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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華華人社區服務中心 

為了社區而成長 

年度報告   



In-TAC為新移民提供各種就業支持服務，   

隸屬於渥太華華人社區服務中心 

In-TAC  2017 

第七屆年度答謝慶典 

In-TAC于2016年5月10日在國家藝術中心舉辦了

主旨為: '開啟全球市場之門' 第七屆年度答謝慶典

晚會。渥太華地區的商界領袖、各級政府和社區

代表以及 In-TAC的畢業學員共200多人，歡聚一

堂，共同慶祝一年來成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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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主席報告 

          展望OCCSC的核心價值：專業、承諾、包容 

       對於渥太華華人社區服務中心（OCCSC），過去的一年（2016-2017年）是

令人振奮的一年。我們的核心價值觀：專業，承諾和包容性得以在提供的服務

中不斷成功傳遞。我謹代表OCCSC董事會，就我們取得的成果以及在幫助移

民、新移民和難民成功安居首都等方面做總結。 

       我們的使命旨在幫助新移民、移民以及在渥太華的華裔加拿大人在經濟以及日常生活中充分參

與並融入到加拿大社會；我們的核心價值觀是專業、投入和包容性。 

       在我們華人社區服務中心的使命和價值觀的指導下，2016 - 2017年，機構繼續為客戶提供了高

品質的一站式服務。在加拿大公民和移民局（IRCC)，安大略公民、移民與國際貿易部（MCIIT）和

渥太華市政府的三級政府資助下，我們華人社區服務中心成為渥太華地區僅有的能提供全套安居項

目的兩個移民安置機構之一。這些安居項目包括客戶服務，語言培訓以及就業支援。關於工作語言

培訓（ELT）和LINC項目，OCCSC也成為唯一一個每週提供六天（包括星期六和晚上）培訓的安居

機構。 

       在我們踐行核心價值觀努力，為華人提供全面細緻服務的同時，我們亦將專業、承諾和包容的

核心理念展現在为1970年代的越南難民和2016年的敘利亞難民提供高品質服務。 即便在2016年資

源有限的困難情況下，OCCSC依然堅持為敘利亞難民提供了優質服務。在隨後2016年12月的籌款活

動中，董事會更是決定撥出籌款資金更大力度地支持敘利亞難民。所有這些努力表明，一線員工、

管理、行政和義工都在日常工作中堅持不斷傳遞“專業、承諾、包容”的核心價值觀。 

       正如執行董事報告所述，2016年年底，OCCSC成功地收到了政府的資金並繼續為敘利亞難民家

庭提供包括 “安置服務，語言培訓和就業支援”全面的服務。敘利亞難民亦得以很快參與到諸如慶祝

加拿大成立150周年，渥太華歡迎周和CHEO拍賣計畫，而這一切都將幫助敘利亞難民快速融入加拿

大社會並做出貢獻。在此我們謹代表董事會，對所有為項目成功做出貢獻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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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主席報告 

                2016年-2017年，令人振奮的是，中國新移民登陸前服務的試點專案

得以繼續運行，這一項目亦將其影響力從中國移民不斷擴展到國際移民。線上

職業博覽會不僅將中國的專業人才與在溫哥華、渥太華以及卡爾加里的加拿大

雇主密切聯繫起來，而且不斷拓展並成功吸引到印度，菲律賓，新加坡，以色

列和南非的求職者。在此再次感謝一線員工和管理層的辛勤工作，並始終如一地傳遞我們的核心價值

觀。我們亦期待政府繼續堅持這種新的做法和模式為新移民提供優質服務。 

              OCCSC董事會充分意識到資金來源波動帶來的挑戰，並積極探索嘗試與外部企業的建立合作等

其他機會來保障乃至擴大我們服務範圍，特別是亟需服務以及無償服務。理事會瞭解到，人力資源是

我們組織中最寶貴的資源。因此，在2016 - 2017年度，人事委員會積極遵循三年人力資源計畫來強化

OCCSC的運作管理並成功地達到行業標準。 

       值此我謹代表OCCSC董事會，對我們所有的資助者，義工，會員，導師，社區合作夥伴，贊助

者，捐助者和律師為OCCSC提供寶貴的支援致以誠摯的謝意。最重要的是，我要表達對我們所有敬業

的員工謝意，尤其是你們在提供各種服務中一貫秉承客戶為本的專業、投入和包容性的核心價值，並

將其不斷展現傳遞。 

       憑藉我們高效的董事會、執行董事，睿智的管理團隊和敬業的員工，我堅信我們將在不斷變幻的

新形勢下勇於迎接新的挑戰，並繼續完美地履行我們的任務。最重要的是，我們的資助者，志願者，

捐助者，社區合作夥伴，客戶和律師的大力支持為我們取得最終成功亦做出傑出的貢獻！ 

      我們將風雨同舟，砥礪前行！ 

此致. 

陳瑞容 

理事會主席 

渥太華華人社區服務中心 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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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致力於滿足不斷變化的移民需求和趨勢，渥太華華人社區服務中心在

