中心

波頓 (Bolton): 12596 #50 South, Unit 2,
905-857-7393

www.caledonbusinesscentre.com

您將會聽說兩種成人英語課程; ESL(英語作為第二語言課程)及
LINC (加拿大新移民語言中心)。這兩種課程是一樣的, 不論怎
樣稱呼課程名稱, 語法就是語法是同樣的, 不同的是誰可以選修
這些課程, 哪一級政府支付課程費用。以下是您在選修ESL或者
LINC課程時,所需要了解的信息。

歐克維爾 (Oakville):

1151 Bronte Road,
905-825-6000 或1-866-442-5866
TTY 905-827-9833 (hearing impaired)

www.halton.ca/business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商業企業
家中心 (MBEC)
301 Burnhamthorpe Road West,
905-615-4460

www.mississauga.ca/mbec

欲想了解皮爾和郝頓區LINC課程, 請查
看網頁: www.lincpeelhalton.com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2 Robert Speck Pkwy, Suite. 800,
905-279-0024 轉 1369
3233 Brandon Gate Drive, Unit 6,
905-677-0007, 轉 1

263 Queen Street East, Unit 14,
905-595-0722, 轉 4101

(Halton)

(阿克頓 Acton, 柏灵頓 Burlington,
喬治城 Georgetown, 密爾頓
Milton, 歐克維爾 Oakville)
多個地點
905-875-3851, 轉 1369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與您本地校區教育局, 社區學院或LINC 評
估中心聯絡, 以了解有關開設的ESL課程
。您也可以參照本指南“使用您自己語
言得到幫助”部分, 找到其中機構之一進
行了解。

柏姆頓 (Brampton)

郝頓

54

找一間學校學習英語

開設您自己的公司

如果您在考慮開設自己的公司, 您可以給以下組織其中之一打電
話或前往拜訪, 請求他們幫助您按部就班地進行。開創一家公司
需要做很多事情, 務必請求幫助。

您知道嗎?
如果您選修LINC課程有困難, 您有可能
符合家庭輔導項目, 您可以在家自己用
LINC 的課本學習英語, 聽錄音, 或者用
計算機上網。每星期一位老師會給您打
電話, 您和上課的同學學習一樣的課程
內容, 您只是在家裡上課。但是您必須
前往一個考試中心參加考核, 以確定您
的英語水平。詳情致電:
1-866-277-5462 轉 1257 或者 上網查
看 www.tcet.com/linchomestudy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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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英語

學習英語

測試您的英語水平

學習專業英語

以下是最常用的幾種英語考試:
托福 TOEFL
(英語作為第二語言考試)

CLBA
(加拿大語言水平測試系統)

•多項選擇題
•大專一般要求學生至少要達到540 分
•大學一般要求學生至少要達到580 分
•有關考試內容, 考試日期和地點, 詳情
請參看網頁: www.ets.org 並點擊托福
TOEFL

•測試聽力、會話、閲讀、寫作
•共有 12 個水平級

TSE
(英語口語考試)

強化語言培訓 (ELT) 是更高級的英語作為第二語言課程, 其中包
括不付薪水的工作, 以獲得加拿大工作經驗, 您將在這個項目
中學習商業英語, 如何在加拿大尋找工作, 如何撰寫簡歷, 他們
將會把您介紹給一家加拿大的雇主, 以獲得加拿大的工作經驗。
每一個組織都以不同的方式自行管理其各自的強化語言培訓
(ELT) 課程項目, 所以您務必問清細節。請參看本指南中第49
頁上“就業及相關服務: 強化語言培訓”的項目和地點內容。

學習專業英語

測試您的英語水平

大專院校以及好的私立學校將會要求您提供您英語水平的證明,
最通常被接受的考試成績是托福TOEFL, 但是您必須與您要申請
的那間學校註冊處聯絡確定他們是否接受托福TOEFL考試成績。
您可以自己學習考試內容, (購買學習書籍或者從圖書館借來),
或者您也可以選修一門預備課程, 許多開設 ESL 的學校都提供
托福 TOEFL考試和其它課程。

•是全國公認的成人英語作爲第二語言
測試系統
•測試后方能參加LINC(新移民語言課程)
•結果得到LINC (新移民語言課程)認可，
但暫時不被大專院校接受。
•欲知更多詳情， 請訪問網頁：

www.language.ca

•測試口語及聽力交流能力
•由托福TOEFL同樣的管理機構檢測,詳
情請參看 www.ets.org

IELTS
(國際英語考試系統)

• IELTS 被越來越多的教育機構所接受,
但是托福TOEFL仍然更廣被接受
•詳情請參看網頁: www.ielts.ca

“英語是一種滑稽的語言; 這
就是為甚麼我們把車車停在開
車道上,
但又在停車道上開車.”
作者不詳

56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57

教育及培訓

教育及培訓
成人教育

如果您是尚未獲得高中畢業證書的成人, 您可以通過兩種方法獲
得高中畢業證書。與以下校區教育局成人教育部門 聯絡, 詢問
有關完成安大略省高中畢業證書項目。
皮爾校區教育局
柏姆頓 (Brampton):

905-791-6700, 轉 6400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905-270-6000, 轉 420

www.peel.edu.on.ca/alt_programs/adult_ed/index.htm

達福林 - 皮爾天主教校區教育
局
905-891-9263

www.dpcdsb.org/CEC/CNE/

郝頓校區教育局
蓋瑞 艾蘭高中 (Gary Allan)

柏灵頓 (Burlington): 905-632-2944
郝頓山 (Halton Hill): 905-873-8783
密爾頓 (Milton): 905-632-2944
歐克維爾 (Oakville): 905-845-7542
www.garyallan.ca

郝頓天主教校區教育局

歐克維爾 (Oakville): 905-849-7555
柏灵頓 (Burllington): 905-632-5858
www.haltonalc.com

為成人提供的高中畢業課程

成人教育

知識更新在就業的世界中被看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雇主會
參看你在事業發展中所參加過的進修課程、培訓以及職業發展
活動。這也是一個學到新技能, 做些愉快的事情並提高知識水平
的好機會。

為成人提供的高中畢業課程

GED & ACE: 兩種不同的高中畢業證書
普通證書 (GED)

如果您想儘快獲得高中畢業文憑, 並自修
課程, 您可以參加普通證書GED 的考試,
並獲得相當於安大略省高中畢業證書。
•詳情請上網參看網頁 www.ilc.org
•您可以在家自修課程, 上網或者選修
課程
•如果希望獲得普通證書GED, 需要參加
五項考試, 安大略省政府接受這些考試
作為達到安大略省高中畢業文憑的同
等要求的憑證。
•與任何列在以下“成人提高教育水
平”部分中的組織聯絡, 尋求幫助,
獲得有關普通證書GED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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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就業證書 (ACE)

升學就業證書ACE 是可以獲得12 年級畢
業證書的另一條途徑, 這種方法被認為等
同於OSSD (安大略省高中畢業文憑), 被
所有安大略省的社區學院所接受, 也被一
些雇主接受當作12 年級畢業證書。詳情
請參看下幾頁 “學業提高” 部分中的課
程項目內容。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59

教育及培訓

教育及培訓

加強學業 - 提高您的數學, 閱讀, 寫作能力

皮爾區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Le College du Savoir
柏姆頓 (Brampton):
20, rue Nelson O., Bureau 403,
905-457-7884

皮爾區成人教育中心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5940 Wallace Street,
905-507-0111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165 Dundas Street West, Suite 502,
905-507-2666

皮爾校區教育局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City South Plaza,
7700 Hurontario Street, Unit 300,
905-791-6700, ext. 6401

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柏灵頓, 歐克維爾, 密爾頓, 郝頓山 (Burlington, Oakville, Milton, Halton Hills) 郝頓區

郝頓天主教校區教育局
歐克維爾 (Oakville):

171 Speers Road, Unit # 1,
905-849-7555

柏灵頓 (Burlington):

謝里頓 (Sheridan) 技術與高等學
術學院

760 Brant Street, Suite 401A,
905-632-5858

Davis Campus,
7899 McLaughlin Road,
905-459-7533, 轉 5727

柏灵頓掃(文)盲理事會

柏姆頓 (Brampton):

www1.sheridaninstitute.ca

就業、生活與家庭技能
柏姆頓 (Brampton):

