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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来到阿尔伯塔
省，将其作为工作和生活的首选之地。阿尔
伯塔省拥有高标准的生活，多样化和热情
的社区，迷人的风景，政府注重经济增长和
创造就业机会，为企业家提供大量机会。

发现您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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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塔省的生活
阿尔伯塔省由多样化的文化和社区组成，每种
文化、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特点并蕴藏着工作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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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塔省的生活
发现阿尔伯塔省的机遇 

为什么要选择阿尔伯塔省？
阿尔伯塔省由多样化的文化和社区组成，是许多世界级服务机
构的所在地。

各个社区是阿尔伯塔省宜居的重要原因。阿尔伯塔省既有农村
小镇，也有大城市，如卡尔加里和埃德蒙顿，其人口

分别为130万和100万。它们特点各异，蕴藏工作机遇。

虽然阿尔伯塔省是加拿大第四大人口大省，但也是面积第四大
省，这意味着要亲近大自然绝非难事。

负担能力
阿尔伯塔省的家庭通常享有比加拿大其他地区更高的家庭收
入。

阿尔伯塔省还提供许多生活成本方面的优势，如：

• 全民医疗保健
• 税收减免和退税，帮助您节省能源成本
• 加拿大最低的税收水平
• 更多可负担的住房选择
• 可负担的儿童托育

医疗保健
阿尔伯塔省的世界级医疗保健系统使民众能够获得医院、诊
所、各种社会支持服务以及符合资质的医生与医护人员。

教育

幼儿园至12年级
阿尔伯塔省的教育体系良好，包容并蓄，提供许多基于不同语
言或宗教的选择。在阿省，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教育是免费
的，6岁到16岁的儿童和青少年必须接受学校教育。省内也有天
主教学校和法语学校。

专上教育
阿尔伯塔省有26所大学和学院，提供众多专上教育的选择。阿
尔伯塔省政府会补贴 学费，全省各地的费用也不尽相同。还有
各种贷款、补助金、助学金、奖学金、奖励和其他教育资金，帮
助您支付 教育费用。

当您来到阿尔伯塔省开始学习时，您就读的阿尔伯塔省高等教
育机构将帮助您融入新的学生社区。阿尔伯塔省的许多地方都
提供英语培训，包括学院和大学、移民服务机构、私营企业以
及宗教和社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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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天气
作为加拿大第四大省，阿尔伯塔省的景观多种多样，包括草
原、森林、山脉、河流和湖泊。

公园
阿尔伯塔省非常重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阿尔伯塔省对其自然
资源引以自豪，并努力确保阿尔伯塔省级公园能得到妥善维
护。

在全省范围内，有五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和五座国家
公园，以及450多个省级公园和保护区，可供您享受徒步、骑行
山地自行车、钓鱼、划船或篝火带来的乐趣。

天气
阿尔伯塔省四季分明。阿尔伯塔的夏天很温暖，温度可达30摄
氏度，而冬天的温度可达零下30摄氏度。如果您能根据气温恰
当着装，在阿尔伯塔省一年中的任何时候，您都可以尽情体验
户外活动。

阿尔伯塔省是加拿大阳光最充足的省份，北部每年有1,900小
时的日照，南部有2,300小时。

文化
阿尔伯塔省的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全年不间断。埃德蒙顿被誉
为加拿大的”节日之城”，每年举办50多个独特的节日，如遗产
节（Heritage Festival）和埃德蒙顿国际艺穗节（International 
Fringe Theatre Festival）。卡尔加里牛仔节（Calgary 
Stampede）因其庆祝阿省西部传统的牛仔竞技和展览而闻名
于世。

阿尔伯塔省的法语社区
阿尔伯塔省以法语为母语的人口增长速度在加拿大名列前茅，
全省有近87,000人。阿尔伯塔省内大约有2,000个社区和自然景
点的名字带有法裔色彩。阿尔伯塔省有四个市镇正式使用双
语，包括博蒙特（Beaumont）、雷加勒（Legal）、法尔赫
（Falher）和普拉蒙顿（Plamondon）。

阿尔伯塔省的教育系统有多种法语授课选择，包括法语学校、
法语沉浸式课程和以法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课程。



阿尔伯塔省机遇指南   |  alberta.ca/opportunity 7

到阿尔伯塔省暂居
探索您在阿尔伯塔省探访、学习或临时工作的各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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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阿尔伯塔省暂居
概览阿省政府带给您的服务