過去的一年中一如既往的提供了高品質服務。2016年，我們關注到伴隨

敘利亞難民湧入而產生的安居以及其他移民服務需求。而早在1970年，

OCCSC已為歡迎越南難民和幫助他們成功安居的主要機構之一, 積累了

大量豐富的專業經驗。所以，我們向敘利亞難民家庭無私地張開雙臂，伸出援助之手，並於8

月份在渥太華男孩和女童俱樂部舉行歡迎派對。隨後我們在義工的協助下籌集資金並傾盡全力

地為他們提供服務。在2016年末，我們收到資金並為所有家庭提供細緻且全面的服務。 

         In-Tac堅持運用創新戰略來繼續提升就業項目，已期為更多的國內和國際客戶提供高品質

服務。我們已經圓滿完成去年中國新移民登陸前服務的目標，並在今年服務1000個新客戶，隨

後我們訪問了中國並會見了我們的合作夥伴，並成功地在五個城市開展了路演推介。另外我們

已經建立起必要的基礎設施為雇主和企業吸引更多移民到加拿大的不同城市提供便利。而且我

們已經在渥太華舉辦了三次非常成功的招聘會，並在中國和其他國家舉行了線上招聘會。 

        In-TAC 的職業博覽會是渥太華最大的IT和金融專業求職推介會。我們至今已經成功舉行

了三屆。第一屆職業博覽會在Shaw中心舉行，溫哥華，卡爾加里并同期舉辦展覽，亦囊括在

中國舉辦的虛擬線上職業博覽會。第二屆線上職業博覽會將加拿大雇主與來自中國，印度，菲

律賓，新加坡，以色列和南非等60多個國家的國際人才密切的聯繫起來。參與率遠遠超過上屆

博覽會，全球有1300人參加，加拿大各地的35名雇主亦希望藉此機會找到合適的候選人。渥太

華公民與移民部長Laura Albanese，渥太華市市長Jim Watson，卡爾加里市長 Naheed Nenshi 

以及溫哥華市長 Gregor Robertson 紛紛表示支持，並向我們送來賀信，以表彰推薦會為幫助

移民融入加拿大社會所作的努力以及貢獻。 

執行總監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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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進的線上招聘平臺實現了雇主和國際求職者即時無縫對接，幫

助他們擺脫地域限制仍能進行無障礙求職。而眾多的求職者也能夠從

ICTC和CPA等行業機構獲得最新的加拿大求職市場訊息。我們繼續完

善現有的項目以滿足新移民們不斷變化的需求。而伴隨著Maple項目的

完美結束，In-Tac獲得為期一年的為敘利亞難民匹配導師的機會。我們將利用新的資金來完善

我們現有的安居和語言服務項目為敘利亞難民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為慶祝加拿大150周年，我們組織了各種活動來歡迎所有新移民和難民。其中我們招募了

150名義工與150個敘利亞家庭完美匹配，並在渥太華歡迎周於St.  Elias教堂成功舉行派對以示

感謝。另外我們組織了9次以上的活動，成功案例不勝枚舉，譬如阿爾貢昆學院的敘利亞難民

畢業典禮，以及通過拍賣敘利亞兒童的繪畫作品成功向捐贈CHEO等暖心活動。 

        所有這些成功的活動為社區貢獻良多，並贏得了媒體的廣泛讚譽，得到政府，特別是渥太

華市市長和資助者大力支持。另外我們還與中國聖沉教會合作在客戶居所附近設立辦公室，盡

最可能為客戶提供便利，並已接待了500多名客戶。通過我們員工的辛勤工作以及義工的愛心

協助，我們竭力為客戶提供所需一切服務。而在不同地點設立了三個新的語言課程業已經惠及

60多名敘利亞難民。 

         我們堅信所有專案的成功將顯著提高我們為各種文化背景的新移民服務的能力，無論他們

是移民還是難民。我們已經成功拓展我們的空間，以承擔新的項目，例如由加拿大就業及社會

發展部資助的新移民職業轉型中的新整合關鍵的基本技能。 

        我們對員工和管理層的辛勤工作，以及我們董事會成員，義工，發起人和各級政府資助者

的不斷支持致以誠摯的謝意。我們將砥礪前行，堅持為客戶提供高品質服務，使所有移民為建

設欣欣向榮的加拿大貢獻自己的力量。 

耿靜惠 

執行總監 

渥太華華人社區服務中心  

執行總監報告 (接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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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統計數據 

服務新移民人數 782 

參加ICT和會計培訓班人數 193 

找到專業實習及工作人數 258 

來自全球的國家和地區數 63 

培訓小時數 1,856 (hours) 

合作雇主數 400+ 

培訓義工求職導師人數 45 

培訓雇主數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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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服務 

語言培訓 

就業支持服務 

註冊的新移民學員總數 788 

為新移民提供的語言培訓總時數 4179 (小時） 

為註冊兒童提供的服務總人數 (市中心點) 20 

為敘利亞難民提供的語言培訓總人數 58 

為敘利亞難民提供的托兒服務總人數 （分點） 26 

為敘利亞難民提供的語言培訓小時總數 600（小時） 

服務新移民總人數   1,554 

集體活動次數 522 

集體活動參加人次數 7385 

服務敘利亞難民人數 ( 2016年12月 至 2017年3月) 302 

敘利亞難民集體活動次數 ( 2016年12月 至 2017年3月) 59 

敘利亞難民集體活動參加人次數 ( 2016年12月 至 2017年3月) 571 

義工人數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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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服務 

