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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授權香港城市大學環球事務拓展處及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將

本手冊內容公佈於任何感興趣之同學，幫助其準備本課程。 

——策劃編輯 2020年1月 



主編寄語 

直到入讀哥倫比亞大學幾個月後，我還能清晰地回憶起三月份的那個早

上：本應該八點才慢慢醒來的我，在五點半就莫名其妙的爬了起來。打開

正在充電的手機，一條未讀郵件的通知靜靜地躺在螢幕上。郵件的寄件

者，是多少個月以來牽動我神經的哥倫比亞大學。當我強忍著內心的緊張

與不安，躺在床上慢慢點開這封即將決定我未來走向的通知後，迎面而來

的，是無數喜悅與歡迎之辭中的一句“Congratulations（祝賀）”。那一瞬

間，強烈的幸福感填滿了剛剛還緊繃的神經。我從床上“直接滾了下來”！

再也忍不住了！我要把這個激動人心的消息馬上告訴家裡、告訴同學、告

訴我身邊的一切人…… 

 

作為一名計算金融專業成立以來第二屆的學生，我深知，能夠成為本專業

第一位前往哥倫比亞大學的人，是一種榮耀，更是一種責任。榮耀的背

後，是城大商學院老師的鼎力相助與一段時間來自己的不懈努力；而責

任，則代表著對自身持續進步的要求以及為本專業同學開闢新路、積累經

驗的使命。想起自己入讀城大時，收到了由城大內地學生學者聯誼會

（CSSAUG）編寫的入學指南《城大百科》。其中，錄取前的各項準備與

要求說明，給了即將開啟大學生活的我很多幫助，讓我倍感關懷。又想起

在被哥大錄取之前，雖然收到了來自城大環球事務處和城大商學院的悉心

指導，作為首屆有機會參加這個項目的計算金融學生，沒有來自同專業同

學的指點，心中的忐忑仍然需要自己面對。 

 

因此，為了讓正在準備本項目，以及想要準備、想要瞭解本項目的同學能

夠直接接觸到學長姐的經驗體會，我嘗試將我自己的準備過程羅列出來，

將自身的體會進行整理，寫出了這份手冊的初稿。在其他同樣參加本項目

的同學熱心幫助下，更多不同的個人體會被包含進來，手冊的內容不斷被

充實、完善。自己當初創辦這份手冊所要實現的心願，正在不斷走近。 

 

我衷心希望手冊中這些來自學長姐們的、包含美好心意的經驗，能夠為讀

者同學們的準備道路上點一盞燈，讓同學們能夠更合理的安排自己的時

間，為項目的準備做出更合理、更有效的計畫，在準備的過程中，能夠更

深刻的體會自己的經歷與特質。 

 

祝福你們，我親愛的、幸運的學弟學妹們！ 

 

手冊主編——侯江天 

2019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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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準備時間軸 

香港城市大學 

和負責老師確認總體課程安排 
Personal Statement 

可以開始做前期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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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自己之前的上課情況 

形成大二的課程計劃 

在所在專業/學院提出項目申請 

參加城大組織的面試 

GEO宣佈面試和城大初選結果 

ELC為合資格同學舉辦工作坊 

ELC安排模擬面試 

城大為同學提供文書寫作及面試相關建議 

大
一
到
大
二
前
的
暑
假 

大
二
上
學
期 

大
二
寒
假 

開始聯繫父母和高中學校 
準備高中成績單/畢業證 

備註 



資源連結 

城大-哥大雙聯學士學位項目官方網站： 

https://cityu-hk.gs.columbia.edu/  

Application Timeline for CityU Applicants:  

https://cityu-hk.gs.columbia.edu/application-timeline-cityu-applicants 

CityU ELC:  

http://www.cityu.edu.hk/elc/ 

CityU ELC Writing Studio:  

http://elss.elc.cityu.edu.hk/ELCPages/ELSS/Writing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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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比亞大學 

在哥大招生網站進行線上申請 

提交個人資料和簡歷 

提交Personal Statement 

參加ALP考試 

參加面試 

獲得ALP成績 

獲得面試結果 

大
二
上
學
期
到
大
二
寒
假

大
二
下
學
期 

提醒城大老師 
提交推薦信 

備註 
注意時間 
儘早開始申請 



 GPA與選課 

參加雙聯學士學位項目的城大校內選拔，首先需要同學的GPA達標。 

 

