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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沙加市新移民医疗保健与社会服务指南 

 

欢迎来到密西沙加！我们深知来到新的国家，学习新的语言，并试图融入新的社区既令人激动，

同时也给人带来压力。关于在这段转变期内如何寻求帮助并保持健康，您可能有许多疑问。本指

南将在“你知道吗”部分向您介绍可用的资源和服务，并在“常见问题”部分回答您可能有的疑问。 
 

《密西沙加市新移民医疗保健与社会服务指南》是什么？ 

《密西沙加市新移民医疗保健与社会服务指南》向您提供以下方面的信息： 

 如何在密西沙加获得医疗保健服务和社会服务？ 

 到哪里/向谁寻求帮助？ 

 如何向家庭医生或执业护士告知您的关切？ 

 如何维持您的整体健康与幸福？ 

 

祝您和家人健康幸福！我们热烈欢迎您加入我们社区大家庭！ 

 

联系方式 

如果您对于《密西沙加市新移民医疗保健与社会服务指南》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发送邮件至 

immigrationpeel@peelnewcomer.org 或致电 905-276-0008 转 112。 

 

免责声明： 
将某组织及其项目或服务的信息收录（或未收录）于本指南，并不意味着本指南的创作者对其表
示赞同（或反对）。本指南仅供参考。本指南中提及的部分网站提供翻译版本，其准确性、排版
和无障碍易用性皆由网站所有者负责，且可能依翻译语言而不同。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newcomerguide/
mailto:immigrationpeel@peelnewcomer.org
tel://905276000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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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省的医疗保健系统 

你知道吗？ 

 

1. 在安省有两种公共健康保险可供持有人获得医疗保健服务： 

 安省健康保险计划（Ontario Health Insurance Plan，简称 OHIP）是一项为安省居民

提供的健康保险项目。OHIP 涵盖的费用包括家庭医生及执业护士预约、免预约诊所

就诊、急诊室就医、医学检验以及手术。您的 OHIP 健康卡属于个人机密证件，请

务必妥善保管。每次当您需要医疗服务时都须出示健康卡。  

请尽快携带所需材料前往 ServiceOntario 中心申请 OHIP 健康卡。在申请获批后可能

最多需要等待三个月，OHIP 才能开始生效。如果您在等待期间需要医疗服务，您将

需要支付相关费用或者选择购买商业保险（见下）。 

 临时联邦健康计划（Interim Federal Health Program，简称 IFHP） 为具有难民身份

的人士提供有限的临时医保福利，包括就医及医院就诊、部分药物、部分牙科或视

力服务。  
 

2. 若您没有 OHIP 或 IFHP，您也可以购买商业保险。您或许可以通过您的学校或工作单位获

得商业保险。  

 

获取医疗保健服务 

1. 家庭医生或执业护士是您的初级医疗保健服务提供者，也就是说当您出现了新发的非紧急

健康问题时，您可以与其约诊。  

2. 如需查找您家附近的家庭医生或执业护士，请访问医疗保健连接（Health Care Connect）

网站注册登记。医保连接员将会帮助您与正在招收新病人且与您说相同语言的医生或护士

建立联系。或者您也可以致电医务办公室以确认他们是否接收新的病人，以及他们是否有

与您说相同语言的医生或护士。 
 

家庭医生或执业护士可以提供： 

 常见疾病及受伤（如流感或割伤）的诊断与治疗。 

 应对长期健康问题（如糖尿病或高血压）所需的支持 

 药物处方（如抗生素） 

 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定期体检  

 针对特定疾病（如癌症）的定期筛检  

 转诊至专科医生（如心脏科医生或妇科医生）以便其就特定的病情为您提供更专业

的帮助 

如遇紧急情况，请拨打 911 联系警方、消防或急救部门。当您出现了意识丧失、止痛药无法缓解的

疼痛、意识混乱、严重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需要紧急救助时，请立即拨打 911。您可能会在之

后收到邮寄来的救护车账单。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newcomerguide/
https://www.ontario.ca/page/apply-ohip-and-get-health-card
https://www.services.gov.on.ca/sf/?_ga=2.242836610.168111674.1562872107-2017991303.1559252447#/oneServiceDetail/11282/ip/sr/
https://www.ontario.ca/page/apply-ohip-and-get-health-card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refugees/help-within-canada/health-care/interim-federal-health-program/coverage-summary.html
https://www.olhi.ca/insurance/find-insurance-products/
https://www.ontario.ca/page/find-family-doctor-or-nurse-practitioner
https://hcc3.hcc.moh.gov.on.ca/HCCWeb/faces/layoutHCCSplash.jsp
https://hcc3.hcc.moh.gov.on.ca/HCCWeb/faces/layoutHCCSplash.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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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护士提供许多与医生相同的服务，但也有一些例外，比如执业护士不能开具药物处方。  

3. 如果发生了不危及生命的紧急健康问题，且您的家庭医生或执业护士无法接诊，您可以前

往免预约诊所就诊，或就近前往位于 Queensway 健康中心内的紧急护理中心，该紧急护

理中心对全年龄段的病人开放，您还可以选择前往面向 18 岁及以下病人的儿科紧急护理

诊所。  

4. 如果您需要针对严重且危及生命的疾病或伤情的紧急救治，请拨打 911 或前往当地医院

（如 Credit Valley 医院或密西沙加医院）的急诊室/急救部门。急诊室全天开放，全年无休。

您在医院可能需要等待较长时间，因为医生必须先处理病情最紧急的病人。大多数医院都

提供口译及翻译服务。 

5. 对加拿大新移民来说，丙肝是一种需要重视的疾病。全国大约 35%的丙肝抗体阳性病例出

生于境外。详情请点击此处，然后查阅页面下方相应语言的资源（multilingual client 

resources）。 

药物 

1. 您必须前往医生或执业护士处就诊，才可以获得处方药。当拿到处方后，您可以带着它前

往药房取药。除非您有商业保险，否则您需要自己支付药物的费用。一些常见药物，如止

咳糖浆，无需处方即可购买，这些药物称为“非处方药（OTC）”，可以在大多数商店和药

房买到。 

 如果您未满 24 岁，您可以向药剂师询问 OHIP+的相关规定，您或许有资格免费获

取药物。您只需要 OHIP 健康卡号以及处方，无需额外申请。 

 安省药物福利计划（Ontario Drug Benefit Program）涵盖了大多数处方药，面向 65

岁以上人士、居住在长期护理之家的人士、领取安省工作（Ontario Works）福利或

安省残障支持计划（Ontario Disability Support Program）福利的人士，或居家接受

护理的人士。  

 您可能有资格加入延龄草药物计划（Trillium Drug Program）。 
 

支持服务 

1. 交通帮助（TransHelp）是一项交通服务，受众为居住在密西沙加的轮椅惯常使用者，以及

因身体原因无法使用公共交通的人士。  

2. 如果您有身体残障且需要帮助支付辅助设备（如轮椅或助听器等）的费用，您则可能有资

格加入辅助设备计划（ADP）。  

 

您说法语？ 

 密西沙加的 Credit Valley 家庭健康团队使用英法双语。如需更多信息，请拨打 905-813-3850。 

 大多伦多地区法语使用者中心（Centre Francophone du Grand Toronto）为法语社区提供多种

服务。如需更多信息，请拨打 416-922-2672。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newcomerguide/
https://www.ontario.ca/locations/health/index.php?lang=en/options/walkin.aspx
https://trilliumhealthpartners.ca/contactus/Pages/Overview.aspx
https://trilliumhealthpartners.ca/patientservices/emergencycare/Pages/Emergency.aspx
http://www.pediatricurgentcare.ca/
http://www.pediatricurgentcare.ca/
https://trilliumhealthpartners.ca/contactus/Pages/Overview.aspx
https://www.catie.ca/en/hepcandnewcomers
https://www.ontario.ca/page/learn-about-ohip-plus
https://www.ontario.ca/page/get-coverage-prescription-drugs
https://www.mcss.gov.on.ca/en/mcss/programs/social/ow/index.aspx
https://www.mcss.gov.on.ca/en/mcss/programs/social/odsp/index.aspx
https://www.ontario.ca/page/get-help-high-prescription-drug-costs
https://www.peelregion.ca/transhelp/
https://www.ontario.ca/page/assistive-devices-program
https://centrefranco.o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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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如果我没有安省健康保险计划（OHIP），也不在临时联邦健康计划（IFHP）涵盖范围之内，我该

怎么办？ 

1. 社区健康中心（Community Health Centres）为没有保险的人提供一些免费的医疗保健服

务。东密西沙加社区健康中心（East Mississauga Community Health Centre） 是离密西沙

加最近的一个。 

 

在安省，医疗保健服务费用由谁支付？ 

2. 如果您居住在安省，许多您需要的医疗保健服务的费用都是由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支付的。

也就是说政府会替您支付全部或部分费用。具体服务包括家庭医生、执业护士、专科医

生就诊，以及基础和紧急医疗保健服务（包括手术及住院）。 

 

我该从何处获得有关医疗保健服务的信息？ 

1. 安省健康热线（Telehealth Ontario） 是一项免费且保密的电话热线服务，您可以从通话

中获得健康建议或信息。热线 7x24 小时开通。免费电话 1-866-797-0000。健康热线提供

英语和法语服务，同时也可以 300 余种语言提供服务。 

2. 难民健康热线（Refugee Health Line） 连接难民与多种健康服务供应方。拨打免费电话 1-

866-286-4770 以获取更多信息。 

3. 家庭和社区照护（Home and community care）提供多种医疗保健服务与资源，为您在家、

学校或社区中提供支持。如需更多信息，请咨询您的医生或护士，或致电 310-2222（无

需区号）。 

4. 皮尔区公共卫生局 提供多种免费项目，包括免疫诊所、产前课程、性健康诊所、母乳喂

养计划、牙科护理等。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 905-799-7700 咨询公共健康护士。提供翻

