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移民城市生活指南

这里生活多采多姿



我仅代表夏洛特市议会和夏洛特城的所有市民，热烈欢迎你和你的家庭到来。 

你们选择夏洛特市并决定在这里安居，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希望你明白，我们一直努力为大家

提供一个安全，洁净，及繁荣的城市，一个适合工作和生活的上佳居住环境。我们对夏洛特市的优良生活

质素引以为荣， 也希望大家能在这里找到属于你们的社区，使这里真正成为你们的家。 

 我们的城市有很多值得推荐的地方： 夏洛特市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座落于全国首屈一指的海港上。这里有

着广阔的土地，浓郁的文化气息和丰富的娱乐活动, 让你可同时享受城市的生活及偌大的空间。

我希望这本城市生活指南能够帮助你更了解夏洛特市的众多势点和特色。 

真诚的，市长李克夫

欢迎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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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回家 
夏洛特市政府为你和你的家人精心准备了这本指南，希望能够帮助你们更快的熟悉和适应新
的环境。我们衷心的希望夏洛特市不仅仅成为您工作和居住地方，我们真心希望这里可以成
为你们的家- 一个可以安居乐业，广交朋友，充分享受生活的地方。我们相信夏洛特市会为
你们提供高品质的生活。我们衷心的祝愿你们快乐，健康，成功。欢迎你们选择来这里安
家。 

关于夏洛特市 
夏洛特市是爱德华王子岛的省会。夏洛特市拥有干净, 安全, 适合居住的环境,同时也是全省
文化活动，购物及休闲娱乐的中心。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也是在这里生活的优势之一, 保证
市民的高生活质素更是我们追求的根本。夏洛特市坐落在美丽的港口，被海湾环抱，宽阔栈
道延伸整个城市南边。风景秀丽并历史悠久的市中心每年都吸引不同的游客和居民来这里观
光，参加各类文化活动，为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理想的交友及放松的地方。

夏洛特市平均每年有238天的晴天或者少云的日子，每年有33.8英寸降雨量和132.6英寸降雪
量。夏季的平均气温为摄氏20到30度，冬季的平均温度为摄氏零下3至零下11度。

和所有人一样，我渴望自己

能够身在何处，家即在何处。

每个人都天生怀有对家的眷恋，

因为那是我们的安全港湾，

我可坦然随性，不受置疑。

-Maya Angel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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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洛特市         大夏洛特市地区        爱德华王子岛

2006年人口    32,174  58,625   135,851
每平方里人口密度   725.8  80.5   23.9

预计人口    
   -2011年      62,477   141,200 
   -2021年      66,690   146,100 
   地方面积    44.33 sq mi 728 sq mi  5,683.91 sq mi
 
劳动人口

    男性     17,583   39,958      
   女性     17,256   37,717 
 
失业数字    7.5%   8.35%   10.85% 
参与比率    
    男性     73.20%   72.70%
   女性     62.80%   64.40% 
                

教育水平（二十岁以上人士）    
中学或以下    18,961    4,623
非大专（不论是否拥有文凭或证书） 10,612   21,769
大专（不论是否拥有文凭或证书） 7,266   12,640
大专（拥有文凭或证书）  9,668   15,761
拥有技能文凭或证书   6,212   14,398  

各行业就业情况                                              As %
 销售及服务行业   8,240     16,960 49%
 商业、金融及行政  5,835     11,485 51%
 贸易，货运及仪器  4,090     10,975 37%
 管理层    3,490     6,040 58%
 社会科学、教育及政府  2,585     4,695 55%

 卫生护理   2,025     3,800 53%

 科学及相关行业   1,965     3,120 63%

 初级工业相关行业  1,785     9,585 19%

 艺术、文化、文娱及体育 1,020     1,600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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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洛特市             大夏洛特市地区        爱德华王子岛

建筑业    
 ﹣获批项目    
 -2003        $55,357,000  $151,978,000  $178,100,000
 -2005        $122,340,000  $201,172,000  $243,986,000

已动工房屋（2005年）     448   862 

私人住处总数        14,995   26,193   62,753 

户籍    
    平均收入      $65,700  
    可花费收入／每户     $45,340  
    物业投资／每户     $55,930  

婚姻状况 单身     28%  

  已婚     59%  

  分居     2.7%  

  丧偶     0.4%  

  离婚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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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和交通 

来往夏洛特市内的交通很便利。贯通全加拿大的一号公路正好穿过本市，往西一直延伸至世界著

名的联邦大桥，可通往纽宾士域省。往东则可乘搭 Wood Islands渡轮前往斯高沙省. 由夏洛特市

到联邦大桥的距离祇有 56公里，到Wood Islands渡轮的距离为 61公里。

夏洛特市到以下地方的距离： 
斯高沙省的哈里法斯 331 公里（通过联邦大桥） 

纽宾士域省的蒙特顿158公里 
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 1194公里 
安大略省的多伦多 1738公里 
美国波士顿 1018公里 

