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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人們從世界各地來到亞伯達省，在這
裡安家立業。亞省擁有高水準的生活、多元
且友善的社區、迷人的自然風光，注重發展
經濟、創造就業機會，為創業者提供了大量
機遇。

發現您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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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伯達省生活
亞省由多樣的文化與社區組成，每個社區都有
自己的特色與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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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伯達省生活
探索亞伯達省的機遇 

為何選擇亞伯達省？
亞省由多樣的文化與社區組成，擁有許多世界一流的服務。

亞省能夠成為如此宜居之地，我們的社區功不可沒。省內既有
鄉村小鎮，也有像卡加利和愛民頓這樣的繁華都市，兩市各有 
130 萬和 100 萬的人口。兩座城市各有特色，能夠提供許多工
作機會。

亞省不僅是加拿大人口第四多的省份，面積也排名第四，這意
味著親近自然不再是件難事。

生活成本
與加拿大其他地區相比，亞省的家庭通常收入更高。

亞省有許多有助降低生活成本的優勢：

• 全民醫保
• 有助減少能源開支的稅收優惠和回饋
• 全加拿大最低的稅率
• 更加實惠的住房選項
• 可負擔的託育服務

醫療
亞省世界一流的醫療系統為省民提供了醫院、診所、各種社會
支援服務以及合格的醫護人員。

教育

從幼稚園到十二年級
亞省擁有品質卓越、兼容並蓄的教育系統，有許多基於語言和
宗教的選項。免費教育涵蓋幼稚園到十二年級，6 至 16 歲兒童
必須入學。還有天主教和法語學校供家庭選擇。

專上教育
亞省擁有 26 所大學及學院，為學子提供多種專上教育選項。省
政府有學費補貼，省內各地的教育成本也不盡相同。還有各種
貸款、基金、助學金、獎學金、獎項和其他教育資金來幫助您
支付教育費用。

當您來到亞省踏上求學之路時，您就讀的專上教育機構將竭盡
所能幫助您適應新環境、融入新群體。省內許多地方都提供英
語培訓，包括學院及大學、移民服務機構、私營企業以及宗教
和社區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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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氣候
作為加拿大面積第四大的省份，亞省的自然景觀豐富多樣，包
括草原、森林、山地、河川及湖泊。

公園
亞省非常重視保護自然環境。我們為所擁有的自然資源而感到
自豪，並努力確保省內的公園得到妥善維護。

亞省境內有 5 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世界遺產和 5 座國
家公園，以及 450 多個省級公園和保護區，可供民眾遠足、騎
車、垂釣、泛舟，或圍坐在營火旁享受自然。

氣候
亞省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夏季溫和，氣溫接近 30 攝氏度，到了
冬天，氣溫則可低至零下 30 攝氏度。在亞省，只要根據氣溫著
裝，全年任何時候都可以享受戶外活動。

亞省是加拿大陽光最充足的省份，每年的日照時間，北部為 
1,900 小時，南部達 2,300 小時。

文化
在亞省，不必擔心無事可做。愛民頓號稱加拿大「節日之城」，
每年舉辦 50 多場各有特色的節慶活動，如文化遺產節和國際
藝穗節。彰顯亞省西部文化的卡加利牛仔節以牛仔競技表演和
展覽而聞名於世。

亞伯達省的法語社區
亞省有近 87,000 人以法語為母語，是加拿大增長最快的法語
群體之一。亞省有約 2,000 個社區和自然景觀的名字受法語影
響。亞省有四座正式使用英法雙語的城鎮，分別是 
Beaumont、Legal、Falher 和 Plamondon。

亞省的教育系統提供多種法語選項，包括法語學校、法語沉浸
式課程和法語第二語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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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亞伯達省短期探訪
探索來亞省短期遊覽、學習或工作的各種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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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亞伯達省短期探訪 
領略亞省為您提供的無限可能

到訪亞省 
如果您以旅遊、出差或探親為由到訪亞省，您可能需要加拿大
聯邦政府簽發的加拿大訪客簽證或電子旅行認證（eTA）。

訪客簽證
如您希望以遊客的身分到訪亞省，則您可能需要加拿大訪客簽
證。訪客簽證分為單次入境或多次入境，有效期長短不一。在
您抵達加拿大時，簽證必須在有效期內。

父母和祖父母超級簽證是一種有效期長達 10 年的多次入境簽
證，符合條件的父母和祖父母可以隨時來加拿大探望家人，單
次停留可長達 5 年。

商務訪問
如果您以拓展業務、投資或推動商業合作為目的到訪加拿大，
則您必須以商務訪客的身分申請簽證。商務訪客最多可停留六
個月。如要在加拿大停留更長時間或工作，則需申請工作簽
證。