   聯邦新移民安頓服務内容包含如下： 

 
（圖二） 

從我中心開辦以來，聯邦政府贊助的新移民安頓服務主要的服務對象是來自中國，香港和臺灣的華人移民，在過去一

年，從這幾個地方來的華裔移民高達945人，佔縂受益人數百分之55，其中來自中國大陸的有917人，佔華人移民的

百分之97，衹有17人來自臺灣，11人來自香港。 

在2016年，加拿大聯邦政在杜魯多總理的領導下，推出支持敘利亞難民的政策，在中東地區一些聯合國所管理的難民

營裏，收納了數千逃避敘利亞内戰的難民，包括成人ˎ老人和兒童在内，他們大部分是由加拿大政府贊助，有一小部

分是由民間團體贊助。我中心也呼應了總理的呼籲，開始籌備協助安頓敘利亞難民的工作。剛巧我們就業部有一位來

自中東說阿拉伯語的同事，同意暫時轉到安頓服務部工作，與我們義務工作的協調員合作，組織一系列的外展活動，

包括招募一些能講阿拉伯語和英語的義工做我們的翻譯員，讓我們的安頓服務同事能為敘利亞難民提供服務。 

在2016年中旬，有兩位講阿拉伯語和英語的義工開始每天在我們中心為我們的安頓服務提供翻譯。同時，我們安排了

數群敘利亞難民來參觀我們中心，並讓他們與安頓服務的同事會面以及提出各種有關安頓服務和移民的問題。 

  服務内容 活動種類 

1 安頓需求評估和轉介 
為新移民評估他們的安頓需求，厘定安頓計劃，依照需求轉介他們到其他有關

服務單位 

2 信息和環境介紹 通過個人咨詢或小組講座提供各種有關安頓信息 

3 社區聯係 
透過小組聚會，鼓勵新移民參與社區活動，譬如育兒小組和婦女小組等；參觀

及認識社區資源，避免孤立和社會邊緣化 

4 支持服務 方便新移民咨詢，提供現場托兒服務；提供口譯和翻譯服務以及危機輔導服務 

1)  聯邦新移民安頓服務  

這份報告是有關2016-2017年度業務的描述，即是從2016年4月1日起至2017年3月31日爲止。在這期間，渥太華華人社區服務中

心繼續獲得加拿大三級政府的撥款，為新移民ˎ已入籍的移民和渥太華華裔居民提供各項安頓和社會服務。圖一列出服務項目，

撥款單位和服務的受益人。 

受益新移民：17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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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項目 撥款單位 受益人 

1 聯邦新移民安頓服務 聯邦政府移民難民及公民部 （IRCC） 剛登陸新移民和難民 

2 
安省移民服務 安省公民移民及國際貿易廰 （MCIIT） 移民ˎ已入籍移民ˎ難民申請

人ˎ國際留學生 

3 華裔居民家庭服務 渥太華市政府 本地華裔居民 

4 各族裔耆老社會支援服務 安省尚普蘭地區醫療統一網絡Champlain LHIN 本地華裔耆老 

贊助機構：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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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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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8月中旬，我中心租用了渥太華男女童會的會址，組織了一個敘利亞難民歡迎會，並得到Cuts For 

Kids多位義工免費為敘利亞兒童提供免費理髮服務，同時也得到Robbie’s意大利餐廳捐贈當日的午餐，還

有亞飛舞蹈團為難民表演舞蹈。依照我們的統計，當日有超過250名敘利亞難民參加。我們非常感謝當天

20多位中ˎ大學生擔當義工，幫助我們登記參加者，維持秩序以及主持各種兒童和青少年的活動。 是次歡

迎

由於聯邦政府移民局看到我中心響應杜魯多總理的

呼籲歡迎敘利亞難民，在去年年底主動為我中心提

供撥款，立即正式向敘利亞難民提供安頓服務。我

中心感到非常振奮，馬上展開籌備工作，由於我們

知道，那些政府贊助的敘利亞難民，大部分已被安

置住在渥太華兩個地區裏，一個是在渥太華東區的

Donald街，另一個是在Mooney’s Bay 區附近的

Springland 街，所以我們決定在這兩個地區裏成立兩

個新的辦事處，方便住在那裏的難民步行到我們的

辦事處。 

我們非常高興得到渥太華東區的聖神華人天主教教堂和聖

艾里亞斯東正教大教堂的合作，租出他們教堂裏的場地，

立即讓我們開辦安頓服務和英語培訓班。此外，我們還聘

請了四名講阿拉伯語和英語的工作人員，兩名駐在華人聖

神天主教教堂的分処，兩名駐在聖艾里亞斯東正教大教堂

分處。從去年年底到現在，這兩個分處已經幫助了五百零

五名敘利亞難民，佔我中心縂受益人數的百分之二十九 。 

除了敘利亞難民外，我中心在去年也幫助了其他來自中東

地區的移民和難民，包括十一名來自巴勒斯坦地區，十九

名來自伊拉克和十名來自黎巴嫩。現在，敘利亞難民已經

成爲我中心第二大的客戶群。 

在歡笑中的敘利亞兒童 

參加歡迎會的敘利亞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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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圖二曾提及我們的新移民安頓服務還包括在場

臨時托兒服務，我們在中區總部裏成立了一 

個托兒中心，專門為那些使用我們安頓服務或來參

加我們的英語培訓班的新移民而設，這個服務的目

是鼓勵那些有年幼孩子的新移民，盡量來使用我們

的服務。在過去一年，使用我們托兒中心的孩子有

1034人次。 

在場和流動托兒服務 

除了在總部托兒中心工作外，我們托兒所的人員

也會去Barrhaven和Kanata兩地，為使用我們當地

的安頓服務的新移華人民提供流動托兒服務。 

多元文化電臺 CHIN Radio FM 頻道97.9 

新移民的孩子們在我中心的托兒所 

為了保證在渥太華定居的新移民認識我中心的服務，我們不斷

通過各種渠道來為我們的服務做宣傳，比方我們自己的網站

www.occsc.org, 和www.comefromchina.com 以及本地數份

華人周刊。  

在2016年年底，渥太華的多元文化電臺(CHIN Radio)給了我

們一個更好的宣傳機會--就是在每周日的晚上連續三個小時的

廣播時間，我中心一位有新聞界背景的同事，成爲了節目的製

作人，通過她的努力，找到多位年青人作爲義務節目主持人。

節目内容包括公佈我中心各種服務和活動的日期和時間，邀請

我中心安頓服務的同事講解各種政府服務和規定，邀請一些華

人朋友描述他們的移民經驗等等。  Volunteers at CHIN Ra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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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開始廣播以來，由於我們積極的推廣，很多華人社區參加到我們節目的製作，使節目越來越本地化，多樣化，

