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可以在以下方面帮助您：
• 学习英语
• 找到工作
• 适应加拿大的生活
• 家庭支持
• 口译和翻译

您是
加拿大新移民吗？

四十年来，为新移民增权益能，让他们充分参与到加拿大社会中。

务适（MOSAIC）
是一个非营利机构，在温哥华、

本拿比、北温、新威斯敏斯特、三联市、
列治文、素里和兰里设有办事处。   

自1976年以来，务适通过推进积极改变并支持新移民在
加拿大开创新生活，致力于强化社区建设。

部分资助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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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培训

务适职场沟通计划
(MOSAIC Works)  

务适职场沟通计划为企业和公司提供针对性的职场沟通培训，以改善来自不同
背景的雇员间的沟通。培训将面对面的讲座与针对特定需求和目标而量身定制
的在线学习相结合。



职场培训

跨文化能力培训
(Intercultural Competency Training) 
本培训旨在增进人们对不同文化行为的认识和理解。有助于使工作场所成为不
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能够更轻松、更高效地协同工作的地方。
电邮：mosaicworks@mosaicbc.org

务适英语语言学院
(MOSAIC 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我们有经验丰富、专门从事成人教育的专业教师！我们可以到客户公司，或者
请参与者来我们温哥华的授课点。有下午班或晚上班可供选择。超值特惠：六
周课程$240起（含课堂资料）
电邮：meli@mosaicbc.org 或致电 604-298-8201
312- 2555 Commercial Drive, Vancouver, BC, V5N 4C1

请与我们谈谈您的业务需求，并得到针对性的计划和报价。



口译和翻译服务

mosaicbc-lsp.org

口译服务
1522 Commercial Dr., 二楼
Vancouver, BC V5L 3Y2
电话：604 254 8022
传真：604 254 4606
电邮：interpretationservices@mosaicbc.org

翻译服务
1522 Commercial Dr., 二楼
Vancouver, BC V5L 3Y2
电话：604 254 0469
传真：604 254 2321
电邮：commercial@mosaicbc.org



口译和翻译服务

口译服务

我们可提供高质、有效及有价格竞争
力的口译服务，由经认证的专业口译
人员完成。

我们的服务包括：

• 超过50种语言的逐步口译，领域包
括采访、调查、法庭、发现性审查
、审裁、劳动仲裁，医疗和心理评
估和治疗等

• 所有主要语种的同声口译

• 视译

• 服务提供方式有：翻译陪同或通过
电话/视频口译

 

翻译服务

如果您需要将文件进行专业翻译，
并使之可付诸印刷及/或上传网络，
我们可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提供以
下服务：

• 提供合乎语言和文化习惯的译文

• 文档翻译，超过70种语言，涉及
40种字母

• 普通服务和加急服务

• 多语言排版

• 运用流行的Windows和Mac桌面出
版应用程序进行格式制作

• 对源文件进行翻译处理时注重文化
上的微妙之处和文风的适宜度

• 免费报价



家庭、儿童和青年

有问题吗？                                      电邮：childfamily@mosaicbc.org
                                    mosaicbc.org/services/family-children-youth

新移民儿童及家庭中心（本拿比）
本中心为孩子提供各种活动、艺术和手工艺品及综合健康筛查，为父母提
供信息说明会，还有产前诊所以及关于儿童早教、子女抚养、健康和营养
方面的一般性讨论组。同时也鼓励参与者拓展其英语语言技能。

地点
7009 Kingsway Burnaby, BC V5E 1E5 
电话：604 636 0120
传真：604 636 0123



家庭、儿童和青年

哥华基础计划
(Building Blocks Vancouver)
是一项免费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子女抚
养支持服务。由务适（MOSAIC）与
温哥华沿岸卫生局 （Vancouver 
Coastal Health） 及儿 童与家庭发展
厅 （Ministry of Children and Family 
Development）合作推出，服务对象
为拥有0至5岁幼儿的新手父母，以西
班牙语、越南语、普通话、广东话、
印度语、旁遮普语、乌尔都语、朝鲜
语、菲律宾语、泰米尔语提供服务。

家庭支持计划
(CAPC)
子女抚养支持小组为家有六岁以下
幼儿的移民及难民家庭提供免费服
务。本计划目前以英语、朝鲜语、
索马里语和越南语提供支持。该支
持计划每年推出三次，在不同的地
点提供支持。