到访阿尔伯塔省 
如果您以旅游、商务或探亲的身份到访阿尔伯塔省，您可能需
要加拿大政府签发的加拿大旅游签证或电子旅行许可（eTA）。

访客签证
若您以游客身份到访阿尔伯塔省，可能需要加拿大旅游签证。
旅游签证分为单次入境或多次入境，并且有各种有效期。当您
到达加拿大时，签证必须是有效的。

父母和祖父母超级签证是一个有效期可以长达10年的多次入
境签证。它让符合条件的父母和祖父母可以随心所欲地到加拿
大探亲，而且每次探亲的时间最长可达5年。

商务访问
如果您计划访问加拿大，寻找发展业务、投资或推进业务关系
的途径，您必须申请商务访问签证。商务访问人士可以停留最
多六个月。如果要在加拿大逗留更长时间或工作，请申请工作
许可。

在阿尔伯塔省学习 
阿尔伯塔省的高等教育系统因其卓越的大学、学院、技术研究
机构和创新的研究设施而受到国际认可。

阿尔伯塔省的高等教育机构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课程，吸引了来
自世界各地最优秀的人才，从事的研究或拯救人类生命，或影
响文明进程，意义重大。您在学习期间和毕业后也有机会工
作，包括获得永久居留权的途径。

阿尔伯塔省的高等院校提供与专业工种和技术工作相关的证
书、文凭、应用学位、学徒和继续教育课程。有各种课程可以满
足您的职业目标，范围从医疗保健到科学和技术。

如果您计划在阿尔伯塔省的指定学习机构学习6个月以上，您
需要申请加拿大学习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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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伯塔省工作
临时外国劳工为阿尔伯塔省的经济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和支持，
他们为支持全省的经济增长和创新贡献了自己的技术和才能。

临时外国劳工（TFW）计划
TFW计划由加拿大政府负责，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公民申请在
加拿大临时工作，最长可达3年。该计划涵盖所有职业和技能水
平。除了获得阿尔伯塔省雇主提供的工作机会之外，您可能还
需要一份工作许可或劳动力市场影响评估（LMIA）。劳动力市
场影响评估包括某些条件，例如您可以在哪里工作以及为谁工
作，您可以从事什么类型的工作以及您可以在加拿大工作多长
时间。

阿尔伯塔省临时外国劳工咨询办公室会帮助临时外国劳工、国
际学生（持有工作许可）和雇主了解他们的权利，并为不公平、
不安全或不健康的工作条件状况找到解决方案。

国际流动计划(IMP)
由加拿大联邦政府负责管理的国际流动计划，允许加拿大雇主
雇佣没有LMIA的外国劳工。您的职业必须是不需要LMIA的工
作，您才有资格获得IMP（LMIA豁免）工作许可：

特定雇主工作许可让您能够为一个特定的雇主工作。它适用于
根据国际贸易协定可以在加拿大临时工作的人。

开放式工作许可允许您在特定的时间段内为任何雇主工作。它
面向国际学生、配偶/同居伴侣、符合条件的外国公民和想要打
工度假的年轻人。

与TFW咨询办公室联系

lbr.tfwao@gov.ab.ca 

北部地区 - 埃德蒙顿：780-644-2584  
南部地区 - 卡尔加里：403-476-4540

快速链接和联系信息

电子旅行许可  
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 
services/visit-canada/eta.html 

了解更多关于在阿尔伯塔省学习的信息 
study.alberta.ca/

查看您是否有资格参加TFW计划 
cic.gc.ca/CometoCanada

申请加入TFW计划 
cic.gc.ca/english/work/apply-who-nopermit.asp

了解您是否需要 
cic.gc.ca/english/work/apply-who-permit.asp

临时居民信息 
alberta.ca/temporary-residents.aspx 

面向临时外国劳工的资源  
https://www.alberta.ca/resources-temporary-for-
eig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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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alberta.ca/resources-temporary-foreign-workers.aspx
https://www.alberta.ca/resources-temporary-foreign-worker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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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伯塔省永久定居
了解获得永久居留权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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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无论是劳工还是创业者，您都可以通过多种移民计划和途径移
居到阿尔伯塔省。一旦您成为永久居民或加拿大公民，您就可
以在加拿大境内自由迁徙。