哥大給出的GPA錄取底線為3.3。從實際情況來看，GPA在3.7

（Dean’s List上榜要求）以上，被城大和哥大選中的機會較大。 

GPA 

往年情況 

據哥大招生老師介紹，2018年

開始參加項目、入讀哥大的學

生（也就是2016年入讀城大的

學生）平均GPA為3.66。 

經驗分享 

 

大二Sem A的課程對提交哥大申請表之前提升GPA很有幫

助，同學應該把握機會。 

——2017級 李聞達（經濟學）  “ 
 

多學乾貨，好找工作，不用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提升GPA上。 
——2017級 石啟蒙（經濟學） 

學長建議 

雖然沒有錄取人數的固定限

制，但是GPA在城大與哥大選拔

時都會被作為主要參考之一。

即便如此，不能認為GPA高就一

定能夠成功獲得哥大最終錄

取，也不能認為GPA的差距會在

最後選人時起到決定性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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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大一結束時的GPA不算高，大二Sem A也有機會來提升CGPA。

大二數學課占比很重，多做題容易得高分。 如果有空，暑假可

以預習。選擇非專業課時要慎重考慮給分情況。 
——2017級 涂振峰（數學） 

 

學習人文社科需要有形成觀點並舉證的能力。這種能力是在

不斷的學術鍛煉中逐漸培養出來的，並且也是我認為本科的

人文教育裡最重要的部分。一個高的GPA只是在培養這一能力

的過程中水到渠成的事情。 

——2017級 方毅劼（社會學） 

” 

 

GPA只是錄取的一個要求，在此基礎上Personal Statement中表

現出的學習熱情、推薦信的品質、簡歷中的課餘活動、面試時個

人魅力的展現都非常重要，不必認為GPA低就無緣哥大。  

——2017級 王涵一（數學） 



選課 

選課可依照以下四個方面考慮： 

（1）GPA水準; 

（2）未來發展； 

（3）個人興趣； 

（4）獲得推薦信的可能性和品質。 

經驗分享 

 

如果決定參加這個項目，選擇MA1200時要慎重。因為根

據往年的課程對照表，同學需要上MA1006以滿足城大對

於申請項目的要求。（1）如果選擇MA1200:可能面臨無

法滿足項目要求的可能，對項目申請造成影響；（2）如果選擇

MA1006:無法再選上MA1200（以及MA1201）。而這種情況下，數

學系不會批准輔修（Minor）的申請。如果以後想要申請輔修，

需和商院項目負責人溝通，由商院出面向數學系解釋情況。

CS1102和CB4303兩門課很難搶到，同學可以考慮請老師或學長姐

幫忙搶課，或者自行paper add/drop部分時間段。 

——2017級 李聞達（經濟學）  

“ 

 

語言課不容易拿到A，所以選擇語言課之前要慎重考慮。UE和EFS

最好放到大一來上。CCIV建議留到大二Sem B再考慮上，這樣不

會影響哥大申請時提交的GPA。可以嘗試不同的GE課，以找到自

己未來的方向。可以從純數學、應用數學、電腦、金融和統計等

五個方向考慮。  

——2017級 涂振峰（數學） 

 

由於計算金融的課程計畫非常充實（每學期都要滿足15-19學分

的要求），同學可選擇的GE課和自由選修課（例如：語言課）數

量很少。建議同學嚴格按照商學院的指示來安排每學期的課表。

在課程計畫中,有一部分數學和電腦學系課程需要自行書面添加

（paper add/drop）。同學在大一暑假和大二寒假要提前安排課

程時間段，並向相關專業的老師提出要求，以免影響課程進度。  

——2017級 侯江天（計算金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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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系的同學來哥大之後的第一個學期，一般有很多基礎課——

面向大一、大二同學的課程。同學們可以在城大多學Corporate 

Finance和Financial Modeling等課程，其他基礎課也要扎實地

學好。 

——2017級 石啟蒙（經濟學） 

備註 

課程對照表：course mapping 

 



經驗分享（續） 

 