译服务。 

5. 安省性健康信息热线与在线咨询（Sexual Health Infoline Ontario & eChat，SHILO）提供匿

名且免费的咨询服务。无论身在安省何处，拨打 1-800-668-2437 即可与咨询师即时交流，

查询当地性健康诊所、HIV 及性病检测点，并了解其他性健康资讯。 

6. 你好安大略（Hello Ontario）为初到安省的人士提供关于 HIV 及相关服务的网络资源。 

7. 位于 WellFort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的 Bloom 诊所 提供 HIV 和丙肝检测，并为 HIV 及/或丙

肝感染者提供治疗与照护服务。Bloom 诊所也提供伤害降低服务，包括更安全的毒品注

射、吸食设备和纳洛酮套装。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newcomerguide/
https://www.aohc.org/find-a-centre
http://eastmississaugachc.org/programs-services/medical-services/primary-health-care
https://www.ontario.ca/page/get-medical-advice-telehealth-ontario
http://welcomeontario.ca/content/refugee-healthline
http://healthcareathome.ca/mh/en/news/Pages/Connecting-You-with-Care.aspx
http://www.peelregion.ca/health/
http://www.peelregion.ca/health/
https://www.toronto.ca/community-people/health-wellness-care/sexual-health-infoline-ontario/
http://helloontario.info/
https://www.bloomclini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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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及成瘾 

你知道吗？ 

1. 心理健康（情绪性、精神性及社会性的愉悦状态）是整体健康的一部分，需要得到重视。

刚来到加拿大的您可能会经历压力增大、家庭冲突、抑郁低沉、紧张焦虑等困扰。咨询您

的家庭医生或执业护士以了解如何关照自己的心理健康。  

2. 心理疾病也是病，会影响人们思考、感受、行为或与他人的互动。心理疾病有多种类型。

每个人都有患心理疾病的风险，因此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在遭受痛苦，请联系您的家庭

医生或执业护士以寻求帮助。 

3. 有些人通过饮酒或用药来应对不良情绪。当人们滥用酒精或药物等物质时，一旦停止滥用，

则更加无法应对。如果您的药物或酒精使用妨碍了您的日常活动，请与您的家庭医生或执

业护士联系。  

4. 皮尔区公共卫生局及其合作伙伴，如 Moyo 健康与社区服务，可为毒品使用者提供伤害降

低服务与工具（更安全的注射和吸食设备以及纳洛酮）。多家网点（如 Bloom 诊所）与外

展服务均可免费提供上述服务与工具。 

5. 心理疾病与成瘾都是可以治疗的，如同身体方面的健康问题，越早诊治，结果越好。  

6. 自我照护（Self-care）是我们为照顾自己的心理、情感和身体健康所做的任何活动。践行

自我照护对新移民尤为重要。要优先考虑自己的健康。  

7. 定期锻炼能够帮助您保持健康，让您有足够的体力和心力来更好地应对压力。如需了解应

该如何锻炼，请访问 participaction.com 获得有关运动类型、强度、持续时间的指导。 

8. 家中自制的食物比快餐店售卖的食物健康。参见 《加拿大膳食指南》之健康饮食。 

9. 皮尔区儿童中心（Peel Children’s Centre）向儿童、青少年及其家人提供高质量的心理健康

服务。 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 905-451-4655。 

 

常见问题 

我处于危机之中，该怎么办？ 

 24.7 皮尔达弗林危机支援（24.7 Crisis Support Peel Dufferin）免费求助热线为正在经历

心理健康与成瘾危机的人士提供及时、高质量的应对措施，以减缓危机，稳定局势，并

提供支持。 您可以与危机支援人员进行交流，他们将找到帮助您的最佳方法。您可以

随时拨打电话 905-278-9036。 

 儿童帮助电话（Kids Help Phone）通过短信（编辑短信 CONNECT 发送至 686868）或电

话（1-800-668-6868）7x24 小时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匿名且保密的支持服务。他们提供

咨询服务、信息资讯，并可转介至当地公共服务。 

 Good2Talk 是一条免费且保密的求助热线，面向 17-25 岁正在寻求心理健康和成瘾咨询

或转介的专上学生。您可以随时拨打电话 1-866-925-5454。 

 Spectra 求助热线 提供多种语言的危机和自杀评估与干预、情感支持以及慰问电话。拨

打 905-459-7777 以获取更多信息。提供多语种帮助热线。  

 

我如何才能更好地了解心理健康和成瘾？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newcomerguide/
http://www.peelregion.ca/health/
http://www.peelregion.ca/health/
https://www.participaction.com/en-ca/everything-better
https://www.participaction.com/en-ca
https://www.canada.ca/en/health-canada/services/food-nutrition/canada-food-guide/get-your-copy.html
http://www.peelcc.org/
https://cmhapeeldufferin.ca/programs-services/24-7-crisis-support-peel/
https://good2talk.ca/
https://www.spectrahelpline.org/index.php/our-services/multilingual-help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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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瘾与心理健康中心（Centre for Addiction and Mental Health）的心理疾病和成瘾指

数可提供有关心理疾病和成瘾（包括治疗和康复）清晰且可靠的信息。提供各种语

言的情况说明，以了解在出现问题时如何寻求帮助。  

 加拿大心理健康协会（Canadian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皮尔达弗林分部为患有

心理疾病的人士提供服务，并在社区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同时他们还提供心理健康

与成瘾相关资源的便捷指南。 

 《只身一人在加拿大：21 种方法让生活变得更好 —— 单身新移民自助指南》以多种

语言帮助新移民适应在新国家的生活。  

 咨询您的医生或护士有关戒烟的问题，您还可以访问 Ontario.ca/quitsmoking 获取戒

烟技巧及支持。或致电安省健康热线（Telehealth Ontario）1-866-797-0000 获得电

话戒烟支持，每周七天，全天无休。 

 

我该如何获得有关心理健康和成瘾的服务，包括辅导咨询与同伴支持？ 

 One-Link 提供心理健康和成瘾服务转介。请拨打 One-Link 的免费电话 1-844-216-7411 或

致电 905-338-4123。可按需提供口译服务。 

 ConnexOntario 为遭受心理健康、药物或酒精成瘾、嗜赌等问题的人士提供免费且保密

的资讯信息。经过紧急心理健康干预培训的系统导航员 7x24 小时接听电话、回复邮件、

在线咨询。您可以通过拨打 1-866-531-2600 联络他们。 

 安省政府网站为儿童与青少年提供关于心理健康和成瘾问题的资讯。全安省有超过 400

家机构为 18 岁及以下有心理健康问题或成瘾困扰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帮助。请联系儿

童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机构预约会面。 

 Togetherall 是一项免费的在线心理健康与幸福服务，提供自助项目和课程，帮助 16 岁

以上人士应对焦虑和抑郁。同时还有线上社群帮助你应对日常的压力或重大人生转变。

您无需转介即可获得 Togetherall 的资源。 

 BounceBack 是一项免费的在线能力培养项目，旨在帮助 15 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和青少年

控制抑郁和焦虑的症状。提供多种语言的在线视频。咨询您的家庭医生或执业护士以获

得转介。 

 成瘾与心理健康中心新起点诊所（Centre for Addiction and Mental Health New 

Beginnings Clinic）为新至的难民提供心理咨询与顾及其文化的干预措施。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newcomerguide/
https://www.camh.ca/en/health-info/mental-illness-and-addiction-index
https://www.camh.ca/en/health-info/mental-illness-and-addiction-index
https://www.camh.ca/en/health-info/mental-illness-and-addiction-index/information-in-other-languages
https://www.camh.ca/en/health-info/mental-illness-and-addiction-index/information-in-other-languages
http://cmhapeeldufferin.ca/
http://cmhapeeldufferin.ca/documents/quick-guide-mental-health-addictions-resources/
http://cmhapeeldufferin.ca/documents/quick-guide-mental-health-addictions-resources/
https://settlement.org/ontario/health/mental-health-and-addiction/stress/alone-in-canada-21-ways-to-make-it-better-a-self-help-guide-for-single-newcomers/
https://www.ontario.ca/page/support-quit-smoking
https://www.ontario.ca/page/get-medical-advice-telehealth-ontario
https://one-link.ca/referrals/
http://www.connexontario.ca/
https://www.ontario.ca/page/mental-health-services-children-and-youth
https://togetherall.com/en-ca/
https://bouncebackontario.ca/
https://www.camh.ca/en/your-care/programs-and-services/new-beginnings-clinic-for-refugees
https://www.camh.ca/en/your-care/programs-and-services/new-beginnings-clinic-for-refug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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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健康 

 

你知道吗？ 

1. 自我照护（Self-care）是我们为照顾自己的心理、情感、身体健康所做的任何活动。践行

自我照护对各年龄段的新移民女性尤为重要。要优先考虑自己的健康。  

2. 家庭医生和执业护士可以为您提供下述方面的信息： 

 月经，包括女性卫生用品和治疗痛经的药物 

 性健康，包括自愿性行为、安全性行为、性传播疾病、不同类型的节育和避孕方法，

以及流产护理和咨询 

 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包括孕前、孕期以及产后的健康 

 心理健康，包括情绪、精神以及社交健康 

 更年期，及与健康相关的症状 

 家庭医生和执业护士可以向您提供有关省级癌症筛查计划的信息，包括： 

I. 用于乳腺癌筛查的乳房 X 光造影  - 建议 50 至 74 岁的女性每两年进行一次

检查。所有女性都应向医生或执业护士咨询有关接受乳腺癌筛检的信息。 

II. 用于宫颈癌筛查的巴氏涂片检查  - 建议所有 21 岁以上的性活跃女性每三年

检查一次。 

III. 直肠癌筛查 - 如果您患结直肠癌的风险正常（50-74 岁），则应每两年检查

一次。请咨询您的医生或护士，以了解更多有关便捷家用粪便免疫化学检

测（FIT）套装。若您的 FIT 检测结果呈阳性或患结直肠癌的风险较高，您

的医生可能会建议您进行结肠镜检查。 

3. 无论孕产妇是否有 OHIP 保险，助产士（Midwife）都可以为她们及其婴儿提供护理。如

需助产士服务，请使用安省助产士协会（Association of Ontario Midwives）网站上的“寻
找助产士（Find a Midwife）”工具，或致电 1-866-418-3773。 