移民计划包括联邦（加拿大政府）移民计划和省计划（阿尔伯
塔省政府）。在阿尔伯塔省，省级移民计划称为“阿尔伯塔优势
移民计划”（AAIP）。

 

在阿尔伯塔省永久定居
了解省和联邦移民计划

省提名计划 - 阿尔伯塔优势移民计划
阿尔伯塔优势移民计划是一项经济移民计划，旨在提名能够满
足阿省对劳工和创业者需求的人士获得移民身份。

所有类别的申请费均不退还。

该计划为正在或打算在阿尔伯塔省工作的个人，以及有兴趣在
阿省建立企业的创业家提供了移民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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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移民类别

阿尔伯塔省机遇类别 适用于在阿尔伯塔省生活和工作，并获得阿尔伯塔省雇主提供的全职工作的合格
候选人。

阿尔伯塔省快速入境类别. 适用于加拿大政府快速入境系统的合格候选人，候选人与阿尔伯塔省需要有密
切的联系，或者能够帮助促进阿尔伯塔省的经济发展和多样化优先领域。

技术工种快速移民路径 适用于目前已经在阿尔伯塔省为技术行业雇主工作，或者获得了技术行业雇主工
作邀约的候选人，从事的技术工种需符合特定要求。

农村振兴类别 适用于有阿尔伯塔省雇主提供的全职工作，并在指定的阿尔伯塔省农村社区工作
的合资格外国公民。

创业者移民类别

本地毕业生创业者类别 适用于在经批准的阿尔伯塔省高等教育机构就读、并且希望开办企业或并购现
有企业的国际毕业生们。

外国毕业生创业者类别 面向来自加拿大以外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专业、并且希望在阿尔
伯塔省创业和开展创新业务的外国院校毕业生们。

农村创业者类别 该类别为准备在乡村社区创造商业机会的创业者而设立。通过创办新企业或并
购现有企业，这些符合资格的新移民可以在阿尔伯塔省主要城市中心以外的地区
创造就业机会并振兴当地经济。

农场类别 适用于计划在阿尔伯塔省购买或开办农场并具有经验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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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移民计划
加拿大联邦政府有权监管加拿大境内的所有移民事务。

“加拿大快速入境”项目
快速入境（Express Entry）是一个由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
事务部（IRCC）推出的进行永久居留申请的电子管理系统。

要进入该系统，候选人必须首先完成一份档案，证明他们如何
符合联邦经济移民计划中任一类别的标准：

• 加拿大经验类别

• 联邦技术劳工计划

• 联邦技术工种计划

一旦完成，政府将使用一个排名系统对候选人进行评分。排名
最高的候选人将收到IRCC的邀请，以申请永久居留。

移民试点项目
农村及北部地区移民试点项目是一个由社区驱动的移民计
划，通过为希望在这些地区工作和生活的外国技术劳工创造获
得永久居留权的途径，力争将经济移民创造的效益下沉到较小
的社区。

农业-食品试点项目有助于解决加拿大农业食品生产部门的劳
动力需求。该试点 为特定行业和职业且经验丰富的非季节性劳
工提供获得永久居留权的途径。

商业移民项目
这些项目为来自其他国家的创业者和自雇人士提供获得 永久
居留权的途径。

如果您有一个创新的商业理念或打算创立企业，您可以申请 
创业签证。您的企业必须得到指定组织的支持。

如果您打算在阿尔伯塔省自谋职业，您可以申请自雇人士计
划。您必须具备文化活动或体育方面的相关经验。

家庭担保项目
家庭担保项目使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能够担保其亲属成为
永久居民，并能够在阿尔伯塔省生活、工作和学习。

看护项目
看护项目是针对在加拿大为老年人或残疾人士提供儿童看护
或居家照护，且已具备两年经验的看护者。

难民重新安置
难民和人道主义重新安置项目是为那些在加拿大及其祖国境
外需要保护的人士而设立。它还为民众提供了赞助难民的机
会。

其他移民途径
如果您已身处加拿大，并且如果在返回祖国后再申请移民身份
会遭受过度的困难，那么您可能有资格获得人道和同情考量。

如果您在加拿大持有效的临时居民身份

许可，即使您曾被认为不允许获准进入加拿大，您也能够根据
许可证持有人的类别申请永久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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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考量的事项
• 您不需要聘请移民代表或律师来代理您的移民申请。