NuYu互动剧场
(NuYu Popular Theatre)
在这里，年轻人可以利用他们的生活
经历来创作舞台剧。舞台剧鼓励观众
和年轻演员们进行对话，提供了看待
挑战的新方式，并尝试找出可能的解
决方案。集合地点可能不同。

工作人员联系地点：
1720 Grant St., 二楼 
Vancouver, BC V5L 2Y7 
电话：604 254 9626
传真：604 254 3932



学习英语

温哥华授课点
务适英语语言中心
301–2730 Commercial Dr. 
Vancouver, BC V5N 5P4 
电话：604 684 8825
传真：604 684 8859

206–2555 Commercial Dr. 
Vancouver, BC V5N 4C1 
电话：604 708 3905

北温授课点
北岸英语语言中心
205–123 E 15th St.
North Vancouver, BC V7L 2P7 
电话：604 998 1065
传真：604 988 2960

本拿比授课点
Brentwood Learning Centre
101–1899 Willingdon Ave. Burnaby, 
BC V5C 5R3 
电话：604 298 8201
传真：604 298 8272

有问题吗？                                                 电邮：linc@mosaicbc.org
                                            mosaicbc.org/services/learning-english



学习英语

新移民英语学习（LINC）识字班
这些课程专注于阅读和写作技巧，服
务对象为那些不能用英语及/或其母语
书写的人士。小班授课，由教师提供
支持。

LINC 1至7级
通 过 L I N C 课 程 ， 您 将 提 高 英 语 技
能，学会在日常生活情形中使用英
语，了解有关加拿大生活和文化的
必要知识。

务适（MOSAIC）所有语言中心都提
供托儿服务。

工作英语
(English for Work)
您将了解加拿大职场文化，提高英语
技能。该课程可在课堂授课，也可以
通过网络授课。

所 有 希 望 参 加 L I N C 和 工 作 英 语
（English for Work）课程的学员必
须先到温哥华208–2525 Commercial 
Dr的测试中心测试英语，或致电604 
876 5756。

加拿大语言基准测试服务
(Canadian Language 
Benchmarks Placement 
Test Service)
加 拿 大 语 言 基 准  ( C a n a d i a n 
Language Benchmarks) 是一项测试
个人英语程度的全国标准化系统。务
适使用加拿大语言基准测试，提供授
权的测试服务。

务适英语语言学院
(MOSAIC 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我们温哥华的授课点有专业、有经验
的教师，专门从事成人教育。有下午
班或晚上班。超值特惠——六周课程
$240起（含课堂资料）。
电邮：meli@mosaicbc.org 或
致电：604 298 8201

社区英语对话圈
(Community English 
Conversation Circles)
在温哥华大都会区提供免费的社区英
语对话圈，为没有资格参加LINC学习
的人（如老年人及临时外籍劳工）提
供学习机会。请致电604 254 9626
了解详情。



辅导服务

越南语的个人及家庭辅导
为越南社区提供辅导支持，涉及的
领域包括：生活变迁、心理问题、
悲伤、失落、文化适应和艰辛、财
务困难、失业、低收入等。

为人之父
(Connecting Fathers)
为在温哥华身为移民和难民的父亲、
准父亲、祖父以及其他担当父亲职责
的人士提供免费服务。通过每周的小
组辅导，参与人将探讨为人之父的挑
战和好处，并了解他们会对子女的发
展和福祉产生怎样的影响。辅导课程
以英语和西班牙语提供。

务适（MOSAIC）通过各种项目，
在倡导男女平等、减少针对女性
的暴力行为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加拿大妇女地位部（Status 
of Women Canada）资助务适发
起一项为期三年的项目，该项目
将联合温哥华大都会区的女性，
开发多种活动，促进少数族裔社
区中的性别平等。要更多了解这
个项目，请联系我们。

所有辅导服务都位于温哥华：  
1720 Grant St., 二楼， 
Vancouver, BC V5L 2Y7 
电话：604 254 9626
传真：604 254 3932

有问题吗？                        电邮：specializedservices@mosaicbc.org
                                                       mosaicbc.org/services/counselling 



Counselling Services 

制止暴力计划与多元文化外展服务
(Stopping the Violence Program 
and Multicultural Outreach 
Services)
针对正在经历家庭暴力及在亲密关系
中遭受各种虐待的妇女，提供免费的
个人和小组辅导。该计划为受害妇女
提供维权、预防和资源信息以及社区
联络，为她们提供协助，并使她们能
够在生活中做出积极的改变。

