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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3+1+1 & 4+1 项目的常见问题 

*如果您对渥太华大学工程学院的 3+1+1 项目感兴趣，请务必阅读下文。

1. 如何成为 3+1+1 项目的学生？

入读渥太华大学 3+1+1 合作项目的学生的录取资格要求如下，可能会有变化和/或例外情况： 

- 在合作院校常规课程中注册的全日制本科生（申请时）；

- 在合作院校（抵达渥太华大学时）已经成功地完成了 4 年制学士学位的 3 年课程；

- 在申请时达到了 75% 的最低累积平均成绩；

- 没有纪律处分，没有学术欺诈或受到过其他破坏性行为的指控或调查结果；

- 达到渥太华大学课程要求中所规定的最低英语语言能力。

2. 如果我目前正在合作院校攻读学士学位的四年级，该怎么办？

如果您符合 Q1 中列出的课程和入学要求，您可能有资格入读 4+1 课程。您需要遵循与 3+1+1 学生

相同的申请流程，除非您被录取直接在渥太华大学开始攻读硕士学位。

3. 我的录取平均值是如何计算的？

一旦我校的研究生办公室收到您的完整申请，我们将使用您最近 20 门课程的成绩进行手动计算出

您的录取平均值。

4. 有哪些课程可供我申请？

申请 3+1+1 项目的学生可以申请工程学院的任何无论文课程。换句话说，以下是为您推荐的课程：

工程硕士（除少数例外的所有课程*）、计算机科学硕士（无论文、不专注或专注于应用人工智能

的课程）、数字转换和创新硕士（无论文课程，所有专业），系统科学与工程硕士。有关这些课

程和入学要求的更多信息，请参看：
https://catalogue.uottawa.ca/en/programs/#filter=.filter_20&.filter_24&.filter_30 

*工程管理硕士和创业工程设计的工程硕士课程不适用于 3+1+1 项目的学生

5. 你能否根据我目前的成绩单/学习课程/兴趣，为我应该申请什么课程提供建议？

遗憾的是，作为一般政策，我们不提供任何有关入学资格或可否录取的预先评估。请注意，这最

终只能在您提交了完整的申请资料之后，在进行评估的过程中确定。在您决定要选择哪个课程时，

您最好查看我们官方网站的“项目和课程”（Programs and Courses）部分。在本章节中，您可以

查看其中的“课程”小节，里面有每个项目的课程列表。您需要查看每个项目中列出的课程，以

确保您以前就读的课程是否适用于该项目本身的内容。以下是“项目和课程”中的示例 - 工程电

气和计算机工程硕士 - 课程： 

https://catalogue.uottawa.ca/en/programs/#filter=.filter_20&.filter_24&.filter_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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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atalogue.uottawa.ca/en/graduate/master-engineering-electrical-computer-
engineering/#Coursestext 

如果申请人已经查看了我们网站里的“特定要求”（Specific Requirements）部分和“项目和课程”
（Programs and Courses）里的课程部分，并且他们认为自己符合所有最低要求，那么他们可以随

意申请。遗憾的是，我们不能说某个申请人是否应该或不应该申请某个课程（这是一般政策），

因为只有评估委员会才能确定申请人的录取可能性。

请不要给我们发送任何预先评估的请求信/成绩单，因为这确实违反了我们的一般录取政策。相

关信息可在线上获取，因为我们无法代替评估委员会发言。每个申请人在选择理想的课程之前，

都需要努力确定自己的录取资格：

https://catalogue.uottawa.ca/en/programs/#filter=.filter_20&.filter_24&.filter_30 和 
 https://www.uottawa .ca/graduate-studies/programs-admission/apply/specific-requirements 