除課程對照表上的要求以及專業課以外，我在選課時最注重

個人興趣和涉獵領域的全面性。學科交叉背景以及學術訓練

對於想要在人文社科領域繼續深造的同學來說十分重要，這

不僅可以開闊分析問題時的思路，也可以幫助自己找到一些感興

趣的研究方向（或者排除一些自己並不感興趣的領域）。我始終

認為文科學習需要主見，也需要熱情。 

 

課程對照表可以提前找項目負責人要一份。我是在大二上學期確

定自己的專業方向以及確定要參加這個項目之後就去找項目負責

人要了一份2014-2015學年的課程對照表。它可以作為選課時的

參考，不過每年都會有微調或者大調，可以和項目負責人協商再

進行調整。 

——2017級 方毅劼（社會學） 

” 

資源連結 

大學數學系參考書： 
http://math.sjtu.edu.cn/upload/teachers/3162/%E6%95%B0%E5%AD%

A6%E7%B3%BB%E6%9C%AC%E7%A7%91%E4%B8%93%E4%B8%9A%

E5%AD%A6%E4%B9%A0%E5%8F%82%E8%80%83%E4%B9%A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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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長建議 

同學們在選課時，可以不用太

在意他人對某一門課程在給分

問題上的負面評價，比如“這一

門課不怎麼給高分”、“那一門課

沒有多少人拿A”……等等。其

實只要對自己高標準嚴要求，

有較好的寫作能力和分析問題

的能力，一切就都順其自然

了。 

 

哥大的人文類課程難度比城大的同類課要大很多。建議多看城

大/哥大官網，裡面有記錄可以轉到哥大學分的課程。對於數學

專業的同學來說，大一為了選夠學分，可以多上一些人文方面的

GE課程，減少在哥大上人文課程的學業壓力。  

——2017級 王涵一（數學） 



 雅思/託福考試 

由於需要滿足哥大的入學要求，非英語母語的同學需要提供英語考

試成績。這裡主要對參加雅思和託福的同學給出建議。 

雅思(IELTS)考試 

學長建議 

雅思考試的成績有效期為考試

當天日期後的兩年以內。如果

成績失效時間在學校提交成績

期限之前或附近，考試成績可

能作廢，影響項目進行。建議

成績失效時間在大二SemB三月

份及以前的同學重新參加考

試，以避免可能的影響。 

雙聯學士學位項目的雅思考試分數要求為7分，也就是總分需要達

到7分或以上（比如7.5分、8分等）。項目對各項小分沒有要求，

小分（例如：寫作部分單項）低於7分不會影響最後錄取結果。 

 

還沒有參加過雅思考試的同學，可以在大一結束後的暑假到大二

SemA期間備考並參加考試；已經參加過雅思考試的同學，除了檢

查之前的成績是否達到雙聯學士學位項目的要求之外，還要留心考

試成績的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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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思考試分為聽說讀寫四個部分，各項最高分是9分，各級別相差

0.5分；最後總分是四項考試得分經過四捨五入後的算數平均分，最

高分9分，各個級別之間相差0.5分。 

經驗分享 

 

要注意學校對成績最後提交時間的限制，及早準備，以

免耽誤項目準備和正常上課。在香港報考雅思的費用大

概在2000港幣左右，同學應該重視每一次的考試機會，

儘快達成要求。  

——2017級 侯江天（計算金融學）  

“ 

雅思得分及成績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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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福(TOEFL)考試 

託福考試分為聽說讀寫四個部分，各項最高分是30分；最後總分是

四項考試得分之和，滿分120分。 

雙聯學士學位項目的託福考試分數要求為100分，也就是總分需要

達到100分或以上。項目對各項小分沒有要求。 

 

還沒有參加過託福考試的同學，可以在大一結束後的暑假到大二

SemA期間備考並參加考試；已經參加過託福考試的同學，除了檢

查之前的成績是否達到雙聯學士學位項目的要求之外，還要留心考

試成績的有效期限。 

託福得分及成績單示意圖 

學長建議 

託福考試的成績有效期為考試

當天日期後的兩年以內。如果

成績失效時間在學校提交成績

期限之前或附近，考試成績可

能作廢，影響項目進行。建議

成績失效時間在大二SemB三月

份及以前的同學重新參加考

試，以避免可能的影響。 

經驗分享 

 