在亞省求學 
亞省的高等教育系統因其卓越的大學、學院、技術院校和創新
研究機構而享譽國際。

亞省的專上教育學府提供優質的教育課程，吸引來自世界各地
的頂尖人才在這裡進行足以拯救生命、改變人生的研究。您在
求學期間和畢業後都有機會工作，還可透過多種途徑獲得永久
居留權。

亞省的專上教育提供多種選項，包括與技術工種相關的證書、
文憑、應用學位、學徒計劃和繼續教育課程。從醫療保健到科
學技術，各種各樣的教育計劃可以滿足不同的職業目標需求。

如果您計劃在指定的亞省教育機構學習超過六個月，則您需要
加拿大學習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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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省工作 
短期外籍勞工為亞省經濟提供了必要的支援，在亞省各地利用
自身的技能和才幹促進發展與創新。

短期外籍勞工（TFW）計劃
TFW 計劃由加拿大政府管理，允許符合條件的外國公民申請
在加拿大短期工作（不超過三年）。該計劃涵蓋所有職業和技
能水平。除了亞省僱主提供的工作邀約外，您或許還需要工作
簽證或勞動力市場影響評估（LMIA）。LMIA 包括一些限制條
件，例如您可以在何處工作、為誰工作、從事何類工作以及可以
在加拿大工作多長時間。

亞省短期外籍勞工諮詢處可以幫助短期外籍勞工、國際學生 
(持有工作許可）及僱主了解自身權利，並為涉及工作條件不
公、危險或有礙健康的個案找尋解決方案。

國際流動計劃（IMP）
由加拿大政府管理的國際流動計劃允許加拿大僱主在沒有 
LMIA 的情況下僱用外籍勞工。只有所從事的職業無需 LIMA 的
勞工才有資格獲得下述一種 IMP（LMIA 豁免）工作簽證：

指定僱主工作簽證，您可以為一位指定的僱主工作。它適用於
根據國際貿易協定可以在加拿大短期工作的勞工。

開放式工作簽證，您可以在特定的時間段內為任何僱主工作。
它適用於國際學生、配偶／民事伴侶、符合條件的外國公民，
以及希望打工度假的年輕人。

聯絡 TFW 諮詢處

lbr.tfwao@gov.ab.ca 

北部辦事處 - 愛民頓：780-644-2584 
南部辦事處 - 卡加利：403-476-4540

快捷連結與聯絡資料

電子旅行認證 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
ship/servi ces/visit-canada/eta.html 

了解關於在亞省求學的更多資訊 
study.alberta.ca/

查詢您是否符合 TFW 計劃的條件 
cic.gc.ca/CometoCanada

申請 TFW 計劃  
cic.gc.ca/english/work/apply-who-nopermit.asp

查詢您是否需要 LMIA  
cic.gc.ca/english/work/apply-who-permit.asp

臨時居民相關資訊  
alberta.ca/temporary-residents.aspx 

短期外籍勞工相關資訊  
alberta.ca/resources-temporary-foreign-workers.aspx

mailto:lbr.tfwao%40gov.ab.ca?subject=
http://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visit-canada/eta.html
http://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visit-canada/eta.html
http://study.alberta.ca/
http://cic.gc.ca/CometoCanada
http://cic.gc.ca/english/work/apply-who-nopermit.asp
http://cic.gc.ca/english/work/apply-who-permit.asp
http://alberta.ca/temporary-residents.aspx
http://alberta.ca/resources-temporary-foreign-worker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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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伯達省長期定居
探索獲取永久居留權的各種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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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無論身為勞工還是創業者，您都可以透過多種移民計劃和途徑
移居亞省。一旦您成為永久居民或加拿大公民，您就可以在加
拿大境內自由遷徙。

移民計劃分為聯邦（加拿大政府）和省級（亞省政府）兩大類。
亞省的省級計劃稱作「亞省優勢移民計劃」（Alberta 
Advantage Immigration Program，即 AAIP）。

在亞伯達省長期定居
探索省級和聯邦的各類移民計劃

省提名計劃 – 亞省優勢移民計劃
「亞省優勢移民計劃」是一項經濟類移民計劃，被提名者須可
滿足亞省對勞工和創業者的需求。

申請任何類別都需支付一筆不可退還的申請費。

無論是已經或計劃在亞省工作的個人，還是有意在亞省立業的
創業者，計劃中都有適合他們的類別。



亞伯達省機遇指南   |  alberta.ca/opportunity12

勞工類

亞省機遇類別.
(Alberta.Opportunity.Stream).

適用於在亞省生活和工作，並已獲得亞省僱主提供的全職工作邀約的合格候選
人。

亞省快速通道類別.
(Alberta.Express.Entry.Stream).