Brampton Civic Centre, 150 Central Park
Drive, Suite 316,
905-793-5400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151 City Centre Drive, Suite 302,
905-273-5196

www.skillsforself.org

www.haltonalc.com

柏灵頓 (Burlington):

Upper Canada Place,
460 Brant Street, Suite 21,
905-631-1770

www.literacycouncil.ca

北郝頓掃(文)盲促進會

喬治城 (Georgetown) / 密爾頓 (Milton) /
阿克頓 (Acton)
72 Mill Street,
905-873-2200

www.literacynh.org

謝里頓 (Sheridan) 技術與高等學
術學院
歐克維爾 (Oakville):

技術培訓中心 (Skills Training Centre),
407 Iroquois Shore Road, Room A23,
905-845-9430, 轉 8009

www1.sheridaninstitute.ca

技能發展與培訓中心
柏灵頓 (Burlington):

Bay Area Learning Centre,
860 Harrington Court,
905-333-3499, 轉 132

www.thecentre.on.ca

基督教青年會 (YMCA) 事業發展
與培訓中心
柏灵頓 (Burlington):

500 Drury Lane,
905-681-1140, 轉 257

www.mydreamjob.ca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Morning Star Middle School,
3131 Morning Star Drive,
905-791-6700, ext. 6401

加強學業 - 提高您的數學, 閱讀, 寫作能力

加強學業 - 提高您的數學, 閱讀, 寫作能力

如果您需要幫助提高閱讀, 寫作, 數學和其它等方面的能力, 有
許多機構可以幫助您。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會讓您對自己更
有信心, 也能增加就業機會。

加強學業 - 提高您的數學, 閱讀, 寫作能力

柏姆頓 (Brampton):
100 Elm Drive,
905-791-6700, ext. 6401

www.peelschool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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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培訓

教育及培訓

新工作培訓

“第二職業”是安大略省政府提供的尋找新職業再培訓的一個
項目, 其中包括經濟補貼。“第二職業”為幫助安省失業人士參
加長期培訓以獲得新工作提供就業計畫及經濟援助。

如需了解安大略省完整的大專院校名單, 請參看以下網頁:

社區學 院

www.edu.gov.on.ca/eng/general/list/college.html

大專院校

新工作培訓

您失業了嗎？您是否覺得您需要培訓才能找到工作？如果答案
是肯定的話, 您有可能享受政府提供的經濟補貼。對於某些人來
說, 培訓是唯一他們可以找到工作的途徑。

大專院校

大學
www.edu.gov.on.ca/eng/general/list/univers.html

詳情請致電: 1-800-387-5656 或 TTY 416-325-4084 (聾啞人助
聽電話)
或者參看 www.edu.gov.on.ca/eng/tcu/secondcareer
或者尋找本指南 “就業及相關服務” 部分列舉的機構, 與之面
談。

安大略省技能發展項目
“安省技能發展項目”可以幫助您參加短期培訓, 以便加強您的
技能找到工作。該項目包括以下內容：
•書本費用及學費經濟補貼
•更多找到長期就業職位的機會
如果您符合以下要求, 您可以參加這一項目：
•現在失業
•滿足領取失業救濟的條件, 或者在過去三年中滿足領取失業救
濟的條件
•離開工作照顧新生嬰兒或者新領養的幼兒, 並在過去五年內滿
足領取失業救濟的條件或領取過產假、父親假補貼。
欲知詳情, 請致電 1-800-387-5656 或 TTY 416-325-4084 (聾
啞人助聽電話)
或 請參看; www.employmentontario.ca
或者尋找本指南“就業及相關服務”部分列舉的機構, 與之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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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培訓

駕車

半工半讀

獲得駕照

對於一些想學習一種技能 (比如下水道管工, 建築工, 廚師等)人
來說, 學徒工是一種在職培訓項目, 其中包括跟熟練工 (指那些
已經獲得行業證書的工匠) 學習新技能。
學徒工培訓可以提供高薪工作, 技術水平, 判斷力以及創造力要
求都高, 學徒工取得工作經驗時獲有薪水, 他們的工資隨著他們
的技能水平增長。

駕照信息

目前在安大略省有140多種學徒工行業, 主要分布在以下四個領
域裡; 建築, 工業/ 製造, 動力以及服務。

•您必須擁有安大略省駕照才可開車

欲知詳情, 請致電給安大略省就業局：

•你必須通過驗光測試

1-800-387-5656

•你必須通過筆試, 證明你了解公路和交通標誌的規定

1-866-768-1157 TTY (聾啞人助聽電話).

來到安大略省的新移民可以用他們自己選擇的語言詢問這一信
息。
您也可以在全安大略省範圍內的社區學院內找到學徒工培訓項
目, 請參看以下網頁:

www.ontariocolleges.ca

就業培訓獎勵／工資補貼
項目

網頁資源

如果想要了解安大略省所
有專業行業的清單信息, 請
參看網頁:
www.apprenticesearch.com
並點击 “About Trades”

此項目目的是為失業人員提供協助, 他們最近沒有工作, 或因有
困難找不到工作。如果一家公司雇用您, 政府會補給這家公司一
些資金, 叫作“補貼”, 以幫助支付您的工資。按照本指南第42
頁上 “就業及相關服務: 項目與服務” 部分列舉的機構, 與之
聯絡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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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您要去的地方的遠近, 有幾種交通方式。您可以開車, 搭乘
公共汽車, (叫作公共交通), 搭乘火車 (叫作GO郊區快綫), 搭乘
出租汽車, 騎自行車, 或者步行。在多倫多, 還有一個地鐵系統
叫作 TTC(多倫多交通委員會)。您可以有多種選擇, 您可以了解
每一種交通方式 的信息, 為您和您的家人做出最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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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駕照

半工半讀

學徒工

•你必須年滿16 歲或超過16 歲以上才可在安大略省開車

•在過這些測試以後, 你可以獲得G1級別的駕照以及新車手信
息材料。你必須通過兩個路試才可獲得完整駕照。
•新車手在通過G1筆試至少12 個月後, 才可參加G1 路試
•在參加完G1 路試以後, 你將收到G2 駕照, 你必須持有至少
12 個月G2駕照, 才可去參加G2 路考, 最後獲得安大略省完
整駕照
欲知有關安大略省開車以及駕照詳情, 請參看安大略省交通部網
頁: www.mto.gov.on.ca/english/dandv/driver/index.html

溫馨提示
如果您是第一次開車的新手, 或者是第一次在加拿大開車的新
手, 您應該參加駕車培訓課程。如果您出示參加培訓的證明,
可以幫助您通過考試, 而且您的保險金額也可能相對減少。如
果想要了解安大略省有認證的駕車培訓學校, 請參看安大略省
駕車學校協會網頁: www.dsao.com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65

駕車

駕車

獲得駕照

獲得駕照
駕駛及車輛牌照發放辦公室

請到離您最近的“駕駛員筆試路試中心”, 攜帶個人證件 (必須
是原件)。

如果您已經擁有安大略省駕照, 您可以到這些辦公室辦理一切所
需的有關牌照事務(如車輛牌照、年檢標籤等)。
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皮爾區

駕駛員考試中心
柏姆頓 (Brampton):
59 First Gulf Blvd, Unit 9

柏灵頓 (Burlington):
Burlington Power Centre
1250 Brant St, Unit 2

歐克維爾 (Oakville):

您知道嗎?
如果您想在安大略省駕
車, 您的車必須在省政
府處登記註冊, (您每年
必須重新登記一次), 在
車牌上 貼上一個新標籤
, 而且您必須給您的車
購買保險。這是法律規
定!