 - 使用代理或律师并不会加速您的申请处理。
 - 如果您决定使用代理服务，加拿大联邦政府和阿尔伯塔

省政府仍可能就您的申请直接联系您。如果选择使用代
理服务，则您必须填写一份表格，说明您在使用代理服
务，否则您的申请可能被拒绝。

 - 申请移民阿尔伯塔省所需的所有信息都是免费的，但是申
请需要缴纳费用。请使用所申请项目的适用表格进行提
交。

 - AAIP要求提供经认证的翻译件。在提交任何非英语或法
语的文件时，都要提供经认证的翻译件，并将文件与原始
文件的复印件一起提交。请浏览阿尔伯塔省笔译和口译
协会（ATIA）网站，寻找加拿大的认证翻译。

• 在申请移民项目之前，请找到您的国家职业分类（NOC）代
码，以确定您是否具有省或联邦移民资格。由加拿大政府开
发的NOC系统会对加拿大的每个工种进行分类。

谨防互联网诈骗和虚假网站。

没有人可以担保您能获得工作或加拿大的签证。只有加拿
大大使馆、高级专员公署和领事馆的移民官员可以决定签
发签证与否。

了解如何保护自己免受移民欺诈。 
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
services/protect-fraud.html

Quick links

AAIP 移民项目 
https://www.alberta.ca/alberta-advantage-immigra-
tion-program.aspx

加拿大政府移民项目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
zenship/services/immigrate-canada.html 

笔译员和口译员协会 
atia.ab.ca/ 

查找您的国家职业分类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
zenship/services/immigrate-canada/express-entry/
eligibility/find-national-occupation-code.html

查询您的代理是否经过授权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
zenship/services/immigration-citizenship-representa-
t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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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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伯塔省工作
阿尔伯塔省是加拿大工资最高的省份之一。  
了解如何发现机遇并来到阿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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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
阿尔伯塔省是加拿大工资最高的省份之一。阿尔伯塔省的薪资
水准取决于雇主、工作时间和学历，以及职位所需的经验和具
体职责。

有许多组织和资源可以帮助您在阿尔伯塔省寻找工作并建立您
的职业生涯：

• 阿尔伯塔支持中心在全省内提供就业计划和服务。具体服
务包括招聘会、研讨会、信息说明会以及就业 市场信息。

• Alis是一个在线资源，提供关于寻找职缺、起草简历和准备
面试、以及谈判薪酬的建议。

• 移民服务机构会为新移民提供服务，包括协助求职

• “Work Search Basics”（工作搜索基础知识）专页可以为
您提供在阿尔伯塔省寻找工作的知识和资源。

• 加拿大政府的就业银行有一份阿尔伯塔省最新职缺的清
单——每天都会有新的工作机会公布。为了减少您的搜索时
间，请通过“Job Match”（工作匹配）功能找到符合您技能
和经验的工作职位。

• 其他找工作的途径包括阿尔伯塔省的招聘广告以及在全省
范围内发布职缺的网站。

拓展人脈，与人交流
另一种找工作的方法是建立人际网络。您可以与朋友、邻居或
社区内的人交流，以发现可能没有刊登招聘广告的潜在工作机
会。

以下辅导计划可以帮您联系已经在从事您职业的人：

• 埃德蒙顿地区移民就业委员会 (ERIEC)

• 卡尔加里地区移民就业委员会 (CRIEC)

在阿尔伯塔省工作
关于在阿尔伯塔省求职和进行教育认证的信息

在就业机构登记
持有执照的职业介绍所也可以帮助您找到合适的工作。有些机
构专门从事临时工作 安置，另一些则专注于特定行业。职业介
绍所不能向您收取费用，这笔费用必须由雇主承担。

Create or improve your resume and cover letter
您的简历应包括您的技能，并着重突出雇主需要的具体技能。
求职信通常应该控制在一页以内，总结您的经历并解释为什么
您是该工作的最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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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您的选择
您可能需要申请好几个职位才能得到一份工作机会。您可以考
虑申请相关领域的工作，以帮助您积累有价值的经验，或者您
也可以考虑 深造。

志愿服务也可以帮助您积累加拿大的工作经验，提高您的技
能，发展您的专业和个人网络。

临时工作可能不完全匹配您的教育或专业培训背景。然而，它
可以帮助您积累加拿大的工作经验，提高您的英语语言技能，
了解加拿大的职场文化，认识新朋友并建立您的人际联系网
络。

