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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這裡  

定居 歡迎來到加拿大尼加拉， 這是一個
廣受歡迎的家居型社區， 一個適宜
居住、工作和學習的完美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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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是加拿大 

購置房產的
最佳城市 

平均房屋轉 
售價格 $388,500MLS $CDN 2017 

加拿大各大型都市中， 
交通最通暢的城市之一。 

快捷通往多倫多 
和世界各地
• 夏日多倫多 GO Train 

服務
• 截止 2021 年的每日  

GO Train 服務
• 距 7 大機場僅  

1 小時路程 

完善的生
活設施 

• 40 個高爾夫球場
• 30 多個體育館
• 300 多公里的腳 

踏車道 

治安前 

10 
加拿大大都
會地區中 
犯罪率最低 

探索與欣賞 
自然景觀
• 尼加拉陡崖
• 伊利湖
• 安大略湖全球旅遊目的地 

活動和觀光景點 
• 尼加拉瀑布
• The Shaw Festival 
• 娛樂場和現場娛樂場所
• 節日和活動
• 世界級美食 

A+ 教育  

和國際學生計畫
• 137 所 小學  
• 26 所 中學  
• 11 所 獨立學校  
• 尼加拉學院 
• 布洛克大學 

尼加拉葡萄酒之路 

96+ 葡萄酒廠 

工藝啤酒革命 

13+ 當地啤酒釀造
廠且數字在不
斷增長中 

自然恩惠
尼加拉獨特的地理位置，形成
了加拿大境內獨特的微氣候，
產生最佳在氣候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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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這裡
定居

 

在地圖上，大多數人都能輕鬆的找到世界著
名的尼加拉瀑布， 但這並非唯一找到我們的
方法。加拿大尼加拉位於南安大略金馬蹄地
區，地處多倫多和美國邊境之間。



來這裡定居： 

地理位置 

1 日車程範圍內，人
口達 1.3 億人
800 公里半徑
(500 英裡) 

加拿大尼加拉，並非僅僅只有尼加拉瀑布， 
這是多社群組成的區域， 包括中型城市、小 
城鎮和村莊。 

• 尼拉加的 12 個當城市包括：Fort Erie, 
Pelham, Grimsby, Lincoln, Niagara Falls, 
Niagara-on-the-Lake, Port Colborne,
St.Catharines, Thorold, Wainfleet, Welland
以及West Lincoln

• 此地區總面積為 1,852 km2， 總人口達
489,098人

• 此地區有三個城市中心， 聖凱瑟琳斯、 
尼加拉瀑布和威蘭

• 地標自然景觀包括安大略湖、伊利湖和
尼加拉陡崖

• 此地區 30 分鐘車程範圍內，人口近 200
萬人，並呈不斷增長之勢

• 尼加拉距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倫多約 120
公里。欣賞沿途美麗的風光，或搭乘每日往返
於多倫多的截止 2021 年 的尼加拉季節
GO Train 放鬆身心。

• 加拿大尼加拉設有 5 個通往美國境內的過
境點和 7 個機場， 方便您從尼加拉前往世界
各地。

ST. CATHARINES

NIAGARA-
ON-THE-LAKE

NIAG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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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 ERIE
BUFFALOPORT COLBORNE

GRIMSBY

HAMILTON

BURL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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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SSAUGA

TORONTO

LAKE ONTARIO

LAKE ERIE

GUELPH

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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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

CANADA

LINCOLN

PELHAM

WAINFLEET

WEST LINCOLN
THOROLD

加拿大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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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車程範圍內，人
口達 1.3 億人
800 公里半徑
(500 英裡)

來這裡定居：

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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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這裡定居： 

打造您的生活
找到一處居住之所
來到加拿大尼加拉，您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尋一住處 。尋一住所有時很難，但尼加拉為您提供了
各種住所，價格優惠 ，且臨近提供住房援助的設施和社區服務站。無論您想住在市區還是效外，住房 
或公寓，這裡各類住處供您選擇 。 