社區成員的參加也促進他們的家庭，朋友圈和社交媒體圈的關注和收聽，使收聽率不斷提高。觀衆除了通過收音

機實時收聽之外，還可以通過手機收聽，或在CHIN Radio 網站點聼以往節目的囘播錄音。 

 

今年，我們組織了加拿大150特別系列采訪節目，和“我在加拿大”系列采訪節目，讓本地的華人分享加拿大的歷

史和制度，並分享自己的體會。 

此外，我們電臺建立了自己的網頁，其中每周節目預告自從今年春夏出爐後到今天已被點擊13,000次。另外，我

們還有自己的微信群和Youtube群頻道。最重要的是我們有一支不斷擴展和高度敬業的團隊。 

再回顧我們去年的新移民安頓服務，縂受益人數為一千七百二五，來自中國地區的佔百分之五十五，來自中東地

區的佔百分之三十二，兩者合共百分之八十七，其餘的百分之十三則來自世界其他地區。 

2)  安省移民安頓服務  

贊助機構：安省公民移民及國際貿易廰 

從（圖一）可見，安省移民安頓服務的主要服務對象不是剛著陸的新移民，而是那些已經來了多 

年和甚至已經拿到加籍的華裔移民，難民申請人和國際留學生。這個服務項目規模很小，衹有 

一位工作人員提供個人咨詢和小組講座。 

 

很多華人，由於缺乏英語能力和偏低的教育程度，欠缺獨立生活的能力，在尋求各種信息和社會服務的過程

中，遇到很多困難，甚至不知道某些服務的存在。很多長期在華人飯店ˎ華人超市工作，一些則在賓館做清潔客

房和洗衣間工作，很少使用英語和同事交流，所以語言能力一直沒有進步，一旦在生活上遇到一些問題而需要

政府幫助時，依然需要來我中心咨詢和尋求怎樣申辦各種政府服務。 

雖然申請政治庇護的人和國際留學生是我們的服務對象之一，但在過去的一年裏，衹有兩個政治庇護申請人來

我中心尋求幫助。 

受益人數：37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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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華華人社區服務中心2016-2017年度報告  

 

3)  華裔居民家庭服務  

贊助機構：渥太華市政府 

在這個服務項目成立之初，我們的服務對象是那些失業，或工作收入極低，以及那些有身體或精神殘障的人士，

他們來我中心尋求幫助申請社會救濟金或殘疾救濟金等。三十多年過去了，使用我們這個服務項目的人越趨老年

化，跟据我們去年的服務記錄，有超過百分之四十七的求助者是六十五嵗和以上的人。他們之中，絕大部分已經

沒有和家人同住。來了十年年以上的老人，都有資格申領養老金，有了經濟獨立，他們都喜歡選擇居住在渥太華

市政府所管理的老人廉租公寓，漸漸減少和家人聯係，在精神上也會減少依賴家人的照顧。另一方面，家人也可

能是因爲工作和生活繁忙，沒時間去經常和他們聯係。有時，老人是因爲怕給家人找麻煩而來我中心咨詢有關老

人的醫療和住房服務，譬如，要求我們確實到醫院檢查的時間，或者要求我們為他們填寫每年一次的居住情況報

告表等。  

受益人數：460人 

客戶服務 

4)  多元化耆老社會支持服務  

贊助機構：

多元化耆老社會支持服務是上述華裔家庭服務項目最佳的配搭。家庭服務是實事求是，幫助華裔老人瞭解各項

社會資源和幫助他們辦理各種社會福利的申請和跟進，而DSSS的目標，則是在精神和健康方面提供支持，譬如

組織各項集體康樂活動讓耆老參與，包括太極班，歌唱小組，健康講座等等，通過這些集體活動，老人們的情

緒，精神和身體健康都會有所改善，遠離孤獨和抑鬱，能繼續獨立和滿足地居住在老人公寓裏，盡量延遲或避

免進入老人院或長期護理院。 

這個服務項目，是我中心與渥太華猶太人服務中心合辦，我們聘請了一個講普通話和英語的職員，致力于招募

義工，在渥太華中區幾座老人廉租大樓，協調和組織各項社交康樂活動。自從2009年成立以來，這個服務項目

一直受到華裔耆老的支持和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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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4日是渥太華華人社區服務中心搬遷至

400 Cooper Street 新址後的“開放日”。當天早上10

點至下午2點，本中心接待了社區夥伴、貴賓、社

區成員及新移民參觀新的辦公室及先進的培訓教

室。晚間五時半至七時半並舉辦了2016年義工感謝

聯歡會。約80多位來自不同專業背景、年齡的義工

們團聚和交流，人才濟濟，共享盛會。義工們對

OCCSC升級後的新辦公室、教室及先進的設備，

讚許有加，印象深刻。 

 

義工服務包括招募、培訓及並分派義工至各部門，依照安

頓部門、 語言培訓部、 求職部門的需要，  協助本中心員

工提供更好的服務給新移民。 2016 年4月到2017 年3月,  

共有244位義工， 為社區提供了7,320小時的義務服務。  

有些義工協助新移民學習電腦應用程式及上網的基本知

識， 並教導實用英語已融入加拿大社會。 其它的義工協

助辦公室的行政工作，例如數據輸入與管理、翻譯、文字

編輯、海報設計、攝影、前台接待、 活動策劃，活動支

持、月刊編輯及中文廣播節目的主持等任務。 

45位在加拿大具有豐富專業工作經驗的義工，為新移民提供非常有效的求職輔導，此外, 36位義工在In ‐TAC

的會計稅務中心實習，在報稅季節提供 免費報稅的服務。 

義工們在義工年度大會上的合影 

           義工輔導員在義工大會上授獎 

2016年5月12日社區歡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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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位義工參與策畫及執行年度”社區歡迎日” ， 以信