美国纽约市  1354公里 

每天都有长途汽车往来爱德华王子岛和其他在铁路网上的城市。夏洛特机场距离市中心只有3

英里，车行只需要10分钟，在这里有五家航空公司提供航空服务，包括：Air Canada Jazz, 

Westjet, Northwest Airlines, Delta Airlines, 和Sunwing Airlines。这里有通往6个主要城

市的直飞线路：蒙特利尔，多伦多，渥太华，哈利法斯，底特律和波士顿。 

联络机场：(902) 566-7994, www.flypei.com 

公共交通 

夏洛特市的公车每天繁忙接载居民和旅客来往指定的路线。公车路线覆盖了整个城市，同时着重

为爱德华王子岛省立大学提供便捷的交通服务。在市政厅和Murphy’s药店可以索取到公共交通

图。夏洛特城公共交通的正常服务时间是： 

星期一至星期六早上六时半到晚上六时四十五分 

价格：现金加币两元正

夏洛特市公车局：(902) 566-9962 

多元城市节



联邦大桥 夏洛特市机场 Wood Islands（木岛）渡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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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市政府 

夏洛特市的日常管理是由十位通过民主选举的行政区代表所组成的议会负责

的，市长是由最多数选票选举产生。10位市议员代表他们选区内的每一位市

民，向政府传达和反映不同的意见，和向民众解释政府方案。市政管理总监

管辖市政府内所有工作人员，管理所有市政事务包括执行城市条例及配合市

长和市议会的工作。市政府一贯鼓励市民参与不同的委员会和顾问议会来协

助政府做出正确的决定。市议会每月都会举行月会，每个月第二个星期一的

市议会则是开放给公众和媒体参加。

有关资料可以到市政府网站获取：www.city.charlottetown.pe.ca

联邦和省级政府 

爱德华王子岛省在加拿大联邦政府众议院占有四个代表席位，其中包括一位

来自夏洛特市的代表。在夏洛特市内设有多个联邦部门的办公机构，其中包

括加拿大大西洋发展署，加拿大公共服务部， 加拿大公共服务部，以及加

拿大文化部门等。还有众所周知的加拿大联邦退伍军人总部，这是唯一一个

不将总部设置在渥太华的联邦政府部门。 

爱德华王子岛省政府作为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体制，其职能在于制定法例

并给予政府财政供给。执行委员会（也叫内阁）是在省长管理下执行政府所

制定的方针和政策的团队。省政府的事务管理由九个厅级部门分管。

 

税务 

夏洛特市政府为市民提供的服务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物业税。市内的所有

物业都要根据物业评估价值进行缴税。住房用地根据物业价值每$100征税

$0.67给市政府（另外按照每$100征税$1.00给省政府）。夏洛特市政府为市

内居民提供用水和污水处理服务，每年市民向市政府缴$181水费和$293污水

处理费。 

夏洛特市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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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和社区资源 

夏洛特市各级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都希望竭尽可能的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各种服务。 

爱德华王子岛新移民协会

这是爱德华王子岛内唯一的新移民安置服务机构 

(902) 628-6009, www.peianc.com 25 Univerisity Avenue, Charlottetown

服务项目：

安家协助项目

移民安家和适应项目

协助就业服务

移民学生联络项目

英文水平测试项目

多元文化教育项目

法语人士安家项目

加国生活技能培训项目

国外受训医护人员领牌项目 

联邦移民部‐新移民语言课程    (902) 629-4235，在爱德华王子岛新移民协会登记

爱德华王子岛省立大学‐国际学生项目   (902) 8942817
爱德华王子岛政府‐多元文化与平等政策 (902) 368-4184
爱德华王子岛人口秘书处     (902)620-3656, www.gov.pe.ca/popsec
联邦卫生部‐外籍劳工项目     (902) 368-6257
爱德华王子岛车辆管理所     (902) 368-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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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 

夏洛特市以其精采和高品质的文娱设施和服务闻名国内外。市政府为了满足市民和游客的不同需

求，配备了完善的设施和不同形式的娱乐项目。夏洛特市政府和爱德华王子岛省立大学以及邻近

的stratford市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夏洛特市的市民可以享受设施完备的多功能水上活动中