2035 Cornwall Rd
1-888-570-6110

www.drivetest.ca
您知道嗎？
任何人年滿80后, 必須聯絡交通部, 參加一次驗光測試、筆試, 並
參加一次高齡人駕駛小組培訓課程。交通部門還要決定是否需要
他/她參加一次路試。這一過程必須每兩年重複執行, 您也可以上
網參看:
www.mto.gov.on.ca/english/dandv/driver/senior
或者致電 1-800-396-4233 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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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獲得駕照

獲得駕照

在安大略省獲得駕照:

柏姆頓
(Brampton)

Square One Mall (Lower
Level) 100 City Centre Drive,
905-276-4357

6295 Mississauga Road
North, Unit 101,
905-826-6151

2150 Steeles Ave E.,
905-792-0081

Sheridan Mall- 2225 Erin
Mills Parkway, Unit 24,
905-855-0082

1425 Dundas Street East,
Unit #2, 905-629-1364

Wexford Square Plaza,
1 Wexford Road, Unit 13,
905-840-7433
4 McLaughlin Rd, Unit 8,
905-452-1132

柏灵頓, 歐克維爾, 密爾頓, 郝頓山 (Burlington, Oakville, Milton, Halton Hills) 郝頓區

柏灵頓 (Burlington)

歐克維爾 (Oakville)

密爾頓 (Milton)

Burlington Square Plaza,
760 Brant Street, Suite 26A,
905-639-6691

New Trafalgar Village Mall,
105 Cross Avenue,
905-337-8751

197 Main Street East,
905-878-5210

3455 Fairview Street,
905-681-7343

喬治城 (Georgetown)
28 Main Street South,
905-877-3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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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車

駕車

獲得駕照

車內安全帶和幼兒安全車椅

在任何一台機器前, 付錢便可續延您的駕照, 這台機器取名叫作
“小櫃檯”, 就像銀行的機器一樣, 你只需要用Visa 卡, Master
Card 卡, American Express 卡或者銀行卡, 就可以使用這種機器。
這種機器一般都停放在大商場里, 您可以更新您的年檢標籤, 訂
購私人車牌, 更改地址, 交付罰款等。如果想獲得全安大略省小
櫃檯的名單, 請參看網頁: www.mto.gov.on.ca/english/kiosk

皮爾區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Dixie Outlet Mall,
1250 South Service Road
Erin Mills Town Centre,
5100 Erin Mills Pkwy

柏姆頓 (Brampton)
Meadowvale Town Centre,
6677 Meadowvale Town
Centre Circle

Bramalea City Centre,
25 Peel Centre Drive

•8 週歲
•145 公分 (4 英尺9英吋) 高
•36 公斤 (80 英磅) 重

Square One,
100 City Centre Drive

飲酒與駕車法律

歐克維爾 (Oakville)

密爾頓 (Milton)

Burlington Mall,
777 Guelph Line

Oakville Place Mall,
240 Leighland Ave

55 Ontario Street

買車
買車

買新車
您可以從車行買新車, 跟了解車的人談談, 問問他們喜歡開哪種
車輛, 在哪裡買車等等。您可以在電話簿黃頁上查到車行名單。

買二手車
如果您購買或者出售舊車, 賣方有責任向買方提供舊車材料內容
。如果希望了解更多有關買賣舊車的信息, 請前往安大略省服
務櫃檯機或駕駛與車輛牌照頒發辦公室,（本指南中列有地點清
單, ）或者上網查詢: www.mto.gov.on.ca/english/dandv/vehicle/used.htm

安大略省在全北美地區設立了最嚴格的“酒後駕車”的法律規
定。
如果駕駛員違反以下規定, 可以馬上被註銷 駕照：
•拒絕做酒精呼吸測試
•酒精呼吸測試顯示血液內含0.05 酒精量或以上, (這意味著每
100 毫升血液中含50 毫克的酒精量)。
駕駛員如被測試出酒精含量達到0.05 至 0.08 (被稱作是“警告
範圍”), 駕照會在路旁就被吊銷, 吊銷時間分別為 3、 7 或30
天。

飲酒與駕車法律

柏灵頓 (Burlington)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幼兒必須坐在安全車椅中; 當孩子達到以下條件時才可以
使用成人座位和安全帶。

Shoppers World Brampton,
499 Main Street South

郝頓區 (Burlington, Oakville, Milton, Halton Hills) 柏灵頓, 歐克維爾, 密爾頓, 郝頓山

68

在安大略省, 車輛行駛時每個車內的人都必須扣上安全帶, 幼兒
必須坐進安全車椅中。不扣安全帶的罰款可高達500 加元, 您也
可能在駕照上丟“分”。駕駛員對16歲以下少年負有責任, 必
須要求他們扣上安全帶, 並對幼兒負有責任, 必須讓他們安全正
確地坐進安全車椅中。警察不會給您的孩子罰款單， 您會收到
這樣的罰單。

車內安全帶和幼兒安全車椅

獲得駕照

安大略省服務櫃檯機

如果您是新手, 仍在申請駕照的過程中, 您的酒精度必須是零,
否則您的駕照就要被吊銷30 天。
這在安大略省意味著甚麼?

不要酒後駕車!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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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城市公共交通及其他交通工具

使用城市公共交通及其他交通工具

公共汽車及火車

公共汽車及火車

皮爾區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密西沙加
GO 郊區快綫
把多倫多市與大多
倫多地區的周邊市
鎮連接起來的火車
系統
www.gotransit.ca
1-888-438-6646

柏姆頓

(Mississauga)

(Brampton)

公共交通系統

公共交通系統

905-615-4636

905-874-2999

www.mississauga.ca/portal/
residents/publictransit

www.brampton.ca/transit/home.tml

卡爾頓 (Caledon)公共
交通系統
GO郊區快綫是卡爾頓唯
一的公共交通設施系統

TTC (多倫多交通委
員會)

郝頓區

把整個多倫多市內
的公共汽車及有軌
電車全部連接起來
的地鐵系統
www3.ttc.ca
416-393-4636

柏灵頓 (Burlington)
公共交通系統

(Burlington, Oakville, Milton, Halton Hills)

柏灵頓, 歐克維爾, 密爾頓, 郝頓山

905-639-0550

http://cms.burlington.ca/
Page146.aspx

歐克維爾 (Oakville)
公共交通系統
905-815-2020

www.oakvilletransit.ca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不需支付兩次車票!
有時候您需要搭乘一次以上的汽車、有軌電車或者火車到達您
想去的地方。當需要這樣做時, 您需要一張轉車票。轉車票是一
張紙條, 告訴公共汽車司機您不需要再買下一張車票。當您乘坐
第一輛汽車或者有軌電車時, 向那輛汽車司機要一張轉車票。在
地鐵站, 可從機器中索取轉車票。轉車票只在一段有限的時間內
有效。

可放輪椅的公共交通
如果您坐輪椅, 或者有其它行
動困難, 許多市鎮都有特殊公
共交通設施幫助您 (比如, 專門
汽車可以前來接送您, 您可以
坐在輪椅中), 您必須與您所在
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統聯絡, 填
寫一張表格, 以確定您是否有
資格獲得這種服務。

皮爾區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皮爾公交幫助

(卡爾頓不設此服務設施)
905-791-1015

www.region.peel.on.ca/transhlp/index.htm

郝頓區

(Burlington, Oakville, Milton, Halton Hills)

柏灵頓, 歐克維爾, 密爾頓, 郝頓山

密爾頓 (Milton)公共
交通系統

便利小巴 (Handi-Van)
905-639-5158

905-815-2020 (由歐克維爾
公共交通系統代理經營)

http://cms.burlington.ca/Page2279.aspx

www.milton.ca/residents/transit/
miltontransit.htm

郝頓山行動小巴 (Acti-Van)

郝頓山 (Halton Hill)公
共交通系統
GO郊區快綫是郝頓山唯
一的公共交通系統

網頁資料
如果希望 了解大多倫多地區(GTA)全部公共交通系統, 請上網
參看: www.findtheway.ca
70

乘坐一趟以上的汽車 / 地鐵 / 火車

公共汽車及火車

公共汽車及火車

安大略省的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本地公共汽車, 有軌電車, 地鐵
等。所有車輛都統稱公交系統, 每一個城市收費標準不一樣。比
起開車, 公共交通比較便宜, 您可以用現金 (通常您需要預備正
好數目的零錢) 購買車票, 或者使用月票 / 日票等, 您可以到公
共圖書館免費取得一份公共交通圖, 或者參看以下網頁上的交通
圖。

“一輛汽車當您追
趕它的時候, 比起
您坐在汽車里邊時,
跑得加倍快。”
作者不詳

905-873-2601, 轉 2617

www.town.halton-hills.on.ca/transit

密爾頓特殊公共交通
905-878-7252, 轉 2182

www.milton.ca/residents/transit/miltontransit.htm

歐克維爾関愛小巴 (care-A-van)
905-815-2020

www.oakvilletransit.com/careavan.htm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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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城市公共交通及其他交通工具