息分享及趣味活動歡迎新移民。2016年的社區歡迎日

在5月15日於Mother Teresa 高中舉辦，活動包括信息攤

位、 娛樂節目、親子遊戲、 與市長合影等。此活動由

本中心主辦,  並聯合渥太華市長及27個社區夥伴的參

與,  共接待了超過五百位新移民。 

 

 

2016年6月， 本中心積極回應加拿大政府的承諾，幫助安置渥太華的敘利亞

難民。我們招募了42 位說阿拉伯語的義工， 在沒有獲得任何額外的資源協

助下， 本中心擴大現有服務範圍，開啟了“敘利亞難民服務項目”(SSRP)。義

工們提供翻譯及口譯的服務，並以阿拉伯語提供電腦及智慧手機應用程式使

用的培訓，溝通及語言培訓，數次講座等，以更好地協助他們適應融速渥太

華的生活。 

 

50 位義工參與策畫及執行8月

21日於Boys and Girls Club 舉辦的”敘利亞難民歡迎會”， 此活動由本中

心主辦， 並獲得渥太華市政議員Tobi Nussbaum、Marianne Wilkinson 

和許多社區夥伴/贊助商的支持。當天吸引了250多名敘利亞難民參

加， 活動包括免費理髮，講座，晚餐及老少咸宜的娛樂活動。 

 

 

義工提供的服務協助本中心的每一個項目，

幫助新移民更好地適應加拿大的新生活。我

們真誠地感謝每一位義工忠誠及無私的奉

獻，幫助本中心持續成長。 

              義工們在敘利亞難民歡迎會上的合影 

       義工為敘利亞難民免費理髮 

         義工們在歡迎日上的合影 

          新移民和市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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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對In-TAC 是一個豐收大年。在這碩果

累累的一年裡，In-TAC移民登陸前服務項目

正式啟動，將我們橫跨加拿大全境的移民服

務拓展到包括中國在內的60多個國家和地

區。通過攜手卡爾加里的移民服務機構ISC和

BC省移民服務機構ISS of BC, In-TAC 達到了前

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感謝In-TAC的優秀團

隊和我們來自不同領域的合作夥伴，其中包

括長期合作的雇主、社區團體、眾多的義工

顧問/導師和網上志願者，我們達到並超越

了本年度的既定目標。  

— Page 13 — 

2016 In-TAC回顧 

 主要成就及里程碑：  

In-TAC第七屆年度答謝

慶典晚會 

  
2016年5月10日 ，In-TAC在

國家藝術中心舉辦了主題為 

“開啟全球市場之門”的 

第七屆年度答謝慶典晚會 

。 200多位嘉賓到會同慶新

移民成功牽手本地雇主，共

創輝煌。我們的主題演講貴

賓，加拿大移民、難民和公民部部長- 尊敬的John McCallum，將自己的工作與In-TAC的工作聯繫起來說：“In-

TAC所做的正是我本人的工作重心– 引入國際人才，促進經濟發展。我們正在與其他國家進行激烈的人才爭奪

之戰。我們需要有效地改善我們的移民系統，使之更為靈活和有力。就像In-TAC, 我們要努力打破新移民融入當

地經濟生活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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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AC 人才交流博覽會及其他職

業發展相關活動  
 

2016年11月，In-TAC在Shaw Centre舉

辦第三屆人才交流博覽會。這是大渥

太華地區針對IT和金融行業最大規模

的求職招聘會，有40多家雇主和1000

多位求職者參會。 

In-TAC與阿爾伯塔省的ISC 以及BC省的

ISS 於2016年11月和2017年3月聯合舉

辦了兩屆網上人才招聘會，有56家加拿大雇主屆時在線招聘，有包括中國，印度和菲律賓三大移民來源國在內的

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800名國際專業人才註冊參加了這兩次在線招聘盛會。 In-TAC 的MAPLE2.0 項目在渥太華、

卡爾加里和溫哥華三地成功地舉辦了20場有雇主參與的求職就業相關活動，吸引了1645位具有國際教育背景的新

移民專業人才參加。  

雇主跨文化能力培訓  
 

在2016年度，MAPLE2.0項目在全加拿大共

有85家雇主完成了的交流與文化能力培訓

課程，並與154位雇主建立了對口雇主聯

繫。我們的培訓課程為雇主更為有效地招

聘，熟悉和留住國際專才提供了幫助，同

時為他們建立更為包容和溫馨的工作環境

助力。在同年12月舉辦的柏林遷徙問題會

議上，MAPLE2.0項目被授予 “雇主參與模

式最佳實踐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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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AC 移民登陸前服務  

 

In-TAC 移民登陸前服務採用了全新方法

來延伸我們的現有服務，使我們的服務

能夠直達身在中國的準移民群體。我們

利用最先進的網絡技術極大地提高和加

強了我們在移民服務行業的綜合服務水

平，其中包括：In-TAC在線服務管理系

統、客戶服務管理系統、大型在線招聘

會執行套餐、微信公眾號、網訊視屏會

議系統，同時還在中國境內設立了中文

門戶網站和服務器，以便我們的各項服

務能夠順利直達中國準移民群體。在

2016年度裡，我們為2000多位準移民提

供了登陸前服務，舉辦了119場安居和

就業在線講座，7場小型在線招聘會以

及兩場大型在線招聘會。  

In-TAC 在線招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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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會和稅務服務 

 

隨著延齡草基金會停止了對我們的資助，In-TAC創立的社會

企業試點 “會計稅務合作項目” 於2016年9月實現了自給

自足。同年，有25位會計實習生義務貢獻了280小時，獲得

了寶貴的加拿大工作經驗；有22家小企業受益於我們提供的

財務服務。  

全方位就業導航  

 

