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省開創新生活
新移民指南

了解內容﹕

從事本專業的工作
作為新抵安省的移民﹐你可能有很多問題。這個指南將幫助你更好了解下列內容﹕


安省對專業的規管狀況



進入許多專業的有關要求



你的學術資歷如何得到評估



「行業地圖」及過渡培訓項目將如何給你幫助



安省如何幫助新移民成功

起步
在安省﹐大多數專業為自我規管﹐這意味著各專業訂立各自的標準﹐並對本專業的成員進行登
記。一些專業由法律規管﹐即所謂的「規管專業」﹐醫生和律師就是兩個例子。其它專業﹐即所
謂「非規管專業」﹐或「自願專業」﹐不受法律規管﹐但可能存在自願性規管機構。

規管專業
在安省﹐規管一個專業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通過立法。該立法設立一個專業機構來規管某個專業。
這些專業機構常常稱為「學會」(Colleges)。例如﹐醫學專業由安省內外科醫生學會(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of Ontario)規管。這些規管機構通過以下方式保護民眾﹕


制定執業標準



設定入行要求



評估希望入行者的資質



登記合格的人員入行



對行內人員進行紀律約束﹐包括取消其在本行業執業的權利

規管專業通常要求﹕


數年的大學或學院學歷



在持牌專業人士督導下實習的經驗



順利通過牌照申請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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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新移民成功
安省移民廳正在實施《2006公平進入規管專業法》﹐該法旨在幫助新移民進入安省的規管行業。
通過此法﹐「安省國際經驗中心」(GEO)-這是一個為海外受訓人士設立的入行及資源中心-已經
成立。GEO為擬進入規管專業的新移民提供資訊､推薦及其它重要支持。欲了解更多有關GEO的
資訊﹐請瀏覽安省移民網站﹕www.ontarioimmigration.ca﹐點擊｀Working＇。

進入規管專業
每個規管專業制定各自的入行要求﹐這些要求往往包括﹕


個人身份證明



加拿大居民身份證明



起碼的教育資歷



語言能力



專業和督導下的經驗



良好的性格



順利通過考試



交納登記費用

專業頭銜的使用
在某些專業﹐在沒有被規管機構登記在冊的情況下執業或使用專業頭銜﹐屬非法行為。在另外一
些專業﹐則沒有限定誰可以執業﹐但業者如果未被該專業規管機構登記在冊﹐則不能使用專業頭
銜。一些專業﹐例如工程和建築業﹐允許沒有牌照的人從事工作﹐前提是持牌的執業者對其工作
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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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非規管專業
一些專業不由法律規管﹐但可能存在自願性的專業機構。許多這樣的機構提供課程認證及登記。
其登記往往在本專業內受到推崇﹐對在該行業求職非常重要。

對你的學歷進行評估
每個專業都有各自的教育要求。有數個不同機構可以為你的學歷進行評估﹐以保證其達到安省的
標準。在安省﹐許多國際學歷由「加拿大世界教育服務」(WES)評估。你可以瀏覽WES網站﹕
www.wes.org/ca/。但是﹐每個規管機構決定如何評估申請人的資歷。因此﹐最好事先向規管機構
查明其承認何種評估。

使用「行業地圖」
「行業地圖」由移民廳和規管機構協同推出﹐旨在提供進入各個行業的明細步驟。「行業地圖」
可以幫助你了解﹕


進入某個專業的資質要求



可能要求的考試



考試及登記費用



該專業存在的工作機會

「行業地圖」可以在安省移民網站www.OntarioImmigration.ca的｀Work in Your Profession＇欄目找
到。

過渡培訓﹕它如何起到幫助作用
許多新到安省的移民都有很高的技能﹐及受過專上教育或培訓。政府推出過渡培訓項目﹐旨在幫
助這些人更快進入100多個行業和專業。過渡培訓項目可以幫助你﹕


評估你的技能



升級你的技能及培訓



獲得在安省的工作經驗



毋須重複學習你已學過的知識即可進入你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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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項目已經幫助新移民找出並排除了許多的障礙﹐使他們更快進入各自的行業和專業。這個項
目通常收費。

欲了解更多有關過渡培訓項目的資訊﹐請瀏覽安省移民網站﹕www.OntarioImmigration.ca的
｀Work in Your Profession＇欄目。

了解更多詳情
你是否有興趣詳細探究某個具體專業﹖以下是安省許多專業的規管機構的一覽表。你還可以瀏覽安
省移民網站﹕www.OntarioImmigration.ca﹐以進一步了解在安省生活､工作及學習的資訊。

建築師
Ontario Association of Architects
電話： 416/565-2724
電子郵件：oaamail@oaa.on.ca
http://www.oaa.on.ca

聽覺及言語治療師
College of Audiologists and Speech-Language Pathologists of Ontario
電話： 416/975-5347 免費電話 (安大略) 1-800-993-9459
電子郵件： caslpo@caslpo.com
http://www.caslpo.com

認證會計師
Certified General Accountants Association of Ontario
電話： 416/322-6520
電子郵件： info@cga-ontario.org
http://www.cga-ontario.org

認證管理會計師
The Society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 of Ontario
電話： 416/977-7741
電子郵件： info@CMA-Ontario.org
http://www.cma-ontari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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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許會計師
The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of Ontario
電話： 416/962-1841 免費電話 (加拿大及美國) 1-800-387-0735
電子郵件： custserv@icao.on.ca
http://www.icao.on.ca

手足病醫生
College of Chiropodists of Ontario
電話： 416/542-1333 免費電話 (安大略) 1-877-232-7653
電子郵件： info@cocoo.on.ca
http://www.cocoo.on.ca

脊柱按摩醫生
College of Chiropractors of Ontario
電話： 416/922-6355
電子郵件： cco.info@cco.on.ca
http://www.cco.on.ca