使用城市公共交通及其他交通工具

出租汽車、自行車及步行

出租汽車、自行車及步行
騎車

乘坐出租汽車快捷方便, 但也較為昂貴。有兩種方法可以確定出
租汽車車費多少。第一, 可以是固定價錢, 例如, 從皮爾遜國際
機場到密西沙加可能固定40.00 加元, 或者價錢根據您行走的距
離而定。出租汽車里都安裝有“里程表”, 當出租汽車開到您家
門口時, 里程表已經有計算好的起價金額, 隨著出租汽車行走的
公里數增加, 金額隨之增加。當您到達目的地時, 您必須支付里
程表上顯示的金額。通常要給司機“小 費”, 就像在飯館或者
理髮店支付小費一樣。

•每一位18 歲以下的騎車人都必須戴上頭盔 , (實際上任何人,
不論年齡大小, 為安全起見, 都應該帶上頭盔)。
•就像開車一樣, 必須遵守交通規則, (例如, 如果紅燈時, 必須
停車, 等綠燈亮時才可再行)。
•與機動車按照同一個方向行駛
•自行車 / 腳踏車不能在高速公路上行駛
•有關自行車 / 腳踏車更多有趣詳情, 請查看以下網頁:

www.mto.gov.on.ca/english/pubs/cycling-guide/index.shtml
參看電話簿中黃頁“出租汽車”部分, 找到出租汽車公司。

騎自行車或者步行

步行

兩種最健康, 最便宜, 無空氣污染的交通方法是騎自行車和步行!
如果您喜歡戶外活動, 希望積極運動, 又不去很遠的地方, 那麼
考慮騎車或者步行前往最佳。

•當您步行時, 您被稱作“行人”

出租汽車、自行車及步行

出租汽車、自行車及步行

出租汽車

•每當有停車交通燈時, 都會有行人指示燈; 按照指示燈上顯示
停或者走
•車輛應該讓行人(步行的人) 先行, 但千萬小心; 有些司機不按
照規定行事！
•加拿大很安全, 但每個人在步行時都要小心。以下是一些安全
要訣, 特別是婦女或老人, 更要小心:
•儘量避免夜間單行
•在照明好以及人多的地方停留
•隨身攜帶一個哨子或者任何有大聲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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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與醫院

醫生與醫院

找醫生
•請參看 www.cpso.on.ca 網頁,
並點击“尋找醫生”
•致電: 1-800-268-7096
•查看電話簿黃頁中“醫生與
手術醫師”部分
•查看黃頁隨時登門醫務所,
“醫務所 - 醫療”部分。即
使您沒有家庭醫生, 您總是
可以使用臨時登門醫務所的
服務， (有些有家庭醫生)。
•問您認識的人, 請他們介紹
醫生
您知道嗎?
如果你想去看一位專科醫生,
(比如心臟專家或皮膚科醫生
等), 您不能直接給這些專科
醫生打電話, 必須由您的家
庭醫生給您介紹才可安排。

找牙醫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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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姆頓 (Brampton)

威廉姆 奧斯勒 健康中心 柏姆頓市醫院
(William Osler Health Centre Brampton Civic Hospital)
2100 Bovaird Drive East,
905-494-2120

www.williamoslerhc.on.ca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科來谷醫院
(The Credit Valley Hospital)
2200 Eglinton Avenue West,
905-813-2200

延齡草健康中心
(Trillium Health Centre)
100 Queensway West,
905-848-7100

www.cvh.on.ca

www.trilliumhealthcentre.org

柏灵頓, 歐克維爾, 密爾頓, 郝頓山 (Burlington, Oakville, Milton, Halton Hills) 郝頓區

柏灵頓 (Burlington)

約瑟夫 布蘭特紀念醫院
(Joseph Brant Memorial
Hospital)
1230 North Shore Boulevard,
905-632-3730

喬治城 (Georgetown)
喬治城醫院
(Georgetown Hospital)
1 Princess Anne Drive,
905-873-0111

www.haltonhealthcare.com

www.jbmh.com

歐克維爾 (Oakville)

歐克維爾-特福閣紀念醫院
(Oakville-Trafalgar Memorial
Hospital)
327 Reynolds Street,
905-845-2571

www.haltonhealthcare.com

密爾頓 (Milton)

密爾頓區醫院
(Milton District Hospital)
30 Derry Road East,
905-878-2383

www.haltonhealthcare.com

找牙醫
安大略省醫療保險 (OHIP)不包
括看牙。除非您的雇主為您提
供這方面的福利, 否則您必須
自付牙醫費用。在安大略省找
牙醫, 可以採用以下幾種方法:

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皮爾區

醫院

找醫生

您必須自己負責找到一位家庭
醫生, 您應該在一拿到OHIP 卡
時就應該馬上做。打電話時,
您應該這樣問: “醫生現在還
接受新病人嗎? ”有些醫生因
為已經太忙, 所以不再接受新
病人, 因此您可能還要繼續尋
找。如果您需要找一位兒科醫
生, 您也要用找家庭醫生同樣
的辦法找。有多種方法尋找醫
生:

醫院

•請參看網頁 www.oda.on.ca,
並點击“尋找牙醫”
•查看電話簿黃頁中“牙醫”
部分
•問您認識的人, 請他們介紹
牙醫

溫馨提示
試想像現在是凌晨3:00 點, 您的孩子
好像病了。您不知道該怎麼辦, 也不
知道把孩子送到哪裡去, 您也不確定
這是不是緊急情況, 或者您的孩子只
是得了重感冒? 請給安大略省醫療健
康部打電話： 1 –866-797-0000；全
天24 小時、每星期7 天服務.。您總
會聯絡上一位註冊護士, 他 / 她可以
幫助您。

您知道嗎?
如果有救護車把您送
到醫院, 安省醫療保險
(OHIP)支付大部分費
用, 您只需要自付45
加元的基本費用。但
是如果救護車把您送
到醫院, 而醫生並不認
為這是緊急情況, 您必
須自付所有救護車的
費用。因此您必須在
完全確定是緊急情況
下, 才使用救護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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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與醫院

理財

健康生活
需要有關如何戒煙的信息嗎?
需要了解如何給嬰兒哺乳?
需要健康飲食方面的建議嗎?
公共健康部門可以為您提供答
案, 信息, 以及如何健康生活的
建議。一切服務免費, 請查看
網上信息或致電。

皮爾區健康署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柏姆頓 (Brampton):
905-799-7700

卡爾頓 (Caledon): 905-584-2216
TTY 1-888-919-7800
(聾啞人助聽電話)

www.peelregion.ca/health

郝頓區健康署

(如果住在郝頓區) 請致電311或致電
905-825-6000 or
1-866-442-5866
TTY 905-827-9833
(聾啞人助聽電話)

www.halton.ca/health

安大略省福利救濟項目
安省福利救濟項目是由省政府資助, 為那些臨時有經濟困難的人
提供收入與就業輔助, 有些人可能還可享受免費藥品和牙醫, 眼
鏡, 助聽器, 以及其它所需費用的補貼。此一項目並不是簡單從
政府那裡領錢; 受益人必須參加有關自助項目以達到自力更生。
安省福利救濟項目幫助您通過以下方式達到這一目標 :

緊急經濟救援

健康生活

公共健康署

緊急經濟救援

•就業技能培訓
•就業安置
•教您如何尋找工作
(簡歷, 面試等)
•文化水平評估與輔助
如果需要了解更多有關安省福
利救濟項目, 申請參加項目, 或
者確定是否符合申請條件, 請
親訪或者致電您本地安省福利
救濟項目辦公室。

皮爾區社會福利服務署
- 安大略省福利救濟項目

通過電話面試申請
905-793-9200 或 1-800-327-5379
905-451-6108 (下班以後)
TTY 905-793-5173 (聾啞人助聽電話)

您知道嗎?
如果需要申請產假或者雙親產
假福利 (這是指當您有新生兒
時, 必須留在家中一段時間照
看嬰兒); 或者病休福利 (即您
不能工作); 或照顧重病家人 (
需要在家照顧患有絕症並可能
亡故的家人) 等福利, 請親往
加拿大服務中心辦公室申請。
清單列在第23 頁上。

郝頓區社會與社區福利服務署
- 安大略省福利救濟項目
通過電話面試申請
905-825-8888 或
1-866-442-5866, 轉 888

www.halton.ca/SCS/FinancialAssistance/ontarioworks

www.peelregion.ca/ow/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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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