4. 最佳起点资源中心（Best Start Resource Centre）以多种语言提供服务，涉及范围包括孕

前健康、产前健康、儿童早期发育等等。大多数资源均可免费下载。 

5. 对加拿大新移民来说，丙肝是一种需要重视的疾病。全国大约 35%的丙肝抗体阳性病例

出生于境外。详情请点击此处，然后查阅页面下方相应语言的资源（multilingual client 

resources）。 

 

常见问题  

在哪里可以找到有关性健康、生殖健康和妊娠的信息？ 

 致电皮尔区公共卫生局 905-799-7700，以获得有关性健康的咨询辅导与信息，以及家庭

健康计划与服务，包括节育、性传播疾病、生殖健康、产前课程和项目、母乳喂养支持

等。无需健康卡即可获得上述服务。  

 访问皮尔区育儿网站，注册参加每周产前课程和项目，以了解如何在孕期和产后保持健

康，如何为分娩做好准备，以及如何照顾和哺喂宝宝。同时您还可以在此获得有关产后

抑郁的信息。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newcomerguide/
http://www.health.gov.on.ca/en/public/programs/cancer/screening/
https://www.ontario.ca/page/breast-cancer-testing-and-prevention#section-1
https://www.ontario.ca/page/cervical-cancer-testing-and-prevention#section-1
https://www.ontario.ca/page/colon-cancer-testing-and-prevention#section-1
https://www.cancercareontario.ca/en/types-of-cancer/colorectal/screening/fit-instructions
https://www.cancercareontario.ca/en/types-of-cancer/colorectal/screening/fit-instructions
https://www.ontario.ca/page/colorectal-cancer-screening-and-prevention#section-7
https://www.ontariomidwives.ca/find-midwife?gclid=Cj0KCQiAyKrxBRDHARIsAKCzn8yuG5F2FUN-UhlRofepgD7Qg8BuIgSLnhxXkwSFbQpdwiN0lVUMyCEaAiz1EALw_wcB
https://www.catie.ca/en/hepcandnewcomers
https://www.peelregion.ca/health/sexuality/
https://www.peelregion.ca/health/sexuality/clinics/cli-services.htm
http://www.peelregion.ca/parenting/
https://www.peelregion.ca/health/family-health/during-pregnancy/classes-programs/healthy-star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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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省健康婴儿健康儿童（Ontario's Healthy Babies Healthy Children，简称 HBHC）计划可

帮助儿童迈出健康人生的第一步。它可以在孕期和产后为家庭提供帮助。HBHC 会告诉

您有关儿童成长发育的知识，并向您提供当地社区项目与资源的信息。该计划通过公共

卫生护士和家庭随访员在您家中为您提供支持。您和您的家庭无需支付费用。提供多语

种口译服务。致电皮尔区公共卫生局 905-799-7700 以了解更多信息。 

 《在新家园孕育生命——面向加拿大新移民妇女及其家庭的指南》为打算在安省生育后

代的新移民女性提供指导。有多种语言版本可供下载。 

 安省性健康信息热线与在线咨询（Sexual Health Infoline Ontario & eChat，SHILO）提供

匿名且免费的咨询服务。无论身在安省何处，拨打 1-800-668-2437 即可与咨询师即时交

流，查询当地性健康诊所、HIV 及性病检测点，并了解其他性健康资讯。 

 你好安大略（Hello Ontario）为初到安省的人士提供关于 HIV 及相关服务的网络资源。 

 位于 WellFort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的 Bloom 诊所 提供 HIV 和丙肝检测，并为 HIV 及/或丙

肝感染者提供治疗与照护服务。Bloom 诊所也提供伤害降低服务，包括更安全的毒品注

射、吸食设备和纳洛酮套装。 

 PrEP（暴露前预防）是一种帮助高风险人群掌控自己的性生活并防止感染 HIV 的有效手

段。如果您想要了解有关 PrEP 的更多信息，或已准备好服用 PrEP，或已开始服用 PrEP，

这个网站可以回答您的相关问题。使用我们的工具帮助您决定自己是否需要服用 PrEP，

或查找附近的 PrEP 诊所。医护人员也可获得相应的资源以更好地为其服用 PrEP 的病人

提供帮助。 

 

如果我遭受虐待，该如何寻求帮助？ 

 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面临紧急的危险，请拨打 911。  

 如果您遭受虐待或处于危机之中，请随时拨打受伤害妇女求助热线（Assaulted Women’s 

Helpline）1-866-863-0511。可以 200 余种语言提供帮助。 

 性侵/家暴处理中心（Sexual Assault/Domestic Violence Treatment Centres）为性暴力及/或家庭

暴力的受害者提供关键的救助，以解决其医疗、心理社交和法医取证需求。如果您近期遭受

了性侵，请通过密西沙加医院急救部门联系延龄草卫建 伴侣性侵及家暴服务（Trillium Health 

Partners Sexual Assault and Domestic Violence Services），该机构 7x24 小时工作。 

 如果您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或无力负担租金，庇护所（Shelters）是一处安全的住所。访问 

Peelregion.ca/housing/shelters ，查询密西沙加市内的庇护所。若您是一名试图躲避暴力与虐

待的女性，请访问 ShelterSafe.ca 以查找安全的容身之所。 

 如果您需要庇护所、帮助、咨询辅导以及律师辩护，您可以拨打临时居所（Interim Place）24

小时危机热线：905-403-0864 或免费电话 1-855-676-8515。  

 可通过 OASIS 妇女中心（OASIS Centre des Femmes）（oasisfemmes.org, 416-591-6565）和妇

女援助（Fem'aide）（femaide.ca, 1-877-336-2433）获得法语服务。  

 

家庭虐待和基于性别的暴力是犯罪行为，触犯加拿大的法律。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正在遭受虐待，

有人可以提供帮助。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需要立即就医，请拨打 911 或前往最近的急诊部门。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newcomerguide/
https://www.peelregion.ca/health/great-beginnings/hbhc.htm
https://settlement.org/ontario/health/sexual-and-reproductive-health/pregnancy-and-birth/giving-birth-in-a-new-land-a-guide-for-women-new-to-canada-and-their-families/
https://www.toronto.ca/community-people/health-wellness-care/sexual-health-infoline-ontario/
http://helloontario.info/
https://www.bloomclinic.ca/
https://ontarioprep.ca/home/about-prep/
https://ontarioprep.ca/home/starting-prep/
https://ontarioprep.ca/home/using-prep/
https://ontarioprep.ca/assessment
https://ontarioprep.ca/clinic-finder/
https://ontarioprep.ca/for-health-care-providers/
http://www.awhl.org/
http://www.awhl.org/
https://trilliumhealthpartners.ca/patientservices/womens/pages/sexualassault.aspx
https://trilliumhealthpartners.ca/patientservices/womens/pages/sexualassault.aspx
https://www.peelregion.ca/housing/shelters/
https://www.sheltersafe.ca/
http://www.interimplace.com/
http://www.oasisfemmes.org/
http://femaide.ca/
http://femaide.ca/
https://settlement.org/ontario/health/family-health/domestic-abuse/what-is-domestic-abuse/
https://trilliumhealthpartners.ca/contactus/Pages/Overview.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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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期 

你知道吗？ 

1. 致电皮尔区公共卫生局 905-799-7700，以获得有关性健康的咨询辅导与信息，以及家庭健康

计划与服务，包括节育、性传播疾病、生殖健康、产前课程和项目、母乳喂养支持等。无需

健康卡即可获得上述服务。 

2. 访问皮尔区育儿网站，注册参加每周产前课程和项目，以了解如何在孕期和产后保持健康，

如何为分娩做好准备，以及如何照顾和哺喂宝宝。同时您还可以在此获得有关产后抑郁的信

息。 

3. 安省健康婴儿健康儿童（Ontario's Healthy Babies Healthy Children，简称 HBHC）计划可帮助

儿童迈出健康人生的第一步。该计划在孕期及产后为家庭提供帮助，为其提供有关宝宝第一

年成长发育的知识，以及家长健康信息与社区项目资源。HBHC 通过公共卫生护士和家庭访

问员到家为您提供支持。您和您的家庭无需支付费用。提供多语种口译服务。致电皮尔区公

共卫生局 905-799-7700 以了解更多信息。 

4. 家中自制的食物比快餐店售卖的食物健康。请参阅《加拿大膳食指南》之健康饮食。 或从此

处了解如何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  

5. 睡眠质量低下或睡眠不足会影响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并对他们的学业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也

会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学龄儿童每天需要 10-11 个小时的睡眠，而青少年则需要大约 9 个

小时的睡眠。  

6. 您可以就健康食品、定期运动、成长发育进度、个人卫生习惯（例如沐浴和使用除臭剂）等

与您的医生或执业护士进行交流。 

7. 定期锻炼能够帮助孩子保持健康，身心强健。 

8. 良好的视力与听力有助于孩子在学校取得好的成绩。建议您定期带孩子检查视力与听力。安

省健康保险计划（OHIP）会支付儿童每年一次的视力检查。见验光师时请携带您孩子的健康

卡。有关听力检查的详情，请咨询您的家庭医生或执业护士。  

9. 从 1 岁开始定期带孩子进行牙科检查和牙齿清洁，这对孩子来说十分重要。每年至少检查一

次牙齿，可以有效预防蛀牙和牙龈疾病。放任不管的蛀牙可能会导致牙痛、感染、进食困难

和注意力不集中。  

10. 管教孩子的方法因文化而异。您可以在当地中小学了解更多有关积极育儿的方法策略。 

11. 在安省，法律规定了看护者对儿童的责任。例如： 

 照顾者不应在未作出妥善安排的情况下留下未满 16 岁的儿童独自一人  

 16 岁以下的儿童不能在午夜至凌晨 6 点之间独自出门 

 如果您遗弃儿童或令儿童处于危险之中，您可能会被指控刑事犯罪 

12. 皮尔区儿童救助协会（Peel Children’s Aid Society）拥有一支专门的移民团队，该团队可以帮

助因战争和种族屠杀而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的儿童和青少年。拨打 905-363-6131 以获取更多