就業機會 
加拿大尼加拉提供各類就業機會，以便您覓到一份按時發薪水，且足以過上舒適生活的工作。尼加拉
亦很多大企業都在招納賢才，如果您正在 找工作，很多公司都會發佈不同行業和工作類型的 職位 
描述和要求。 

創業
尼加拉為您提供創業的輕鬆環境。輕鬆創業？加拿大尼加拉被評為安大略省第二大 最具成本效益的
企業中心，且 其競爭力高於76個美國司法管轄區。企業家們會發現，尼 加拉設有很多商業支援組織， 
為您提供創業援助。 

醫療與安全 
安大略省的基本醫療服務由安大略省健康保險計畫 (OHIP)支付。尼加拉的醫療服務由尼加拉健康 

（Niagara Health）提供， 這是一個由政府資助的系統，包括 6 家醫院和眾多其他醫療設施 。 

尼加拉地區警察局 致力於保護尼加拉居民和遊客的安全。加拿大大都市地區犯罪率城市排名， 
加拿大尼加拉位列前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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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這裡定居： 

教育
兒童服務
新生兒及幼兒的父母能快捷獲得 兒童保育服務，這能令他們安心地工 作，而孩子也會得到很好的  
照顧。 您還可找到 EarlyON 中心， 這些中心很受父母們和照顧者的歡迎，這裡聚集了其他家庭的孩
子和專業人士。蒙特梭利學校和有執照的日托中心，也能為您的孩子們提供最好的教育和照顧。 

小學和中學教育 
安大略省的所有兒童都必須上學，直至年滿 18 歲或中學畢業。對於 18 歲以下的兒童， 這裡配備有
四所完善且信譽良好的公立學校 (免費)， 以及眾多獨立的私立學校， 為 尼加拉的學生 提供優質的
中小學教育。 

後高中教育 
高中畢業後，學生可繼續在布洛克大學或尼加拉學院完成後高中教育 ，這兩所學校都為學生們提供 
了優勢專業課程、尖端的研究和世界一流的設施。附近還有超過 15 所其他院校和大學。 

* 請注意，如果您還不是加拿大居民 ，並且計畫  在尼加拉完成超過 6 個月的學習，則須在入境前獲
得學習許可。

國際學生
大部分公立、私立高中和後高中教育機構為國際學生提供了各類課程和支援服務，以幫助您更快的 
融入加拿大的生活。服務內容： 

• 英語語言課程
• 入境服務和國際學生定位
• 健康保險
• 俱樂部和文化活動
• 各類支援

有關申請入學的詳細資訊，  
請聯絡各教育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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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這裡定居： 

待辦之事
加拿大尼加拉擁有數不清的趣事。作為當地人的一大好處便是，只需小短途驅車，即可到達令人驚歎
的瀑布和葡萄酒中心。您無需出遠門，才能參觀吸引眾多遊客前來參觀的世界級景點。 

住在加拿大尼加拉，即可品嚐尼加拉眾多酒莊的新葡萄酒，搭配當地乳酪別有一番風味，與眾多遊客
一起觀看世界級的戲劇表演，打高爾夫球，俯瞰尼加拉河，或在頂級水療中心放鬆身心 。敬畏瀑布的
聲響，讚歎自然奇觀，即 UNESCO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的尼加拉瀑布陡崖，或者驅車行駛在尼加拉公 
園大道，欣賞沿途世界上最美麗的周日風光。  

無論哪個季節，在加拿大尼加拉的日曆上總能找到點什麼 。您一定會愛上這裡陽光充足明媚的日子
和優質的空氣。每個月，這裡都會上演由多個社區聯合舉辦的活動和節日。 

住在全球最受歡迎的觀光目的地之一， 
慶祝的理由從大到小， 總有上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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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這裡定居： 

