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本科直通车项目

蒙特利尔大学 
点亮你的未来



66,768 
名学生

17,000
名研究生 – 其中26%为研究生、
是加拿大研究生比例最高的大学之一

400,000 
名毕业生遍布全球

蒙特利尔大学始创于 1878年，作为一所精英院校在魁北克社会扮演着
核心角色。迄今一百四十多年来，学校为加拿大和国际社会各个领域
培养了无数领袖人物。

1943年，学校搬迁至蒙特利尔市中心的皇家山上的新校区。校园由国
际知名建筑师Ernest Cormier操刀设计。

2,400 
名研究教授，来自世界各地

465 
个研究单位，136名加拿大首席科学家

5.23 亿 
加元科研经费 – 蒙特利尔大学的研究
量在加拿大名列前茅

蒙特利尔大学
连同其附属院校共有



蒙特利尔大学的国际影响力源自:

来自140个国家的9000多名国际学生

800个国际间教学和研究合作项目

550份国际协议，合作机构遍及65个国家 

蒙特利尔大学是国际公立大学论坛 
(IFPU）秘书处的所在地

超过15个图书馆，其中包括一个以国际人 
道主义者、著名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 
(Norman Bethune) 命名的医学图书馆。白求恩
曾在蒙特利尔大学附属圣心医院担任胸外科主任

全球大学排名前1%
皮埃尔·特鲁多（Pierre-Elliott Trudeau)  
加拿大第15任总理，加拿大现任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 (Justin Trudeau) 的父亲

于贝尔·雷弗（Hubert Reeves) 
著名天体物理学家，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顾问

路易丝·阿尔布尔（Louise Arbour) 
加拿大律师，联合国国际移民问题特别代表， 
由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António Guterres）亲自任命

丹尼斯·阿坎德（Denys Arcand)  
电影导演兼制片人，其作品《野蛮人的入侵》  
(Les Invasions barbares) 荣获奥斯卡最 
佳外语片奖和三项凯撒奖 

廖满嫦（Joanne Liu) 
儿科医生，无国界医生组织主席

菲利普·基尔希（Philippe Kirsch) 
加拿大律师，曾担任国际刑事法院院长

苏菲·格雷戈瓦·特鲁多（Sophie Grégoire)  
记者，主持人，加拿大第一夫人

杰出校友 

学术成就与
国际影响力

蒙特利尔大学吸引了来自世界各
地的科研人员、学生和教授， 
他们是这所大学在全球的使者。

蒙特利尔大学及其附属院校 (蒙特利尔高等
商学、蒙特利尔综合理工学院) 构成魁北克
高等教育的引领标杆。

魁北克省第一

蒙特利尔大学的学生数量名列全加拿大第二。

加拿大第二

凭借超过5亿加元的研究经费，蒙特利尔大学
的研究活动在加拿大名列第四，并且自2005

年以来一直牢牢占据魁北克省第一的位置。

加拿大第四

根据全球大学毕业生就业能力排名，蒙特利尔
大学毕业生在雇主中的声誉位列全球第44名。

世界第44 名



1+3 本科直通车
1+3本科直通车是一个完整的本科项目，学生可以
在31个蒙特利尔大学本科专业选择一个攻读，并
最终取得学士学位。项目旨在帮助学生快速融入
当地校园生活，伴随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后三年本科阶段
第一学年结束时，学生可以从31
个本科专业中选择一个进行学习,
可选专业涵盖人文科学、纯理论
和应用科学、艺术、文学等各个
领域（指导老师将结合每位学生
情况以及各个专业的要求，对学
生进行指导)。 

项目概要
什么是1+3？即一年预科加三年本科学习。学生在第一年预科打下扎 
实基础，为接下来攻读学士学位做好充分准备。课程均为法语授课， 
四年后取得的学士学位也是毕业生拥有高级法语水平的证明。

第一年预科
学生将在蒙特利尔两所著名的高
等教育机构Collège Bois-de-
Boulogne和Collège André-
Grasset学习，接受浸入式法语
学习和大学核心课程。同时，学
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在众多
选修课里自主选择。 



入学条件
学生必须具备以下资格:

取得高中毕业文凭

具备基本法语技能 
(达到B1水平）

1+3 本科直通车 
的优势

学费

仅供参考

预科阶段的合作高校在轻松友 
善的氛围中，为学生提供有力 
支持和帮助

更关注每位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项目提供额外的法语课程， 
完善学生的语言技能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课 
(体育、视觉艺术、电影制作、
生活质量等)

独有的辅导员机制， 
帮助学生逐步融入新环境

该项目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活
动，有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加拿
大和魁北克

预科阶段，两所合作高校各部
门都能对学生进行一对一辅导

蒙特利尔大学为学生提供一 
对一的就业指导，以及在加拿 
大和海外的实习机会

每学年学费  
(各专业有所差别)

第 
一 
年

12,375 – 15,450  
加币之间

第 
二 
年

16,810 – 22,175  
加币之间

第 
三 
年

16,810 – 22,175  
加币之间

第 
四 
年

16,810 – 22,175 
加币之间

预 
科

本
科
阶
段



院系与可选专业列表
院系 本科专业
亚洲研究中心 亚洲研究

古典研究中心

古典研究

古典研究与人类学

历史与古典研究

社会学系 社会学

人类学系
人类学

人口学与人类学

艺术史与电影研究系 艺术史

化学系 化学

计算机科学与运筹学系
计算机科学

物理与计算机科学

人口学系
人口学与地理学

人口学与统计学

经济学系 经济学

地理系 环境地理学

历史系 历史

语言与翻译系

翻译

比较文学

英语研究

德语研究

德语研究与历史

西班牙语研究

数学与统计学系

数学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数学与经济学

数学与物理

哲学系
哲学

哲学与古典研究

物理系 物理学

政治科学系  政治科学

宗教研究学院 宗教研究



在蒙特利尔大学
学习的优势

在蒙特利尔 
学习的优势

毕业生在雇主中口碑卓越。根据全球大学毕
业生就业能力排行榜，蒙特利尔大学位列榜
单第44名

一流的校园服务，包括校内住宿

加拿大是英法双语国家，蒙大的纯法语教学
为学生今后在加拿大的职业发展锦上添花

毕业后，国际学生可申请3年的工作签证，
获取加拿大工作经验，甚至加拿大永久居留权

根据QS排名，蒙特利尔被评为2017年全球
最佳求学城市 

作为加拿大第二大城市，蒙特利尔以其多元
的文化，以及绝佳的工作和职业机会著称

蒙特利尔是充满活力的艺术文化中心

人工智能与游戏产业之都

众多国际组织总部所在地

现已开通多条蒙特利尔 – 中国主要城市的
直航航线

毗邻纽约及许多美国知名目的地

生活与住宿成本较低



联系方式
www.umontrealchina.com   |   integratedpath@umontreal.ca 

   蒙特利尔大学微信号：

蒙特利尔大学保留未经通知修改本出版物信息的权利。

如何申请 

入学申请步骤

核实资格1

收集正式文件 (中文文件需翻
译成英文或法文)2

提交申请表和所需材料3

等待蒙特利尔大学的评估，
并根据在线提示进行下一步操作4

入学申请
所需材料
在完整填写入学申请表后，你将收
到一份清单，提交清单所要求的材
料来完成你的入学申请。

其中可能包括:

出生证明

高中最后两年的成绩单和文凭，
如已就读过大学，还需提交大学的 
成绩单及文凭

以下任一语言考试成绩：
TCF、DELF、DALF 或 TFI

入学申请截止日期: 2月1日
个别专业在官方截止日后仍继续开放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