信息。 

13. 皮尔区儿童中心（Peel Children’s Centre）为儿童、青少年及其家人提供高质量的心理健康服

务。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 905-451-4655。 

14. 需要帮助的儿童或青少年，可在全天任何时间，拨打电话 1-800-668-6868 或编辑短信

CONNECT 发送至 686868，联络儿童帮助电话（Kids Help Phone）。他们也可以根据您所在的

位置帮您查找合适的公共资源、服务与支持。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newcomerguide/
https://www.peelregion.ca/health/sexuality/
https://www.peelregion.ca/health/sexuality/clinics/cli-services.htm
http://www.peelregion.ca/parenting/
https://www.peelregion.ca/health/family-health/during-pregnancy/classes-programs/healthy-start.htm
https://www.peelregion.ca/health/great-beginnings/hbhc.htm
https://www.canada.ca/en/health-canada/services/food-nutrition/canada-food-guide/get-your-copy.html
https://www.peelregion.ca/health/family-health/toddlers-and-preschoolers/nutrition/index.htm
https://www.peelregion.ca/health/family-health/toddlers-and-preschoolers/nutrition/index.htm
https://settlement.org/ontario/health/nutrition-and-healthy-living/active-living/
https://www.peelregion.ca/health/dental-health/babies-toddlers.htm
https://www.peelregion.ca/health/family-health/toddlers-and-preschoolers/behaviour/discipline.htm
http://www.peelcas.org/cwice.asp?page=263
http://www.peel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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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GO Transit 是大多伦多及哈密尔顿区的区域性公共交通服务。12 岁及以下儿童可以免费乘坐

所有的 GO 列车和大巴。  

16. 最佳起点资源中心（Best Start Resource Centre）以多种语言提供服务，涉及范围包括孕前健

康、产前健康、儿童早期发育等等。大多数资源均可免费下载。 
 

常见问题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有关安省儿童看护的信息？ 

  Ontario.ca/childcare 页面可以帮助您寻找、选择并支付合适的儿童看护服务。  

儿童补贴/儿童福利的申请流程是怎样的？ 

 皮尔区儿童服务（Peel Region’s Children’s Services）为有资格的家庭提供经济支持，用于

支付持证儿童看护服务。他们还为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提供支持项目和服务。  

 加拿大儿童福利金（Canada Child Benefit）和安大略儿童福利金（Ontario Child Benefit）

是两种按月发给符合条件的家庭的免税福利金，以帮助他们抚养孩子。  

是否有专门面向残障儿童的项目计划？ 

1. 皮尔区儿童发展资源连接中心（Child Development Resource Connection of Peel）为有特

殊需要的儿童、青少年和成人提供服务。拨打 1-888-836-5550 以了解更多信息。 

2. ErinOakKids 为残障儿童及其家人提供全面的以家庭为中心的治疗、康复和支持服务。拨

打 1-877-374-6625 以了解更多信息。 

3. 安省视盲 — 视弱早期干预计划（Ontario’s Blind – Low Vision Early Intervention Program）

旨在为天生目盲或视力低下的孩子建立人生最好的起点。  

4. 安省婴儿听力计划（Ontario’s Infant Hearing Program）为医院或社区中所有安省的新生

儿提供听力筛查，以发现永久性听力损失，支持语言发展，识别并监测存在听力减损趋

势的儿童。 

是否有面向儿童的娱乐项目？ 

1. EarlyON 儿童与家庭中心（EarlyON Child and Family Centres）为有 6 岁以下儿童的父母和

看护者提供免费的早教学习计划。 

2. 访问 Mississauga.ca，以了解针对所有年龄段的经济资助、体育和娱乐项目（包括儿童夏

令营）。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newcomerguide/
https://www.gotransit.com/en/
https://www.gotransit.com/en/travelling-with-us/promotions-and-events/kidsgofree
https://www.gotransit.com/en/travelling-with-us/promotions-and-events/kidsgofree
https://www.ontario.ca/page/find-and-pay-child-care
http://www.peelregion.ca/children/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child-family-benefits/canada-child-benefit-overview.html
http://www.children.gov.on.ca/htdocs/English/financialhelp/ocb/index.aspx
http://www.children.gov.on.ca/htdocs/English/financialhelp/ocb/index.aspx
https://www.cdrcp.com/
https://www.erinoakkids.ca/Services.aspx
http://www.children.gov.on.ca/htdocs/English/earlychildhood/blindnesslowvision/brochure.aspx
http://www.children.gov.on.ca/htdocs/English/earlychildhood/blindnesslowvision/brochure.aspx
http://www.children.gov.on.ca/htdocs/English/earlychildhood/hearing/index.aspx
https://www.cdrcp.com/brampton-west-mississauga-early-years-centre
http://www.mississauga.ca/portal/residents/assistance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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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LGBTQ+ 健康 

你知道吗？ 

1. 2SLGBTQ+ 是指双灵者（2/Two-Spirit），女同性恋者（ Lesbian），男同性恋者（Gay），

双性恋者（Bisexual），跨性别者（Transgender），以及酷儿（Queer）群体。 

2. 2SLGBTQ+ 群体由于遭受歧视、暴力和社会排挤，在一些心理健康问题上面临更高的风险。  

3. 许多 2SLGBTQ+ 新移民来到加拿大寻求安全庇护与支持，他们选择在密西沙加等大城市定

居，以便获取医疗、社会服务和资源。  

4. 皮尔区公共卫生局（Peel Public Health）提供性健康支持和资源。  

5. 皮尔区骄傲组织（Peel Pride）是一个志愿者组织，在积极正向、安全包容的环境中为社区

成员及其盟友举办社交活动。 

6. 对加拿大新移民来说，丙肝是一种需要重视的疾病。全国大约 35%的丙肝抗体阳性病例出

生于境外。详情请点击此处，然后查阅页面下方相应语言的资源（multilingual client 

resources）。 

7. PrEP（暴露前预防）是一种帮助高风险人群掌控自己的性生活并防止感染 HIV 的有效手段。

如果您想要了解有关 PrEP 的更多信息，或已准备好服用 PrEP，或已开始服用 PrEP，这个

网站可以回答您的相关问题。使用我们的工具帮助您决定自己是否需要服用 PrEP，或查找

附近的 PrEP 诊所。医护人员也可获得相应的资源以更好地为其服用 PrEP 的病人提供帮助。 

8. 男同志性健康联盟（Gay Men’s Sexual Health Alliance） 是一个信息中心，整合安省男同性

恋及双性恋健康资讯。该网站可以帮助男同志找到合适的身心健康资讯和资源。 
 

常见问题 

在哪里可以找到当地 2SLGBTQ+项目、服务和资源？ 

 加拿大心理健康协会（Canadian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皮尔达弗林分部组织的

Queer Minds 项目，是一个面向 16 岁以上 2SLGBTQ+ 人士的社区支持小组，旨在帮助

他们与社区建立联系并获得有关 2SLGBTQ+ 各种主题及问题的知识与支持。拨打 416-

524-5763 以获取更多信息。 

 东密西沙加社区健康中心（East Mississauga Community Health Centre）为 2SLGBTQ+ 

群体提供一系列支持服务，包括免预约项目、一对一支持与推介、初级医疗保健服务，

以及有关跨性别和性别多样性的宣传与咨询等。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社区健康工作

者（Community Health Worker），电话 905-602-4082 转 455。 

 Moyo 保健和社区服务（旧称皮尔区 HIV / AIDS 网络）为 HIV 携带者、受 HIV 影响者，

以及 HIV 高风险人士，提供健康促进、教育，及社交与支持服务。拨打 905-361-0523

以获取更多信息。 

 加拿大同性恋亲友会（PFLAG Canada） 是一个支援 LGBTQ 群体的组织。皮尔区

PFLAG 是一个由志愿者运营的组织，为个人和家庭在性取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等

方面提供支持、资源和教育。  

 彩虹沙拉（Rainbow Salad）是 2SLGBTQ+社区的数字枢纽，可在其上查找密西沙加、

多伦多和大多伦多地区的项目、服务和活动。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newcomerguide/
https://www.peelregion.ca/health/sexuality/relations/sex-res.htm#peel
https://www.peelpride.ca/about
https://www.catie.ca/en/hepcandnewcomers
https://ontarioprep.ca/home/about-prep/
https://ontarioprep.ca/home/starting-prep/
https://ontarioprep.ca/home/using-prep/
https://ontarioprep.ca/assessment
https://ontarioprep.ca/clinic-finder/
https://ontarioprep.ca/for-health-care-providers/
http://www.gmsh.ca/
https://cmhapeeldufferin.ca/events/queer-minds/
https://cmhapeeldufferin.ca/events/queer-minds/
http://eastmississaugachc.org/programs-services/community-social-support-programs/lgbttiqq2s
https://moyohcs.ca/access-a-service/
tel:(905)%20361-0523
tel:(905)%20361-0523
https://pflagcanada.ca/
https://mississaugapflag.wordpress.com/resources/
https://mississaugapflag.wordpress.com/resources/
https://www.rainbowsalad.ca/service-providers-directory/
https://www.rainbowsalad.ca/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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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电皮尔区公共卫生局 905-799-7700，以获得有关节育、性传播疾病、HIV 的咨询辅