戶外 
娛樂活動
加拿大尼加拉獨特的地理位置，營造了獨特的氣候環境，為您帶來四個截然不同的季節， 而每一個
季節您都能呼吸到新鮮空氣，享受戶外娛樂活動。 

春、夏和秋季是暢遊 300 公里自行車道、48 個高爾夫球場、39 個自然保護區以及伊利湖和安大略省
湖的眾多海灘和海濱的最佳時機。這也是步行在加拿大最長的人行道，布魯斯步道，和探索尼加拉大
瀑布的自然奇觀的最佳時間。在冬天， 嘗試一下我們的國家運動， 冰球， 或在此地區三十多個體育
館內學習溜冰。 

一年中的任何時候， 您都能找到一流的娛樂設施， 
從公共游泳池到體育設施和社區中心。



移民 
到 這裡 

選新家， 搬家， 找工作可能會很難。 
在加拿大尼加拉，我們為您提供很多
支援，來幫助您輕松體驗。我們提供
的支援服務包括：移民、尋找住房、 
尋找工作、獲得政府和社區服務等。

10  |   加拿大尼加拉 - 移民尼加拉 

移民 
到 這裡

選新家， 搬家， 找工作可能會很難。 
在加拿大尼加拉，我們為您提供很多
支援，來幫助您輕松體驗。我們提供
的支援服務包括：移民、尋找住房、 
尋找工作、獲得政府和社區服務等。



welcomeniagaracanada.com   |   11

移民到這裡： 

入境 
前
加拿大政府將在網上提供多種入境前免費支助，或親自幫助您為在加拿大尼加拉的生活做好準備。
加拿大政府網路，也提供與您所需文檔有關的最新資訊的地方。 

在您獲得永久居留證件後，如果您仍居住在加拿大尼加拉以外的地方，入境前服務可幫助您： 

• 瞭解加拿大的生活

• 在加拿大找工作， 進入人才市場
和獲取相關資訊

• 瞭解適應加拿大社會的語言和其他技能

• 瞭解入境後提供的免費安置服務

您可盡可能多的免費註冊所需的服務。 
可用服務包括: 

Access - Canadian 
就業連接提供線上服務， 幫助
受過國際教育的新移民，尋找
工程、金融服務、人力資源、 
資訊技術以及銷售和行銷有 
關的工作。 

Build ON幫助新移民做好在安
大略省技術行業工作的準 備。 

Canadian Apprenticeship
 論壇提供線上服務，幫助新移 
民做好學徒準備，並在熟練的 
行業領域找到工作。 

加拿大的規劃 
為經濟類和家庭級移民者提供
面對面，和線上服務以及入境
前情況介紹會。 

PrepCan為經濟移民、其配偶
和成年受扶養人提供入境前線
上就業服務，並提供人才市場 
訊息， 幫助您製作簡歷、提供
面試技能和尋找工作。 

入境前食品安全管理培訓計畫
提供線上服務，幫助有技能的 
個人擁有在食品和飲料行業工
作所需的技能。 

Settlement.org 提供入境前的
網路研討會、資源和個人化的
解決計畫，幫助您開始為移居 
加拿大做準備。 

登入加拿大政府 網路  
搜索安置前服務的完整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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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到這裡： 

開始 
註冊
您在加拿大尼加拉的第一天將非常忙碌。最重要的是，花時間註冊所有計劃，並準備您所需的文檔。
在剛來的前幾天， 您應該: 

造訪安置提供商，幫助巡覽到待辦事項 ， 
找到可用的服務，並與社區取得聯繫 

找一個住所

申請社會保險號碼 

與就業顧問見面， 
並開始找工作 

申請健康卡 

獲取城市街道和自行車道的地圖 

開立銀行帳戶

找一個家庭醫生

考慮上英語語言課 

為您的孩子註冊入學

兒童服務: 尋找托兒服務

查找離家較近的公共圖書館 

申請安大略省駕駛執照

加入民族文化和信仰團體 

獲取 與您有關的權利資訊

熟悉加拿大法律和所得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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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到這裡： 