同學們最好大一下的時候就先考一次，這樣即使成績沒有達

到標準也有再來一次的時間。並且大二上可能需要同時準備

哥大其他的申請材料和交換的申請材料，還有保宿舍等活

動，會非常忙，推薦儘量提前完成。  

——2017級 王涵一（數學）  

” 
資源連結 

IELTS（雅思）香港官方網站（中文）： 

https://www.britishcouncil.hk/zh-hans/exam/ielts 
 

TOEFL iBT（網上託福考試）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網站（中文）： 

http://www.hkeaa.edu.hk/tc/ipe/toefl/ 



 推薦信 

哥大的申請網站需要提交一封或兩封來自他人的推薦信 

(Recommendation Letter)，其中一定要有一封來自城大的教職

員工。老師會參考學生在課堂表現以及對學生學術水準的瞭解在推

薦信中做出評價。 

 

提交之前，需要自己聯繫城大的老師或主任。哥大的系統會提供寄

送推薦信的郵寄地址，讓推薦人自行向哥大提交推薦信。提交時，

系統會讓同學選擇是否保留“流覽推薦信內容”的權利。選“不保

留”，代表同學將看不到為自己寫的推薦信內容；選“保留”，同學則

可以在有需要時，直接申請看到推薦信的內容。 

 

一封好的推薦信，一般要有教授對你優點的分析以及較高的總體評

價。同學平時要多跟教授交流，讓教授瞭解你的閃光點，例如對學

科的熱情、性格特質等。 

學長建議 

建議同學在Year 1或Year 2 Sem 

A就要開始留心自己專業/學院

的主任還有相關課程的老師。

如果能提前認識，或者讓自己

在他們心中留下印象（例如多

在課堂上回應老師、課下多交

流、多利用office hour等），在

這一步的請求會方便很多。和

老師做過RA(Research 

Assistant，研究助理)以及相關

合作項目的同學，也可把握機

會，提出寫推薦信的請求。 
 

一般儘量爭取得到兩份推薦

信。準備推薦信時，要給老師

儘量多且詳細的資訊，例如成

績單，CV，個人的情況介紹

（不需要很正式，但一定要讓

老師知道你的閃光點和獨特之

處）。 
 

除非特殊情況，建議不保留查

看推薦信的權利，這樣

Columbia招生官知道教授的推

薦信是客觀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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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 

 

這裡為大家列出五點來自2017級學長的經驗： 

 

（1）要讓老師瞭解你為什麼要去哥大，以及告訴老師為什麼你

值得他推薦； 

（2）最好能跟老師面談推薦信事宜，而且要提前告訴老師你想

要推薦信； 

（3）如果要找相關課程的老師，這門課要儘量拿到高分； 

（4）儘量找本專業的老師寫推薦信； 

（5）最好找到瞭解美國教育體系和推薦信寫法的教授寫推薦

信。 

  

資源連結 

斯坦福大學推薦信指南： 

https://undergrad.stanford.edu/academic-planning/engage-faculty/asking-

letters-recommendation 

哥倫比亞大學推薦信指南： 

http://admissionsblog.sipa.columbia.edu/tag/letters-of-recommendation/ 

哥大GS推薦信指南： 

https://gs.columbia.edu/content/medical-school-letters-of-recommendation 



 高中/高考成績單 

進行哥大網上申請時，同學需要提供符合要求的高中畢業證書以及

成績單。 

高中成績單 

學長建議 

高中成績單要提前做出安排。

可以聯繫家長或高中老師提供

幫助。 

同學需要聯繫省級教育局，開具中英雙語的高考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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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需要在大一暑假聯繫高中學校教務處，獲得中英雙語的高中學

習成績單，需要加蓋學校公章，用封裝完整的高中學校信封親自上

交/郵遞直接寄送給城大指定地址。 

高考成績單 

學長建議 

如果不方便直接開出中英雙語

的成績單，同學可以自行聯繫

當地公證處，獲得正規的英語

翻譯。也可以事先詢問城大相

關老師，看是否可以自行進行

英文翻譯。 

經驗分享 

 