適用於來自加拿大政府快速通道系統的合格候選人，這些候選人與亞省有著密
切的連結，或者有助於亞省經濟多元發展。

加速技術通道.
(Accelerated.Tech.Pathway)

適用於目前正在為亞省技術行業僱主工作或已獲得工作邀約的候選人，其職業須
滿足特定條件。

農村振興類別.
(Rural.Renewal.Stream)

適用於已獲得亞省僱主的全職工作邀約的合格外國人，工作須位於指定的亞省農
村地區。

創業者類

本地畢業生創業類別.
(Graduate.Entrepreneur.Stream)

適用於想要創業或購買現有企業的國際畢業生，須畢業於經批准的亞省專上院
校。

外國畢業生創業類別.
(Foreign.Graduate.Entrepreneur.
Stream)

適用於想要在亞省建立初創企業和創新商業的外國院校畢業生，須來自科學、技
術、工程或數學（STEM）專業。

農村創業類別.
(Rural.Entrepreneur.Stream)

適用於準備在農村地區製造商機的創業者。透過創辦企業或購買現有企業，這
些合格的新移民可以在亞省主要城市中心以外，創造就業機會並振興當地經
濟。

農場類別.(Farm.Stream) 適用於計劃在亞省購買或開辦農場的有經驗農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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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計劃
加拿大聯邦政府監管本國的所有移民計劃。

加拿大快速通道
「快速通道」（Express Entry）是由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民部
（IRCC）管理的永久居留申請電子管理系統。

要進入「快速通道」，候選人必須先建立個人檔案，證明其符合
一項聯邦經濟類移民計劃的標準：

• 加拿大經驗類移民（Canadian Experience Class）

• 聯邦技術移民計劃（Federal Skilled Worker Program）

• 聯邦技工移民計劃（Federal Skilled Trades Program）

然後計劃將按照評分系統給候選人打分。得分排名領先的候選
人將收到 IRCC 的邀請，之後便可申請成為永久居民。 

移民試點計劃
農村及北部移民試點（Rural and Northern Immigration 
Pilot）是一項社區主導的計劃，透過為希望在這些社區工作和
生活的外國熟練勞工開闢一條獲得永久居留權的途徑，讓經濟
類移民的好處惠及規模較小的社區。

農業食品試點（Agri-food Pilot）有助於解決加拿大農業食品
生產部門的勞動力需求。該試點項目為特定行業和職業的非季
節性熟練勞工提供了一條獲得永久居留權的途徑。

企業移民計劃
這些計劃為來自其他國家的創業者和自僱工作者提供了獲得永
久居留權的途徑。

如果您有創新的商業理念或投資項目，則可申請創業簽證
(Start-Up Visa)。您的投資項目必須得到指定組織的支持。

如果您有意在亞省自僱工作，則可申請自僱工作者計劃
(Self-Employed Persons Program)。您必須具有文化活動或
體育運動領域的相關經驗。

家庭擔保計劃
家庭擔保計劃（Family Sponsorship Program）使加拿大公民
或永久居民能夠擔保親屬成為永久居民，使其能夠在亞省生
活、工作和學習。

照護者計劃
照護者計劃（Caregivers Program）適用於在加拿大從事兒童
保育或長者／殘障人士居家照護並有兩年從業經驗的照護工作
者。

難民安置
難民及人道主義安置計劃（Refugee and Humanitarian 
Resettlement Program）適用於需要保護且在不在加拿大或
其本國的人士。人們還可透過該機會為難民提供擔保。

其他移民途徑
如果您已身在加拿大，且回到本國申請移民會為您帶來巨大困
難，則您或有資格獲得人道主義和同情對待。

如果您身在加拿大並持有有效的臨時居留簽證，即使您曾被認
定為不可進入加拿大，您也可以透過簽證持有人類別（Permit 
Holder Class）申請永久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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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 您無需聘請移民仲介或律師代理您的申請移民。 

 - 聘請仲介或律師不會加快申請的處理速度。即使您決定使
用代理，聯邦和亞省政府仍有可能就您的申請直接與您聯
絡。如果您主動選擇聘請代理來協助您，則您必須填寫相
關表格，說明您正在使用代理，否則您的申請可能會被拒
絕。

 - 申請亞省移民所需的所有資料都可免費獲取，但需要支付
申請費。請根據所申請的計劃選用正確的表格。

 - 亞省優勢移民計劃（AAIP）要求提供經認證的翻譯件。在
申請時，所有非英語或法語的文件都需要提交經認證的翻
譯件和原始文件副本。如需在加拿大尋找認證翻譯，請聯
絡亞省筆譯及口譯者協會（ATIA）。

• 在申請某項移民類別前，請先查詢您的全國職業分類 (NOC)
代碼以確定您的省級或聯邦移民資格。由聯邦政府制定的 
NOC 系統對加拿大的每一種工作都進行了分類。