导与信息，以及关于性健康的项目与服务（包括 HIV 和性病检测与治疗）。无需健康

卡即可获得上述服务。 

 年轻无壁垒（Youth Beyond Barriers） 是一个面向 12-17 岁的酷儿和跨性别认同青少

年的互助与社交小组。该项目位于密西沙加市中心以及宾顿市。拨打 1-800-762-8377 

转 460 ，以了解更多信息。 
 

在哪里可以找到密西沙加市以外的 2SLGBTQ+项目、服务和资源？ 

 权益联盟（Access Alliance）为 2SLGBTQ+ 群体提供安置服务。如需联系社区健康工作

者进行预约，请拨打 416-693-8677 转 438，或点击此链接以获取更多信息。 

 安省彩虹健康（Rainbow Health Ontario）是雪邦健康在全省推行的项目，旨在促进安

省 2SLGBTQ+ 人群的健康。安省彩虹健康创造资源，提供信息与咨询服务，进行教育

和培训，并支持研究以发展循证实践、推动合理的公共政策。 

 雪邦健康（Sherbourne Health）为双灵者、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

性别者、双性者、酷儿群体提供广泛的初级医疗保健项目与服务。 

 安省性健康信息热线与在线咨询（Sexual Health Infoline Ontario & eChat，SHILO）提

供匿名且免费的咨询服务。无论身在安省何处，拨打 1-800-668-2437 即可与咨询师即

时交流，查询当地性健康诊所、HIV 及性病检测点，并了解其他性健康资讯。 

 你好安大略（Hello Ontario）为初到安省的人士提供关于 HIV 及相关服务的网络资源。 

 位于 WellFort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的 Bloom 诊所 提供 HIV 和丙肝检测，并为 HIV 及/或

丙肝感染者提供治疗与照护服务。Bloom 诊所也提供伤害降低服务，包括更安全的毒

品注射、吸食设备和纳洛酮套装。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newcomerguide/
https://www.peelregion.ca/health/sexuality/
http://www.aysp.ca/programs-groups/child-youth-programs/ybb/
https://accessalliance.ca/programs-services/lgbtq-programs/
http://accessalliance.ca/programs-services/settlement-services/settlement-workers/
https://www.rainbowhealthontario.ca/resources/?orderby=date
https://sherbourne.on.ca/primary-family-health-care/lgbt-health/
https://www.toronto.ca/community-people/health-wellness-care/sexual-health-infoline-ontario/
http://helloontario.info/
https://www.bloomclini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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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与教育 

你知道吗？ 

1. 初等教育面向从幼儿园小班到 8 年级的儿童。在安省，儿童年满 4 岁即可进入幼儿园，但

并无法律要求儿童必须入园。6-18 岁的儿童必须从 1 年级开始接受义务教育。9-12 年级为

中等教育（通常称为高中）。每学年从 9 月开始，至次年 6 月结束。  

2. 公立学校均为男女合校（即男生和女生都在同一间教室学习）。  

3. 皮尔区内共有四个教育局，两个英语（公立和教会），两个法语（公立和教会）。必须为

天主教徒才可以进入教会学校学习。  

初等教育及高中 

a. 皮尔区教育局为新移民家庭提供多种安置服务。 

b. 达弗林-皮尔天主教教育局提供高质量天主教教育。  

c. 维亚蒙德教育局（Conseil Scolaire Viamonde）法语学校网络。 

d. 吾之未来天主教教育局（Conseil scolaire catholique Mon Avenir）法语天主教教会

学校网络。 

密西沙加的社区学院及公立大学 

a. 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校区（University of Toronto Mississauga） 提供继续教育课程。 

b. 谢尔丹学院技术与高级学习学校（Sheridan Colleg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Advanced Learning）为新移民提供各种免费与收费课程及服务。 

c. 北方学院（Collège Boréal） 是一所法语社区学院，提供有关定居、就业和教育的

项目与服务。  

4. 安省有许多学术机构，包括公立大学和学院以及私立职业学院。在大多数情况下，您需要

高中文凭才能入学安省的大学或学院，即接受专上教育。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招生标准。

针对国际学生的标准会有不同。  

5. 安省的学院（College） 提供证书课程、文凭、学徒机会及学位。大学（University）提供

本科与研究生学位，以及其他的专业课程。访问学校的网站或直接与其联系以获取有关招

生的具体信息。 

6. 并非所有的私立学院都会得到雇主的认可。访问安省政府网站以及 OntarioColleges 以了解

更多信息。 

7. 许多工作都需要安省的高中文凭。您可以借由通过普通教育文凭（General Education 

Diploma）测试来获得安省高中等效证书（Ontario High School Equivalency Certificate）。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newcomerguide/
http://www.peelschools.org/languages/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3.dpcdsb.org/parents
https://csviamonde.ca/
https://www.cscmonavenir.ca/
http://www.peelschools.org/parents/register/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3.dpcdsb.org/schools/register-for-school/register-for-school-home
https://csviamonde.ca/english/newcomers/
https://www.cscmonavenir.ca/english/new-to-canada/
https://learn.utoronto.ca/
https://www.sheridancollege.ca/about/community-employment/job-seekers
https://www.sheridancollege.ca/about/community-employment/job-seekers
https://www.collegeboreal.ca/en/future-students/profile-information/i-am-a-newcomer
https://www.ontario.ca/page/ontario-colleges
https://www.ontario.ca/page/go-college-or-university-ontario
https://www.ontariocolleges.ca/en/
https://ilc.tvo.org/en-ca/GED/about/about-ged%C2%AE
https://ilc.tvo.org/en-ca/GED/about/about-ged%C2%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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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我该如何帮助孩子申请中小学入学？ 

 访问 settlement.org 以获取《安省新移民教育指南》  

高中之后的教育（专上教育）可以获得经济资助吗？  

 教育储蓄计划（Registered Education Saving Plan，简称 RESP） 是方便家长为孩子高

中之后的教育（专上教育）积攒资金的特殊储蓄账户。 

 加拿大教育基金（Canada Learning Bond）是加拿大政府为低收入家庭儿童的 RESP 注

入的资金。  

 安省学生援助计划（Ontario Student Assistance Program） 可以帮助学生支付专上教

育的费用。大多数学院和大学都设有经济援助办公室。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newcomerguide/
https://settlement.org/ontario/education/elementary-and-secondary-school/newcomers-guides-to-education/
https://www.canada.ca/en/services/benefits/education/education-savings/resp.html
https://www.canada.ca/en/employment-social-development/services/learning-bond.html
https://osap.gov.on.ca/OSAP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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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语言培训 

你知道吗？ 

1. 加拿大有两个官方语言：英语和法语。安省的大多数交流都以这两种官方语言中的一种进

行。大多数政府文件和网站都提供英语和法语两种版本。  

2.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简称 ESL） 课程专为特定水平、学生群

体以及特定目标而设计。仔细研究下述的各课程项目，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选项： 

a. 加拿大新移民语言教学（Language Instruction for Newcomers to Canada，简称

LINC），是由移民安置机构提供的免费英语培训计划，面向符合条件成人。LINC

家中学可为无法亲临参加 LINC 课程的符合条件的新移民提供在线教育。 

b. 语言提高培训（Enhanced Language Training） 为成人提供与工作相关的高阶英语

培训。 

c. 职业特定语言培训（Occupation-Specific Language Training） 是助您为职场做好准

备的英语培训。 

3. 有免费的法语培训课程，面向符合条件的成人。访问 北方学院（Collège Boréal）以获取有

关法语培训课程的信息，包括加拿大移民语言课程（Cours de Langue Pour Immigrants au 

Canada）以及专业向语言培训（Formation Linguistique Axée sur les Professions）。加拿大

移民语言课程（Cours de Langue Pour Immigrants au Canada）提供免费的在线法语课程。 
 

常见问题 

我可以在哪里评估我的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SL）的水平？ 

 CLB – OSA 是一个在线自我评估工具，适合想要评估自己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SL）水

平的人们。  

 访问 ImmigrationPeel.ca 以获得密西沙加语言评估中心列表。 

在哪里可以找到社区中非正式语言学习的机会？ 

 密西沙加图书馆通过 Mango Language 应用程序组织英语会话圈和在线语言培训。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newcomerguide/
https://settlement.org/ontario/education/english-as-a-second-language-esl/esl-for-adults/what-different-kinds-of-esl-programs-are-available/
https://settlement.org/ontario/education/english-as-a-second-language-esl/linc-program/
https://settlement.org/ontario/education/english-as-a-second-language-esl/linc-program/
https://www.tcet.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35&Itemid=313
https://www.tcet.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35&Itemid=313
https://settlement.org/ontario/education/english-as-a-second-language-esl/esl-for-adults/what-is-enhanced-language-training-elt/
http://co-oslt.org/en/
https://www.collegeboreal.ca/en/future-students/profile-information/i-am-a-newcomer
http://www.clicenligne.ca/portail/clic-en-ligne-cest-quoi/
http://www.clicenligne.ca/portail/clic-en-ligne-cest-quoi/
http://www.clb-osa.ca/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en/before-you-arrive/newcomer-services-in-peel-region.aspx
http://www.mississauga.ca/portal/residents/newcomers?paf_gear_id=9700017&itemId=108800101n&returnUrl=/portal/residents/newcomers
http://www7.mississauga.ca/documents/library/eResources/langua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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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种与免疫 

你知道吗？ 

1. 接种疫苗以保护自己和他人免受特定疾病的侵害，这十分重要。某些免疫接种是免费的。 

2. 安省疫苗接种安排表（Ontario Schedule of Vaccinations） 向您提供有关安省免费疫苗接种

计划和建议疫苗接种的信息。请咨询您的家庭医生或执业护士，以按需补种疫苗。  

3. 若儿童没有按时接种强制性疫苗，则有可能会被停学。疫苗在特定年龄接种效果最好，而

且可能需要接种多剂才能提供最强的保护。  

4. 每次当您的孩子接受免疫后，您都需要向皮尔区公共健康局报告，以便您的孩子可以就学。

免疫接种记录可以在线提交。 更多有关新移民与免疫接种的信息请点此查看。 

5. 流感疫苗（流感针）是预防流行性感冒（流感）最有效的方法。流感疫苗年年更新，所以

您每年都需要打一次流感针。向您的医生、护士或药剂师咨询有关流感疫苗的信息。预防

流感的其他方法有： 

 勤洗手 

 避免触摸脸部 

 咳嗽或打喷嚏时用衣袖遮掩 

 及时处理用过的纸巾，以及在生病时待在家中远离他人。 

您还可以消毒物体表面，如门把手、电脑键盘、手机等。流感病毒可在此类坚硬的表面可

以存活长达 48 小时。 

6.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有助于所有人预防某些癌症，所有 7 年级的学生都可以免费接种。 

