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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
定居

欢迎来到加拿大尼亚加拉这是一
个友好且面向家庭的社区，是生
活、工作和学习的完美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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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加拉是

加拿大最适合
置产的城市之一

平均房屋转
售价格 $388,500MLS $CDN 2017

加拿大大城市中交通最
不拥挤的城市

方便前往多伦多
和世界其他地方
• 往返于多伦多的GO 

Train列车
• 2021年将推出每日

GO Train列车
•  有7个车程在1小时内

的机场

流行积
极的生
活方式

• 40个高尔夫球场
• 30多个运动场
 •  300多公里的自

行车道

治安排名前

10
加拿大大
都会地区
中犯罪率
最低

可探索和观赏的 
自然景观
• 尼亚加拉悬崖
• 伊利湖
• 安大略湖全球旅游目的地的 

活动和景点
• 尼亚加拉瀑布
• 萧伯纳戏剧艺术节
• 赌场和现场娱乐场所
• 节日和活动
• 世界级的餐饮

A+ 教育选择 
和国际学生项目

• 137所小学 
• 26所中学 
• 11所独立式学校 
• 尼亚加拉学院（Niagara College） 
• 布鲁克大学（Brock University）

尼亚加拉葡萄酒之路 

超过96家
酿酒厂

精酿啤酒革命

超过13家
当地啤酒厂并不断增长

意外收获
尼亚加拉独特的地理环境创造
了一种微气候，从而能够产生
加拿大最好的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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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
定居

大多数人可以很容易地在地图上找到世界著
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但这不是唯一找到我
们所处位置的方式。加拿大尼亚加拉地理位
置优越，位于安大略省南部多伦多和美国边
界之间的金马蹄铁地区。



在此定居：

地点

1.3亿人住在一天
车程的距离内
800公里 

（500英里）

加拿大尼亚加拉不仅仅有尼亚加拉大瀑布 -  
它还是由许多社区组成的地区，包括中等城市、
小城镇和小村庄。

• 尼亚加拉12个地方市镇包括伊利堡、佩勒姆、
格里姆斯比、林肯、尼亚加拉瀑布、滨湖尼亚加
拉、科尔本港、圣凯瑟琳斯、索罗尔德、温弗利
特、韦兰和西林肯

• 该地区总面积为1852平方公里，总人口为
449,098人

• 该地区有三个城市中心：圣凯瑟琳、尼亚加拉
瀑布和韦兰

•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自然景观包括安大略湖、伊
利湖和尼亚加拉悬崖

• 该地区是在30分钟车程内近200万人口的增
长区域的一部分

• 尼亚加拉距离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伦多约有
120公里的车程。来一趟赏心悦目的驾驶或乘
坐于2021年推出的尼亚加拉每日往返多伦多
的季节性GO Train列车并在车上享受休闲时光

• 有5个可进入美国的国际边境口岸，还有7个在
一个小时车程内的机场，因此从加拿大尼亚加
拉到世界任何地方都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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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定居：

创造您的美好生活
找到定居的地方
当您来到加拿大尼亚加拉时，您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一个定居的地方找到住房有时不是那么
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尼亚加拉有很多具有竞争力的住房选择，这些住房靠近设施、社区服务以及查找
住房帮助的场所。无论您想住在城市里面还是城市外面、您想要的是别墅还是公寓，都有很多选择。 

工作机会 
加拿大尼亚加拉是一个很好找工作的地方，工作的薪水足以过上舒适生活。尼亚加拉的主要雇主通
常都进行招聘，如果您正在找工作，有很多网址供公司发布可在多个行业和工作类型中找到的工作
描述和要求。

开始创建您自己的公司
在尼亚加拉开始创建和拥有一家公司更容易。有多容易？加拿大尼亚加拉被评选为安大略省第二大
对于整体业务具有成本竞争力的商业中心 — 在这项研究中比所有76个美国司法管辖区更具竞争
力。在尼亚加拉商业支持组织的帮助下，众多企业家会发现有很多支持来开创自己的事业。

医疗保健和安全 
安大略省的基本医疗服务由安大略健康保险计划（OHIP）支付。尼亚加拉的医疗保健由Niagara 
Health提供, 这是一个由6家医院和许多其他医疗机构组成的公共资助系统。 

尼亚加拉地区警察局努力保持尼亚加拉居民和游客的安全。加拿大尼亚加拉在犯罪率最低的加拿大
大都市地区排名前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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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定居：