In-TAC 成功地將不同類型的就業支持服務打造成為一個全方位就業輔導套餐。我們首先對客戶的需求和

專業背景進行評估，緊接著客戶會得到一整套的有針對性的就業服務，例如一對一準備就業前輔導、

行業針對性就業培訓、實習機會、行業導師專人輔導、 “天生我才”人才甄選會、工作推薦與安置等

等。這一系列的不懈努力結出了豐碩的成果：有120位新雇主與我們建立了合作關係；有782位來自64

個國家與地區的移民成功地找到了本專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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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In-TAC展望  

 移民登陸前服務項目將得到加拿大移民、難民和公民部（IRCC）准予一年延期，以便In-TAC 完善自

己，更好地為客戶服務。 

 經過兩輪競爭，加拿大就業和社會發展部（ESDC）決定與In-TAC 簽訂一個為期3年的全國性合同。 In-

TAC將為有IT背景的技術移民設計和開發一套針對该行業的高級技能培訓模型。該項目於2017年初啟

動。 

 政府將取銷對 Maple2.0 項目資金支持。 IT就業導航項目將申請3年延期。  

 

 

2017年是政府繼續其資金傾斜敘利亞難民政策的一年，我們作為社會服務機構需要努力適應新變化。移

民登陸前服務項目的延期和ESDC項目的簽署幫助我們緩解了失去Maple2.0引起的資金困難。然而，由

於安居服務和語言培訓歷來是政府的首要支持項目，移民就業支持服務將會繼續面臨挑戰。對大多數移

民家庭來說，真正的安居始於就業。為了支持他們，我們將繼續我們一貫的富於創新的高質量服務，同

時努力開源節流，不斷尋找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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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培訓 

在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的年度報告期間，渥太華華人服務中心的新移民語言培訓部所作的服務

資料如下： 

 

 

 

同往年一樣，我們仍在市中心地區（地址在Cooper路400號）以及在Kanata和Barrhaven兩個分點提供新

移民（非敘利亞難民）的語言培訓課程。目前對這幾個點開辦新課程的呼聲仍很高。語言培訓部所提供的

課程級別為1至6級，且大多數班級為多級別的班級。 
 

語言培訓部繼續嚴格遵守新移民語言教學大綱與撥款機構簽訂的合約，為不同種族及語言背景的學生提供

著高品質的服務。我們以小班授課的概念（我們每班的合約座位為20人），友好的學習氛圍，出色的教師

以及靈活多樣的上課時間，不斷在吸引新生的到來。除了上午班和下午班，我們仍是全渥太華唯一一所提

供晚上及週六新移民語言培訓課程的機構。 

我們全年不間斷的在為非新移民學員提供著三個只收回成本的英語課程 （分別是初級，低中級和高中

級），以滿足這些學員的學習需求。 

 

在我們義工教師的無私幫助下， 我們繼續提供每週三次的英語會話小組服務，向所有想提高英語會話技能

的人士開放（無論是否符合就讀新移民語言培訓班）。 

 

我們繼續接受敘利亞難民進我們的常規新移民語言培訓班學習，並且他們的孩子們也都得到了我們的托兒

服務。在今年一月份，感謝加拿大移民難民公民部的額外撥款， 我們新開了三個專為敘利亞難民設置的語

言培訓班。其教學點都坐落于難民集中的社區附近。其中一個班位於東區（位址在Michael路1187號的聖神

天主堂），另外兩個班則位於南區 （地址在Ridgewood 路750號的聖伊萊亞斯教堂）。這三個班級都配備

有相應的為新移民提供的托兒服務。相關信息的報告還會在下文中列出。 

註冊的新移民學員總數            788人 

為新移民提供的語言培訓總時數           4179小時 

為註冊兒童提供的服務總人數 (市中心點)             20人 

為敘利亞難民提供的語言培訓總人數             58人 

為敘利亞難民提供的托兒服務總人數 （分點）             26人 

為敘利亞難民提供的語言培訓小時總數            60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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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培訓 

— Page 19 — 

              

我們新移民語言培訓部還引以為豪的是：我們于三月八號代表渥太華華人社區服務中心又一次成功地舉行了一次令人

難忘的婦女節活動。  

加拿大國會婦女權益部秘書 - 特裡·杜吉德為此活動獻上了精彩的開場白。 此活動的首席發言人則是公民部的高級法

官雷娜塔·布魯姆博茲。我們同時也邀請了幾位知名的嘉賓逐一演講獻詞 , 其中有渥太華警察局副局長 吉爾·斯金納，

加拿大皇家銀行分行經理裘蒂芳以及高級顧問魯巴·阿爾法塔勒）為此次活動擔任主持的是來自卡爾頓大學新聞系的兩

位學生，艾倫·斯坦納格爾和梅根·卡薩利諾。 

 

 

 

 

 

 

 

所有的講員就世界男女平等的主題從生活的各個層面分享了她們自己的知識、經驗以及對未來的展望，盛會以歡快的

三個文藝表演結束。我們非常高興此次活動約有150位來賓參加，而許多來賓系已在渥太華安家的敘利亞難民。 

        

本部一直以來盡最大的努力為學員提供優質的服務， 但受益者的切身體會才是對我們服務的最大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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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移民語言培訓部學員的感謝信： 