7. 所有人都必须每十年接种一次 破伤风和白喉（Td）疫苗。 

8. 如果您要离境加拿大进行国际旅行，即使是返回自己的祖国，您也可能需要接种特定的旅

行疫苗。旅行疫苗接种和药物需要一定的费用。如需更多具体信息，请咨询当地药房、家

庭医生或旅行诊所。 

 

常见问题 

我可以在哪里接种疫苗？需要付费吗？ 

1. 家庭医生和执业护士可以免费为您接种公费疫苗。药剂师根据其工作范围，也许可

以有偿接种常规疫苗。家庭医生和执业护士可以免费接种安省免疫规划中的绝大多

数疫苗，以及季节性流感疫苗。更多信息，请咨询您的家庭医生、执业护士或药剂

师。 

2. 皮尔区公共卫生局提供的免疫诊所仅面向没有安省健康保险计划（OHIP）但需要

进行免疫才能在学校或儿童看护获得注册的儿童。如需预约，请拨打 905-799-7700。 

3. 与旅行相关的疫苗不在 OHIP 的保障范围内。旅行诊所提供收费的旅行疫苗接种。

您可以在点此查询有关密西沙加旅行诊所的信息。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newcomerguide/
http://www.health.gov.on.ca/en/public/programs/immunization/static/immunization_tool.html
https://www.peelregion.ca/immunize/newcomers.asp
http://www.peelregion.ca/immunize/
https://peel.icon.ehealthontario.ca/#!/welcome
https://www.peelregion.ca/immunize/media/immunization-newcomers.pdf
https://www.peelregion.ca/flu/
https://www.ontario.ca/page/getting-hpv-vaccine/
http://www.health.gov.on.ca/en/public/publications/immune/td.aspx
http://www.health.gov.on.ca/en/public/programs/immunization/static/immunization_tool.html
http://www.peelregion.ca/immunize/
http://travelhealthclinics.ca/Travel-Health-Clinics/Ontario/ON/Mississauga/Travel-Clinics-Mississauga.aspx


 

访问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newcomerguide/以获得内含丰富链接及有用资源的《密西沙加

市新移民医疗保健与社会服务指南》的完整在线版本。本指南有其他语言的版本供您下载。  

18 
 

中老年人健康 

你知道吗？ 

1. 年纪较大的成人或老年人（65 岁及以上）有特殊的医疗保健需求。 您所在的社区提供各

种项目和服务。联系您的家庭医生/执业护士/医疗保健服务提供者，以了解更多信息。  

2. 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疫苗和检测： 

 肺炎球菌多醣体疫苗可以保护 65 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以及其他高危病人免受肺炎球菌

感染（如肺炎）。  

 带状疱疹疫苗对 65 至 70 岁的老年人免费。带状疱疹会引起有痛感的水泡性皮疹，并

可能造成视力减损和严重的神经痛等并发症。 

 流感疫苗（流感针）是预防流行性感冒（流感）最有效的方法。流感疫苗年年更新，

所以您每年都需要打一次流感针。向您的家庭医生、执业护士或药剂师咨询有关流感

疫苗的信息。预防流感的其他方法有： 

 勤洗手 

 避免触摸脸部 

 咳嗽或打喷嚏时用衣袖遮掩 

 及时处理用过的纸巾，以及在生病时待在家中远离他人。 

您还可以消毒物体表面，如门把手、电脑键盘、手机等。流感病毒可在此类坚硬的

表面存活长达 48 小时。 

 建议所有 65 岁以上的病人进行骨矿物质密度（BMD）筛查。骨矿物质密度筛查可测

量由骨质疏松症导致的骨质流失。 

3. 老年保障（Old Age Security）计划每月向符合条件的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发放养老金。

除了老年保障金外，您还可以申请以下三种老年保障补贴： 

a. 收入保证补助（Guaranteed Income Supplement）: 如果您居住在加拿大且收入较

低，则可以将这笔每月的免税补助添加到您的老年保障金中。 

b. 津贴（Allowance）：如果您的年龄在 60-64 岁之间，同时您的配偶或同居伴侣正

在领取老年保障金，并且其有资格获得收入保证补助，则您可能有资格领取这项津

贴。 

c. 鳏寡津贴（Allowance for the Survivor）：如果您的年龄在 60-64 岁之间，且已丧偶，

则您可能有资格领取这项补助津贴。 

4. 拥有安省健康保险计划（OHIP）的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有资格每年进行全面的眼科检查，

以及后续可能需要的任何评估。咨询您的验光师以了解更多信息。 

5. 持有有效健康卡的老年人有资格报销一个或两个助听器费用的 75％，每个助听器的最高补

助为 500 加元。你可以前往家庭医生处进行评估。 

6. 对加拿大新移民来说，丙肝是一种需要重视的疾病。全国大约 35%的丙肝抗体阳性病例出

生于境外。详情请点击此处，然后查阅页面下方相应语言的资源（multilingual client 

resources）。 

7. 老年人在皮尔区和大多伦多地区乘坐公共交通时可享受优惠票价。访问 peelregion.ca 以了

解更多信息。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newcomerguide/
http://www.health.gov.on.ca/en/public/publications/immune/pnem.aspx
https://www.peelregion.ca/health/topics/pdf/fact-sheet-shingles.pdf
https://www.peelregion.ca/flu/
http://www.health.gov.on.ca/en/public/publications/ohip/bone.aspx
https://www.canada.ca/en/services/benefits/publicpensions/cpp/old-age-security.html
https://www.canada.ca/en/services/benefits/publicpensions/cpp/old-age-security/guaranteed-income-supplement.html
https://www.canada.ca/en/services/benefits/publicpensions/cpp/old-age-security/guaranteed-income-supplement/allowance.html
https://www.canada.ca/en/services/benefits/publicpensions/cpp/old-age-security/guaranteed-income-supplement/allowance-survivor.html
https://www.ontario.ca/page/hearing-devices
https://www.ontario.ca/page/hearing-devices
https://www.catie.ca/en/hepcandnewcomers
https://www.peelregion.ca/help/discounted-bus-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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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交通帮助（TransHelp）是一项交通服务，受众为居住在密西沙加因行动不变需经常使用轮

椅的人士，以及因身体原因无法登上公共交通工具的人士。 

9. 许多商铺和企业向老年人提供折扣。记得向他们询问老年人折扣。  

 

常见问题 

是否有针对新移民老年人的特别社交项目？ 

 访问 Ontario.ca/seniors，下载多语言版本的《安省老年人项目和服务指南》。 

 访问谢尔丹学院老年研究中心（Sheridan College Centre for Elder Research）的网站，

浏览《建立互联社区：社交孤立与孤独工具集》。 

 访问 ImmigrationPeel.ca，了解众多的多元文化群体，寻找机会与和您说相同语言、

有着相似文化背景的人建立联系。其中的许多群体为新移民提供特别的帮助，并组织

社交活动和聚会。 

 请访问 Mississauga.ca/olderadults，以了解老年人的娱乐计划的相关信息。这些项目

中的大多数都为老年人提供优惠。 

老年人可以在哪里找到负担得起的牙科医疗保健服务？ 

 致电皮尔区公共卫生局 905-799-7700，查询自己是否有资格加入安省老年人牙科医疗

保健计划（Ontario Seniors Dental Care Program）。该计划为低收入老年人提供其可

能无法负担的基本牙科医疗保健服务。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newcomerguide/
http://www.peelregion.ca/transhlp/users-guide.htm
https://www.ontario.ca/page/guide-programs-and-services-seniors
https://source.sheridancollege.ca/centres_elder_building_connected_communities/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en/living/sports-recreation-and-entertainment.aspx
http://www.mississauga.ca/portal/residents/olderadults
http://www.peelregion.ca/health/seniors-dental/#covered
http://www.peelregion.ca/health/seniors-dental/#cov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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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医疗服务 

你知道吗？ 

1. 安大略省健康保险计划（OHIP）不涵盖牙科医疗服务。  

2. 定期前去牙医处进行牙齿检查和清洁非常重要。每年至少检查一次牙齿可以预防儿童蛀牙

和牙龈疾病。放任不管的蛀牙可能会导致牙痛、感染、进食困难和注意力不集中。 
 

访问皮尔区公共卫生局网站，了解牙科卫生如何影响您的整体健康。 
 

常见问题 

为什么牙科健康对整体健康如此重要？ 

 良好的口腔和牙齿卫生有助于预防口臭、蛀牙和牙龈疾病，从而在年长后防止掉牙。 

不健康的口腔，尤其是如果您患有牙龈疾病，可能会增加出现严重健康问题的风险，

例如急性心脏病、中风、失控的糖尿病、早产等。 

我如何在家附近找到牙医？ 

 访问 Settlement.org 网站，了解如何寻找附近的牙医。 

 加拿大牙医为难民（Canadian Dentists for Refugees）网站列出了在安省为难民提供服

务的牙医。  

我如何找到负担得起的好牙医？ 

 安省健康微笑（Healthy Smiles Ontario）是一项由政府资助的牙科计划，为来自较低

收入家庭年龄在 17 岁以下的青少年提供免费的预防性、常规和紧急牙科服务。 

 致电皮尔区公共卫生局（Peel Public Health）电话 905-799-7700，以获取有关免费牙

齿清洁、检查、紧急牙科服务，以及 0-17 岁儿童和青少年牙科治疗的信息。 

 致电皮尔区公共卫生局 905-799-7700，查询自己是否有资格加入安省老年人牙科医疗

保健计划（Ontario Seniors Dental Care Program）。该计划为低收入老年人提供其可

能无法负担的基本牙科医疗保健服务。  

 访问多伦多市政府网站，查询位于多伦多市中心和大多伦多地区的平价牙科诊所。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newcomerguide/
http://www.peelregion.ca/health/dental-health/how-t-aff-health.htm
https://settlement.org/ontario/health/find-a-doctor-or-medical-professional/find-a-dentist/how-do-i-find-a-good-dentist/
http://canadiandentistsforrefugees.net/patients.html
https://www.ontario.ca/page/get-dental-care
https://www.peelregion.ca/health/dental-health/peel-dclocs.htm
http://www.peelregion.ca/health/seniors-dental/#covered
http://www.peelregion.ca/health/seniors-dental/#covered
https://www.toronto.ca/community-people/health-wellness-care/health-programs-advice/dental-and-oral-health-services/low-cost-dental-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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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与职业培训 