儘早聯繫高中/初中學校要成績單以及高考成績證明。很

多同學大二上的寒假不會回家，而是會出門旅行或者參

加項目。這會造成很大不便。 

——2017級 王涵一（數學）  “ 

注：本節內容以中國內地情況為准，港、澳、台及其他地區同學請自行結合當地實際情況作出準備。 



 CV/Resume（履歷/簡歷） 

進行哥大網上申請時，同學可以選擇提交自己的CV/Resume（履

歷/簡歷）。 

CV 

學長建議 

CV更偏向學術、科研經歷。同

學可以將高中時獲得的學科競

賽、學術成就、研究性學習等

成果記錄在內。 

Resume（簡歷），是一份有關於你的教育經歷、工作經歷以及技

能的摘要。同時也可以依個人及求職職位需要列出申請目標。相比

CV，Resume更為簡明扼要，一般頁數為1頁（單面紙），最多不應

超過兩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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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Curriculum Vitae，履歷）,是一份書面介紹個人經歷的

檔。里面一般會詳細的列舉出個人經驗、學術背景和相關技能，比

如：研究成果、獲獎紀錄、相關出版物⋯⋯等細節。 

Resume 

學長建議 

Resume更偏向個人和職業經

歷。同學可以將教育經歷、榮

譽獎項、職業或義工活動經

歷、個人特長等方面展開。可

以聯繫城大的職業建議中心

（Career & Leadership 

Center），請老師為自己的CV/

Resume 提出修改的建議。 

資源連結 

城大CV寫作指導： 
http://www.cityu.edu.hk/caio/city-u/careercvcoverletters.asp 

Valut.com 簡歷寫作範例： 
https://www.vault.com/resume-tips/resume-samples-templates 



 Personal Statement（個人陳述） 

美國的高校在招收本科生時，會要求學生依照給定的題目寫出一篇

關於學生自身的文章。這篇文章被稱作Personal Statement

（個人陳述）。文章的內容一般圍繞著學生的個人情況、個人經歷

以及入學的動機展開。學校會以此作為學生入學的初步參考資料，

判斷學生是否是學校希望培養的人才類型，以及與校風是否契合。 

 

雙聯學士學位項目的Personal Statement要求同學用電腦完成一篇

字數在一千五百字以內的英文文章。 

學長建議 

城大的ELC會首先組織同學參加

Personal Statement的

workshop，對寫作要求、寫作

方法和技巧進行介紹。接下

來，ELC會在可選的時間讓同學

通過Skype（線上語音聊天軟

體）或者親自面對面和城大的

ELC老師進行交流。老師會對文

章的結構、選材、立意進行評

價並提出建議。 
 

在提交Personal Statement之

前，同學還會有機會在城大和

不同的ELC老師面對面溝通，並

請老師提出修改意見。同學也

可以和ELC老師自行商量，多次

約定線上交流時間。 
 

Personal Statement需要你講好

一個故事。一個好的故事需要

反映出你的品質、你的熱情、

你對自己的期望、和你獨一無

二的經歷。這個故事首先需要

感動你自己，才可以感染他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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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情況 

2017 Personal Statement 文章題目要求: 

 

Given your experiences as a student now in your second year at the City Uni-

versity Hong Kong, how have you changed in comparison to who you were in 

high school? How do you imagine a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opportunity like 

the Joint Bachelor's Degree Program with Columbia University might also lead 

to new experiences that will change you as a scholar and a person? 

 

Successful essays should not only identify and describe specific elements of 

the Joint Bachelor's Degree Program that meet your needs as a student, but 

should also explain how your studies at CityU complement the major you in-

tend to follow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how this program is compatible 

with your future aspirations.  (1,000–1,500 words) 

經驗分享 

 

PS的寫作思路多種多樣，同學們應該選擇適合自己寫作風格、能

最好展現自己的方式進行展開。這裡為大家提供一些寫作思路以

及建議： 

 

（1）在PS裡回答三個問題：為什麼我當初選擇了城大？

為什麼我要選擇哥大？這對實現我將來的職業規劃有什

麼幫助？ 

（2）不光要想哥大能給你帶來什麼，也要想想你能給哥大帶來

什麼。 

——2017級 侯江天（計算金融學）  

“ 



經驗分享（續） 

 

（3）在PS裡敘述我對數學的熱情、為什麼要選數學、為什麼要

選統計、Cityu的經歷給了我什麼東西、以及以後想幹什麼。 

（4）最好表明我有足夠的信心勝任哥大的課程。 

——2017級 涂振峰（數學） 

資源連結 

CityU ELC Writing Studio:  

http://elss.elc.cityu.edu.hk/ELCPages/ELSS/Writing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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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瞭解自己的目標和發展方向、自身是否適合這個項目、能