认证和资质
每个国家的教育和职业资格及标准都不同。您可能需要对您的
国际资格证书进行评估，以了解它们与阿尔伯塔省标准的对接
情况。

学历证书是表明一个人已完成高中或专上教育的证书。国际资
格评估服务（IQAS）将对您的国际学历证书进行评估，并将其
与阿尔伯塔省的标准相比较。

受管制的职业
受监管的职业需要得到专业监管机构的认可，以确保从业者符
合行业标准。在来到加拿大之前，您应该出于移民目的进行资
质认证评估。抵达加拿大后，您会依照单独的程序来获得执业
许可。我们鼓励您在抵达加拿大之前与专业监管机构联系，了
解必要的程序。

在阿尔伯塔省从事指定行业的工作，您需要持有资质认证。在
您申请或接受阿尔伯塔省的工作之前，请确保您的认证证书符
合省级标准。如果您的证书在阿省不被认可，您可能需要：a）
成为一名学徒；或者 b）利用您的工作经验申请行业资格认证计
划，以获得行业认证。

快速链接和联系信息

阿尔伯塔支持中心 
alberta.ca/alberta-support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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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服务 
alberta.ca/employment-services.aspx

阿尔伯塔移民服务机构协会 (AAISA) 
aaisa.ca/membership-directory/ 

“工作搜索基础知识”专页 
alis.alberta.ca/look-for-work/find-work/
work-search-ba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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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际网络 
埃德蒙顿 - eriec.ca/career-mentorship-program/
卡尔加里 - criec.ca/

海外资格认证  
alberta.ca/foreign-qualification-recognition.aspx

国际资格评估服务 (IQAS) 
alberta.ca/IQAS

阿尔伯塔省志愿者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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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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伯塔省创业
阿尔伯塔创业精神的背后是一支年轻、受过教育和多样
化的劳动力队伍。阿省还拥有加拿大最低的公司税，没
有省级销售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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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阿尔伯塔省是一个创业的好地方。阿尔伯塔创业精神的背后是
一支年轻、受过教育和多样化的劳动力队伍。阿省还拥有加拿
大最低的公司税，没有省级销售税。

我们欢迎有才能的新移民和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企业家搬来
阿尔伯塔省，在这里生活和工作。

请参阅“阿尔伯塔优势移民项目”的章节（第11页），了解如何
在阿尔伯塔省开设企业并长期定居的移民类别。

如果您对申请有疑问或需要帮助，请发电子邮件至 
entrepreneur.supportservice@gov.ab.ca.

资源

阿尔伯塔省的小型企业
阿尔伯塔省在创办小企业方面领先加拿大全国。

在创业时，阿尔伯塔省的企业家可以通过咨询和辅导、融资和
培训以及关于市场拓展和拨款的信息，获得项目和服务提供方
的支持。

了解如何在阿尔伯塔省创业、经营企业以及获得小型企业的执
照和许可证。

商业链接.(Business.Link)
“商业链接”为新移民企业家提供服务。这些服务包括：

• 一对一辅导支持

• 信息量丰富的资源、指南和检查清单

• 培训和研讨会

• 网络转介建设

阿尔伯塔的社区未来
阿尔伯塔省社区未来网络（CFNA）通过它在阿尔伯塔省农村地
区的27个社区未来办事处提供小企业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的
服务。

CFNA办事处提供的服务包括：

• 帮助您撰写商业计划书

• 协助制定营销计划或业务拓展战略

• 一对一辅导和商业指导

在阿尔伯塔省创业
关于如何创业的信息

快速链接和联系信息

创办小企业 
alberta.ca/small-business-resources.aspx

商业链接  
businesslink.ca/what-we-do/
immigrant-entrepreneur-program/ 

阿尔伯塔社区未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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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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阿尔伯塔成为您的家
了解您在阿尔伯塔省展开新生活的日常细节 ： 
从住房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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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抵达之前
加拿大联邦政府和阿尔伯塔省政府都会向新移民提供抵达前
的信息和服务。其中有些服务只提供给加拿大境外的人士，有
些服务在您抵达加拿大并确认获得永久居留身份后就可以开
始使用。还有一些服务是阿省为持有工作许可的临时居民、已
入籍的加拿大公民以及难民申请人提供的。