定居
加拿大尼加拉的新移民，將發現這裡有很多機構和組織可提供定居服務，將幫助您與社區其他 
人取得聯繫。 

安置人員是您獲得聯繫資訊和支援的第一人，安置人員可幫助您： 

• 遊覽並瞭解您的新社區

• 提供最新資訊和資源

• 協助您與雇主、房東、社會和政府服務、法律服務等進行溝通

• 協助您填寫表格

• 為您提供支援並獲得專業服務， 以幫助解決個人問題或緊急情況

• 翻譯與立即定居有關的就業、衛生、教育和法律事項有限文檔

• 找尋翻譯人員

不知道如何開始？撥打 211。 211是一個獲獎資訊和轉介的幫助熱線和線上目錄， 用於查找安大
略省的社區、社會和醫療服務。由訓練有素的社區服務導航人員接聽 211 求助熱線。 

加拿大尼加拉各地還提供英語和法語服務。 
其他語言服務也可通過多語種的安置人員找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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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到這裡： 

常見的 
謬見
謬見：當我嫁給加拿大人時， 我就成為了加拿大公民 
與加拿大公民結婚，並不會自動授予您加拿大公民身份。如果您想成為加拿大公民， 您必須履行規 
定的程序。 

謬見：您移民拿大需要一份工作 
工作是一種方式，但還有其他方式移民加拿大。
您可申請以訪客、投資者、學生、臨時工或永久居民的身份來此定居。 

謬見：您的移民計畫限制了您在加拿大的居住地 
當您成為加拿大的永久居民時，您可在加拿大的任何地方自由生活和工作 。 

謬見：您需要一個代表來申請加拿大移民 
您不需要代表就可申請加拿大移民。許多申請者選擇與專業人員合作，專業人員可審查他們的檔案，
並確保其完整，並最有可能接受。在加拿大，唯一有權幫您提交加拿大移民檔案的人，除了您自己， 
還有： 

• 在省級律師協會 有良好聲譽的的註冊律師，以及

• 在  加拿大監管委員會 (ICCRC) 移民顧問 註冊的咨詢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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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到這裡： 

常見 
問題
我如何申請移民加拿大尼加拉？ 
加拿大移民、難民和公民身份 (IRCC)制定移民政策，並決定可入境加拿大的人選 。登入 IRCC 網路， 
申請在加拿大學習、工作或移民加拿大， 申請公民身份、永久居民卡或難民保護。 

加拿大公民身份的有哪些語言要求？ 
加拿大有兩種官方語言: 英語和法語。您必須用任何一種語言提供您的語言技能證明。 

什麼是快速入境？ 
快速入境 (EE)是一個線上移民申請系統。通過它提交個人資料， 即可被視為熟練移民。排名最高的
候選人將被邀請獲得申請永久居留證。 

什麼是入境前服務？ 
入境前服務 是針對已批準移民加拿大人士的線上或面對面的免費計畫。 

有關更多常見問題的答案， 
請登入 WWW.SETTLEMENT.ORG。



有關詳細資訊， 請登入 

welcomeniagaracanada.com

2018 年 5 月


	移民尼加拉
	來這裡 定居 
	來這裡定居： 地理位置 
	來這裡定居： 打造您的生活
	找到一處居住之所
	就業機會 
	創業
	醫療與安全 

	來這裡定居： 教育
	兒童服務
	小學和中學教育 
	後高中教育 
	國際學生

	來這裡定居： 待辦之事
	來這裡定居： 戶外 娛樂活動

	移民 到 這裡 
	移民到這裡： 入境 前
	移民到這裡： 開始 註冊
	移民到這裡： 定居
	移民到這裡： 常見的 謬見
	謬見：當我嫁給加拿大人時， 我就成為了加拿大公民 
	謬見：您移民拿大需要一份工作 
	謬見：您的移民計畫限制了您在加拿大的居住地 
	謬見：您需要一個代表來申請加拿大移民 

	移民到這裡： 常見 問題
	我如何申請移民加拿大尼加拉？ 
	加拿大公民身份的有哪些語言要求？ 
	什麼是快速入境？ 
	什麼是入境前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