否合理的將哥大的資源為我所用是寫作的關鍵點。 

——2017級 石啟蒙（經濟學） 

 

（7）我寫了一個我自己關於看望抗日戰爭老兵的故事，並

且通過這個故事引出我對於學習社會學的初衷和熱情，以及

自己可能會繼續從事的專業方向。 

（8）在寫PS的之前一定要想清楚再動筆，更不要怕反復的修改

甚至重寫。在這個過程中多和ELC的老師交流，他們真的很專

業！ 

——2017級 方毅劼（社會學） 

” 

 

（6）炫酷的過往經歷可以留給簡歷，個人陳述更大的意義是講

述你和所學學科的故事：你是如何對這個學科產生深厚感情的，

哥大又會怎樣幫助你的未來發展。  

——2017級 王涵一（數學） 



 ALP英語考試 

哥大與城大一樣，要求學生完成全體必修的大學英語寫作

（University Writing，簡稱UW）課程才能畢業。想要參加哥大

的UW課程，學生不能只依靠社會上的英語考試成績（比如雅思、

託福等），還需要參加由哥大自行舉辦的英語評級寫作考試

（American Language Program Essay Exam，可簡稱

ALP考試）獲得足夠的成績後，才有資格開始學習UW課程。 

考試目的 

學長建議 

寫作考試注重學生的邏輯性和

英語運用能力。需要在注重論

證方法和邏輯縝密的同時，運

用準確並高級的詞彙和句型，

進行比較快速的寫作。同學可

以使用雅思考試的寫作題（題

材相似，但要求較淺，更偏重

語言表達）或者GRE issue的寫

作題（邏輯性要求更高，但文

體有所不同）對自己進行訓

練。 
 

ALP考試的成績為十分制，最高分10分，最低分7分（理論最低分

為0分，官方說法是2分以下不予評分,本項目最低會給到7分），各

級別之間一般相差1分。 

 

ALP考試獲得10分，代表學生的英語水準可以允許其直接學習UW課

程；沒有達到10分的同學（如獲得9分、8分…等）需要根據分數，

先上齊對應等級的ALP英語課（類似城大的ELC課程，不能夠直接讀

UW的同學需要先讀完ALP），才能選報UW課程並獲得畢業資格。 

 

一般來說，以10分為標準，每少一分，學生便需要多讀3學分的

課。如在ALP中獲得8分，那麼成功參加項目後，同學就要先上完6

學分的英語課程，才有資格讀哥大的UW課程（占3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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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形式 

ALP的考試形式是文章寫作，要求同學在105分鐘內，手寫出一篇字

數沒有下限或上限的文章。 

 

題目一般會以兩段文字呈現兩種針對某件事情的不同觀點，而同學

需要對比觀點後，寫出支持/反對的觀點和理由，或者提出自己的觀

點，並借助給出的文字作為論據進行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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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給分 

學長建議（續） 

哥大使用MLA格式作Reference 

List。同學可以對給出的兩段材

料進行引用，並寫在文章的最

後，成為Reference List；素材

積累很多的同學，也可以將自

己熟悉並且可靠的引用來源寫

進Reference List裡。 
 

哥大ALP老師建議：文章可以每

寫一行後，隔一行再起下一

行。這樣方便後續回來進行修

改。 

ALP的最終成績會在面試通知之後，以郵件的方式分別發給同學。 

 

除了部分直接獲得10分的同學以外，一般8分和9分的同學居多。8

分會被進一步分成兩個部分：8A和8B。8B代表比8A表現稍好。但

如果同學最後被項目成功錄取，8A和8B都會被作為8分看待。對於

獲得7分的同學，如果最終被項目錄取，依照哥大指示，同學將延

遲入學，因為需要先行完成ALP課程。 

學長建議 

事實上，ALP的考試不會作為錄

取的唯一標準。有同學在ALP中

只得到8A，但最終成功被錄

取；也有獲得滿分10分（相當

於英語母語級）的同學最後沒

有被錄取。只要分數在8分及以

上，獲得錄取的可能性就不會

單純隨著ALP分數增加而增加。

而獲得7分的同學，就要格外注

意自己在面試中的表現，為自

己爭取機會了。 

經驗分享 

 