請留意網絡詐騙和虛假網站。

沒有人可以保證您一定會找到工作或獲得加拿大簽證。只
有在加拿大境內和加拿大使領館的移民官員可以決定是否
簽發簽證。

了解如何預防移民詐騙。 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
gees-citizenship/services/protect-fraud.html

快捷連結

AIP 移民類別 
https://www.alberta.ca/alberta-advantage-immigra-
tion-program.aspx

加拿大聯邦政府移民計劃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
ship/services/immigrate-canada.html

筆譯及口譯者協會 
atia.ab.ca/

查詢您的全國職業分類代碼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
ship/services/immigrate-canada/express-entry/eligibility/
find-national-occupation-code.html

查詢移民代理授權資格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
ship/services/immigration-citizenship-representative/
choose/authorized.html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protect-fraud.html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protect-fraud.html
https://www.alberta.ca/alberta-advantage-immigration-program.aspx
https://www.alberta.ca/alberta-advantage-immigration-program.aspx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immigrate-canada.html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immigrate-canada.html
http://atia.ab.ca/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immigrate-canada/express-entry/eligibility/find-national-occupation-code.html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immigrate-canada/express-entry/eligibility/find-national-occupation-code.html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immigrate-canada/express-entry/eligibility/find-national-occupation-code.html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immigration-citizenship-representative/choose/authorized.html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immigration-citizenship-representative/choose/authorized.html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immigration-citizenship-representative/choose/authoriz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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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伯達省工作
亞省的薪酬水平位於加拿大前列。  
了解如何找尋機遇並開始在亞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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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工作
亞省的薪酬水平位於加拿大前列，具體薪水依僱主、工作時間、
學歷資質、所需經驗、崗位職責而有所不同。

許多組織和資源可以協助您在亞省找到工作並開啟職涯：

• 亞省支援中心在省內各地提供就業計劃和服務。包括招聘
會、研討會、宣講會及勞動力市場資訊。

• Alis 是一項線上資源，提供有關求職、簡歷撰寫、面試準備
及薪水談判的建議。

• 移民服務機構可以為新移民提供各類服務，其中也包括求
職協助。

• 《求職基礎》（Work Search Basics）可以為您提供在亞省
求職所需的資訊與資源。

• 加拿大聯邦政府的「工作銀行」（Job Bank）列有亞省當前
工作機會，每天都有新的徵才訊息。透過「工作匹配」功能
查找與您的技能和經驗相匹配的工作，可減少您的搜尋時
間。

• 您也可以瀏覽「亞省徵才廣告」（Alberta Job Postings）和
亞省各地的機會宣傳網站來獲取求職資訊。

擴展人脈並與人交流
擴展人脈關係也有助於找到工作。您可以與朋友、鄰居或社區
中的人交流求職意願，尋找沒有公開徵才的工作機會。

以下導師計劃可以幫您聯絡從事相同工作的人： 

• 愛民頓地區移民就業委員會（ERIEC）

• 卡加利地區移民就業委員會（CRIEC）

在亞伯達省工作
有關在亞省求職和學歷憑證的資訊

在職業介紹所登記
持牌照的職業介紹所也可以協助您找到合適的工作。一些機構
專門介紹短期工作機會，也有機構專注於特定行業。職業介紹
所不可向您收取找工作的費用，相關成本必須由僱主承擔。

撰寫或改進簡歷和求職信
簡歷中應包括您的技能，並突出僱主所需的特質。求職信通常
只有一頁，總結您的經歷並解釋您為何是這份工作的最佳人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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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您的選項
在獲得一份工作機會之前，您可能需要申請多個職缺。考慮申
請相關領域的工作，以幫助您積累寶貴經驗，或考慮提升您的
學歷水平。

義工服務也可以幫助您獲得加拿大工作經驗、提高技能並擴展
專業及個人人脈。

臨時工作或許不適合您的教育背景或專業資質，但它可以幫助
您獲得加拿大工作經驗、提高英語水平、了解加拿大職場文化、
結識新朋友並建立人脈關係。

憑證與資質
學歷或專業性資質與標準因國家而異。您可能需要評估您的國
際憑證，以比對亞省的相關標準。

您的學歷憑證是證明您已完成高中或專上教育的證書。國際資
質評估服務（IQAS）將評估您的國際學歷，將其與亞省的標準
作比較。

受監管的職業
受監管的職業需要專業監管機構的認證，以確保從業者符合實
踐標準。在來加拿大之前，您應該以移民為目的評估您的資
質。在到達加拿大後，您需要透過專門的流程來獲取從事相關
職業所需的牌照。我們建議您在抵達加拿大前聯絡您所在行業
的專業監管機構，以了解必要的流程。

在亞省，您需要持有獲認可的憑證才可在指定技術行業工作。
在您申請或接受亞省的工作之前，請確保您的憑證符合亞省的
省級標準。如果您的憑證在亞省不被認可，您可能需要 a) 成為
學徒；或 b) 使用您的工作經驗申請技術工種資格認證計劃，以
獲得從業資格認證。