緊急經濟救援

稅收
稅收

失業保險金 (EI) 為那些不是因為他們自己的責任 (例如: 工作量
不足, 季節性工作或者裁員) 而失去工作的人提供收入。您必須
隨時可以工作, 也有能力工作, 而且在收取 EI 的同時, 您也在尋
找工作。如果您自己主動辭職, 也並沒有 “合理原因” (一個
好的原因), 或者因為你自己的過錯被解雇, 您將不能得到常規失
業保險金。

在加拿大有很多種稅收, 但是其中有三種你最經常聽到的是:
個人收入所得稅,

當您剛一失去工作的時候, 應該馬上申請失業保險金, 您的雇主
必須給您提供一份就業紀錄 (ROE), 或者電郵給政府。不要等收
到就業紀錄後才去申請EI失業保險金, 馬上申請, 你可以稍後再
把就業紀錄 (ROE) 寄給政府。
皮爾區勞工社區服務局

989 Derry Road East, Suite 403,
905 696-7444

www.bmdlc.ca

商品與服務稅 (GST) 及省政府銷售稅 (PST) 稅。

個人收入所得稅
政府會從您就業的工資中扣除 (拿走) 這部分錢。每年 4 月30
號以前, 您必須填寫一份“個人收入所得稅報表”, 這是法律規
定。如果政府從你那裡扣去過多稅金, 您會收到“退款”。如果
您沒有交夠稅金, 您必須交給政府餘額。
在您第一次 填寫“個人所得稅報表”時, 應該找人幫忙。在接
近報稅時間時, 有些免費機構可以幫助您填表, 按照本指南第12
頁上所列出的“安居”機構, 找他們幫助您。
上網查詢: www.cra-arc.gc.ca/tx/ndvdls/vlntr/clncs/on-eng.html
致電: 1-800-959-8281

如果您在失去工作以後, 需要幫助填寫政
府表格, 此部門可以幫助你填寫表格, 進
行申請。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稅收

緊急經濟救援

失業保險金 (EI)

溫馨提示
當你結束一份工作時, 你的雇
主必須自你停止工作的最後一
天起, 在5 天之內給你提供一
份表格, 叫作“就業紀錄”
(ROE) 。如果你有什麽困難拿
不到這份就業紀錄, 請前往本
地加拿大服務中心辦公室尋求
幫助 (在本指南第23
頁上列有名單) 或者致電
1-800-206-7218。

商品與服務稅 (GST)
GST 是 5%， 購買任何物品都要交付GST。

省政府銷售稅 (PST) 稅
在安大略省, PST一般為 8% , 但是有些物品 (例如酒和香煙) 稅
率更高。
PST只在那些需要徵收的物品和服務的價格上徵收。
GST 和PST 在需要徵收時, 都加在一起, 加到價格上。
例如, 如果您買一件毛衣價格是29.99 加元, 售貨員再加上 13%
(GST + PST) 的稅額, 所以您現在要支付33.89 加元買這件毛衣。
網上資源
在加拿大的第一年報稅:
www.cra-arc.gc.ca/tx/nnrsdnts/ndvdls/nwcmr-e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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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

緊急情況

信貸諮詢

緊急情況電話號碼

加拿大信貸局

負責債務解決方法公司

•您是否有困難按時支付帳單?

1-800-267-2272

1-888-424-3093

www.creditcanada.com

www.inchargecanada.ca

如果您遇到緊急情況時、或者
您發現有人需要緊急救助時,
請馬上打911。當您打通電話
時, 接聽的人跟您說的第一句
話首先就是 “警察、救火、或
者急救車”？ 說清楚您需要哪
一種急救。接聽的人會把您轉
給所需要的救急部門, 做好準
備回答以下問題, 例如：

您可以打911電話 報告:

•您在哪裡? 具體地址是甚
麼?

警察, 急救車, 救火車 (只有緊
急情況下可撥打)

•發生了甚麼情況?
•誰發生了緊急情況?
如果您不會說英語, 或者只願
意說你自己的母語， 您可以用
您自己的語言求助。例如, 您
可以說: “說波蘭語”。
在911 系統裡有150 多種語言
可以幫到您。

•火警
•犯罪行為
•有人需要醫護急救
•任何其它需要警察, 救火隊
或者急救車幫助的緊急情況

緊急情況電話號碼

緊急情況電話號碼

信貸諮詢

•是否有追債公司不斷打電話
詢問您的欠款?

如果您需要得到幫助走出債務,
有免費服務幫助您。他們不會
為您付清債務, 也不會給您錢,
但是他們會幫助您設計一個計
畫, 幫助您達到無債一身輕的
目標, 請致電給這些機構尋求
幫助。

•您是否在信用卡上有大筆欠
債金額? 您是否只支付最小
的數額?

911
TTY 1-800- 990-8199
(聾啞人助聽電話)

警察 (非緊急情況下可撥打)
皮爾警察局
905-453-3311

郝頓警察局
溫馨提示
您可以不報姓名向警察舉報一
樁犯罪行為, 警察需要公眾的
幫助解決犯罪問題, 如果您不
想報出姓名, 但是想幫助警察,
您可以給制止犯罪熱線
(Crime Stoppers) 打電話:
416-222-TIPS
(416-222-8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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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情況

緊急情況

緊急情況電話號碼

如果沒住處, 你可以得到的幫助

如果你需要找到警察, 或需要急救車, 或需要救火車, 請打911。
但是如果你因為恐懼、孤單或不知道該做甚麼而需要跟人講話,
你可以給以下任何“救援” 線打電話, 一位經過培訓的專業人
士會跟您講話, 幫助您。你的電話是“保密”的, 你不需要提供
任何個人信息, 這些專業人員只是聽你講話並幫助你。
苦惱排解中心 –
任何人都可以撥打
電話

郝頓區

1-800-668-6868

1-866-863-0511
1-866-863-7868 TTY

歐克維爾 (Oakville) 救世軍 905-827-5324
柏灵頓 (Burlington) 救世軍 905-637-3893
密爾頓 (Milton) 救世軍
905-875-1022

被侵犯婦女熱線

柏姆頓 (Brampton)

郝頓性侵犯防範中心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905-278-7208

北郝頓 (North Halton)
905-877-1211

歐克維爾 (Oakville)
905-849-4541

皮爾區街頭熱線
905-848-4357
安大略省福利救濟項目 905-793-9200 或者 1-800-327-5379

婦女/女孩

兒童幫助熱線

皮爾地區強姦危機中心

皮爾區 (Peel)

皮爾區

兒童/青少年

如果你感到很低沉、孤單
、或者有自殺念頭, 馬上
打以下電話, 有專人在那
裡聽你講話, 幫助你。

905-459-7777

有時候人們和家庭會陷入經濟困難, 他們需要幫助。從政府資助
的項目中尋求並獲得幫助並不丟臉, 如果你付不起房租, 也沒有
其它地方住, 叫作“無家可歸”, 以下這些機構可以幫助你。

905-273-9442

905-875-1555
1-877-268-8416
905-825-3743 TTY

阿克頓 (Acton) 救世軍
519-853-5610
喬治城 (Georgetown) 救世軍 905-877-1374
郝頓 (Halton) 下班後
905-825-6000 或 1-866-442-5866

如果沒住處, 你可以得到的幫助

緊急情況電話號碼

危急電話號碼

“我們有時認為窮困只是飢餓、無
衣可穿和無家可歸, 但是無人想要,
無人疼愛以及無人照管是最大的窮
困。我們必須先從我們自家內開始,
挽救這種窮困。
特麗莎嬤嬤

柏灵頓關愛電話
(Telecare Burlington)
905-681-1488

協助聾啞人的熱線
416-561-9738 TTY

防止老年人被虐熱線
1-866-29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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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情況

如果沒住處, 你可以得到的幫助
如果你沒住處, 或者如果你現在留在家中會有危險 (比如受到虐
待) , 你可以來臨時救急避難所。在避難所住是免費的, 也是臨
時的措施。
諮詢人員會幫助你找一個較為長期可居住的地方, 也會幫你加入
一個可以幫助你的項目和服務。有些避難所專門為青少年、婦
女和她們的孩子、或者男人開放。有些避難所接受所有人。

皮爾區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皮爾區無家避難所
及服務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柏姆頓 Brampton,
卡爾頓 Caledon)
請致電皮爾區安大略福利
救濟局 905-793-9200
下班後請致電
905-451-6108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皮爾地區家庭避難所
905-272-7061

長期避難所

柏姆頓 (Brampton):

聖萊納德之家 (St. Leonard’s
House),905-457-8312

婦女及男人避難所
柏姆頓 (Brampton):