不同文化受害者服务计划
(Multicultural Victim Services) 
向在温哥华遭受各种犯罪迫害的来自
不同文化的人士提供基于社区的免费
专项服务。向他们提供法律信息和法
庭支持，减轻犯罪对他们的影响和伤
害，并提供恢复协助。

男士革新辅导
(Men in Change)
这项计划向那些曾威胁、尝试或已经
对其配偶实施家暴的男士移民提供辅
导和教育。其中也包括有此类行为倾
向的男士。

培力年轻人，重定新方向
(RYTE)
为年龄在13岁至24岁的年轻人提供
各种防止暴力的活动。针对从事反社
会活动或被认为有反社会行为倾向的
年轻人提供免费服务，其中包括针对
个人而制定的支持、社区外展和教育
活动，以及小组计划。

多元文化临床辅导
(Multicultural Clinical 
Counselling)
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正面临压力、
经历悲伤和失落、抑郁、焦虑、难以
融入加拿大社会、关系冲突、虐待和
创伤的人士提供临床辅导。服务对象
为19岁或以上的个人和夫妇，由硕
士或博士级别的研究生在注册心理医
生的指导下提供。



就业服务

抵埠前在线安置服务
(SOPA) 
是一项为移民在登陆前提供的在线服
务，通过五个在线课程，在移民动身
前往加拿大之前为他们提供求职策略
和软技能培训讲座。在前往加拿大之
前完成这些在线课程，使移民能够更
好地为申请、寻找和保住加拿大的工
作做好准备。与职业顾问和协调员互
动也将使移民有机会获得宝贵的就业
信息，得到他们选择居住的省份所提
供的帮助。 

新移民工作技能衔接
(Skills Connect for Immigrants)
这项计划对所有失业或就业不足、但
英语水平在中级以上的新移民开放。
该计划提供针对个人的职业辅导和职
业规划，并为技能的提高、语言技能
和求职技能的改善提供财务支持，如
报销课程、执照和证书的费用。

就业通途
(Pathways to Employment)
提供就业准备讲座、基于技能的培训以
及为在大温哥华地区定居、没有资格享
受就业保险的移民和难民安置工作。这
个计划适合有兴趣在零售店或办公室工
作的新移民。

就业配对辅导计划
(Workplace Connections Mentoring)
将技术移民与本地在相似领域中工作
的专业人士配对。业内专业人士自愿
付出自己的时间，在最长三个月的时
间里，提供针对个人的求职辅导。新
移民将了解到加拿大的职场文化，建
立专业人脉，练习自我推销的技巧。

小额贷款计划
(Micro-Loans)
提供贷款，帮助合资格的个人升级技
能、获得证书并/或购买设备和工具，
以便帮助他们进入某个技术或专业领
域。此类贷款也对希望开办可营利生
意的个体业主开放。

难民培训和就业计划
(RTEP)
是由政府资助的免费计划，为难民提供
培训，并提供有保障的制造业工作。参
与者将了解到有关加拿大职场沟通、健
康和安全、就业准备以及特定于制造业
的技能的信息。



就业服务

温哥华东北部就业服务中心
(Vancouver Northeast 
Employment Services Centre)
该中心为所有合资格的BC省居民提供
求职和职业规划服务，在其资源中心
可使用计算机，中心还提供工作信息
板、复印、传真和求职资源。

合资格的个人也可以获得针对个人的
求职协助，参加小组讲座，获得国外
学历认证，参加受资助的培训和自雇
培训。您可以向我们致电或发送电子
邮件，也可以随时到访，或登录网站
employmentworks.ca 了解详情。

在温哥华的服务项目地点
就业配对辅导计划
1720 Grant St., 二楼
Vancouver, BC V5L 2Y7 
电话：604 254 9626
传真：604 254 3932

希望工作 
小额贷款计划
新移民工作技能衔接计划
1522 Commercial Dr., 二楼
Vancouver, BC V5L 3Y2 
电话：604 254 0244
传真：604 254 3932

温哥华东北部就业服务中心
312–2555 Commercial Dr. 
Vancouver, BC V5N 4C1 
电话：604 708 9300
传真：604 708 9314

在本拿比的服务项目地点
就业通途 
新移民工作技能衔接
就业配对辅导计划
5902 Kingsway 
Burnaby, BC V5J 1H2 
电话：604 438 8214
传真：604 438 8260

在素里的服务项目地点 
抵埠前在线安置服务
(SOPA)
难民培训和就业计划
(RTEP)
200A-7134 King George Blvd. 
Surrey, B.C. V3W 5A3 
电话：778 591 9334
传真：778 591 9390

