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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想为社区新人提供帮助吗？ 

1. 加入奇里瓦克社区服务做志愿者 

www.comserv.bc.ca/volunteering 

2. 捐款物资帮助 

www.comserv.bc.ca/make-a-donation 

3. 为新来者提供就业机会 

来自世界各地在奇里瓦克定居的新移民拥有丰富的

文化背景以及技术特长，为他们提供就业的同时也

是为企业创造机会。 

4. 成为就业导师志愿者 

和新移民分享你的从业知识，技能，文化。详情

请联络：604.393.3251 转 226 

5. 难民支援 

每年加拿大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在加大那安居

乐业，详情请访问： 

www.cic.gc.ca/english/refugees/sponsor 

6. 英语教师志愿者  

由奇里瓦克学习社团提供免费教师志愿者培训， 

更多信息请联系： 

janetl@chilliwacklearning.com 

7. 如有更多建议与意见，请联络奇里瓦克移民

合作委员会：电话：604.393.3251 转 228  

邮件联系：xiangk@comserv.bc.ca 

如何提供帮助 How can you help 

Vision: 
 

“To create awareness of services for newcomers in 
Chilliwack while building relationships and  

connections across the community.” 

我们的合作成员包括: 

          Bahá’ís of Chilliwack 

          Career Paths 

          Chilliwack Chamber of Commerce 

          Chilliwack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Chilliwack Community Services 

          Chilliwack Division of Family Practice 

          Chilliwack Economic Partners Corporation 

          Chilliwack Learning Society  

          Chilliwack RCMP 

          Chilliwack School District 33 

          Chilliwack Social Research & Planning Council  

          City of Chilliwack 

          Community Futures South Fraser 

          Fraser Valley Regional Library 

          Industry Training Authority     

          Service Canada  

          University of Fraser Valley  

          Work BC 

           YMCA of Greater Vancouver  

 
关注我们 Facebook and Twitter: 

Chilliwack Newcomer Connections 
 

网址:www.chilliwacknewcomerconnections.com 

奇里瓦克移民合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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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更多信息宣传册，请联络： 

Kate Xiang 

604.393.3251 转 228 

xiangk@comserv.bc.ca 

BC省新移民指南提供如下语言信息: 

https://www.welcomebc.ca/In-Your-Language  

  ह िंदी  فارسی  عربي

日本語  한국어  Português  

ਪੰਜਾਬੀ  Русский  简体中文 

Español  繁體中文 Việt Ngữ 

BC省公交系统  

奇里瓦克市公交信息 

604.795.3838 
https://bctransit.com/chilliwack/home 

 

奇里瓦克市到阿伯次福德以及蓝里公交系统 

公交线路66 FVX信息 

https://bctransit.com/chilliwack/schedules-and-
maps/route-66-fvx 
 

城市区间大巴Greyhound 
604.858.7733 
http://www.greyhound.ca 
 

出租车 
Chilliwack Taxi 604.795.9111  
Cheam Taxi 604.793.4444 

交通信息 Transportation 

欢迎来到加拿大， 详情请查询 

http://www.cic.gc.ca/english/pdf/pub/welcome.pdf 

奇里瓦克 

欢迎您

mailto:janetl@chilliwacklearning.com?subject=Free%20Help%20with%20Learning
https://www.welcomebc.ca/In-Your-Language


奇里瓦克社区服务中心 
 

移民服务中心为新移民提供各类安置生活协助 

移民服务包括： 

 英语课程 

 就业指导 

 各类信息获取 

 就业生活实践课程活动 

 口译，笔译 

电话：604.393.3251 

地址：9214 Mary Street 

网址：www.comserv.bc.ca/immigrant-services/ 

 

BC省服务信息 

Service BC 为您提供面谈，在线以及电话信息服务 

服务信息包括： 

 驾照服务 

 省医疗计划 

 房屋租客条约信息 

 

电话：604.795.8415 

地址：Suite 1—45467 Yale Road West 

网址：www.servicebc.gov.bc.ca 

 

联邦服务信息 

 公民护照服务 

 社会保险号码申请(SIN) 

 失业保险信息 

 联邦政府服务信息 

 

电话：1.800.622.6232 

地址：100—9345 Main Street 

www.servicecanada.gc.ca 

安置服务信息 Settlement Service 

奇里瓦克社区服务中心 

 
移民服务中心为新移民提供加拿大LINC语言1 – 6

级课程.  

白班课程：每周一至周四上午9：00至中午12：00  

晚班课程：每周二，每周四晚间6：30至9：30 

 

奇里瓦克学习社团 

提供一对一语言学习，生活英语日常辅导  

电话：604.794.3772                                                                   

邮件 ：janetl@chilliwacklearning.com  

 

非沙河谷大学英语语言培训 

 全职或者兼职课程学习 

 专业课程准备 

电话：604.854.4581 

网址：www.ufv.ca/esl/ 

 

非沙河谷大学升级以及大学预备课程 

 英语，数学，科学，计算机课程等 

 

电话：604.795.2807 

网址：www.ufv.ca/uup/ 

 

 

英语培训信息 Language Training 

就业信息 Employment  

获取更多移民相关信息请查询加拿大移民

难民以及公民官方网站  

电话：1.888.242.2100 网址 www.cic.gc.ca 

移民相关英语测试 

移民申请，快速工签申请以及永久居民或者公民 

英语考试信息请查询 

奇里瓦克市综合医院 

奇里瓦克市综合医院提供根性医疗服务： 

 急诊服务 

 心脏和产科服务 

 一般医疗以及外科手术 

 实验室和诊断服务 

奇里瓦克市综合医院电话: 604.795.4141 

医院急诊电话: 604.702.4711 

医院地址：45600 Menholm Road 

 
寻找家庭医生？请致电 PAM 

协助居民联本地家庭医生 

电话：604.795.0034 

 

BC省医疗服务计划 

BC省医疗服务计划 (MSP) 支付医疗以及医生提供

的健康诊断所需服务费用。 

www.gov.bc.ca/msp 

 
临时联邦卫生计划 

临时联邦卫生计划（IFHP）为难民，难民申请人

和其他受保护人员提供有限的临时保健保健福

利。 

www.cic.gc.ca/english/refugees/outside/summary-
ifhp.asp 
 

 

其它应急联络号码 

交警，火警，突发事件  911 

突发中毒   1.800.567.8911 

皇家骑警（非紧急情况）604.792.4611 

火警 (非紧急情况）           604.792.8713 

 

健康信息 Health 

奇里瓦克社区服务中心 

移民服务中心为您提供个人简历完善，就业申请书

信，工作就业信息，以及就业面试等多项服务。 

电话：604.393.3251 转226 

地址：9214 Mary Street 

 

Work BC Sardis  

南区就业信息指导服务机构 

电话：604.858.5472 

地址：101 – 5658 Vedder Road 

 

GT Hiring Solutions/Work BC 

市中心就业信息指导服务机构 

电话：604.795.9675 

地址：46151 Yale Road 

健康急诊请拨打 911 

CELPIP 

www.celpip.ca 

IELTS 

www.ieltscanada.ca 

Info Chilliwack 

本地服务信息检索 

http://www.infochilliwack.ca/ 

 

刚刚搬来奇里瓦克？新手妈

妈?  

请联系Carol : 604.858.4662 

http://ww.welocmewagon.ca 

 

非沙河谷图书馆 

奇里瓦克市中心图书馆电话： 604.792.1941 

南区Sardis图书馆电话： 604.858.5503 

http://www.fvrl.bc.ca/ 

 

信息资源 Information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