你知道吗？ 

1. 为了在加拿大工作及/或获取政府项目和福利，您需要申请社会保险号（Social Insurance 

Number，简称 SIN）。您的 SIN 是机密信息，您有责任对其进行保护。前往任一 Service 

Canada 办公地点，了解更多信息并进行申请。 

2. 在安省，劳工权利受《就业标准法》（Employment Standards Act，简称 ESA）的保护。

ESA 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安省大多数工作场所内的标准，例如最低工资和工作时间限制。

如需更多信息，请在线查阅《您的就业标准法指南》。  

3. 在建立人脉和扩大社交圈的同时，志愿服务可以成为迈入就业市场的垫脚石。访问

ImmigrationPeel.ca 和 mississauga.ca/volunteer，了解更多志愿服务的机会。  

4. 职业安全保险局（Workers’ Safety Insurance Board）为受伤的劳工提供收入替代、复职和

再培训。  

5. 危重病假（Critical illness leave）是指在 52 周内用于照顾重病未成年子女（最长 37 周）或

成人（最长 17 周）的无薪留职假。 

6. 家庭成员看护假（Family caregiver leave）每个日历年为每个指定的家庭成员最多可休 8

周，属无薪留职假。 

7. 家庭成员医疗假（Family medical leave）在 52 周内最多休 28 周，亦属无薪留职假。 

常见问题 

我如何在加拿大找工作？有哪些求职策略？ 

 访问 ontario.ca/employmentontario，了解安省就业可以如何帮助您获得实现就业目

标所需的培训、技能和经验。  

 访问 workinginpeelhalton.com，了解密西沙加及其周边地区的本地劳动力市场信息和

就业机会。  

 访问 ImmigrationPeel.ca，了解有关就业服务的信息，这些服务可以在求职策略、简

历与求职信撰写、面试技巧等方面为您提供帮助。  

 皮尔区政府提供就业支持和计划，以帮助您寻找工作、规划职业。 

 安省工作（Ontario Works）提供就业支持，并为必要生活开支、健康福利提供经济

援助。 

我是一个在加拿大境外接受教育和培训的专业人士。如何可以评定我的国际资质，并在我的专业

领域找到工作？ 

 访问 ImmigrationPeel.ca，了解有关国际教育资质评定流程的信息以及可以进行评定

的机构列表。 

 访问 Settlement.org，了解在哪里可以对您的国际资质进行教育目的评定。  

 访问 mentoringpartnership.ca，找到一个可以帮助您了解加拿大行业趋势，制定更有

效的求职策略并建立专业人脉网络的导师。  

我该如何为未来的工作提高自己的技能？  

 访问安省扫盲与基本技能（Ontario Literacy and Basic Skills）计划网站，以了解有关

提升沟通、算术、人际关系和电子信息技能的信息。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newcomerguide/
https://www.canada.ca/en/employment-social-development/services/sin.html
https://www.canada.ca/en/employment-social-development/services/sin.html
https://www.canada.ca/en/employment-social-development/programs/sin/protect.html
http://www.servicecanada.gc.ca/tbsc-fsco/sc-hme.jsp
http://www.servicecanada.gc.ca/tbsc-fsco/sc-hme.jsp
https://settlement.org/ontario/employment/my-rights-at-work/basic-working-conditions/what-are-my-rights-as-a-worker-in-ontario/
https://www.ontario.ca/document/your-guide-employment-standards-act-0?_ga=2.170471783.617639073.1562950332-2017991303.1559252447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en/working/finding-a-job.aspx
http://www.mississauga.ca/portal/residents/volunteer
https://www.wsib.ca/en
https://www.ontario.ca/document/your-guide-employment-standards-act-0/critical-illness-leave
https://www.ontario.ca/document/your-guide-employment-standards-act-0/family-caregiver-leave
https://www.ontario.ca/document/your-guide-employment-standards-act-0/family-medical-leave
https://www.ontario.ca/page/employment-ontario
http://workinginpeelhalton.com/job-banks-job-search/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en/before-you-arrive/newcomer-services-in-peel-region.aspx?_mid_=5645
https://www.peelregion.ca/help/employment-support/
https://www.mcss.gov.on.ca/en/mcss/programs/social/ow/index.aspx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en/learning/educational-credential-assessment.aspx?_mid_=5654
http://settlement.org/ontario/education/evaluate-my-credentials/credential-evaluation/where-can-i-get-my-international-credentials-evaluated-for-education/
http://www.mentoringpartnership.ca/join-us/find-a-mentor/
http://www.tcu.gov.on.ca/eng/eopg/programs/lb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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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与庇护所 

你知道吗？ 

1. 有一些重要的法律法规可以在您寻找住房时为您提供保护。访问安省社区法律教育

（Community Legal Education Ontario）网站获取更多信息，更好地了解您的租赁协议以及

2006 年《住宅租赁法》中规定的您的权利和责任。 

2. 租房时，您可能需要预先支付一些费用，包括第一个月和最后一个月的租金和水电气费。 

3. 房东和租客委员会解决住宅所有人和承租人之间的纠纷，也处理非营利性住房合作社提出

的驱逐申请。 

4. 如果您负担不起房租，可以通过皮尔区住房权利（Peel Access to Housing）申请住房补贴。

当您获得住房补贴时，您所需支付的租金金额取决于您的家庭收入。请注意，您可能需要

等待数年才能获得住房补贴。 

5. 如果您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或无力负担租金，庇护所（Shelters）是一处安全的住所。您可

以访问 Peelregion.ca/housing/shelters 以查询密西沙加市内的庇护所。若您是一名试图躲

避暴力与虐待的女性，请访问 ShelterSafe.ca 以查找安全的容身之所。 
 

常见问题 

我如何获得保障性住房？我如何获得有关支付房租、抵押贷款或购买家具等方面的帮助？  

 访问 Peelregion.ca/housing，查找有关密西沙加保障性住房的信息，并了解有关助您

支付逾期水电气费、租金或抵押贷款的一次性经济援助。 

 访问位于哈尔顿区与皮尔区的我的家具银行（My Furniture Bank），了解社区机构如

何在您需要二手家具时为您提供介绍。  

如何获得有关水电气费的帮助？ 

 访问安省能源局（Ontario Energy Board）以了解以下信息： 

I. 安省电力支持计划（Ontario Electricity Support Program），如果您是电力

公司的客户，且来自较低收入家庭。 

II. 低收入能源援助计划（Low-income Energy Assistance Program），如果您

拖欠电费和天然气费，并且有被中断服务的风险。  

我如何找到有关购房的信息？ 

 加拿大抵押贷款与住房集团（Canada Mortgage and Housing Corporation）可以帮助您

了解、规划和管理住房抵押贷款。 

 多伦多房地产委员会（Toronto Real Estate Board）可以帮助您解决所有关于购买住房

的需求。 

 Realtor.ca 可以帮助您找到房地产经纪人，他们可以在您购买及/或租住房屋时为您提

供帮助。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newcomerguide/
https://www.cleo.on.ca/en/publications/tenantsaccess
https://www.cleo.on.ca/en/publications/tenantsaccess
https://www.ontario.ca/page/renting-ontario-your-rights
https://www.canada.ca/en/financial-consumer-agency/services/renting-first-apartment.html
http://www.sjto.gov.on.ca/ltb/
https://www.peelregion.ca/housing/apply-for-subsidy/
https://www.peelregion.ca/housing/shelters/
https://www.sheltersafe.ca/
https://www.peelregion.ca/housing/
http://www.mifb.ca/
http://www.oeb.ca/
https://ontarioelectricitysupport.ca/
https://www.oeb.ca/rates-and-your-bill/help-low-income-consumers/low-income-energy-assistance-program
http://www.cmhc-schl.gc.ca/
http://www.trebhome.com/
http://www.realto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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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支持与经济援助 

你知道吗？ 

1. 有许多省级政府和联邦政府的计划以帮助有经济困难的人。 仔细查看以下计划，确认您是

否符合条件： 

a. 安省工作（Ontario Works）提供就业支持，并为必要生活开支、健康福利提供经

济援助。 

b. 安省残障支持计划（Ontario Disability Support Program）为基本生活开销提供紧急

援助，为处方药和视力保健服务提供补贴，并帮助残障人士找到并留住工作。 

c. 失业保险（Employment Insurance） 为因非己过失（如工作量不足、季节性或大规

模裁员）而失业的个人提供补贴。 

d. 加拿大政府安置援助计划（Government of Canada Resettlement Assistance Program）

为难民提供有关移民贷款计划的信息。  

e. 加拿大政府收入援助计划（Government of Canada Income Assistance Programs）面

向所有加拿大人、家庭和儿童、新移民、残障人士、老年人和退伍军人。  

对于照顾有发育/身体残障或疾病的儿童的家庭： 

a. 只要孩子没有正在领取任一居住计划的援助，家中特殊服务（Special Services at 

Home）就可以帮助家庭支付在家中或外出所需的特殊服务之费用。  

b. 重度残障儿童援助计划（Assistance for Children with Severe Disabilities Program）

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经济支持，支付照顾重度残障儿童的一些额外费用。 

对于年龄在 65 岁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成人： 

a. 老年保障金（Old Age Security）  是一种按月支付的养老金。除了老年保障金外，

您还可以申请以下三种老年保障补贴： 

I. 收入保证补助（Guaranteed Income Supplement）: 如果您居住在加拿大且

收入较低，则可以将这笔每月的免税补助添加到您的老年保障金中。 

II. 津贴（Allowance）：如果您的年龄在 60-64 岁之间，同时您的配偶或同居

伴侣正在领取老年保障金，并且其有资格获得收入保证补助，则您可能有

资格领取这项津贴。 

III. 鳏寡津贴（Allowance for the Survivor）：如果您的年龄在 60-64 岁之间，

且已丧偶，则您可能有资格领取这项补助津贴。 

 