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二號臨時住所
(Interim Place II),
905-676-8515

Vita Manor, 905-858-0329

皮爾我們的家之二
(Our Place Peel II),
905-238-1383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柏灵頓, 歐克維爾, 密爾頓, 郝頓山

郝頓區

請致電郝頓聯絡處 (Access
Halton) 905-825-6000 ( 或
撥打311),
請按 “0” 跟一個接線員對
講, 告訴接線員你需要緊
急避難所。

www.halton-multicultural.org

柏姆頓 (Brampton):

郝頓婦女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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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郝頓區 (Burlington, Oakville, Milton, Halton Hills)

婦女兒童避難所

一號臨時住所 (Interim Place I),
905-403-0864

皮爾我們的家 (Our Place
Peel),905-454-1048

青少年短期避難所

郝頓多元文化理事會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柏姆頓 (Brampton):

懷孕婦女避難所

威爾金森路避難所
(Wilkinson Road Shelter),
905-452-1335

救世軍家庭生活資源中心,
905-451-4115

青少年長期避難所

為新移民和難民提供臨時
住所 905-842-2486

柏灵頓 (Burlington):
24小時救援電話線
905-332-7892
申請入住 905-332-1593

密爾頓 (Milton):
24小時救援電話線
905-878-8555
申請入住 905-878-8970

救世軍

阿克頓 (Acton):
519-853-5610

柏灵頓 (Burlington):
905-637-3894

喬治城 (Georgetown):
905-877-1374

密爾頓 (Milton):
905-875-1022

歐克維爾燈塔避難所
(Oakville Lighthouse Shelter):
905-339-2918

如果你沒有錢給你自己或者家人購買食品, 你可以獲得幫助。
“食品銀行” 是為那些真正需要食品的家庭和人員提供的。
通常這裡的食品都不是“易腐食品”, 這意味著食品不會變質
(因為通常這些都是罐頭食品或者干包裝食品), 有時你可以走進
食品銀行, 馬上得到援助; 有些地方會要求由一間機構介紹你來
。有些食品銀行每天開放, 爾其它一些食品銀行可能只在一個教
堂或者社區中心一星期開一次門。
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皮爾區

卡爾頓社區中心

騎士餐桌 (Knight’s
Table)

救世軍

18 King Street East, Upper
Level, 905-951-2300

柏姆頓 (Brampton):

2460 The Collegeway,
905-820-8984

波頓 (Bolton):

伊頓食品銀行

116 Kennedy Road South
(從街上看不到),
905-454-8725

3051 Battleford Road
(Winston Churchill Blvd &
Battleford Road),
905-785-3651(教堂)

指南針(The Compass) –
Lakeshore社區延伸服
務中心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食品之路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2550 Goldenridge Road, Unit
36, (Dundas Street & Wharton
Way),
905-270-5589

葛蕾絲 (Grace) 食品
銀行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310 Lakeshore Road West
(Lakeshore Road W),
905-274-9309

安大略省跨文化社
區服務機構 (OICS)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6915 Dixie Road, Unit 4,
905-696-9963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3020 Vanderbilt Road,
905-824-0450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3167 Cawthra Road,
905-279-3941

如果買不起食品, 可以得到的幫助

如果沒住處, 你可以得到的幫助

臨時救急避難所

家庭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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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買不起食品, 可以得到的幫助

柏姆頓 (Brampton):
115 West Drive,
905-451-8840

皮爾區聖路易斯延
伸服務中心
(Ste. Louise Outreach
Centre of Peel)
柏姆頓 (Brampton):
32 Haggert Ave North,
905-454-2144

5865B Coopers Ave
(Kennedy Road & Coopers
Ave), 905-501-8958

你知道嗎?
如果你猜測某人可能無家可歸, 而你想幫助他, 請與
加拿大精神健康協會皮爾地區服務延伸項目處聯絡,
請致電 905-451-2123 或查詢網頁 www.cmhapeel.ca。
他們可以派出一位員工, 儘量提供幫助。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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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買不起食品, 可以得到的幫助
阿克頓食品分享處

社區關心您

柏灵頓 (Burlington):

聖文森特保蘿
(St. Vincent de Paul)

350 Queen Street, Unit 6
(Queen & Churchill Road),
519-853-0457

356 Burloak Drive,
905-631-1218

聖蘿沙麗教區 (Holy Rosary
Parish), 287 Plains Road East,

阿克頓 (Acton):

定量供應 (Fareshare)
食品銀行
歐克維爾 (Oakville):

1240 Speers Road, Unit 6,
905-847-3988

喬治城麵包籃

喬治城 (Georgetown):
55 Sinclair Ave, Suite 12
(Guelph Street 北邊)
905-873-3368

克 (Kerr) 街教堂
歐克維爾 (Oakville):
484 Kerr Street
(Kerr St & Speers Rd),
905-845-7485

柏灵頓 (Burlington):
702 Surrey Lane,
905-681-2777

西區合作家庭關愛
網絡食品銀行
柏灵頓 (Burlington): 1254

905-634-7441

聖約翰教區 (St. John's
Parish),
2016 Blairholme Ave,
905-634-2485

Plains Road East, Unit 1A,
905-637-2273

聖保羅傳道者 (St. Paul the
Apostle),

救世軍

2265 Headon Road,
905-332-5115

歐克維爾 (Oakville):
1225 Rebecca Street,
905-827-6523

密爾頓 (Milton):
100 Nipissing Road, Unit 3,
905-875-1022

柏灵頓 (Burlington):
1800 Appleby Line, Unit 14,
905-637-3893 or
905-637-3894

聖拉費爾 (St. Raphael's),
4072 New Street,
905-637-2346

聖蓋比爾 (St. Gabriel's),
2261 Parkway Drive,
905-336-7144

聖派特里克 (St. Patrick's),
196 Kenwood Ave,
905-632-6114

如果你需要一位律師, 詢問朋友和家人推薦介紹, 你也可以給律
師介紹服務局打電話聯絡, 花 6.00 加元, 他們會幫你聯繫一位
住在你附近、針對你需要的專業的律師。你可以在電話中跟這
位律師免費談話30 分鐘。
請致電1-900-565-4577
如果你沒有錢付給律師, 你可以試著尋求法律援助。法律援助
是為那些需要律師、但只有能力支付家庭基本開支如食品和住
房、而無力支付律師費用的人士而提供的。法律援助不一定解
決所有法律問題。請參看 www.legalaid.on.ca

法律援助 / 找律師

如果買不起食品, 可以得到的幫助

郝頓區 (Burlington, Oakville, Milton, Halton Hills) 柏灵頓, 歐克維爾, 密爾頓, 郝頓山

法律援助 / 找律師

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皮爾區

柏姆頓法律援助辦
公室

密西沙加社區法律
服務

County Court Blvd, Suite 200,
905-453-1723

130 Dundas Street East,
Suite 501A,
905-896-2052

柏姆頓 (Brampton): 205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柏姆頓刑事法辦公
室

北皮爾區和達富林
(Dufferin) 社區法律服
務
柏姆頓 (Brampton): 24

Queen Street East, Suite 601,
905-455-0160

柏姆頓 (Brampton): 201

County Court Blvd, Suite 401,
905-874-0147 或
1-866-296-0646
(Burlington, Oakville, Milton, Halton Hills)

郝頓區

柏灵頓, 歐克維爾, 密爾頓, 郝頓山

郝頓社區法律服務
喬治城 (Georgetown):
72 Mill Street,
905-877-5256 或
905-875-2069

歐克維爾法律援助
辦公室
歐克維爾 (Oakville):

277 Lakeshore Road East,
Suite 211,
905-845-7591 或
1-800-387-4088

網上資源
有關租房, 就
業等更多法律
事務, 請參看
www.cleo.on.ca
用簡單語言,
易解詞匯寫的
資料, 供你閱
讀。

柏灵頓 (Burlington):
905-875-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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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情況

緊急情況

身份證丟失或被盜

身份證丟失或被盜

•與本地警察局聯絡, (不要打911), 這不屬於緊急情況, 告訴他
們你丟了錢包, 要求警察官員給你一份“警察報告”, 請參看81
頁上有關警察局的名單。
•給所有你有關係的金融機構以及銀行打電話報知丟失情況,
他們因此會幫你取消信用卡以及銀行卡。
•給各政府機構打電話告訴他們你丟了身份證, 開始辦理新的
證件。
安大略省出生證明