快捷連結與聯絡資料

亞省支援中心 
alberta.ca/alberta-supports.aspx 

Alis 
alis.alberta.ca/look-for-work/

就業服務 
alberta.ca/employment-services.aspx

亞省移民服務機構協會（AAISA） 
aaisa.ca/membership-directory/ 

《求職基礎》 
alis.alberta.ca/look-for-work/find-work/
work-search-basics/

工作銀行 
ab.jobbank.gc.ca/home-eng.do
alis.alberta.ca/occinfo/jobs-in-alberta/
alis.alberta.ca/categories/look-for-work/job-banks/

擴展人脈 
愛民頓  - eriec.ca/career-mentorship-program/
卡加利  - criec.ca/

外國資質認證 
alberta.ca/foreign-qualification-recognition.aspx

國際資質評估服務 (IQAS) 
alberta.ca/IQAS

亞省義工協會 
volunteeralberta.ab.ca/for-volunteers/
find-a-volunteer-opportunity/

http://alberta.ca/alberta-supports.aspx
http://alis.alberta.ca/look-for-work/
http://alberta.ca/employment-services.aspx
http://aaisa.ca/membership-directory/ 
http://alis.alberta.ca/look-for-work/find-work/work-search-basics/
http://alis.alberta.ca/look-for-work/find-work/work-search-basics/
http://ab.jobbank.gc.ca/home-eng.do
http://alis.alberta.ca/occinfo/jobs-in-alberta/
http://alis.alberta.ca/categories/look-for-work/job-banks/
http://eriec.ca/career-mentorship-program/
http://criec.ca/
http://alberta.ca/foreign-qualification-recognition.aspx
http://alberta.ca/IQAS
http://volunteeralberta.ab.ca/for-volunteers/find-a-volunteer-opportunity/
http://volunteeralberta.ab.ca/for-volunteers/find-a-volunteer-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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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伯達省創業
亞省年輕、受過教育、多元化的勞動力促成了亞省的創
業精神。我們還擁有全加拿大最低的企業稅，並且沒有
省級銷售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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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亞省非常適合創業。亞省年輕、受過教育、多元化的勞動力促
成了亞省的創業精神。我們還擁有全加拿大最低的企業稅，並
且沒有省級銷售稅。

我們歡迎有才幹的新移民和能夠創造就業崗位的創業者來亞
省安家立業。

請參閱「亞省優勢移民計劃」（第 11 頁），了解能讓您在亞省創
業並永久居住的移民類別。

如果您對申請有疑問或需要幫助，請發送電郵至entrepreneur.
supportservice@gov.ab.ca.

資源

亞省小型企業
亞省在小型企業創立方面領先全加拿大。

創業初期，亞省的創業者可以透過各種計劃與服務，獲得諮
詢、輔導、融資、培訓，以及有關拓展市場、資金補助的資訊。

了解小型企業如何在亞省創立、經營、申請牌照及許可證。

商業連結
商業連結（Business Link）為移民創業者提供服務，包括：

• 一對一輔導

• 訊息資源、指南及清單

• 培訓與研討會

• 培養人脈

亞省社區未來
亞省社區未來網絡（Community Futures Network of 
Alberta，即 CFNA）透過其遍佈亞省鄉村的 27 個社區未來辦
事處，協助小型企業和鄉村經濟發展。

CFNA 辦事處提供的服務包括：

• 協助您制定商業計劃

• 營銷計劃或業務擴展策略

• 一對一輔導與商業導師

在亞省成為一名創業者
有關如何創業的資訊

快捷連結與聯絡資料

創立小型企業 
alberta.ca/small-business-resources.aspx

商業連結  
businesslink.ca/what-we-do/
immigrant-entrepreneur-program/ 

亞省社區未來網絡  
albertacf.com/

http://alberta.ca/small-business-resources.aspx
http://businesslink.ca/what-we-do/immigrant-entrepreneur-program/ 
http://businesslink.ca/what-we-do/immigrant-entrepreneur-program/ 
http://albertac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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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亞伯達省為家
從住房到教育，探索亞省新生活的日常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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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抵達前
加拿大聯邦政府和亞省政府都為新移民提供行前資訊和服
務。其中一些服務僅在未到加拿大時可用，還有一些服務在您
抵達加拿大並確認永久居留身分後才可享受。亞省還為持有工
作簽證的臨時居民、歸化入籍加拿大者和難民申請人提供針對
性服務。