“渥太華並不是我所拜訪的首個加拿大城市，但我第一次來到這座城市時就覺得我以後想要定居這裡。然而，

用英語交流對我來說是個巨大的挑戰，直到我上了渥太華華人社區服務中心所提供的新移民語言培訓課程。 
 

當我剛開始參加此課程時，我以為只是去上一個英語語言學習課程。但是， 我驚訝的發現該部的新移民語言

培訓課程不僅僅是個語言課程，它更像是一扇通往加拿大生活的大門。借著該課程的幫助，我慢慢地不覺得

自己是個外來人了，因為我從中學到了加拿大文化、曆史、加拿大人的傳統以及這個國家建國以來所推崇的

價值觀。 
 

三個月後的今天， 我感到越來越自信了。 我有時讀了一段文章後都記不清我是用哪國語言讀的了，我感到我

的英語已經可以運用自如了。這些細節都表現出了我英語水準的巨大進步。所以我要藉此機會來表達我的感

謝之情， 感謝所有幫助過我一路向前的人。首先要感謝渥太華華人社區服務中心的新移民語言培訓項目，其

次感謝加拿大政府， 最後要感謝的是加拿大人民。” 

布隆德爾 納西斯 （來自海地，語言級別5/6 級） 

為敘利亞難民設置的新移民語言培訓課程報告 （2017年1月至3月） 

 

服務及運作 

 

三個新移民語言培訓班在兩個分點開設： 

1）Michael路1187號的聖神華人天主堂 – 一個班：21個學生 （上課時間：中午12點30至下午3點30，週

一至週四）托兒服務：5個孩子 

2）Ridgewood 路750號的聖伊萊亞斯教堂 – 兩個班，37個學生 （上午一個班，3／4級，9點至12點，週

一至週四；另一個班開在下午，1點至四點，1／2級，週一至週四）托兒服務：14個孩子 

新移民語言培訓課程資金贊助要求：60位學員 

實際人數：58位學員 

完成率：96.6% 

托兒資金贊助要求：24位兒童 

實際人數：19位兒童 

完成率：79% 

語言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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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成果： 

我們提供了35個不同主題的講座 （例如：在加拿大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方法；搭建文化的橋樑；加拿大的家庭法；

加拿大的健康系統；加拿大的教育；如何保持生活，工作及學習三者的平衡；理財入門；調節壓力，等） 

我們還提供了35個有關語音的講座，均由專家主講。 

       -     三次課外活動： 

             1）3月8號國際婦女節活動 

             2）3月13號參觀普洛克斯楓糖製作農場活動 

             3）3月30號參觀歷史博物館的活動 

合作夥伴： 

我們和亞崗昆學院的烹飪部成為了合作夥伴，即與他們的成人教育課程 - 酒店服務及大眾趣味生活 - 進行合作。在15

位學員被選中並錄取進本課程（從3月開始至7月結束）之前， 大約有30位敘利亞難民學員接受了面試。所有被錄取

學員的學費都由加拿大移民難民公民部贊助，並且在畢業後會拿到一個能在加拿大餐飲業工作的證書。該課程還包括

有限額的實習機會和幫助部分學員與其未來僱主取得聯絡的潛在機會。 

 

           

結語 

在已有的新移民語言培訓課程前提下，此新移民語言培訓特殊課程， 是專為敘利亞難民學員所設置的。此課程旨在為

學員提供一個舒適，友好以及文化敏感包容的英語學習環境，課程設置從零基礎到初、中級水準。所有課程均在學員

所熟悉的學習環境下進行 – 學員均為本族男女同胞、擁有共同的母語（阿拉伯語），以便文化及其他方面的相互交

流。然而，該課程設置的意圖也是為了讓只說英語的老師能夠將學員置於一個完全用英語聽課的學習環境，以便更好

地幫助他們提高英語語言水準，並更敏銳、順利、快捷地過渡到加拿大的生活與文化中去，直至完全的融合。為了滿

足大部分敘利亞難民在渥太華安頓後上課的便利，我們慎重、仔細地選擇了我們的授課地址， 距離大部分學員所住公

寓只需步行即可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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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難民服務項目 

 

 

2015年11月以來，有2400多名敘利亞難民已抵達渥太華。 

本中心於2016年4月推出了特別計畫SSRP（敘利亞難民計畫服

務）。 

到2016年8月，約有100名敘利亞難民受益于OCCSC安頓、語言和

就業服務。 在沒有資金的情況下，SSRP的40多名志願者和一批

 

2016年12月底，聯邦政府向OCCSC提供了財政資源，以幫助敘利亞難民。 因此，OCCSC安頓和語言部門為敘利亞難民

制定了量身定制的項目。 

從2017年1月開始，SSRP在東渥太華和門尼灣地區建了兩個辦公地點服務150個敘利亞家庭。 

辦公地點設在兩個教堂：渥太華華人天主教會和聖伊利亞斯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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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難民服務項目 

敘利亞難民服務項目主要由服務信息及情況介紹和接待服務兩部分組成。 

   

1 - 安頓服務信息及情況介紹:  

 

從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OCCSC 的SSRP計畫服務了

400多名新客戶，565名返回客戶。SSRP雇用了5名全職工作人

員和18名兼職協調員/培訓人員，招募了70名志願者，並為員工

和志願者舉辦了3次專業講座。 

工作人員完成了47次家訪（20次由一名牙科衛生員檢查了61名

兒童和46名成年人）。 

新客戶  404 

返回的客戶  565 

講座/活動  48 

家訪  47 

全職員工  5 

義工 70 

信息及相關介紹 社區聯繫 數碼知識普及 

基本需求評估，資訊和轉介（一對一，

分組）。  

城市娛樂中心、圖書館、男

女兒童俱樂部 

在翻譯、財會、銀行及交通方面對

技術和智能手機應用方面的實操培

訓 

內容有加拿大法律，稅收，教育，住

房，金融，交通運輸和健康方面，男女

關係，就業和收入，社會援助，家庭預

為兒童開展的繪畫和演唱活

動 

在線有關駕照的情況介紹及G1考試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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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難民服務項目 