希望工作
(Hope to Work)
这个为期两周的计划帮助个人设定
职业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计划。
该计划是一个研究项目的一部分，
在该研究项目中，选定的个人将学
习新技能，提高自己的求职策略，
并通过参观雇主的工作单位与雇主
建立联系。“希望工作”计划适合
于在加拿大居住不超过10年、且目
前正在WorkBC中心接受个案经理
指导的难民。

有问题吗？                  电邮：employmentprograms@mosaicbc.org
                                                    mosaicbc.org/services/employment



安置服务安置服务——地点

安置和融入计划
提供一对一信息和转介服务，以及有
关永久居留权、入籍、政府福利、教
育、住房、交通、卫生，金融、识
字、基本就业、托儿福利、MSP、所
得税、重要文件等方面的小组座谈。
还有一些支持小组，如对话圈、妈妈
圈和青年俱乐部。需要更深入支持的
新 移 民 可 得 到 “ 通 途 指 南 ”
（Guided Pathways）个案管理的
支持。服务可以以下语言提供：阿拉
伯语、阿塞拜疆语、粤语、英语、波
斯语、法语、朝鲜语、基隆迪语、卢
旺达语、库尔德语、普通话、西班牙
语、斯瓦希里语和菲律宾语。

IM.POWER.ED
（适用于临时外籍工人、学生和归化
公民）
参与者可随时参加ESL课程、得到安
置及劳务市场信息并获得法律建议。
服务对象可以参加讲座和支持小组，
并参加与社区相关联的活动。

学校安置工作者
为新威斯敏斯特第40学区的新移民
学生及其家人提供支持，帮助他们适
应加拿大的生活和教育体系。免费讲
座、一对一服务、青年领导力培训、
志愿者机会、指导和支持团体。

在温哥华的项目服务地点：
文化联谊社交良友计划
IM.POWER.ED（适用于临时外籍工
人、学生和归化公民） 
法律维权
难民安置支持
安置和融入计划 
老人服务计划 
1720 Grant St., 二楼 
Vancouver, BC V5L 2Y7 
电话：604 254 9626
传真：604 254 3932

在本拿比的服务项目地点
I Belong
IM.POWER.ED（适用于临时外籍工
人、学生和归化公民） 
老人服务计划 
安置和融入计划
5902 Kingsway 
Burnaby, BC V5J 1H2 
电话：604 438 8214
传真：604 438 8260

IM.POWER.ED（适用于临时外籍工
人、学生和归化公民） 
老人服务计划 
安置和融入计划
2055 Rosser Ave. 
Burnaby, BC V5C 0H1 
电话：604 292 3908

安置和融入计划
丽晶广场二楼 
4533 Kingsborough 
Burnaby, BC V5H 4V3 
电话：604 877 8606

前进计划
(Moving Ahead)
310–7155 Kingsway 
Burnaby, BC V5E 2V1 
电话：604 636 4712
传真：604 636 4743

在新威斯敏斯特的服务项目地点：
安置和融入计划
学校安置工作者
40学区（新威斯敏斯特）*
519 7th St., 二楼
New Westminster, BC V3M 6A7 
电话：604 522 3722
*在特定日期会在所有学校现场办公。

位于素里的服务计划  
印度移民抵埠前服务
安置和融入计划
素里适用于难民家庭的服务计划
200A-7134 King George Blvd. 
Surrey, BC V3W 5A3 
电话：778 591 9334
传真：778 591 9390

有问题吗？ 电邮：settlement@mosaicbc.org
mosaicbc.org/services/settlement



安置服务安置服务 

难民安置支持计划
(Refugee Settlement Support 
Projects)
通过各种活动向私人赞助商和由私人
担保的难民提供支持。服务包括：帮
助完成难民担保申请、使担保人结识
有亲戚在BC省的难民、在机场欢迎
难民、向难民提供说明会、为私人赞
助商和其他有兴趣支持难民的人士组
织建立人脉的会议，以及使难民了解
并使用社区服务。

老人服务计划
(Seniors’ Program)
适合55岁及以上的人参加。通过了解
信息、社会联系和公民参与，该计划
为老年移民和难民增权益能。在老人
养老金、政府福利、健康、住房、永
久居住权、入籍、福祉和尊严生活等
方面提供一对一安置协助。开办讲习
班和讲座，组织参观当地景点等户外
活动。本计划有时候也会提供适合老
年人的英语对话课程、书法、太极、
艺术和手工艺制作、摄影以及智能手
机/计算机培训。