416-325-8305 或 1-800-461-2156

安大略省醫療卡

1-800-664-8988
TTY 1-800-387-5559 (聾啞人助聽電話)

永久居民身份證
1-888-242-2100
TTY 1-888-576-8502 (聾啞人助聽電話)

加拿大公民卡
1-888-242-2100

護照

1-800-567-6868

千萬小心!
尋找工作嗎? 你可能看到報紙
上登有廣告, 宣傳說你可以很
快賺很多錢! 或者有人給你往
家里打電話告知說你贏了去一
個地方的旅行, 或者他們為您
提供一個“非常吃驚”的獎勵。
你對這些人都必須非常小心,
有時候他們是“冒充”或是
“做假欺騙”, 這就是說他們
在騙你, 想獲取你個人的信息,
偷你的錢 。用英語的說法, 我
們說,“如果聽起來好得不像
是真的, 那麼很可能就不是真
的。”

•圖書館證
•銀行卡
•購物集分卡 (商店, 汽油等)
•會員卡 (錄影帶租借, 健身
中心等)

•(通過電話, 電子郵件等) 要你告訴他 /
她你的個人或財政信息
•如果你購買某件東西, 許諾你會獲得一
筆高額獎項
•給你施加壓力要你快速寄錢, 否則你得
不到獎項等
•(通過電話或電子郵件等) 要求你“更
新”個人信息
•要你寄錢得到貸款
•要你打一個特殊電話, 這個電話號碼通
常是長途電話, 結果是你會收到一份非
常昂貴的電話單

1-800-206-7218

•要你投資; 在沒有仔細查清楚投資產
品、服務以及投資人以前, 不要把你的
積蓄都放在那裡

駕照

•如果你給錢、或上他們的課程, “保證
”你會得到一份工作

社會保險號碼

請前往駕駛司機與車輛牌照發行辦公室

不要忘記! 你可能也有以下
這些東西放在你的錢包裡:

以下是犯罪分子採用的一些
手法:

溫馨提示
把你錢包 中所有的東西列出
一個清單,把這個清單放在一
個安全的地方。經常對照清單
和錢包的物品。這樣如果丟了
錢包, 你就會很清楚錢包裡面
真正有甚麼東西, 你也知道應
該給誰打電話。而且, 不要把
重要文件放在錢包裡, (例如你
的護照), 你不需要天天帶著這
些文件。

你知道嗎?
身份盜竊是某人在你不知道
的情況之下, 偷走你的身份,
之後使用你的身份進行犯罪,
通常是欺詐。欺詐行為是某
人使用假的信息獲得信用卡
、錢、或商店物品。如果想
要了解詳情以及如何保護自
己, 請參看網頁:
www.safecanada.ca/identitytheft_e.asp

身份證丟失或被盜

身份證丟失或被盜

丟失錢包或者任何身份證明都可能是一件可怕擔憂的事情。當
你一發現你丟失了錢包時, 你需要採取以下幾個措施：

•你可以在家裡工作賺“大錢”
•要你向慈善機構捐錢 ， (確定這間慈善
機構是一間真正的機構, 而且直接捐贈
給慈善機構, 不要在電話 / 電子郵件 /
或家門口捐錢。)
•要想了解更多的“欺詐”犯罪行為, 學
會如何保護自己, 或者如果想要舉報一
件“欺詐”行為, 請參看
www.phonebusters.com 或者 致電
1-888-654-9426.

網頁資源
如果想要了解銀行、信用社以及借貸方, 請參看以下
網頁:

www.ontarioequity.com/canadian_banks_and_lenders.shtml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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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情況

緊急情況
如果有人去世, 應該怎麼辦
必須要舉行葬禮嗎?

有人去世

“遺囑”是一份法律文件, 告訴每個人, 當你過世後, 你想如何
處理你的錢財, 你所擁有的一切東西等。你不一定非要有遺囑不
可, 但這樣做是好事。一個人去世時, 如果沒有遺囑, 每一件東
西, 財產都要按照法律規定分配處置, 在這種情況下可能需要聯
絡律師。

當去世已經是預料中事(例如某人已經病重, 你也知道他或她可
能會過世), 給治療他/她的醫生打電話, 或者叫救護車來。

不是, 只要你按照法律程序办事, 你可以直接下葬你的直系親
屬。

我是否應該有一份遺囑?

誰負有責任?
家庭成員或者“遺囑執行人”有責任為過世的人安排葬禮,
“遺囑執行人” 是過世的人預先指定辦理後事的人。

找誰來辦葬禮?
查看電話簿黃頁上“ 葬禮”
部分。

葬禮需要花費多少錢?

費用多少要根據你想花多少錢
而定。法律規定每一個葬禮師都必須對外公開其葬禮價格。所
有殯義館都必須提供一種叫作｀直接處理’ 的廉價服務, 即把
屍體從死亡之處運走, 放入一個棺箱或者棺材裡面, 再把屍體運
送到墓地或者火化場; 他們也都填寫所有必要的文件。

死亡證書
葬禮師將發給你一份死亡證書, 這張文件非常重要, 因為你需要
這張文件用於保險, 政府等事務處理。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獲得精神上的支持
當我們認識的人過世時我們會
很難過, 你不一定一個人承受
這種感覺, 有很多組織可以幫
到你, 在這一段艱難的時期中,
可以給任何這些組織打電話連
絡, 幫助你渡過難關。

安省悼念亡故親人協會 - 郝頓
/ 皮爾區

如果有人去世, 應該怎麼辦

如果有人去世, 應該怎麼辦

我們所愛的或認識的人過世, 是一個很困難、很難過的時候。
此時你最好和跟你宗教信仰或文化背景相同的組織、團體等聯
絡, 他們有可能幫助你, 為你提供信息, 而且也會理解你對葬禮
的安排。

你知道嗎?
如果你在照顧一個可能死亡的
病重家人, 你可以申請照顧病
重家人福利。請前往加拿大服
務中心。23 頁上列有地址名
單。

90

如果有人去世, 應該怎麼辦

905-848-4337 www.bereavedfamilies.ca

悲傷排解中心

本指南82 頁上列有“ 排解中心”名單,
詳情致電。

你知道嗎?
如果你為一家通常超過50 個雇員的公
司工作, 你可在特殊情況下享有個人
緊急休假。 個人緊急休假是不發工資
, 但工作受到保護的假期, 每年最多不
超過10 天。個人生病、受傷、急救或
家庭成員死亡、生病、受傷、急救都
可以申請緊急休假。
雇傭標準法信息中心
1-800-531-5551 或
TTY 1-866-567-8893
(聾啞人助聽電話)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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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娛樂

家庭娛樂

加拿大節日

戶外活動

新年
家庭日
復活節星期五
維多利亞女皇生日
加拿大國慶節
勞動節
感恩節
聖誕節
節禮日

1月1日
2月的第三個星期一
3月或4月的一個星期五
5月25 日前的星期一
7 月1 日
9 月的第一個星期一
10 月的第二個星期一
12 月25 日
12 月26 日

以下節日在安大略省不是法定節日, 一些公司允許雇員在這些節
日裡放假, 但沒有法律明文規定。
大戰紀念日
復活節星期日
復活節星期一
市政節

11月11日
復活節星期五過後的星期天
復活節星期五過後的星期一
8 月第一個星期一

戶外活動
戶外活動

英文裡有這樣一句話“ 努力工作, 拼命娛樂”。也就是說不分
年齡大小， 我們都應該在努力工作的同時， 注意勞逸結合， 放
鬆身心, 鬆弛緊張情緒, 跟家人和朋友渡過一些愉快時光。皮爾
和郝頓區有很多活動, 有許多美麗的公園、湖泊、自然保護區、
體育運動設施、免費活動等等。有些活動和公園, 需要付費。

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繼上頁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皮爾區

心湖(Heartlake) 自然
保護區

格蘭海飛 (Glen Haffy)
自然保護區

Heart Lake Road, North 在
Sandalwood Pkwy East 以北,
905-846-2494

地處飛機場路, 在東卡爾
頓以北10 公里, 9 號公路
以南2 公里處
丘陵起伏, 綠谷平川, 美景
盡收眼底。格蘭海飛自然
保護區由鮭魚池塘釣魚而
著稱, 成組野餐地區以及
登山步行小逕也讓人流連
忘返。

