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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ation to Ontario

工作准备
如想工作，您必须持有Social 
Insurance Number (社会保险号
码,SIN)。如想了解如何申请该号
码，请访问ServiceCanada (加拿
大服务部) 的网站 
servicecanada.gc.ca 或  findlink.at/SIN 

资质评估

评估是将您在加拿大之外完成的
培训和教育与在加拿大的教育制
度中接受的培训和教育相匹配。

您也许需要或者也许不需要做这
样的评估。最好在申请工作之前
确认您是否需要做资质评估。关
于更多信息，请访问Canadian 
Informatio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Credentials (加拿大国际资质信息
中心) 网站 cicic.ca 或 findlink.at/
cicic-cred 

不受监管和自我监管的职业
如果在不受监管的职业工作，您
不需要特殊的执照。

不受监管的职业包括财务经理、
经济师、电脑程序员、记账员、
销售代表、零售经理以及许多其
它职业。

在安大略省，有些职业可以经过
认证但并不是工作的必备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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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职业称为自我监管职业，而这种
职业的一个例子是人力资源顾问。尽
管法律没有要求，许多雇主仍会选择
雇请经过认证的专业人士 。
受监管的职业

如果在受监管的职业工作，您将需要
安大略省监管机构颁发的特殊执照。
受监管的职业包括社工、护士、按摩
理疗师、电工、水管工、工程师、建
筑师以及许多其它职业。

如想知道您的职业是否属于受监管、
不受监管或者自我监管，请访问  
ontario.ca 或 findlink.at/occup 

如想了解关于认证的信息，请拨打
Global Experience Ontario (安大略省环
球经验中心)的电话1-866-670- 4094 
或者访问 ontario.ca 或 findlink.at/
GlobalExpe 

安大略省环球经验中心 (GEO)

Global Experience Ontario (安大略省环
球经验中心) 向在国外接受过培训并且
其职业属于医疗行业之外的受监管的
专业或者强制认证行业的人士提供一
系列的服务。如想联络GEO，请拨打  
1-866-670-4094 或者访问 ontario.ca

安大略省卫生署

Health Force Ontario (安大略省卫生
署)向在国外接受过培训的医疗专业人
士提供有关认证和职业选择的信息。
如想联系安大略省卫生署，请拨打 
1-800-596-4046 或者访问 
healthforceontario.ca 或 findlink.at/
healthprofs

在安大略省工作



过渡课程

过渡课程向在国外接受过培训的工人提供培
训、工作经验以及协助寻找工作。这些课程也
能帮助您获取您在受监管的职业进行执业所需
要的执照。

如想了解您所在的社区关于过渡课程的更多信
息，请访问 canada.ca 或 findlink.at/training 

寻找工作

以下服务项目和网站帮助新移民了解就业市场
以及找到工作。

• Worker Health and Safety Awareness 
in 4 Steps (工人健康和安全意识4步) 
是Ministry of Labour（劳动厅）的出版
物。如想索取一份，请拨打Service 
Ontario (安大略省服务局)的电话
1-800-267- 8097 或者访问 ontario.ca 
或 findlink.at/hsawarenes

如想举报工作场所安全问题，拨打
1-877-202-0008.

请访问Ontario Volunteer Centre Network (安
大略省义工中心网络) 的网站 ovcn.ca

Career Edge (职业桥梁中心) 在许多不受监
管行业提供实习工作。如想了解更多信息，
请拨打1-888-507-3343或访问 careeredge.ca

在工作场所享有的权利

The Ontario Human Rights Code (安大略省人
权法案）
根据该《法案》，因年龄、种族、出生国、
族裔、宗教、残疾、家庭地位、性别身份或
性取向而歧视或骚扰他人是非法的。关于该
《法案》如何保证在工作场所的平等，请访
问Ontario Human Rights Commission（安大
略省人权委员会）的网站: ohrc.on.ca 或 
findlink.at/ohrcemploy 

THE EMPLOYMENT STANDARDS ACT (劳动标
准法，ESA)

该法列出雇主和雇员必须遵守的标准，包括
时间、工资和工作环境。如想了解更多信
息，请拨打Ministry of Labour (劳动厅) 的
Employment Standards Information Centre 
(劳动标准信息中心)的电话1-800-531-5551或
者访问 ontario.ca 或 findlink.at/err 

The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Act  (职业
健康与安全法)

该法保护工人的健康和安全并且列出雇主的
义务。关于在工作场所的安全以及您作为工
人所享有的权利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ontario.ca 或 findlink.at/hsafety 

对工人的赔偿

如果您在工作时受伤，您也许有资格从
Ontario Workplace  Safety and Insurance 
Board (安大略省工作场所安全与保险局, 
WSIB)获得赔偿。关于更多信息，请拨打
1-800-387-0750或者访问WSIB的网站 
wsib.on

• 安大略省就业市场信息: ontario.ca 或 
findlink.at/LMI

• Working in Canada Tool (在加拿大工作
所需用具): : workingincanada.gc.ca
settlement.org 或 findlink.at/Employinfo

• Service Canada database of jobs (加拿大
服务部)工作数据库:  jobbank.gc.ca

申请工作

Employment Ontario (安大略省劳动署) - 当寻找
工作的时候，您需要知道该工作空缺需要的正
确技能和经验以及培训机会。您还需要创建个
人简历并且学习在面试过程中如何有效地表现。

如想了解这些技能和用具，并且如想了解与就
业有关的服务，请在您所在的社区前往
Employment Ontario (安大略省劳动署)的办公
室。如想查找安大略省劳动署的办公室，请拨
打1-800-387-5514或者访问 tcu.gov.on 或 
findlink.at/ineedajob 

关于一般信息，请拨打Employment Ontario 
Contact Centre (安大略省劳动联系中心)的电话
1-800-387-5656。
以英语、法语和其它几种语言提供服务。

Canada Job Bank (加拿大工作银行) - – 除列出
有空缺的工作外，加拿大工作银行提供关于培训
和职业的信息。

如想了解更多，请访问 workingincanada.gc.ca 
或 jobsetc.gc.ca 

做义工和实习

做义工是学习新技能、获取经验以及与潜在的雇
主建立联系的上佳方法。实习是短期的工作经验
机会。有些实习工作是有工资的，而其它的实习
工作则是做义工的机会。
拨打211询问您当地的义工中心的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