省級資訊
在您來到亞省之前，您需要提前整理好重要文件以節省時間和
金錢。在您與僱主、省級監管機構、教育機構和憑證評估 。

機構來往時可能需要用到這些文件，包括：

• 有效的護照

• 移民文件

• 工作推薦信

• 學校成績單

以亞伯達省為家
有助於您在亞省安居的資訊

聯邦服務
在 IRCC 批准您的永久居留申請後，如果您仍在加拿大境外，
您和家人可以獲得免費的面對面和線上服務，以協助您作好準
備，適應加拿大的生活。

這些行前服務可以協助您：

• 為移居加拿大作好準備

• 在加拿大認證學歷、工作經驗和資質

• 聯絡僱主以尋找工作

• 在抵達加拿大後聯絡免費服務

定居與融入

新移民服務
您可以透過亞省的多家移民組織獲得各種定居服務。

歡迎經由亞省移民服務機構協會（AAISA）了解各項可用的服
務。

閱讀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民部（IRCC）出版的《歡迎
來到加拿大》指南 
(cic.gc.ca/english/pdf/pub/welcome.pdf)

http://cic.gc.ca/english/pdf/pub/welcom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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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
包括新移民在內的許多個人和家庭，都會先租房，直到存夠首
付後再購買房屋。

租房
租房時，您需要與房東簽訂租房協議或租約。租房協議上的租
期可能是固定的，例如一年，或者逐月續約。

除了每月的租金外，您還需要考慮其他費用。公用事業費（例如
電費和供暖費）不一定包含在租金內，請在簽署協議前與房東
確認。

大多數房東都要求您在搬入前支付押金，用於支付房屋可能遭
受的損壞。在搬出時如果沒有任何損壞，押金將全額退還給
您。

買房
在亞省，您可以透過地產經紀或私人銷售購買房屋。

地產經紀，又稱房屋仲介，是幫助人們買賣房屋的專業人士。
地產經紀會按服務收取費用。大多數情況下，賣方支付所有經
紀費用，但在您同意與地產經紀合作之前，請先諮詢確認。

快捷連結與聯絡資料

亞省服務中心 - 租房協議 
https://www.alberta.ca/rental-agreements.aspx

加拿大抵押及住房公司  
https://www.cmhc-schl.gc.ca/en

https://www.cmhc-schl.gc.ca/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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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公共交通
亞省的公共交通包括巴士和火車。它們可以幫助您在城市內出
行。如需了解更多資訊，請聯絡地方政府或線上搜尋。

長途旅行
對於省內和省際旅行，長途巴士、火車或飛機是主要方式。亞
省共有 11 座機場，包括兩座國際機場，分別位於愛民頓和卡加
利。

獲取駕駛執照
即使您不打算擁有或駕駛汽車，我們也建議您持有亞省駕照，
用於身分驗證和居住證明。

在亞省，新司機必須經歷分級駕駛執照（GDL）流程。包括知識
測驗、為期兩年的輔助駕駛經驗（一年內駕照免於吊銷），以及
高級路試。如果您已持有駕照，您或許可以將加拿大其他地區
或外國駕照更換為亞省駕照，而不必經歷 GDL，或可將之前的
駕駛經驗用於縮減 GDL 的時間。

車輛購買、投保與登記
在亞省上路行駛的汽車，在購買後必須上保險並登記。

如果您不打算購買或駕駛機動車，您也可以申請亞省身分證
(Alberta ID) 用於身分驗證和居住證明。

快捷連結與聯絡資料

購買或租用汽車
https://www.alberta.ca/buying-selling-vehicle.aspx

車輛投保 
https://albertaairb.ca/

申請車牌
https://www.alberta.ca/licence-plates.aspx

獲取駕駛執照
https://www.alberta.ca/get-drivers-licence.aspx

更換非亞省駕照
https://www.alberta.ca/exchange-non-alberta-li-
cences.aspx

https://albertaairb.ca/
https://www.alberta.ca/licence-plates.aspx
https://www.alberta.ca/get-drivers-licence.aspx
https://www.alberta.ca/exchange-non-alberta-licences.aspx
https://www.alberta.ca/exchange-non-alberta-licenc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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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

亞省醫療保險計劃（AHCIP)
亞省透過 AHCIP 提供免費的基本健康保險。該計劃涵蓋永久
居民和臨時居民，但不包括訪客和遊客。

您必須在抵達亞省三個月內註冊 AHCIP。

涵蓋費用
AHCIP 涵蓋許多醫療費用，但並非全部。對於未涵蓋的服務，
建議使用商業健康保險。許多僱主都提供可以支付這些服務
費用的保險計劃。任何費用都應該包括在工作的薪酬待遇中。