柏姆頓 (Brampton): 10818

www.trca.on.ca

網頁資源
如果想要了解有
關安大略省立公
園完整清單, 請
參看以下網頁,
www.ontarioparks.com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愛仁戴爾 (Erindale) 公
園 (Dundas Street West &
Mississauga Road)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密西沙加最大的公園, 包
括釣魚臺、登山小徑以及
野餐地點

撒丁頓 (J C Saddington)

公園 (Credit River 河口西岸)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公園
包括野餐地點及釣魚臺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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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湖邊堤壩公園
(Lakeside Promenade
Park) (Lakeshore Road &

麥德維爾自然保護
區 (Meadowvale
Conservation Area)

Cawthra Road)

在西第二線上西戴瑞路與
老戴瑞路之間
(Between Derry Road West
bypass & Old Derry Road,
at 2nd Line West)
在克萊德 (Credit River) 河岸
上, 有成組野餐和釣魚地
點。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是

安大略省開發的最大的水
邊公共開發項目, 適合步
行、騎車, 有兩個大碼頭
區, 還有通到安大略湖的
公共放船碼頭, 有棚野餐
地點以及家庭遊樂場所。

貝爾芳臣 (Belfountain)
自然保護區
卡爾頓 (Caledon):

Mississauga Road
905-670-1615 or
1-800-668-5557

郝頓區
(Burlington, Oakville, Milton, Halton Hills)

柏灵頓, 歐克維爾, 密爾頓, 郝頓山

布朗迪溪 (Bronte
Creek) 省立公園

4250 Lakeshore Road,
905-632-7809

1219 Burloak Drive (QEW柏
灵頓Burlington和 歐克維爾
Oakville之間, Burloak Drive
出口)
905-827-6911

佔地14英畝， 綿延柏灵頓
湖岸Lakeshore Road and
Shoreacres

16500 Hwy 50,
在Bolton 以北8 公里處,
905-880-4855

www.creditvalleycons.com

帕樂塔 (Paletta) 湖邊
公園與樓閣
郝頓山 (Halton Hills):

卡爾頓 (Caledon):

爬山遠足, 釣魚, 野餐地
區， 燒烤, 公共衛生間,
自然林逕

有關跨安大略省
旅行的設計, 請
參看以下網頁
www.ontariotravel.net

www.burlington.ca

皮爾區

卡爾頓 (Caledon):

阿爾邊山 (Albion Hills)
自然保護區

戶外活動

加拿大節日

以下這些節日是“法定”節日, 即大部分職工必須在這些節日中
休息。

歐克維爾 (Oakville):

www.ontarioparks.com/English/bron.
html

“當時間段被均勻地分成勞動,
睡覺, 娛樂時, 生活才是最好的
享受…
所有的人都應該花三分之一的
時間娛樂.”
伯格翰姆 . 楊

郝頓自然保護區

如慾了解郝頓地區的公
園、登山遠足以及其它
活動, 請致電以下公園或
參看以下網頁。.

響尾蛇 (Rattlesnake Point) 自
然保護區905-878-1147
克羅福德湖 (Crawford Lake)
自然保護區
905-854-0234

希爾頓瀑布 (Hilton Falls) 自
然保護區905-854-0262
凱斯洛 (Kelso) 自然保護
區 905-878-5011
乃摩山 (Mount Nemo) 自然
保護區 905-854-0262
芒茲伯格 (Mountsberg) 自
然保護區 905-854-2276
www.conservationhalton.o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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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家庭娛樂

交友

娛樂中心

打“招呼”

皮爾區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柏姆頓 (Brampton) 公園與娛樂署

密西沙加娛樂與公园署

www.brampton.ca/parks-rec/home.tml

www.mississauga.ca/portal/residents/recreationandparks

多個地點
905-874-2000

多個地點
905-615-4100

路希是剛來到安大略省的一位婦女, 她坐在家門口, 另外一位鄰
居婦女跟她招手打招呼, 並說“您好”。路希想: 這位婦女在跟
我說話嗎? 她為甚麼跟我打招呼? 我並不認識她。嗯……歡迎來到
加拿大。在加拿大， 電梯裏的人互相打招呼、不説話而對視、
微笑是很正常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會跟你打招呼, 但是如果有人
跟你打招呼, 也不要奇怪。加拿大人出了名的 “客氣”; 在小區
裏散步互相打個招呼是非常正常的。

打“招呼”

娛樂中心

以下是由市鎮政府設立的娛樂中心, 他們為老年人, 成人 以及孩
子提供娛樂設施。

既然你已經來到一個新地方, 你應該認識新朋友, 這很重要。參
加俱樂部、在公園裡散步、做義工或參加運動都可以與別人認
識, 並練習說英語.

卡爾頓 (Caledon) 娛樂與健康中
心
14111 Hwy 50 N Bolton, 905-857-3313 or
1-800-621-1287

www.caledoncentre.ca/index.html

郝頓區 (Burlington, Oakville, Milton, Halton Hills) 柏灵頓, 歐克維爾, 密爾頓, 郝頓山
多個地點
905-335-7736

密爾頓 (Milton)
1100 Main St E,
905-878-7252, ext 2211

接待家庭項目 (HOST) 把新移民與本地加拿大家庭或者個人介紹
到一起, HOST 接待家庭 / 個人義工會幫助你做以下事項:

www.enjoyburlington.com

www.milton.ca/residents/facilities/lc.htm

•調整來到新國家的緊張情緒

•練習英語或者法語

郝頓山 (Halton Hills) 公衆娛樂署

歐克維爾 (Oakville) 娛樂與文化
署

•了解有關各種服務內容, 並
知道如何使用這些服務

•準備找工作

多個地點
905-873-2601, ext 2275

www.town.halton-hills.on.ca/recandparks

多個地點
905-338-4250

www.oakville.ca/parksrec.htm

•參加社區活動

您可以與以下任何一個機構聯絡了解有關 HOST 接待家庭的免
費項目。

交加拿大人朋友

柏灵頓 (Burlington) 公園與娛樂署

交加拿大人朋友

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皮爾區

阿富汗婦女組織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3050 Confederation Parkway,
Unit 206,
905-279-3679, ext. 31

www.afghanwomen.org

柏姆頓社區資源中
心
青年HOST接待項目

柏姆頓 (Brampton):
30 Kennedy Road South,
Unit 14,
905-453-4622

www.bnr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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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克西部羅爾 (Dixie
Bloor) 社區中心
青年HOST接待項目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1420 Burnhamthorpe Road
East, Unit 215,
905-629-1873

www.dixiebloor.ca

2009新移民服務指南

95

交友
交加拿大人朋友
交加拿大人朋友

皮爾區

(Mississauga, Brampton, Caledon)

皮爾區新移民中心

HYP (青年HOST接待項目)

密西沙加, 柏姆頓,卡爾頓

皮爾多元文化理事會

165 Dundas Street West, Suite 200,
905-306-0577, 轉 234

成人及青年HOST接待項目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Meadowvale 基督
教學會， 6630 Turner Valley Road,
905-819-1144

www.palc.ca

www.peelmc.com

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郝頓區 (Burlington, Oakville, Milton, Halton Hills) 柏灵頓, 歐克維爾, 密爾頓, 郝頓山
郝頓多元文化理事會
HOST接待與老年人HOST接待項目

歐克維爾 (Oakville): 1092 Speers Road,
905-842-2486, 轉 240 或 241

www.halton-multicultural.org

少數民族團體
少數民族團體

在許多少數民族俱樂部及團體
裏, 人們說同樣的母語, 來自同
一個國家或者文化背景。有些
是小型團體, 有些是非常大的
團體, 建有自己的樓房。詢問
你的家人、朋友以及教會有關
這些團體的活動, 或者通過以
下網頁了解這些團體。

皮爾區
http://peel.cioc.ca
再打入關鍵詞 “ethno-cultural
groups” “少數民族團體”

郝頓區
http://search.hipinfo.info
再打入關鍵詞 “ethno-cultural
groups” “少數民族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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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爾及郝頓區
就業發展組

33 City Centre Drive
Suite 545
密西沙加市
安大略省， 加拿大
郵編: L5B 2N5

電話 : 905-306-9588
免費電話 : 1-800-431-7774
傳真 : 905-306-9590
電子郵件 : info@phdtrain.com
網頁

www.phdtrain.com

由加拿大政府公民及移民局資助
加拿大公民及移民 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