省级信息
在您来到阿尔伯塔省之前，您需要提前备好重要文件，以节省
时间和金钱。您可能需要使用这些文件与雇主、省政府监管机
构、教育机构和证书评估机构联系。

这些文件包括：

• 有效护照

• 移民文件

• 工作推荐信

• 学校/大学成绩单

让阿尔伯塔成为您的家
帮助您在阿尔伯塔省定居的信息

联邦服务
如果您仍然身处加拿大境外，一旦IRCC批准了您的永久居留申
请，您和您的家人就可以获得免费的上门服务和在线服务，以
帮助您准备定居并适应加拿大的生活。

这些抵达前的服务可以帮助您：

• 为您迁往加拿大做准备

• 便利您的教育、工作经验和证书在加拿大得到认可

• 与雇主联系，寻找工作

• 在到达加拿大后联系免费服务

安置和融入

新移民服务
阿尔伯塔省有若干个移民组织，您可以通过它们获得各种安置
服务。

了解更多通过阿尔伯塔省移民服务机构协会提供的服务。

阅读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IRCC）的《欢迎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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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个人和家庭，包括新移民，一般都会先租房，直到攒够买房
的首付款。

租房
租房时，您需要与房东签署一份租赁协议或租约。该协议可能
是有固定期限的，例如一年，或者按月计算。

除了每月的租金，您还需要考虑其他费用。租金价格不一定包
括水电费，如电费和取暖费。请在签署协议前向房东咨询。

大多数房东会要求您在入住前支付押金，以便在房屋遭到任何
损坏时支付费用。如果没有损坏，当您搬走时就可以拿回全额
的押金。

买房
您可以通过联系房地产经纪人或私人出售的方式在阿尔伯塔
省买房。

房地产经纪人，也称为房地产中介，是帮助人们购买和出售房
屋的专业人士。房地产经纪人会对他们的服务收取一定的费
用。大多数情况下，卖方支付所有房地产经纪人的费用，但在同
意与房地产经纪人合作之前，您应该就此进行询问。

快速链接和联系信息

阿尔伯塔服务中心 - 租房协议
https://www.alberta.ca/rental-agreements.aspx

加拿大抵押贷款和住房公司  
https://www.cmhc-schl.gc.ca/en

https://www.alberta.ca/rental-agreements.aspx
https://www.alberta.ca/rental-agreements.aspx
https://www.cmhc-schl.gc.ca/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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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出行

公共交通
阿尔伯塔省的公共交通包括公共汽车和火车。它们可以帮助您
在城市内出行。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当地市政府或在网上
搜索。

长途出行
对于省内和省外的旅行，民众主要选择汽车、火车或飞机。阿
尔伯塔省有11个机场，其中包括两个国际机场，分别位于埃德
蒙顿和卡尔加里。

获得驾驶执照
即使您不打算购置或驾驶汽车，我们也建议您持有阿尔伯塔省
的驾照，以便于证明身份和居住地。

在阿尔伯塔省，新司机必须通过渐进式驾照（GDL）测试。其中
包括知识测试，两年的辅助驾驶经验（一年无停牌）和一次路
考。如果您已经有了驾照，您可以用您的加拿大或国际驾照换
取阿尔伯塔省的驾照，而不必再参加GDL计划，或者将驾驶经
验折抵，以减少GDL计划的时间。

购买、投保和登记车辆
在阿尔伯塔省行驶的车辆，您必须在购买后投保并进行登记。

如果您不打算拥有或驾驶机动车，您可以申请阿尔伯塔省身份
证件，用于身份识别和居住证明。 快速链接和联系信息

购买或租赁车辆
https://www.alberta.ca/buying-selling-vehicle.
aspx

为车辆投保 
https://airb.alberta.ca/drivers/getting_insurance.
aspx

获取车牌
https://www.alberta.ca/licence-plates.aspx

领取驾驶执照  
https://www.alberta.ca/get-drivers-licence.aspx

换取非阿尔伯塔省驾照  
https://www.alberta.ca/exchange-non-alberta-li-
cences.aspx

https://www.alberta.ca/buying-selling-vehicle.aspx
https://www.alberta.ca/buying-selling-vehicle.aspx
https://www.alberta.ca/buying-selling-vehicle.aspx
https://airb.alberta.ca/drivers/getting_insurance.aspx
https://airb.alberta.ca/drivers/getting_insurance.aspx
https://airb.alberta.ca/drivers/getting_insuranc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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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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健

阿尔伯塔省医疗保健保险计划（AHCIP）
阿尔伯塔省通过AHCIP计划为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保险。
该计划涵盖永久和临时居民，但不包括访客或游客。

