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y Bruce 地區現有有色少數族裔新移民婦女就業調查
Rural Pathways for Newcomer Women 計劃將使用在 Grey Bruce 地區所蒐集到
的資訊，開發一套工具或方式，協助僱主與就業機構能幫助現有有色少數族
裔新移民婦女克服就業障礙。
非常感謝您參與本次的問卷調查，此問卷只需花六至八分鐘的時間即可完成。

Definitions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survey:
1. Visible minority persons are “Persons, other than
Aboriginal peoples, who are non-Caucasian in race
or non-white in colour". The visible minority
population consists mainly of the following
groups: South Asian, Chinese, Black, Filipino, Latin
American, Arab, Southeast Asian, West Asian,
Korean and Japanese. Source: Statistics Canad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mployment Equity Act)

2.

“Women” includes Cis-gender and Trans women
whose sex assigned at birth was reported as
female and whose current gender was reported as
other than female; or persons whose sex assigned
at birth was reported as male and whose current
gender was reported as other than male. It also
includes persons who were reported as being
unsure of their gender or persons who were
reported as both male and female, bi-gender, or
neither male nor female. Source: Statistics
Canada.

1. 請問您什麼時候抵達至加拿大？
__ 在 2019 年。
__ 在 2018 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間。
__ 在 2015 年一月一日至 2017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間。
__ 在 2015 年以前。
2. 您的移民身份是什麼？
__ 我持有永久居留的身份。
__ 我收到 IRCC （加拿大移民、難民、公民部）的來信，已批准我的永久居留申請
__ 我已經/正在申請永久居留身份
__ 我是受保護的人士/難民。
__ 我是約聘的外籍勞工。
__ 我是短期居留（包括國際學生）。
__ 我是公民。
__ 其它。
3. 請問您的學歷？
__ 我從未上學。
__ 小學。
__ 中學。
__ 學院 / 大學。
4. 您住在 Bruce County 還是 Grey County?
__ Bruce County
__ Grey County
5. 您在這個地區居住了多久？
__一年以下。
__ 一至三年。
__ 三至五年。
__ 五年以上。
6. 請問您住在這個地區的哪一個城鎮？(例如：Owen Sound, Hanover, Kincardine, Walkerton)

7. 請問您有在工作嗎？
__ 有。
__ 沒有 。（請跳至問題 14 繼續回答）
8. 請問您是全職或兼職工作？
__ 全職一份工作。
__ 兼職一份工作。
__ 兼職一份以上的工作。
__ 一份全職的工作並兼職一份或一份以上的工作。
9. 請問您為僱主工作或您是自僱或您是老闆？
__ 我受僱一位或多個僱主工作。
__ 我是自僱或我是老闆。
__ 我是受僱並且自僱或我是老闆。
10. 在求職或開始創業時，您有面臨到哪些挑戰及問題？

11. 當您求職或開始創業時，有獲得過哪些幫助？

12. 在求職或創業時，您曾希望獲得什麼協助？

13. 您在就業或工作中有面臨到什麼挑戰跟問題嗎？

14. 請問您正在尋找工作嗎？
__ 是的。我正在尋找全職工作。
__ 是的。我正在尋找兼職的工作。
__ 現在還沒找，但不久的將來會求職。
__ 沒有。

15. 請問您想要自己創業嗎？
__ 想。
__ 現在不想，但不久的將來會。
__ 不想。
16. 您認為什麼樣的培訓能幫助您獲得一份工作或創業？（可複選）
__ 語言 (ESL)
__ 電腦技能
__ 履歷寫作
__ 面試技巧
__ 其它（請提出：
17. 您認為有哪些其它支援也能幫助您求職、就業或創業？
__ 托兒
__ 交通
__ 認證（使我的專業獲得資格認證）
__ 社交連結 （認識社區中的人們）
__ 其它（請提出：
18. 移民到加拿大以前，您是否曾從事有薪工作？（可複選）
__ 有。我做全職的工作。
__ 有。我做兼職的工作。
__ 有。我是自僱或我是老闆。
__ 沒有。
19. 請問您幾歲？
__ 55 歲以上
__ 45 至 54 歲
__ 35 至 44 歲
__ 25 至 34 歲
__ 19 至 24 歲
__ 19 歲以下

20. 我們正在尋找有色少數族裔新移民婦女參與議題探討群組、技能發展工作坊及職業體驗，
請問您是否感興趣？（可複選）
__ 是的，我對於議題探討群組感興趣（請繼續作答 21 題）
__ 是的，我對於技能發展工作坊感興趣（請繼續作答 21 題）
__ 是的，我對於職業體驗介紹感興趣（請繼續作答 21 題）
__ 也許會感到有興趣（請繼續作答 21 題）
__ 不感興趣。
21. 請在下面提供您的姓名、電子郵件住址及電話。

非常感激您抽空填寫這份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