前进计划
(Moving Ahead)
通过密集的个案支持、外展和配套
服务、适应、融合和联结服务、生
活技能拓展和切实的协助，为安置
过程中面临多重障碍的新移民提供
服务。前进计划的分项目 Moving 
Ahead FreeRunning还提供专门针对
难民以及移民中的青少年及年轻人
（16－28岁）的活动。对于通过社
交和其他有意义的活动而相识的年轻
群体，提供针对他们兴趣的说明会。

社区外展支援小组
(Community Outreach Support 
Groups)
新移民可定期聚集在一起聊天、了解
新 的 计 划 和 资 源 ， 并 参 加 在 务 适
（MOSAIC）各站点及社区众多不同
的活动。这些小组为新移民提供安
全和友好的环境，使他们能够结交
朋友、分享经验、获得社区资源，
更多地了解加拿大文化和温哥华社
区，并建立自信心。

法律维权
(Legal Advocacy)
向低收入移民和难民就移民法和济
贫法提供咨询、概要建议、转介和
代理。

 
文化联谊社交良友计划
(Culture Connections Social 
Mentoring)
将服务对象与一位志愿者配对，每周
见面一次，每次两小时，以便提高英
语、结识新人、尝试新活动、了解加
拿大的生活和文化。

印度移民抵埠前服务
(India2Canada Pre-Arrival 
Services)
专为移民申请已获通过但仍居住在印
度的移民申请人提供服务的计划。该
计划提供登陆前的在线信息、说明和
指导，使申请人能够在新国家实现轻
松过渡并顺利安居新环境。

素里适用于难民家庭的服务计划
(Surrey Project for Refugee 
Families)
该计划旨在为难民家庭提供安置、就
业和语言服务。服务对象到访本中心
可学习英语、了解有关求职的信息、
了解加拿大职场文化、雇佣标准以及
他们的权利和责任。还可了解为帮助
他们在加拿大实现顺利过渡而开办的
讲座，在理解政府和其他机构信函方
面得到帮助、获得可用医疗服务的信
息，并在其他诸多安置需求方面获得
帮助。



安置服务安置服务 

难民安置支持计划
(Refugee Settlement Support 
Projects)
通过各种活动向私人赞助商和由私人
担保的难民提供支持。服务包括：帮
助完成难民担保申请、使担保人结识
有亲戚在BC省的难民、在机场欢迎
难民、向难民提供说明会、为私人赞
助商和其他有兴趣支持难民的人士组
织建立人脉的会议，以及使难民了解
并使用社区服务。

老人服务计划
(Seniors’ Program)
适合55岁及以上的人参加。通过了解
信息、社会联系和公民参与，该计划
为老年移民和难民增权益能。在老人
养老金、政府福利、健康、住房、永
久居住权、入籍、福祉和尊严生活等
方面提供一对一安置协助。开办讲习
班和讲座，组织参观当地景点等户外
活动。本计划有时候也会提供适合老
年人的英语对话课程、书法、太极、
艺术和手工艺制作、摄影以及智能手
机/计算机培训。

前进计划
(Moving Ahead)
通过密集的个案支持、外展和配套
服务、适应、融合和联结服务、生
活技能拓展和切实的协助，为安置
过程中面临多重障碍的新移民提供
服务。前进计划的分项目 Moving 
Ahead FreeRunning还提供专门针对
难民以及移民中的青少年及年轻人
（16－28岁）的活动。对于通过社
交和其他有意义的活动而相识的年轻
群体，提供针对他们兴趣的说明会。

社区外展支援小组
(Community Outreach Support 
Groups)
新移民可定期聚集在一起聊天、了解
新 的 计 划 和 资 源 ， 并 参 加 在 务 适
（MOSAIC）各站点及社区众多不同
的活动。这些小组为新移民提供安
全和友好的环境，使他们能够结交
朋友、分享经验、获得社区资源，
更多地了解加拿大文化和温哥华社
区，并建立自信心。

法律维权
(Legal Advocacy)
向低收入移民和难民就移民法和济
贫法提供咨询、概要建议、转介和
代理。

 
文化联谊社交良友计划
(Culture Connections Social 
Mentoring)
将服务对象与一位志愿者配对，每周
见面一次，每次两小时，以便提高英
语、结识新人、尝试新活动、了解加
拿大的生活和文化。