6. 申请程序是什么？

申请过程完全通过安大略省的大学申请中心 (OUAC) 在线完成（立即申请）。 

通过 OUAC 提交申请时，您无需提交所需文件的正式副本。一旦您收到来自渥太华大学告知后续

步骤的电子邮件之后，再上传文件。请注意，在提交申请时，您必须支付不可退还的申请费

（110 加元）。正式申请后，申请资料转入渥太华大学系统还需要 10-12 个工作日。 

申请资料转入后，您将收到一封来自渥太华大学的自动电子邮件，其中注明有关“后续步骤”的

指示。在这封电子邮件中，还附有一个正式的学号（例如以“300....”开头的学号）、您的 
uoAccessID 和密码，以便于查看您的 uoZone 帐户（即您的学生门户）。 

*请记住邮件里有两个部分：ID 和密码。您的 uoAccess ID 是写在“@uOttawa.ca”电邮地址之前的

简称（例如：jsmit000）。这些 uoAccess 凭证允许您在渥太华大学的许多网站、应用程序和系统

里进行身份验证和查阅。

请注意，只有在获得学号之后，您才能遵循我们在下面提供给您的指示。

请按照以下步骤查阅您的 uoZone 帐户： 
•进入“学生页面”（Students page）。

•在 uoZone 方框中，单击登录。

•输入您的 uoAccess ID 和密码。

•单击登录。

如果您由于技术问题而无法进入您的帐户，请联系“IT 服务台”（IT Service Desk）。 

在您的 uoZone 帐户中，您可以上传用于评估您申请所需要的文件。为此，您需要转到“录取文件”

（Admission file）部分，然后单击您选择的课程。这将带您进入所需文件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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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要的申请文件可能因课目而异。使用“课程特定要求（program-specific requirements）的在

线工具查看您的课程所需文件并收集齐全。 
 
请注意不要用电子邮件给我们发送您的任何文件，我们将无法审阅和考虑它们！在您的 uoZone 
门户中有一个名为“uoDocs”的门户，允许申请人上传自己的文件。 
（请注意，“需求清单”可能因课程而异，但是，一旦您通过 OUAC 提交申请，就可以进入您的 
uoZone 门户查阅“需求清单”）。 
 
开始在 uoDocs 中上传文件： 
 
1. 登录您的 uoZone； 
2. 滚动鼠标到屏幕顶部，并点击“应用程序”（Applications）； 
3. 在这里您会找到按字母顺序列出的多个选项。您需要一直滚动鼠标到底部并点击“uoDocs”； 
4. 进入 uoDocs，开始上传需求文件。 
 
所需文件（所需文件可能因课程而异）： 
 
A．两封推荐信（由您的推荐人以电子方式提交 - 不能在 uoDocs 中上传 - 请按照以下说明进行操

作）； 
a)只需进入您的 uoZone 并单击顶部的“应用程序”，然后单击“学生中心”（Student Center）。

一旦进入那里，只需转到您的需求列表； 
b) 找到后，单击“这里”旁边的“普通信件来自：”（General Letter from:）的地方，进入此处并

提供您的教授信息； 
c) 此时，您立刻向他们发送一封电子邮件，他们将回复他们的推荐信； 
d) 您的推荐人将有 10 天的时间来填写电子推荐表。 
e) 强烈建议您在提交申请之前联系您的推荐人，以确认他们的电邮地址以及他们是否有时间来完

成给您的推荐信。 
 
B．成绩单（软拷贝-电子版足以用于评估*）- uoDocs； 
a) 您必须将您就读过的每所大学的所有成绩单的副本上传到学生门户。成绩单必须涵盖您曾就读

过的任何大学的所有课程和项目，包括常规课程（无论是否完成）、交流、许可信、在线或函授

课程、作为特殊学生或访问学生就读的课程等。如果您的成绩单和学位证书不是英文或法文，您

必须提交认证翻译件（签名并盖章）。 
 
C. 英语能力证明（例如雅思、托福）- uoDocs 
a) 在语言要求方面，取决于具体的课程： 
- 数字化转型与创新 -雅思（总分 7.0）或托福（网考 100 分；笔考 600 分）； 
- 计算机科学 - 雅思（总分 6.5）或托福（网考 88-89 分；笔考 570 分） 
-生物医学工程 - 雅思（总分 6.5）或托福（网考 92-93 分；笔考 580 分） 
- 所有其他课程：雅思（总分 6.5）或托福（网考 79-80 分；笔考 550 分）； 
 