心，和供爱德华王子岛大学冰球队训练和比赛的场地。这里也是加拿大一流的冰球训练学校的赛

场。夏洛特市还和爱德华王子岛省立大学合作建造和共同维护大面积的人造草场，每年有8到9个

月可以供体育爱好者使用。位于爱德华王子岛省立大学的全新田径场是夏洛特市与爱德华王子岛

省立大学近期合作的项目，这个场地也是2009年加拿大国家运动会的选用赛场，设施完备的运动

场拥有400米标准跑道和充足的座位。夏洛特城市中心体育场是加拿大冰球小联盟爱德华王子岛

火箭队的主场，可以同时容纳超过3700名观众。每年各类型的娱乐文化节，音乐会，演唱会等活

动也在这里举行。

联系电话 (902) 368-1025, www.city.charlottetown.pe.ca 请浏览我们的网页或查阅最新的公园和

娱乐手册，了解有关活动内容及服务。 

维多利亚公园

公园 

众多的公园和广阔的绿地资源是夏洛特市的重要财富。市府正在努力提

升其作为省会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并提高市民生活质素。市内有众多

环境优美，令人印象深刻的公园和完备的公共娱乐设施，例如维多利

亚公园，40英亩的海边绿地给市民提供了休闲活动和锻炼的场所，而且

爱德华王子岛省督官邸就坐落在在公园内。市内还有著名的联邦登陆公

园，座落在美丽的港口旁，沿路有许多的餐馆，商铺。夏季这里是各种

活动和节日庆典的理想之地。这个地方曾经是用来堆放油罐的地方，但

现在已经变成了夏洛特城中“理想的休闲观光场所”。公园周围也有很

多正在兴建的新的住宅区和商业建筑。爱德华王子岛内最大的会展中心

也将在附近兴建。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在这里遇到许许多多的朋友或者来

访的游客，大家都会友好的互相问候。精心管理的社区公园错落有致的

分布在市区内各处，这样可以方便市民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就可以找到休

闲锻炼的场所。对于户外活动爱好者来说，夏洛特市内超过40公里长的

缓步径，从美丽的天然路段绵延到繁忙的滨海栈道，让人们可以充分享

受天然水道和自然风光的美景。市府也正不断规划更多的公园和绿地，

以确保居民可以享受丰富的自然资源。

欲知更多资料，请联系(902) 629-4024 



夏洛特市港口



11

5  文化 1  介绍  

2  地理环境

3  政府

4  资源 
5  文化 
6   服务与公共机构 

Newcome rs  Wel come Guide

节日和活动 

夏洛特市在过去几年内成功举办了多个文化节日及活动，享誉国际。当你有机会参与到我们众多的文

化和体育活动的时候，相信您一定会因我们有着如此活跃而多元的社区而感到欣喜。我们把丰富多元

的文化活动带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无论你是喜欢坐在剧场里观看表演，还是坐在户外的阳光下聆听现

场乐队的演奏或者享受户外运动，夏洛特市都能满足您。生活在夏洛特市，你会发现夏天是户外活动

最繁忙的季节。如果你漫步在市中心，你总会发现经常有活动和节目正在进行。

在夏洛特市内举办的活动包括：

多元城市节    爵士乐及蓝调节

灯饰节      冬雪节(每年二月)
秋色节     国际海产节

夏洛特市节

我们将我们的成功归功于出色的民众，出色的金融赞助商，世界闻名的好客态度和每年都无私付出的

志愿者。夏洛特城有一流的设施和场地。当您在夏天走在美丽的市中心时，将感受到来自社区的能量

和热情。您将感受到我们的社区欢迎你 -　一个温暖友好、一个可以称为家的地方。 

Culture and Heritage文化和传统 

夏洛特市的活跃生命力来自于我们一贯以来对于多元文

化的推祟和推广。不论你是喜欢在剧院里观看演出，还

是身处艺术中心欣赏展品，或祇是想坐在户外享受阳

光，我们的城市总能满足您！夏洛特市的舞蹈活动，剧

院演出，音乐晚会，文学活动，艺术交流，作品展示等

活动丰富多彩。每年在夏洛特市艺术节期间，著名的联

邦艺术中心都会上演闻名世界的“红发安妮”，这也正

是我们拥有丰富文化生活的最好体现。它们更好的传承

着我们的传统。夏洛特市是加拿大联邦的诞生地，它展

示了社区的不同方面，其中不可否认是这里是一个真正

的文化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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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公共文化机构 

联邦艺术中心

联邦艺术中心是加拿大联邦政府为纪念在联邦成立前在省议会聚会的建国者而兴建的。艺术中心建

在夏洛特市场旧址上。艺术中心拥有众多剧场，艺术馆，餐厅和礼品店，这里给游客带来了加拿大

最好的艺术和表演作品。

- 主剧场 ‒两层可以容纳1012名观众

- 小剧场 ‒坐落在主层艺术中心旁，可以容纳180名观众

- MacKenzie剧场 ‒坐落在Grafton街和大学路交界处，可以容纳190名观众，座席以歌舞表演模式

（有桌和椅）排列

联邦艺术中心的落成是为了纪念加拿大诞生的历史，展示我们国家的多元文化，并给予拥有艺术梦

想的人们一个展示艺术天赋的舞台。联系 (902) 628-1864, www.confederationcentre.com 

同业工会 

同业工会坐落在市中心的文化中心区，拥有表演剧院，展览中心和办公场地。

联系：(902)368-4413, www.thegui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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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服务 