您必须在到达阿尔伯塔省的三个月内注册AHCIP。

涵盖的费用
AHCIP会涵盖许多医疗费用，但不是全部。对于其不包括的服
务，建议您购买私人健康保险。许多雇主都提供保险计划，帮
助支付这些服务的费用。任何费用都应包括在您工作的薪酬待
遇中。

如果您的雇主不提供健康保险，或者您是自雇人士，您可以从
私人保险公司购买个人健康保险。

如何获得医疗保健服务
登记加入AHCIP后，您和家人会收到一张个人医保卡。您去看
医生时必须出示此卡。

只要持有此卡，医生、化验室、诊所和医院就诊是免费的。如果
您未能出示此卡，您可能会被收取看病的费用。

免预约诊所和家庭医生
去免预约诊所看病不需要预约，但去看家庭医生必须预约。请
查阅快速链接部分，寻找接收新病人的医生。

紧急医疗服务
如果您无法自行安全地去医院，请拨打911，救护车会把您送到
最近的医院。如果您没有涵盖此服务的私人健康保险，您需支
付使用救护车的费用。

精神健康服务
许多人在一生中的某个阶段都会经历精神健康问题，即使您自
己不受影响，您也可能受到亲友精神健康问题的影响。对于精
神健康问题、瘾癖问题、危机状况等，都有相应的免费健康服
务。

财务支持
如果您的家庭收入较低，您可能有资格通过阿尔伯塔省成人医
疗福利或阿尔伯塔省儿童医疗福利获得政府的财务支持。

快速链接和联系信息

寻找接收新病人的医生 
https://www.albertahealthservices.ca/info/
Page13253.aspx

https://www.albertahealthservices.ca/info/Page13253.aspx
https://www.albertahealthservices.ca/info/Page13253.aspx


阿尔伯塔省机遇指南   |  alberta.ca/opportunity 25

提升您的英语水平
英语是阿尔伯塔省营商、学校教育和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语言。
良好的英语口语和写作能力将使您的定居和求职过程更加顺
利。

阿尔伯塔省的许多地方都提供英语培训，包括学院和大学、移
民服务机构、私营企业以及宗教和社区组织。

加拿大政府或阿尔伯塔省政府提供的语言课程是免费的，或者
与私营机构相比费用很低。

请向您的学校或阿尔伯塔支持中心咨询，了解您是否有资格获
得就读语言班的财务资助。具体资助可能包括托儿所、交通和
生活津贴。如果您需要为工作而参加课程，您可能有资格从
Windmill Microlending小额贷款公司获得贷款。

评估您的英语技能
在加拿大，人们使用加拿大语言基准（CLB）等级来评估语言技
能。1级代表只有很少或没有英语技能。12级代表可以说流利
的英语。

一般来说，日常生活需要CLB 4级。在阿尔伯塔省工作通常需要
CLB 5至8级。在阿尔伯塔省学习需要CLB 6至9级或以上。

要检测您的CLB等级：

• 您可以在网上进行免费的加拿大语言基准（CLB）自我评
估。这能帮您了解您目前的CLB等级。

• 请在下列任一语言评估和转介中心完成正式的CLB评估。

如果您想提高您的英语语言技能，加拿大政府和各种组织会为
您提供多种选择。更多选择请参阅本节末尾的快速链接章节。

教育

初级和中等教育
5至19岁儿童和青少年的公共教育是免费的。在阿尔伯塔省，6
至16岁的儿童和青少年必须强制接受教育。家长可以选择送孩
子上幼儿园。学校教育体系划分为12个年级。

专上和成人教育
所有年龄段的成年人都可以参加专上课程，以获得证书，提高
知识并学习新技能。

如果您对进阶教育或培训感兴趣，阿尔伯塔省高等教育厅可以
提供信息、资源和支持。

您可以从各种机构和专上课程中选择：

• 大学提供本科和研究生学位课程。

• 公立学院提供证书、文凭、学历提升、大学转学、学徒制、继
续教育和应用学位课程。

• 私立学院提供证书、文凭、学历提升、大学转学、继续教育
和一些学位课程。私立学院有时会隶属于宗教组织。

• 理工学院提供证书、文凭、应用学位、学徒和继续教育课
程。大多数课程都与技术工种或技术类工作有关。

• 私立职业学校会提供特定职业的培训，如拍卖师、调酒师、
模特或计算机辅助绘图技术员。

• 学徒培训计划针对特定行业提供了将课堂教学与在职培训
相结合的机会。

• 成人教育也被称为继续教育或高等教育。它包括为想要完成
高中文凭、提升学历、学习新专业和获得新技能的成年人开
设的班级或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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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托育
阿尔伯塔省没有法律特别规定什么年龄的孩子可以在没有成人
看护的情况下一人独处。您应该自行审慎判断，同时考量孩子
的年龄和成熟度。大多数阿尔伯塔民众都需要为12岁以下的孩
子支付托儿费。托儿机构的选择包括：