如果您的僱主不提供健康保險，或者您屬於自僱工作者，您可
以從商業保險公司購買個人健康保險。

如何獲得醫療服務
註冊 AHCIP 後，您將收到一張個人醫療卡，供您和家人使用。
您在就醫時必須使用此卡。

憑此卡您可以免費就醫、化驗，前往健康診所和醫院就診。如
果您沒有此卡，可能會被收取費用。

免預約診所及家庭醫生.
免預約診所無需預約即可就診，但您必須提前預約才能看家庭
醫生。您可以透過下文的快捷連結查詢正在接收新病人的家庭
醫生。

緊急醫療服務
如果您無法自行安全前往醫院，請撥打 911，救護車會將您送
往最近的醫院。如果您沒有涵蓋此項服務的商業健康保險，您
將被收取救護車使用費。

快捷連結與聯絡資料

查找正在接收新病人的家庭醫生 
https://www.albertahealthservices.ca/info/
Page13253.aspx

心理健康服務
許多人在生命中的某個階段都會遇到心理健康問題，即使您自
己未受其苦，所愛之人的心理健康問題也可能影響到您。您可
以免費獲得針對心理健康問題、癮症、危機等的健康服務。

經濟支援
如果您的家庭收入較低，您或有資格透過亞省成人健康福利或
亞省兒童健康福利獲得政府的經濟支援。 

https://www.albertahealthservices.ca/info/Page13253.aspx
https://www.albertahealthservices.ca/info/Page1325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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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英語水平
亞省居民在商務、學校和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英語。良好的英
語口語和寫作能力有助於您更加順利地定居、求職。

省內很多地方都提供英語培訓，包括學院或大學、移民服務機
構、私營企業以及宗教和社區組織。

加拿大政府或亞省政府可免費提供語言課程，或僅收取較低的
費用（與私營機構相比）。

請聯絡您的學校或亞省支援中心，了解您是否有資格獲得語言
課程經濟援助，其中或包括兒童託育、交通及生活補助。如果
您因工作需要參加課程，則您或有資格獲得來自 Windmill 小
額信貸的貸款。

評估您的英語能力
在加拿大，我們使用加拿大語言基準（CLB）評估語言能
力。CLB 1 代表沒有或幾乎沒有英語能力。CLB 12 代表可以流
利地使用英語。

一般來說，日常生活需要達到 CLB 4。在亞省工作通常需要 
CLB 5 到 8。在亞省學習需要 CLB 6 至 9 或更高。

如需了解您的 CLB 等級：

• 您可以在線免費進行加拿大語言基準（CLB）自我評估，大致
了解您目前的 CLB 等級。

• 前往一個語言評估及轉介中心（Language Assessment 
and Referral Centre）完成正式的 CLB 評估。

如果您希望提高英語能力，加拿大政府和各種組織為您提供了
多種選項。欲知更多選擇，請參閱本節最後的快捷連結。

教育

中小學教育
5 至 19 歲兒童可免費接受公共教育。在亞省，6 至 16 歲的兒童
必須上學。家長可以選擇是否讓孩子上幼稚園。學校系統分為
12 個年級。

專上及成人教育
成年人無論年紀大小，都可以就讀專上教育課程以獲得證書、
增加學識、掌握新技能。

如果您有意繼續接受教育或培訓，亞省高級教育廳可以提供資
訊、資源與支援。

您可以從各種機構和專上課程中進行選擇：

• 大學提供本科和研究生學位課程。

• 公立學院提供證書、文憑、學業升級、大學轉學、學徒、繼續
教育和應用學位課程。

• 私立學院提供證書、文憑、學業升級、大學轉學、繼續教育
和一些學位課程。部分私立學院隸屬於宗教組織。

• 理工院校提供證書、文憑、應用學位、學徒和繼續教育課
程。大多數課程都與技術工種或技術工作有關。

• 私立職業學校針對特定的職業提供培訓，例如拍賣師、調酒
師、模特或計算機輔助繪圖技師。

• 技術工種學徒培訓計劃結合了課堂教學與在職培訓。

• 成人教育也稱為繼續教育或高級教育，為想要完成高中文
憑、資質升級、學習新專業、掌握新技能的成年人提供課程
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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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託育
亞省對兒童到幾歲才可以獨處沒有法律規定。您應該根據合理
的判斷以及您孩子的年齡與成熟度作出決定。大多數亞省民眾
需要為 12 歲以下儿童的託育服務付費。兒童託育的選項包
括：

• 持牌日託中心，負責照看 7 歲以下兒童

• 家庭日託，在居家環境中提供持牌託育服務

• 課外託育計劃，在正常上課時間以外照顧學齡兒童

• 學前或託兒所計劃，促進 2 至 5 歲的兒童學習、玩耍、發展

如果您無力支付託育費用，您或有資格獲得政府的託育經濟援
助。

有特殊需求的兒童
如果您的孩子有特殊需求，例如持續的醫療護理、殘障或發展
遲緩，則您可透過兒童服務廳或殘障兒童家庭支援計劃
（FSCD）獲得幫助。

快捷連結與聯絡資料

政府託育經濟援助
https://www.alberta.ca/child-care-subsidy.aspx

兒童服務廳
https://www.alberta.ca/childrens-services-office-lo-
cations.aspx

殘障兒童家庭支援計劃 (FSCD). 
https://www.alberta.ca/fscd.aspx

https://www.alberta.ca/child-care-subsidy.aspx
https://www.alberta.ca/childrens-services-office-locations.aspx
https://www.alberta.ca/childrens-services-office-locations.aspx
https://www.alberta.ca/fscd.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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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連結