D. 简历 - uo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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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意向书（适用于计算机科学和电气课程以及计算机工程课程）- uoDocs； 
 
F.核心计算机科学本科课程表格（仅适用于计算机科学课程）- uoDocs。 
 
提交申请并上传文件后，请联系您母校的项目协调员，与他们确认您已提交申请并向他们提供您
的学号（非常重要）。您母校的协调员将把申请渥太华大学的学生名单转交给我们，以便我们开
始准备评估文件。请注意：如果您不通知您的项目协调员，我们将无法在系统中识别您是 3+1+1 
项目的学生，您将无法获得 10% 的学费折扣，并且您的申请有被拒绝的风险。 
 
7. 提交申请的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 
 
申请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1 月 31 日。 
 
8. 我应该在 OUAC 里申请哪个学期？ 
 
作为 3+1+1 项目的学生，在 OUAC 门户中，您应该申请打算在渥太华大学开始攻读硕士学位的学

期。例如，已经申请 3+1+1 项目以便在 2022 年秋季开始四年级的学生，就应该申请好在 2023 年
秋季学期入读硕士课程（提前一年申请）。 
 
- 如果您在中国母校是三年级学生： 
 
您应在 2022 年 1 月 31 日之前申请 2022 年的秋季学期，这样您可以在 2022 年秋季来渥太华大学

开始您的四年级（硕士预科课程），然后在 2023 年秋季开始您的硕士课程。 
 
- 如果您在中国母校是四年级学生： 
 
您应在 2022 年 1 月 31 日之前申请 2022 年秋季学期，这样您可以在 2022 年秋季开始您的硕士课
程。 
 
无论您目前在中国的母校是几年级，您都将在 2022 年秋季开始来渥太华大学学习。 
 
9. 我可以将录取通知推迟到下一学期/年度使用吗？ 
 
遗憾的是，延期是不可能的。渥太华大学的政策规定，录取通知书仅在一个学期内有效。如果您

希望在下一学期开始上课，则必须重新申请该课程。 3+1+1 项目的学生不能申请冬季学期，提交

的申请应是秋季上学。 
 
10. 我需要支付多少学费？ 
 
由于您参加了渥太华大学和您母校之间的合作学术项目，您将有权在工程学院学习的前 6 个学期

内享受 10% 的学费减免，包括一般国际学生在硕士预科一年学习期间的本科学费，和研究生前 4 
个学期的研究生学费，渥太华大学发布的学费网址为 
https://www.uottawa.ca/university-fees/。 

https://www.uottawa.ca/university-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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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折扣不适用于必要的附加费用、行政费用和杂费（包括必要的第三方费用，例如通用巴士交

通票、医疗保险等）。学生在注册他/她的第一门课程后的 24-48 小时内，可以在他们的 uoZone
（学生门户）中查看和支付确切的应付费用。 
 
对于与费用金额、付款方式、学生账户 ($) 等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需要查看： 
 
1. 学费缴纳信息： 
 
学生账户（付款方式：大学费用）： 
https://www.uottawa.ca/financial-resources/student-accounts/method-payment 
 
财务资源（费用支付）： 
https://www.uottawa.ca/financial-resources/student-accounts/payment-of-fees 
 
2. 关于退款+学费金额的信息： 
 
退款： 
 
https://www.uottawa.ca/financial-resources/student-accounts/refund 
 
3. 特别联系方式： 
 
InfoService - 学生账户 - 费用支付*： 
 
电话：613-562-5630 
免费电话：1-877-UOTTAWA 或 1-877-868-8292 
传真：613-562-5323 
电子邮件：infoservice@uottawa.ca 
 
11. 我如何注册在渥太华大学攻读硕士预科的课程？我应该选择哪些课程？ 
 
如果您已被录取，在渥太华大学开始学习之前，我们学院的本科生教务处（ Faculty’s 
Undergraduate Studies Office）将与您联系，提供有关课程注册的指南。发给您的电子邮件将包括