常见问题 

如何获得有关支付房租、水电气费、食物与其他账单的帮助？  

 访问 Peelregion.ca/housing，查找有关密西沙加保障性住房的信息，并了解有关助您

支付逾期水电气费、租金或抵押贷款的一次性经济援助。 

 访问位于哈尔顿区与皮尔区的我的家具银行（My Furniture Bank），了解社区机构如

何在您需要二手家具时为您提供介绍。  

 访问 ImmigrationPeel.ca，浏览互动地图，了解食品计划和食品银行。 

 访问安省能源局（Ontario Energy Board） oeb.ca，以了解以下信息：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newcomerguide/
https://www.mcss.gov.on.ca/en/mcss/programs/social/ow/index.aspx
https://www.mcss.gov.on.ca/en/mcss/programs/social/odsp/index.aspx
https://www.canada.ca/en/services/benefits/ei.html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refugees/help-within-canada/financial.html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refugees/help-within-canada/financial.html
https://www.canada.ca/en/employment-social-development/services/benefits/income-assistance.html
http://www.children.gov.on.ca/htdocs/English/specialneeds/specialservices.aspx
http://www.children.gov.on.ca/htdocs/English/specialneeds/specialservices.aspx
http://www.children.gov.on.ca/htdocs/English/specialneeds/disabilities.aspx
http://www.children.gov.on.ca/htdocs/English/specialneeds/disabilities.aspx
https://www.canada.ca/en/services/benefits/publicpensions/cpp/old-age-security.html
https://www.canada.ca/en/services/benefits/publicpensions/cpp/old-age-security/guaranteed-income-supplement.html
https://www.canada.ca/en/services/benefits/publicpensions/cpp/old-age-security/guaranteed-income-supplement/allowance.html
https://www.canada.ca/en/services/benefits/publicpensions/cpp/old-age-security/guaranteed-income-supplement/allowance-survivor.html
https://www.peelregion.ca/housing/
http://www.mifb.ca/
https://www.peelregion.ca/planning-maps/foodprograms/foodprograms.html
https://www.oeb.ca/rates-and-your-bill/help-low-income-consu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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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安省电力支持计划（Ontario Electricity Support Program），如果您是电力公司的

客户，且来自较低收入家庭。  

II. 低收入能源援助计划（Low-income Energy Assistance Program），如果您拖欠电

费和天然气费，并且有被中断服务的风险。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newcomerguide/
https://ontarioelectricitysupport.ca/
https://www.oeb.ca/rates-and-your-bill/help-low-income-consumers/low-income-energy-assistance-program


 

访问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newcomerguide/以获得内含丰富链接及有用资源的《密西沙加

市新移民医疗保健与社会服务指南》的完整在线版本。本指南有其他语言的版本供您下载。  

25 
 

新移民安置服务 

你知道吗？ 

1. 安置服务组织与新移民合作，以帮助他们作出决策并解决问题。他们还可以寻找资源，以

帮助新移民找到住房、就业、语言课程、翻译和口译服务、法律服务、银行、衣物等。许

多安置服务组织以不同的语言提供这些服务。  

2. 新移民通常会存在被可疑的电话、电邮等欺诈的风险。访问 Canada.ca/immigration 以了

解如何保护自己免遭移民欺诈。  

3. 密西沙加的多元文化团体为新移民提供了与其他使用其语言的人联络、分享文化节庆和宗

教信仰的机会。许多安置组织为新移民提供特别帮助，并提供当地社区内的社交活动、社

交场合、社交机会的信息供他们参与。访问 ImmigrationPeel.ca，查找礼拜场所，找到适

合特定文化的社区支持、购物场所、自行车道和步行道、交通设施等。 

4. 密西沙加拥有许多商店，您可以在这些商店中找到来自自己国家/地区的具有重要文化意

义的食品或生活用品。查找附近的本民族商店，请联系当地的安置服务组织。  

5. 在杂货店内，首先可以到货架走道外围四处逛逛，以找到新鲜健康的食物，例如新鲜蔬菜、

水果、奶制品和肉制品。高价的商品都摆放在货架上与眼等高的区域，因此您可以多上下

看看货架顶层与底层。您可以在杂货店的传单上查看都有哪些特价商品。这里有一些寻找

低价健康食品的窍门。 

6. 如果您需要法律方面的帮助但无力负担律师费，则可以寻找法律援助。安省法律援助

（Legal Aid Ontario）为各种法律问题提供帮助，包括刑事问题、家庭纠纷以及移民和难民

听证会。 

7. 您可能可以将另一个国家/省的驾驶执照替换为安省的驾驶执照，或者您可能需要重新申

请。 

8. 卡拉沙加（Carassauga）是加拿大最大的多元文化节，适合全家参与，老少咸宜，旨在促

进不同文化背景的加拿大人之间的理解、尊重和合作。 
 

 

常见问题 

我该如何准备加拿大公民测验？ 

 访问 Canada.ca/immigration 以了解如何申请永久居留或加拿大公民身份。 

在哪里可以找到有关在安省开始新生活的更多信息？ 

 访问 Ontario.ca 并点击“新到安省（New to Ontario）”，以找到您移居到安省所需的

一切，包括银行帐户、住房、工作、学校、儿童看护、医疗保健、驾驶执照等信息。 

 访问 Canada.ca/immigration 并点击“新移民（New immigrants）”，以了解如何获得永

久居留或加拿大公民身份，以及如何在您所在地区找到移民服务，并获得有关您在加

拿大的第一个纳税年的信息。  

 Settlement.org 以 300 多种不同的语言提供关于如何成功在安省定居的信息和资源。 

 访问 211Ontario.ca 或致电 211 或 1-888-340-1001，以获取与社区、社会、健康相关

的安省政府服务的信息和转介。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newcomerguide/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en/before-you-arrive/newcomer-services-in-peel-region.aspx?_mid_=5645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protect-fraud.html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en/living/sports-recreation-and-entertainment.aspx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en/before-you-arrive/newcomer-services-in-peel-region.aspx?_mid_=5645
https://settlement.org/ontario/health/nutrition-and-healthy-living/healthy-living-and-nutrition/how-can-i-find-low-cost-healthy-food/
https://settlement.org/ontario/health/nutrition-and-healthy-living/healthy-living-and-nutrition/how-can-i-find-low-cost-healthy-food/
http://www.legalaid.on.ca/
http://www.legalaid.on.ca/
https://settlement.org/ontario/daily-life/transportation/driver-s-licence/i-have-a-driver-s-licence-from-another-country-how-do-i-get-an-ontario-driver-s-licence/
https://www.carassauga.com/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new-immigrants.html
https://www.ontario.ca/page/services-newcomers-and-refugees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campaigns/newcomers.html?utm_campaign=not-applicable&utm_medium=vanity-url&utm_source=canada-ca_newcomerservices
https://settlement.org/
https://settlement.org/
https://211ontario.ca/211-topics/newc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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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 NewYouth.ca，查找针对安省新移民青年的信息，其中包括服务和资源、青年相

关问题的视频以及工作和活动的信息。 

如何在密西沙加找到安置服务？ 

 访问 ImmigrationPeel.ca，查找有关密西沙加地区新移民服务的信息。使用他们的互

动社区服务地图 找到如何前往离您最近的服务，包括新移民安置服务、就业服务、

法律服务、礼拜场所、非营利性住房、庇护所、食品银行、针对年轻人的项目等。 

 教育局也提供安置服务，以帮助新家庭适应密西沙加的社区生活。  

在哪里可以找到合格的律师和法律服务？ 

 如果发生危机，您可以致电危机热线 1-855-947-5255，与法律信息专员交谈以寻求法

律帮助。 

 安省法律援助为多种法律问题提供帮助。拨打 1-800-668-8258 以 300 余种语言获得帮

助。 

 较低收入的密西沙加居民可以通过密西沙加社区法律服务（Mississauga Community 

Legal Services）和北皮尔达弗林社区法律服务（North Peel and Dufferin Community 

Legal Services）联系 皮尔区的法律诊所 已获得免费的法律信息、建议、和代理。 

 安省 HIV/AIDS 法律诊所（HALCO）是一家慈善性非营利社区法律诊所，为安省

HIV/AIDS 感染者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任何住在安省的 HIV/AIDS 感染者都可以联系

HALCO 咨询法律相关的问题。更多关于从 HALCO 获取法律援助的信息，请拨打免费

电话 1-888-705-8889。 

 访问 immigrationpeel.ca 以了解更多本地资源。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newcomerguide/
http://newyouth.ca/about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en/before-you-arrive/newcomer-services-in-peel-region.aspx?_mid_=5645
https://www.peelregion.ca/planning-maps/settlement/https:/www.peelregion.ca/planning-maps/settlement/
https://www.peelregion.ca/planning-maps/settlement/https:/www.peelregion.ca/planning-maps/settlement/
http://www.legalaid.on.ca/en/
http://www.legalclinicsinpeel.ca/
https://www.immigrationpeel.ca/en/living/legal-servic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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