印度移民抵埠前服务
(India2Canada Pre-Arrival 
Services)
专为移民申请已获通过但仍居住在印
度的移民申请人提供服务的计划。该
计划提供登陆前的在线信息、说明和
指导，使申请人能够在新国家实现轻
松过渡并顺利安居新环境。

素里适用于难民家庭的服务计划
(Surrey Project for Refugee 
Families)
该计划旨在为难民家庭提供安置、就
业和语言服务。服务对象到访本中心
可学习英语、了解有关求职的信息、
了解加拿大职场文化、雇佣标准以及
他们的权利和责任。还可了解为帮助
他们在加拿大实现顺利过渡而开办的
讲座，在理解政府和其他机构信函方
面得到帮助、获得可用医疗服务的信
息，并在其他诸多安置需求方面获得
帮助。



安置服务安置服务——地点

安置和融入计划
提供一对一信息和转介服务，以及有
关永久居留权、入籍、政府福利、教
育、住房、交通、卫生，金融、识
字、基本就业、托儿福利、MSP、所
得税、重要文件等方面的小组座谈。
还有一些支持小组，如对话圈、妈妈
圈和青年俱乐部。需要更深入支持的
新 移 民 可 得 到 “ 通 途 指 南 ”
（Guided Pathways）个案管理的
支持。服务可以以下语言提供：阿拉
伯语、阿塞拜疆语、粤语、英语、波
斯语、法语、朝鲜语、基隆迪语、卢
旺达语、库尔德语、普通话、西班牙
语、斯瓦希里语和菲律宾语。

IM.POWER.ED
（适用于临时外籍工人、学生和归化
公民）
参与者可随时参加ESL课程、得到安
置及劳务市场信息并获得法律建议。
服务对象可以参加讲座和支持小组，
并参加与社区相关联的活动。

学校安置工作者
为新威斯敏斯特第40学区的新移民
学生及其家人提供支持，帮助他们适
应加拿大的生活和教育体系。免费讲
座、一对一服务、青年领导力培训、
志愿者机会、指导和支持团体。

在温哥华的项目服务地点：
文化联谊社交良友计划
IM.POWER.ED（适用于临时外籍工
人、学生和归化公民） 
法律维权
难民安置支持
安置和融入计划 
老人服务计划 
1720 Grant St., 二楼 
Vancouver, BC V5L 2Y7 
电话：604 254 9626
传真：604 254 3932

在本拿比的服务项目地点
I Belong
IM.POWER.ED（适用于临时外籍工
人、学生和归化公民） 
老人服务计划 
安置和融入计划
5902 Kingsway 
Burnaby, BC V5J 1H2 
电话：604 438 8214
传真：604 438 8260

IM.POWER.ED（适用于临时外籍工
人、学生和归化公民） 
老人服务计划 
安置和融入计划
2055 Rosser Ave. 
Burnaby, BC V5C 0H1 
电话：604 292 3908

安置和融入计划
丽晶广场二楼 
4533 Kingsborough 
Burnaby, BC V5H 4V3 
电话：604 877 8606

前进计划
(Moving Ahead)
310–7155 Kingsway 
Burnaby, BC V5E 2V1 
电话：604 636 4712
传真：604 636 4743

在新威斯敏斯特的服务项目地点：
安置和融入计划
学校安置工作者
40学区（新威斯敏斯特）*
519 7th St., 二楼
New Westminster, BC V3M 6A7 
电话：604 522 3722
*在特定日期会在所有学校现场办公。

位于素里的服务计划  
印度移民抵埠前服务
安置和融入计划
素里适用于难民家庭的服务计划
200A-7134 King George Blvd. 
Surrey, BC V3W 5A3 
电话：778 591 9334
传真：778 591 9390

有问题吗？ 电邮：settlement@mosaicbc.org
mosaicbc.org/services/settlement



我们可以在以下方面帮助您：
• 学习英语
• 找到工作
• 适应加拿大的生活
• 家庭支持
• 口译和翻译

您是
加拿大新移民吗？

四十年来，为新移民增权益能，让他们充分参与到加拿大社会中。

务适（MOSAIC）
是一个非营利机构，在温哥华、

本拿比、北温、新威斯敏斯特、三联市、
列治文、素里和兰里设有办事处。   

自1976年以来，务适通过推进积极改变并支持新移民在
加拿大开创新生活，致力于强化社区建设。

部分资助来自：

© MOSAIC Vancouver, Oct.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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