教育
儿童服务
新生儿和年轻学龄前儿童的父母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托儿服务, 这样可以让他们安心工作，因为他们
的孩子将得到很好的照顾。您还可以找到EarlyON中心，这些中心是家长和看护人员希望有的地方，
能够让孩子们与其他家庭和专业人士建立联系。蒙台梭利学校和持照日托中心是额外的替代方案，
为您的小孩提供最好的教育和关怀。

小学和中学教育 
安大略省的所有儿童都必须上学，直到18岁或直到他们从中学毕业。针对18岁以下的儿童，有四个
完善且卓有声誉的公立学校系统（免费）以及许多独立的私立学校，为尼亚加拉的学生提供高质量的
小学和中学教育。

高等教育 
高中毕业后，学生可以继续在布鲁克大学或尼亚加拉学院完成他们的高等教育, 这两所大学都提供
强大的学术课程、尖端的研究和世界一流的设施。附近还有超过15所的其他学院和大学。

* 请注意，如果您还不是加拿大居民，并且您计划在尼亚加拉留学六个月以上，您需要在抵达之前获
得留学许可。

国际学生
许多公立和私立中等和高等教育机构向国际学生提供广泛的课程，并提供一系列支持服务来帮助您
过渡到加拿大的生活。这些服务可能包括：
• 英语语言课程
• 抵达服务和国际学生定位
• 健康保险
• 俱乐部和文化活动
• 各种支持

有关如何申请的详细信息，请联系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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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定居：

要做的事情
在加拿大尼亚加拉有无限的乐趣。当地人可以从壮观的瀑布和葡萄酒之乡的中心短暂驱车。您不必
离开家去寻找那么多游客前来观看的世界级景点。

居住在加拿大尼亚加拉意味着在尼亚加拉的众多酒庄之一享用最受欢迎的新葡萄酒与当地奶酪、坐
在观众席上观看世界级的戏剧表演、打高尔夫球俯瞰尼亚加拉河，或在顶级水疗中心放松身心。这意
味着被瀑布的声音惊呆了，惊叹于自然奇观，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尼亚加拉悬崖，
或者沿着尼亚加拉大道驰骋世界上最美丽的周日车道。  

无论季节如何，加拿大尼亚加拉的日程表上总会有一些活动。您一定会享受该地区阳光充足的日子
和良好的空气质量。每个月都会有多个基于社区的活动和节日。 

从大到小，有数百个理由来庆祝生活在世界上最热门的目的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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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定居：

娱乐和 
户外活动
加拿大尼亚加拉独特的地理气候产生四个不同季节的天气，每一个季节都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可
让您尽情享受休闲和户外活动。

春季、夏季和秋季是享受该地区300公里的自行车道、48个高尔夫球场，39个自然保护区以及伊利湖
和安大略湖的许多海滩和水滨的最佳时期。这也是加快加拿大最长的步道布鲁斯步道的时间、并探
索尼亚加拉悬崖的自然奇观。在冬季，尝试观看我们的国家体育比赛、冰球比赛，或者在该地区30多
个赛场之一学习滑冰。

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您都可以找到一流的娱乐设施 - 从公共游泳池到
体育设施和社区中心。



移民 
此地

选择一个新家，搬到那里找工作可能
是一个挑战。在加拿大尼亚加拉，有
大量支持帮助您尽可能简单地实现
这一体验。整个过程都提供支持，包
括移民、找房、寻找工作、获得政府和
社区服务等等。

10   |   加拿大尼亚加拉 - 移民尼亚加拉 

移民 
此地

选择一个新家，搬到那里找工作可能
是一个挑战。在加拿大尼亚加拉，有
大量支持帮助您尽可能简单地实现
这一体验。整个过程都提供支持，包
括移民、找房、寻找工作、获得政府和
社区服务等等。



    welcomeniagaracanada.com   |   11

移民此地：

在您抵
达之前
加拿大政府在线或亲自资助许多免费的抵达前服务，以帮助您在加拿大尼亚加拉的生活做好准备。
加拿大政府网站载有您所需文件的相关最新信息。

在您收到永久居留证件后，如果您仍住在加拿大尼亚加拉境外，预抵港服务可以帮助您：

• 了解加拿大的生活

• 在加拿大找工作、获取劳动力市
场和信息

• 了解适应加拿大社会的语言和其他技能

• 了解您抵达后提供的免费定居服务

您可以免费注册尽可能多的服务。 
可能有帮助的服务包括：

Access - Canadian 
Employment Connections提
供在线服务，帮助受过国际教
育的新移民找到工程、金融服
务、人力资源、信息技术以及销
售和市场营销方面的工作。