选课申请表、工程专业学生的选课限制、如何填写本科生入学申请表的示例，以及您必须填写的

选课表以及返回表格的日期。请注意，一旦我们收到您的表格并为您办理注册之后，您将无法立

即修改您的课程选择。不过，您将能够根据“重要日期和截止日期”网页上的指示修改您的课程

选择。请注意，在渥太华大学就读四年级期间，您的身份将被定义为“特殊学生转学单位（学
分）”。 
 
在渥太华大学工程学院就读四年级（硕士预科课程）期间，您可以在秋季选修 4 门课程（12 学
分），在冬季选修 4 门课程（12 学分），即被视为全日制学生。在我校选择四年级课程时，您必

须与您的母校确认您在渥太华大学就读的课程是选修课程或是满足您母校要求的课程。换句话说，

您必须与您在中国的母校确认，在渥太华大学选修的四年级课程将计入您在中国的学士学位。您

https://www.uottawa.ca/financial-resources/student-accounts/refund
mailto:infoservice@uottaw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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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母校可以与您确认，您计划在渥太华大学攻读本科最后一年的课程是否满足您的本科毕业要求。

有时，您的录取通知书内可能包含您在四年级需要学习的课程，然后才能入读硕士课程。 
 
可以在以下网页上查阅本学院每个项目的本科课程和课程序列表： 
https://engineering.uottawa.ca/undergraduate-programs/courses。 
某些课程不能提供给参与 3+1+1 项目的学生。被录取的学生在渥太华大学上学之前能获得这些课

程的列表。渥太华大学的课程取决于时间安排和是否现成，这可以在每年的课程和考试的时间表

网页上确定：https://www.uottawa.ca/course-timetable/。如果使用在线工具无法找到某课程，则

意味着下一个日历年将不会提供该课程。 
 
12. 我可以在渥太华大学就读四年级时选择研究生课程吗？ 
 
学生在渥太华大学就读四年级期间最多可以选择两 (2) 门研究生课程。如果您希望这些研究生课程

计入翌年渥太华大学的研究生课程，您必须与您的母校确认这些课程不会计入您的本科课程。 
 
13. 为了开始就读渥太华大学硕士课程，我在硕士预科学习期间需要遵循哪些要求？ 
 
在选择课程时，您必须确保在四年级结束时，您将满足在渥太华大学开始研究生学习的所有要求。

如果您符合以下条件，您将被预先批准入读渥太华大学的硕士课程： 
 
1. 成功完成硕士预科课程， 
2. 从您的母校获得学士学位，以及 
3. 在接下来的 12 个月学习中保持令人满意的平均成绩。 
 
14. 我可以申请入读其他学院/大学吗？ 
 
请记住，3+1+1 项目是与渥太华大学工程学院合作的。如果您想申请另一所渥太华大学的学院或

另一所加拿大大学，您需要查看并遵守他们的规章制度。还请记住，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三年级

学生，您将不会被研究生级别录取，这意味着您需要申请入读您感兴趣的本科级别课程，或再等

一年，并与任何其他国际学生一样，再申请选读研究生课程。 
 
15.如果我母校的四年级课程中有一些必修课怎么办？ 
 
这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考虑。某些合作大学可以为 3+1+1 项目的学生做特殊安排，如果他们在

四年级有一些在渥太华大学的相应课程中找不到的必修课的话。某些合作院校还允许他们的

3+1+1 项目学生在来渥太华大学之前提前选修这些特定课程，以保证能授予他们本科学位。请与

您的母校核实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选择的方案。 
 
16. 如果我被录取了，下一步是什么？我如何申请学生签证？ 
 
请确保您是否已查看以下新录取的国际学生需办理的手续清单： 
https://international.uottawa.ca/en/study-at-uottawa /international-student/newly-admitted 
 

https://engineering.uottawa.ca/undergraduate-programs/courses
https://international.uottawa.ca/en/study-at-uottawa%20/international-student/newly-ad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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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如果我接受了录取通知，但改变了主意和/或我的学生签证申请被拒绝，我想拒绝录取通知和/
或要求退还学费怎么办？ 
 