牙科保健師
College of Dental Hygienists of Ontario
電話： 416/961-6234 免費電話 (安大略) 1-800-268-2346
電子郵件： deputyregistrar@cdho.org
http://www.cdho.org

牙科技術員
College of Dental Technologists of Ontario
電話： 416/438-5003 免費電話： 1-877-391-2386
電子郵件： info@cdto.ca
http://www.cdto.ca

牙醫
Royal College of Dental Surgeons of Ontario
電話： 416/961-6555 免費電話： 1-800-565-4591
電子郵件： info@rcdso.org
http://www.rcds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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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托技師
College of Denturists of Ontario
電話： 416/925-6331 免費電話： 1-888-236-4326
電子郵件： info@denturists-cdo.com
http://www.denturists-cdo.com

營養師
College of Dietitians of Ontario
電話： 416/598-1725 免費電話 1-800-668-4990
電子郵件： information@cdo.on.ca
http://www.cdo.on.ca

工程師
Professional Engineers Ontario
電話： 416/224-1100 免費電話 (安大略) 1-800-339-3716
電子郵件： academics@peo.on.ca
http://www.peo.on.ca

工程技師或技術員
Ontario 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Engineering Technicians & Technologists (OACETT)
電話： 416/621-9621
電子郵件： info@oacett.org
http://www.oacett.org

林業師
Ontario Professional Foresters Association
Phone: (705) 436-2226
電子郵件： opfa@opfa.com
網址：http://www.opfa.on.ca

殯葬師
Board of Funeral Services
電話： 416/979-5450
免費電話 （安大略）: 1-800-387-4458
電子郵件： info@funeralboard.com
http://www.funeralboa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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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科學家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Geoscientists of Ontario
電話： 416-203-2746
電子郵件： info@apgo.net
http://www.apgo.net

保險經紀
Registered Insurance Brokers of Ontario
電話： 416-365-1900 免費電話： 1-800-265-3097
電子郵件： vivian@ribo.com
http://www.ribo.com

土地測量師
Association of Ontario Land Surveyors
電話： 416/491-9020 免費電話 1-800-268-0718
電子郵件： admin@aols.org
http://www.aols.org

律師
Law Society of Upper Canada
電話： 416/947-3300 免費電話： 1-800-668-7380
電子郵件： lawsociety@lsuc.on.ca
http://www.lsuc.on.ca

按摩理療師
College of Massage Therapists of Ontario
電話： 416/489-2626 免費電話： 1-800-465-1933
電子郵件： cmto@cmto.com
http://www.cm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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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化驗技師
College of Medical Laboratory Technologists of Ontario
電話： 416/861-9605 免費電話 1-800-323-9672
電子郵件： mail@cmlto.com
http://www.cmlto.com

醫學放射技師
College of Medical Radiation Technologists of Ontario
電話： 416/975-4353 免費電話 (安大略) 1-800-563-5847
電子郵件： info@cmrto.org
http://www.cmrto.org

助產士
College of Midwives of Ontario
電話： (416) 327-0874
電子郵件： admin@cmo.on.ca
http://www.cmo.on.ca

自然療法師
Board of Directors of Drugless Therapy-Naturopathy
電話： (416) 866-8383
電子郵件： office@bddth.on.ca
www.boardofnaturopathicmedicine.on.ca

護士
College of Nurses of Ontario
電話： 416/928-0900 免費電話 1-800-387-5526
電子郵件： cno@cnomail.org
http://www.cno.org

職業理療師
College of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of Ontario
電話： 416/214-1177 免費電話 （北美）: 1-800-890-6570
電子郵件： info@coto.org
http://www.cot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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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眼镜師
College of Opticians of Ontario
電話： 416/368-3616 免費電話 （安大略）: 1-800-990-9793
電子郵件： info@coptont.org
http://www.coptont.org

驗光師
College of Optometrists of Ontario
電話： 416/962-4071 免費電話 (安大略) 1-888-825-2554
電子郵件： registration@collegeoptom.on.ca
http://www.collegeoptom.on.ca

物理療法師
College of Physiotherapists of Ontario
電話： 416/591-3828 免費電話 （加拿大/美國） 1-800-583-5885
電子郵件： info@collegept.org
http://www.collegept.org

藥劑師
Council of the Ontario College of Pharmacists
電話： 416-962-4861
電子郵件： dcroteau@ocpharma.com
http://www.ocpinfo.com

内外科醫生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of Ontario
電話： (416) 967-2603 免費電話 1-800-268-7096
電子郵件： feedback@cpso.on.ca
http://www.cpso.o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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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理學家
College of Psychologists of Ontario
電話： (416) 961-8817 免費電話 1-800-489-8388
電子郵件： cpo@cpo.on.ca
http://www.cpo.on.ca

地產經紀
Real Estate Council of Ontario
電話： (416) 207-4800 免費電話 1-800-245-6910
電子郵件： registration@reco.on.ca
http://www.reco.on.ca

呼吸療法醫師
College of Respiratory Therapists of Ontario
電話： 416/591-7800 免費電話： 1-800-261-0528
電子郵件： crto@crto.on.ca
http://www.crto.on.ca

社會工作者
Ontario College of Social Workers & Social Service Workers
電話： (416) 972-9882 免費電話： 1-877-828-9380
電子郵件： info@ocswssw.org
http://www.ocswssw.org

教師
Ontario College of Teachers
電話： 416/961-8800
免費電話： 1 888 534-2222
電子郵件： info@oct.ca
http://www.oct.ca

獸醫
College of Veterinarians of Ontario
電話： 519/824-5600 免費電話 1-800-424-2856
電子郵件： inquiries@cvo.org
http://www.cv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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