Build ON帮助新移民在安大略
省的熟练行业找到工作。

Canadian Apprenticeship 
论坛提供在线服务，以帮助新
移民针对学徒制度做好准备，
并在熟练行业中找到工作。

Planning for Canada 
为经济阶层和家庭移民提供面
对面和在线服务以及抵达前介
绍会。

PrepCan为经济移民、其配偶
和成年受抚养人提供在线抵达
前就业服务，以及有关劳动力
市场的信息，并就您的简历、面
试技巧和求职给与帮助。

抵达前食品安全管理培训计划
提供在线服务，帮助熟练人员
使用在食品和饮料行业工作所
需的工具。

Settlement.org提供抵达前网
络研讨会、资源和个性化解决
方案，以帮助您开始准备移居
加拿大。

访问加拿大政府网站 ，以查询完整的安居
前服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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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此地：

安居
您在加拿大尼亚加拉的第一天将非常繁忙。必须花时间注册所有计划并准备您所需的文件，这很重
要。在您的第一天，您应该：

访问定居提供方，以便帮助您指导您需要做的
事情，找到可用的服务并与社区联系

找到定居的地方

申请社会保险号码

与一位就业顾问会面，开始工作搜索

申请健康卡

获取城市街道和自行车到的地图

开立银行账户

查找家庭医生

考虑参加英语语言课程

进行注册，以便让您的小孩上学

儿童服务：查找托儿服务

查找您家附近的公共图书馆

申请安大略驾驶执照

加入民族文化 和信仰团体

获取有关您的权利的信息

熟悉加拿大法律和所得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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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此地：

定居
加拿大尼亚加拉的新移民将找到许多提供定居服务的组织以及帮助您和社区中的人们建立联系的
组织。 

定居/工作人员是您第一次获取信息和支持的联系人。定居工作人员可以帮助您：

• 确定位置并了解您的新社区

• 提供最新的信息和资源

• 协助您与雇主、业主、社会和政府服务机构、法律服务机构等进行沟通

• 协助您填写表格

• 提供支持并将您与专业服务联系起来，以帮助解决个人问题或紧急情况

• 翻译与就业、健康、教育和法律事项有关的有限文件，以便立即定居

• 在您和口译员之间建立联系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在手机上拨打211。211是一个屡获殊荣的信息和推荐帮助热线及在线目录，
可查找安大略省的社区、社会和医疗服务。训练有素的社区服务导航员负责回答211帮助热线。

加拿大尼加拉瓜各个地方均以英语和法语提供服务。多语种定居服务
人员也可以提供其他语言服务。



14   |   加拿大尼亚加拉 - 移民尼亚加拉 

移民此地：

常见的 
迷思
迷思：我与加拿大人结婚即可成为加拿大公民
和加拿大公民结婚不会自动给与您加拿大公民身份。如果您想成为加拿大公民，你必须遵循所需的
步骤。  

迷思：您需要一个工作机会才能来加拿大
工作是一种方式，但还有其他方式可以移民到加拿大。
您可以申请成为访问者、投资者、学生、临时工或永久居民。

迷思：您的移民计划限制你在加拿大的居住地点
当您是加拿大的永久居民时，你可以自由地在该国任何地方生活和工作。

迷思：您需要一位代表来申请加拿大移民
您不需要代表来申请加拿大移民。许多申请人选择与专家一起合作，该专家可以审核他们的文件，并
确保文件完整且有被接受的最佳机会。在加拿大，除了您自己之外，唯一有权代表您申请加拿大移民
的人是：

• 在省级律师协会享有良好声誉的注册律师，和

• 在加拿大管理委员会移民顾问（Immigration Consultants of Canada Regulatory Council –
ICCRC）注册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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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此地：

常见问题
我如何申请移民加拿大尼亚加拉？
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身份（IRCC）部门制定移民政策，并决定谁可以移民加拿大。访问IRCC网站
申请在加拿大学习、工作或移民加拿大，申请公民身份、永久居民卡或难民保护。

加拿大公民身份的语言要求是什么？
加拿大有两种官方语言：英语和法语您必须以任何一种语言提供您的语言技能证明。

什么是EXPRESS ENTRY？
Express Entry (EE)是一个在线移民申请系统。它允许人们提交个人资料并被视为技术移民。排名最
高的候选人会受邀申请永久居留权。

什么是抵达前服务？
抵达前服务为已被批准移民到加拿大的人士提供免费在线或面对面的计划。 

要了解常见问题的答案, 请访问 WWW.SETTLEMEN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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