我们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首先，我们会要求您通知您母校的项目协调员并发邮件至： 
 Engineering.International@uottawa.ca。 
然后，您需要先放弃您可能已经注册的任何课程。其次，一旦您与您的项目协调员和我们确认您

已放弃所有课程，我们将开启撤销您注册档案的过程。最后，一旦我们与您确认您的档案已关闭，

您就可以前往 uoZone（学生门户）并要求退还已扣除的任何费用。 
 
18. 我可以转学到有论文的课程（应用科学硕士）吗？ 
 
对研究型的研究生课程（有论文课程）感兴趣的本项目学生，可以选择向渥太华大学研究生教务

处（Graduate Studies Office）提交申请，要求转入渥太华大学的应用科学硕士生项目（有论文课

程）。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您首先需要找到一位渥太华大学工程学院成员作为您的导师。您必

须满足此类应用科学硕士课程的入学要求，并获得该学院教授已同意担任您的论文导师的书面确

认。请注意，尽管您满足转入有论文课程的所有要求，但并不能保证您的转学申请能被接受。如

果渥太华大学决定不接受您的转学请求，您可以留在本项目中以完成无论文硕士课程。有关如何

寻找导师以及工程学院授权导师名单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engineering.uottawa.ca/graduate-programs/thesis-supervisors。 
入读应用科学学位课程的学生将被要求完成一套课程作业，并根据他或她的原始研究结果准备一

篇论文，还要在学术委员会面前作论文答辩。成功完成此类论文课程的所有学位要求后，学生将

获得渥太华大学的应用科学硕士学位 (M.A.Sc.) 。 
 
19.我如何申请 co-op（带薪实习）项目？ 
 
我们的许多课程都有 co-op 项目。为了申请 co-op 项目，您必须首先被录取到提供 co-op 项目的学

术课程。您必须在最初注册课程的第一个月末（即 9 月底）之前向“COOP 办公室”提交申请。

co-op 项目的录取是通过竞争决定的，并由 COOP 办公室管理。 
 
要进入 co-op 项目，您必须： 
•是被提供 co-op 全日制课程录取的学生； 
•在渥太华大学的课程中取得并保持最低 7.0（B+ 或 75%）的 CGPA。 
•支付所需的 co-op 费用。 
 
20. 我已经在渥太华大学完成了四年级学习（硕士预科部分）。我接下来该怎么做？ 
 
以下是要遵循的步骤： 
 
1. 与您的母校联系，以确保您已经满足完成学士课程并从母校毕业的所有要求。 
2. 确保您有 CHESICC 验证所需的材料- https://www.chsi.com.cn/en/ 。有两份材料：一份包含您的成

绩单和翻译件，另一份确认您的毕业生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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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获准注册渥太华大硕士课程的冬季学期之前，您必须将您的 CHESICC 文件（成绩单和学位证

书）提交至 engineering.grad@uottawa.ca。因此，在您得到母校确认您已满足所有要求之后，您最

好尽快办理这一手续。

4. 要了解硕士课程开始注册的时间，请查阅渥太华大学官方网页里的 Important dates and deadlines
（重要日期和截止日期）。您可以在秋季开放后注册，但在您提供 CHESICC 文件之前，将被阻止

冬季学期的注册。

21. 如果我有本文中未提及的其他问题，我可以同谁联系以获取更多信息？

如果您非常仔细地阅读了本文件，但对 3+1+1 项目仍有疑问，请联系您母校的项目协调员和/或查

阅 Engineering.International@uottawa.ca。在您的查询中，请注明： 

- 您的全名，

- 您是一个可能参加 3+1+1 项目的学生

- 您母校的名称

- 你的渥太华大学学号（如果你有的话）。

您也可以通过微信联系我们：UOEngInt  

我们期待您成为渥太华大学工程学院 3+1+1 项目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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