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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留学申请的误区 

(Copyright of Can Board Immigration Group Ltd.本文专稿版权归加拿大温哥华加博移民集团所有)  

2017 旧历年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传来加拿大本土留学专家 Jessica 的几句忠告，现毫无保留地

与大伙分享，引以为鉴:  

国内留学申请的中介质量参差不齐，偶尔会误导学生及家长，误区可能存在以下几方面 

1. 加拿大留学跟美国一样, 不能申请公立学校, 因此你们只能选私立学校. 

加博移民专业做简答留学及留学生转移民签证多年，每个案件均由是加拿大移民及难民部

认证的持牌的加拿大移民顾问亲自审阅及签名。许多拒签的学生签证皆能在 1-3 个月内重

签挽回大局。 公司总裁认为，这跟学生家长及学生本身也有关系。他们太渴望出国留学，

加上准备时间有限，未能多方面索取真正本土的加拿大教育的信息。因此我们特此在广州

安排了一个专业的留学移民团队让大家真正地走近加拿大。 

2. 加拿大移民留学前需要狂补英文 20-60 节课不等，否则不能赶超国内英文水

平，让你输在出发线上。 

20-60 节课？  

某些留学机构主要靠英文培训来赢取牟利，而非辅助学生达到留学和保证平稳过渡的目的。 

培训的结果与课程的数量根本没有绝对的比例关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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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博移民留学主创办人为加拿大人，亦是资深移民专业专家， 专业连续传译， 受过同声传

译专业培训，在英文学习上与团队有一脉相承的理解。我们不允许为牟利而夸大其词， 让

学生及家长蒙受教育上的资料过度消费。 

英文培训团队出自香港教育学硕士学位，海外留学或超过 5 年的英文教育经验之人士。 加

上 2017 年引入本土加拿大的 ESL 课程, 自然渗入，让您悄无声息地转化到本土高中生或预

科的英文学习状态中，节省时间，一步到位。 

3. 我学生签证拒签过，根本没有哪家留学机构想收我。看来要放弃了。 

WE NEVER ACCEPT “REJECTED” .   

我们的留学移民文件处理中心在温哥华市中心，所有审阅及办理的人员均是加拿大移民部认可

的移民顾问。他们的资质都有各自的认证号码，均受到移民不的每年一次的审核。因此办理的

质量和水平是可想而知的。 

拒签案例分析 

他们每年均需要 16 个学分的继续学习，掌握最新最热的移民留学政策和方向。鉴于过往的拒

签案例分析，大多是文件处理生产化，没有个性化分析，亦没有持牌顾问纂写的书信 Cover 

Letter,整个案件松散无说服力而造成，以我们的实力，95%的案件可以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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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案件 

疑难案件，深度调档, 详细分析。 分别就针对主观及客观原因而作出缜密的再次投递计划，一

个疑难案件需要大概 3-4 个月全部办理下来。 此服务已成为许多拒签家庭的救星。但鉴于质量

控制，每年的疑难案件集团仅受理 10-12 个。先服务老客人，再遵循先到先得原则。希望理解。 

4. 初中还是高中过去留学？ 

每个学生的独立习惯，学习方法，陌生环境的适应能力都不一样。有些表面默默不语的学生，

到了加拿大却如鱼得水的，我们也见过不少。因此，不能妄自决定。而是有根有据。 我们与

别的机构不同，有自己一套特别的审核方法，让您的孩子知道自己的性格和水平适合早期留学

还是迟点接入。  

总体来讲，初中留学能更早了解当地的生活学习习惯，更快地掌握本土方言，英文口音及学习

方法。 但另一方面，对于过度依赖的初中生来说，建议抓紧时间接洽我们，索取更多资料让

您自然过渡到本土高中的学习状态，待初三毕业或高一即可考 

其实许多温哥华，多伦多本土的真正的好学校，许多国内的中介还未推荐。Jessica 团队让大

家了解的是真正好的初中高中及大学专业。不是佣金高的才推荐。因此我们公司的客户忠诚度

是行内最高的，保持到 98%不流失。感谢多年来学生及家长的支持。 若您真的想知道第一手

的本土学校情况，请随时加公司微信“Jessicagnk” . 或到广州专业服务区资讯我们的中国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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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拿大还是美国好？      

这个视乎您留学后的计划（大概计划）是什么。 有的人只是为了留学后马上获取身份，获得

加拿大永久居民身分或入籍后就在温哥华或多伦多安家乐业，生两三个小孩，过上桃花源的生

活； 有的人却真的想学习到一流的专业知识，待毕业后马上投入到国内蒸蒸日上的家族生意

上或干脆自己创业；有的人只是为了应付父母的愿望，或是想离开父母探探自己想何去何从…. 

如果是想留学后拿到本土身分的，建议选择加拿大；否则美国的学校更多； 如果要追求世界

一流的教育水平的，常春藤的几所学校非去不得的，建议美国。 否则加拿大安全稳定很多，

学费也是美国的 70-80%. 这几年我们也有许多美国客人要申请加拿大永久居民身分的，可想而

知，加拿大身分有多受欢迎。  

 

欢迎您们浏览我们的本土的移民网站 WWW.CANBOARD.CA 保持更新。 

  

http://www.canboard.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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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MORE TO SHARE 2017 再续:  

1) 关于加拿大留学生（中学及大学和研究生留学）在本土能有什么权利和义务的（包括

安全保证，监护人法律地位，在读时结婚生孩子等，我们会有专门的演讲让各位获取

更多信息。 关于本土 homestay 的选择 

（注意事项，文化，礼仪，沟通方式，价格，地点等） 

2) 名校喜欢怎么样的学生 

3) 您的学习计划和申请文件合格与否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询问 “JESSICAG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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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sica ML L. Canadian 加拿大籍华人，集团创办人 Canadian, Founder 

  

       

 

 

Jessica 熟悉加拿大本土移民及留学法律，是加拿大大本地人都非常认可的加拿大移民部认可移民顾问。从业 15 载，

专攻 VIP 留学及留学转移民客人，截至目前已有超过 200 个移民家庭得益于此项服务。其专业在在于：卑诗省省提名

投资移民及技术移民类别。 

她创办的加博移民集团首先在多伦多设立，后发展到温哥华及延长服务至中国广州。集团温哥华团队包括专业会计师，

从事北美贸易 30 多年的加拿大商业投资顾问和亚太区经济发展顾问。集团专业在卑诗省的投资及省提名技术移民，曼

省 Manitoba 省提名的投资及技术移民类别，雇主担保类别，保姆类别。公司业务以“细致，周全，无微不至”（WE 

MIND YOUR CASE!） 为公司理念，服务细分到留学移民前咨询，协助登陆，安家服务，学生及移民生活学习跟进服

务及手册，本地生活指南，房产投资及税务问题等。更类别均有行内执业超过 10 年的专家指导。  

温哥华文件处理中心，凭借多年的实战经验加上每年连续的移民法学习研究，亲自处理每个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移民

申请；公司擅长办理拒签难签案例，为保证质量，每年受理限定数量的特难案件.  

 

 

资深加拿大移民及难民法专家 ICCRC  Immigration Consultant 

加拿大移民及难民局认可持牌移民顾问 RCIC  

加拿移民顾问协会会员  CAPIC Member  

卑诗省翻译协会会员  Associate member of STIBC  

卑诗省房屋协会英文连续传译及同声传译员 

Consecutive/ Simultaneous interpreter for BC Housing  

加拿大卑诗省官方认可监誓官  Commissioner of Taking Affidavit for BC 

Office Manag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