亞省高級教育廳      
alberta.ca/advanced-education.aspx

規劃您的學業 - 證書與課程  
http://study.alberta.ca/plan-your-studies/
credentials-programs/

CLB 自我評估 
clb-osa.ca/home

語言評估、轉介與諮詢中心 
亞省北部  
larcc.cssalberta.ca/

亞省南部 
settlementcalgary.com/clarc-registration/

兒童託育補貼 
alberta.ca/child-care-subsidy.aspx

兒童服務廳 
alberta.ca/childrens-services-office-locations.aspx

FSCD 計劃 
alberta.ca/fscd.aspx 

婦女中心 
https://www.alberta.ca/womens-hub.aspx

家庭暴力資訊熱線 310-1818

緊急庇護所 
https://www.alberta.ca/find-shelters.aspx

行前服務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
ship/services/new-immigrants/new-life-canada/pre-arriv-
al-services.html

亞省移民服務機構協會 
aaisa.ca/membership-directory/

亞省服務中心 - 租房協議 
alberta.ca/rental-agreements.aspx

進一步了解購房詳情 | 加拿大抵押及住房公司  (CMHC) 
https://www.cmhc-schl.gc.ca/en

愛民頓公共交通資訊 
edmonton.ca/edmonton-transit-system-ets.aspx

卡加利公共交通資訊 
https://www.calgarytransit.com/home.html

獲取駕駛執照 
alberta.ca/get-drivers-licence.aspx

購買或租用汽車 
alberta.ca/buying-selling-vehicle.aspx

車輛投保 
airb.alberta.ca/drivers/getting_insurance.aspx

申請車牌 
alberta.ca/licence-plates.aspx

查找醫生 
albertahealthservices.ca/info/Page13253.aspx

心理健康問題免費服務 
http://www.albertahealthservices.ca/amh/amh.aspx

http://alberta.ca/advanced-education.aspx
http://study.alberta.ca/plan-your-studies/credentials-programs/
http://study.alberta.ca/plan-your-studies/credentials-programs/
http://clb-osa.ca/home
http://larcc.cssalberta.ca/
http://settlementcalgary.com/clarc-registration/
http://alberta.ca/child-care-subsidy.aspx
http://alberta.ca/childrens-services-office-locations.aspx
http://alberta.ca/fscd.aspx
https://www.alberta.ca/womens-hub.aspx
https://www.alberta.ca/find-shelters.aspx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new-immigrants/new-life-canada/pre-arrival-services.html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new-immigrants/new-life-canada/pre-arrival-services.html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new-immigrants/new-life-canada/pre-arrival-services.html
http://aaisa.ca/membership-directory/
http://alberta.ca/rental-agreements.aspx
https://www.cmhc-schl.gc.ca/en
http://edmonton.ca/edmonton-transit-system-ets.aspx
https://www.calgarytransit.com/home.html
http://alberta.ca/get-drivers-licence.aspx
http://alberta.ca/buying-selling-vehicle.aspx
http://airb.alberta.ca/drivers/getting_insurance.aspx
http://alberta.ca/licence-plates.aspx
http://albertahealthservices.ca/info/Page13253.aspx
http://www.albertahealthservices.ca/amh/amh.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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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個
國家及省級公園

+6千份
提名證書

26所
大學及學院

收入中位數

國際勞工

8%
企業稅

9萬個
工作崗位（3年內）

$10.4萬

亞省擁有超過 455 個國家級和省級
公園與保護區，擁有雄壯的山脈、連
綿的丘陵、茂盛的森林和遼闊的草
原。

我們在 2020 年透過「亞省優勢移民
計劃」向新移民發出了 6,250 份提名
證書，讓他們可以永久居留在亞伯
達省。

亞省擁有 26 所大學和學院，2020-2021 
學年有超過 27,000 名國際學生在亞省
的專上院校接受優質的教育。

亞省家庭稅後年收入的中位數為 
104,000 加元，高於 92,800 加元的
加拿大平均值。

2020 年，6,670 名國際勞工透過加
拿大的「短期外籍勞工計劃」來到亞
省。

亞省的企業稅稅率為 8%，不僅是加
拿大最低，在整個北美也屬於最低
水平。

我們將投資 207 億加元建設數百個
項目，在未來三年內創造 90,000 個
直接或間接工作崗位。

用數據體現亞省的機遇  

+6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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