• 负责看管7岁以下儿童的持证日托中心

• 家庭日托机构在家庭一般的环境中为家长提供持有执照的
儿童看护服务

• 校外托管项目在正常上课时间以外为学龄儿童提供托管服
务

• 学前班或托儿所项目能够促进2至5岁的儿童学习、游戏和
发展

如果您无力支付托儿费用，您可能有资格获得政府托儿财务资
助。

有特殊需要的儿童
如果您的孩子有特殊需要，如长期医疗护理、残障或发育迟
缓，您可以通过儿童服务项目或残障儿童家庭支持计划
（FSCD）获得帮助。

快速链接和联系信息

政府托儿财务资助
https://www.alberta.ca/child-care-subsidy.aspx

儿童服务项目 
https://www.alberta.ca/childrens-services-of-
fice-locations.aspx

残障儿童家庭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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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伯塔省机遇指南   |  alberta.ca/opportunity 27

快速链接

阿尔伯塔省高等教育      
alberta.ca/advanced-education.aspx

求学规划 - 认证与课程项目  
http://study.alberta.ca/plan-your-studies/
credentials-programs/

CLB 自我评估 
clb-osa.ca/home

语言评估、转介和咨询中心  阿尔伯塔省北部-  
larcc.cssalberta.ca/

阿尔伯塔省南部 
settlementcalgary.com/clarc-registration/

托儿补助 
alberta.ca/child-care-subsidy.aspx

儿童服务 
alberta.ca/childrens-services-office-locations.aspx

FSCD 项目 
alberta.ca/fscd.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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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暴力信息热线电话 310-1818

紧急庇护 
https://www.alberta.ca/find-shelters.aspx

抵达前的服务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
zenship/services/new-immigrants/new-life-canada/
pre-arrival-services.html

阿尔伯塔省移民服务机构协会  
aaisa.ca/membership-directory/

阿尔伯塔服务中心——租赁协议 
alberta.ca/rental-agreements.aspx

了解更多购房信息 | 加拿大抵押贷款和住房公司 (CMHC) 
https://www.cmhc-schl.gc.ca/en

埃德蒙顿交通信息 
edmonton.ca/edmonton-transit-system-ets.aspx

卡尔加里交通信息 
https://www.calgarytransit.com/home.html

获取驾照 
alberta.ca/get-drivers-licence.aspx

购买或租赁车辆 
alberta.ca/buying-selling-vehicle.aspx

为车辆投保 
airb.alberta.ca/drivers/getting_insurance.aspx

领取车牌 
alberta.ca/licence-plates.aspx

寻找医生 
albertahealthservices.ca/info/Page13253.aspx

精神健康免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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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国家和  

省级公园

+6千份
提名  
证书

26 所
大学和学院

收入中位数

+6千名
国际劳工

8%
营业税

9万份工作
3年内

$104,000

阿尔伯塔省有超过455座国家和省级
公园以及保护区，拥有令人叹为观止
的山脉、连绵不断的山麓、茂密的森
林和辽阔的草原。

2020年，我们通过阿尔伯塔优势移
民计划发放了6,250份省提名证书，
帮助新移民在阿尔伯塔省获得永久
居留身份。

阿尔伯塔省有26所大学和学院，在
2020-2021年有超过27,000名国际学
生在阿省接受高质量的专上教育。

阿尔伯塔省的家庭税后收入中位数
为104,000加元，高于加拿大全国
9.28万加元的平均水平。

2020年，有6,670名国际劳工通过加
拿大的临时外国劳工计划来到阿尔
伯塔省。

尔伯塔省的商业税率为8%——是加
拿大全国最低的税率，在整个北美
也是最低的。

我们正在投资207亿加元，以建设数
百个项目，并在未来三年内创造
90,000个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

数字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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