夏洛特市警察局和社区紧密合作，尽全力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提高夏洛特市居民和外地游客的

生活质素。夏洛特市警察局与爱德华王子岛省新移民协会有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为了协助新移

民融入社区，警察局已经设立了24小时翻译热线，为新移民提供岛内和岛外的多种语言的翻译服

务。市警察局由59名警员和14名工作人员组成。市警察局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以及执行新的国

家武器限制任务 (NWEST)。警员也是紧急回应队(ERT)的会员，并参与其他战术部队。

可随时致电警察局求助 (902)629-4172 

火灾和急救服务

夏洛特市消防队竭尽全力为保护市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而努力服务。消防队为市民提供最专业的

救火，救援，市管和调查服务，同时也为市民提供最详尽的火灾安全知识和信息。

消防队联系方法 (902)629-4083 

如何付账单 

如何您收到来自政府的账单或者罚单，有以下几种支付方式 － 您可以寄支票到市政府，或者直

接到市政府付款。至于用水和污水处理的费用，您可以到银行支付。违例停车和其他罚款则可以

女王大街

在警察局办理。警察局的罚款，娱乐设施的租

借，以及用水和污水处理的账单都可以在网上

支付。

联系电话 (902) 629-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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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详细资料请浏览政府网站 www.gov.pe.ca/educ。夏洛特市地区居民请联系东部校区 (902) 368-6990.

小学

初中
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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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学校

高等教育

我们非常自豪的向您介绍坐落在夏洛特市内的爱德华王子岛省立大学和荷兰学院。它们拥有国际

水平的教育质素和教育设施。许许多多的当地居民选择留在爱德华王子岛省接受被全世界所认可

的高等教育。我们知道，拥有这样优秀的教育机构能为您的家庭带来福音。 

爱德华王子岛省立大学 

爱德华王子岛省立大学是一间公立的综合性大学，设有文学院及理学院。大学致力鼓励和培养学

生鉴别，创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大学在文学，科学，商业，教育，护士和动物医学等方面为学

生提供多种课程。学校拥有超过4000名学生，离市中心非常接近且交通便捷。130英亩的校园有9

栋大型教学建筑，3栋学生大型宿舍，餐厅，图书馆，礼拜堂，设施完备的日托机构和多功能体育

中心。

联系 (902)566-0439, www.upei.ca

荷兰学院 

荷兰学院的学科包括航天，商业，烹饪，卫

生，法律，海运，旅游，技能，科技，体育

和娱乐。荷兰学院一直以为学生提供实用的技

术培训而闻名，已经为各个领域的工作岗位提

供了无数优秀人才。荷兰学院目前拥有2600名

全职学生，以及4070名拥有不同工作经验和教

育背景的兼职学生。联系 1-800-446-5265, 
www.hollandcollege.com 

荷兰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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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 

伊丽莎白女皇医院坐落在夏洛特市Riverside路上，是爱德华王子岛主要的医疗机构。
联系：医院办公室：(902)894-2111
急诊室：(902)894-2200 

商会 

大夏洛特地区的商会对所有新移民朋友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大夏洛特地区的商会有860家企业

成员。由于商会的规模不断扩大，我们要不断为企业成员提供新的工作人员，并协助增进新移民

朋友与本地商业社区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寻找长期稳定的工作。 

联系电话：(902)-628-2000 

积极参与 

参与夏洛特市的社区生活有很多种方式。如果你有兴趣成为志愿者，在付出时间和能力的同时也

能结识很多新的朋友，建立更多的社会关系。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资料或者需要任何帮助，请您联

系志愿者资源协会，地址：81 Prince St ，电话(902) 368-7337。夏洛特市内举办的众多活动都

是由拥有丰富才能，来自不同社区及拥有不同才能的志愿者的协助下才得以完成的。市政厅在每

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一都会召开公开议会，欢迎市民参加。市政厅也会召开其他的公厅会去议讨论

维多利亚公园

不同的议题并寻求来自社区各界的声音。夏洛特市最大的优势

就是我们的居民。市府鼓励所有的民众参与，共同努力把我们

的生活变的更美好。

网址：www.city.charlottetown.pe.ca  电话：(902)566-5548传

真：(902)566-4701 

大夏洛特地区
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