本財政年度還完成6個以下項目： 

•兒童為和平“繪畫展”：敘利亞難民兒童繪製的45幅畫參加了渥太華市政廳的展覽。 藝術展在網上拍賣中全部賣

出，籌集了5000元捐贈給東安大略省兒童醫院（CHEO） 

— Page 24 — 

•Surai茶銷售培訓計畫：SSRP與Surai茶社會企業公司合作，為難民創造就業機會。 23名客戶參加了5天的培訓，3

名難民在Surai茶公司獲得全職銷售工作。 SSRP為這些客戶提供了辦公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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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難民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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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語新移民服務目錄的出版：  

       印刷了400本手冊。 

 SSRP –學習新技術儘快融入社會：  

      研發,、學習管理系統的持證上崗和模擬、CRM，VMS的執行 以及新的SSRP項目渥太華的網站 

    (https://ssrp-ottawa.ca) 

 製作了 SSRP 的短片：  

    製作了7分鐘的短片，描述了OCCSC 的SSRP計畫具體項目。 ( https://youtu.be/sZ9jvJli1ds) 

 SSRP – 項目評估： 

2 - 接待服務 

為慶祝加拿大成立150周年，OCCSC啟動了接待服务計畫，目

的是使用社交的方式把150名加國志願者和敘利亞新移民進行

搭配。 292名志願者報了名，140名志願者積極參與支援了83

個敘利亞家庭。 共有233個难民客戶（56名婦女，52名男子

和98名男孩和女孩）受益于這個項目，側重于婦女賦權，為

年輕人增加科

學、技術、工程

和數學的培訓和

幫男子提高就業能力。我們舉辦了14場講座和活動，例如實地考

察，雪鞋活動，冬令會，藝術和手工藝，鬱金香節遊覽，烹飪課

程，聚餐派對，講故事，購物，兒童博覽會，家庭日，滑冰，體

育和節慶。 

服務的客戶數 233 

服務的家庭數 83 

研討會/活動  14 

義工註冊數 292 

參與服務的義工數 140 

參與的團隊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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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財政年度的總收入為4,902,386加元，相比上一個財年的3,306,260加元，我們業務

增長了1,596,126加元或48％。總支出為4,701,198加元，相比之下，上一個財年為3,214,129加元。兩項非常成功的

計劃強勁推動了這一增長，它們是“抵達前計劃”（1,307,188加元）和“敘利亞難民服務計劃”（330 200加

元）。 
  

下列表格將概述我們的收入來源（表1）和支出（表2）與前一年的比較。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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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收入来源 

  

收入来源 

2016年4月1日至

2017年3月31日 

金额 ($) 

2015年4月1日至

2016年3月31日 

金额 ($) 

联邦政府公民和移民部 2,126,073 1,612,916 

联邦政府：LASI World Skills Inc.， 辅导行动项目 1,957,185 932,178 

安省政府：加拿大高科技及会计职场导航项目，安省

新移民安顿服务计划，安省健康促进厅，安省同工同

酬项目，安大略延齡草基金會，安大略省政府 

541,750 525,944 

渥太华市政府 58,156 57,226 

加拿大社区界健康资源和技术发展部，犹太家庭服务

中心，长者新地平线计划 

33,277 19,627 

其他收入：语言班学费，捐款与筹款，利息，会员

费，服务收费和其他 

185,945 158,369 

总收入 4,902,386 3,306,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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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支出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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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的性质 

2016年4月1日至

2017年3月31日 

金额（$） 

2015年4月1日至 

2016年3月31日 

金额（$） 

广告及社区关系 122,064 34,794 

周年会员大会，筹款及会员运动的开支 12,807 20,683 

顾问及其他专业费用 195,683 39,339 

办公室设备 116,351 9,783 

办公室及普通开支 393,979 165,715 

租金及普通开支 387,374 351,480 

员工薪酬和福利，以及同工同酬支出 3,217,792 2,440,499 

通讯及电话费 91,313 75,005 

培训费 45,331 8,029 

交通费 91,862 49,636 

其他开支（例如维修，薪资服务，保险等）. 26,642 19,166 

总支出 4,701,198 3,214,129 

净收入 201,188 92,131 

(接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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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接上頁) 

上一財年的留存收益為201,187加元，佔總收入4,902,386加元的4.1％。這比去年的92,131加元大幅增長。

這一年的成果再次代表了OCCSC管理層、會計人員和OCCSC董事會高水平的財務管理能力。 

 

捐款和籌款是除政府資助外我們資金的兩個主要來源。在2016 - 2017財政年度末，我們共籌集了超過9萬

加元。感謝我們所有的捐助者、志願者、會員、工作人員、董事會理事和其他相關者的努力和慷慨。沒有

你們的工作，OCCSC是無法實現為我們的客戶和渥太華社區提供服務的目標的。 

 

渥太華華人社區服務中心感謝我們的資助者，特別是加拿大移民、難民公民部和安大略省公民和移民部給

予我們的不斷支持。 

 

移民服務部門的合作夥伴，如LASI旗下的各機構和其他社區團體和個人，也為OCCSC的成功做出了貢

獻。我們也感謝他們的通力合作。 

 

這是我們任命Ouseley Hanvey Clipsham Deep LLP來審計我們財務報表的第十一年。在行政總監耿靜惠和

我們的會計主管Escolastica Unira協助下，審計於8月份完成，審計結果載於上表1和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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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   謝 

僅此對支持我們項目和服務的以下資助機構表示最真誠的感謝： 

1. 加拿大聯邦移民、難民及公民部 

3. 安大略省公民、移民和國際貿易部 

 

4. 安大略省健康和長期保健部 

5. 渥太華市社區資金 

 

2. 加拿大聯邦就業和社會發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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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OttawaChinese 

 

   Twitter@ChineseOttawa 

渥太華華人社區服務中心 

地址：400 Cooper Street, Suite 2000 

            Ottawa, Ontario K2P 2H8 

电话：(613) 235-4875 

网址：http://www.occs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