可以考慮背誦4-5篇優秀的GRE範文。GRE的範文可以從官

方的GRE指導上找到，亦可在知乎推薦的參考書中找到。  

——2017級 涂振峰（數學）  “ 

資源連結 

ALP：http://gs.columbia.edu/content/international-student#/cu-

accordion_item_4019 

 

同學們在寫作的時候，要注意語言的邏輯化和自然化，建議

避免一些程式性很強的分點論述（如：Firstly… 

Secondly… 等）。 

——2017級 石啟蒙（經濟學） ” 

 

ALP的論文考試不光關注語法與詞彙本身，也會考慮論點的角度

和深度。 

(學姐私信：建議加入城大普辯隊鍛煉一下（大霧））  

——2017級 王涵一（數學） 

7 8A 8B 9 10 

哥大ALP級別示意圖 



 面試 

在申請的過程中，同學需要分別參加由城大和哥大分別組織的面

試，從而決定自己是否能夠繼續參加申請或成功獲得錄取。 

城大面試 

往年情況 

以下是一些2017級的同學被問

及的城大面試問題，供同學參

考： 
（1）你為什麼想去哥大？ 
（2）你到哥大後準備做什麼？ 
（3）你從哥大畢業後想幹什

麼？ 
（4）如果ALP英語考試成績達

不到要求，你要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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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在遞交城大申請表之後，學習專業負責人（或系主任）以及專

業/學院的哥大項目負責人會以郵件聯繫同學，安排校內面試。面試

由城大相關專業老師進行。 

經驗分享 

 

城大面試環境相對輕鬆愉快，大家可以放平心態、自信

應對。  

——2017級 涂振峰（數學）  “ 
哥大面試 

往年情況 

以下是一些2017級的同學被問及的哥大面試問題，供同學參考： 
 

（1）你為什麼在高中畢業後選擇了城大？ 
（2）你為什麼選擇了你現在所學的學科？ 
（3）你在城大上了什麼樣的課？ 
（4）你為什麼想去哥大？/你覺得這個項目的價值是什麼？ 
（5）你認為，你在城大的學習將如何輔助你在哥大的學習？ 
（6）哥大的Core Curriculum對你有什麼意義？ 
（7）你覺得來紐約之後會遇到什麼困難？ 
（8）你畢業之後有什麼打算？你想在哪裡工作？ 
（9）你認為自己學習方面有哪些優點？ 
（10）你想給哥大帶來什麼 ？ 

在申請流程的最後，在城大校園內會組織由哥大招生辦公室主任舉

行的面試。合資格的同學會在ALP考試後收到郵件，其中會通知面

試的時間及地點。 



經驗分享 

 

哥大面試對於決定申請的成功與否極為關鍵。同學在準備面試問

題的過程中，建議緊緊圍繞這兩組問題對自己的過往、個人特點

和目標進行思考： 

 

‘我為什麼要選擇哥大？/哥大能為我帶來什麼？’ 

‘哥大為什麼要選擇我？/我能為哥大帶來什麼？’ 

 

這樣，同學可以對自己的申請動機有更準確的把握，可以在回答

問題時切中要害。 

——2017級 侯江天（計算金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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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長建議 

建議在面試之前熟讀自己的 
Personal Statement，因為面試

官的很多問題會從這些書面 
材料中生成，但只需援引一些

觀點或者提到一些經歷就好，

不要照搬原話。 
 

在面試之前也可以自己一寫對

於上面給出的哥大面試問題的

回答。雖然面試需要一定的臨

場反應能力，但我們完全可以

利用充足的準備時間，提前整

理自己的觀點和思路，思考怎

麼把這些問題串聯起來，怎麼

讓你的講述顯得流暢且不刻

意。 

 

我不確定面試表現在最終決定是否錄取上占多大的權重。我

在面試的時候比較放鬆，在後半部分基本上是在聊天，比如

他對我的家鄉非常感興趣，還聊了很久關於食物的話題。但

是也不要太過放鬆，始終記住這個面試是有導向性的，我們仍然

需要從看似輕鬆愉快的回答中體現出自己具備高度的適應能力。 

——2017級 方毅劼（社會學） 

” 

 

問題非常輕鬆，氣氛很私人化。面試官經常會根據面試者的回答

進行下一個問題。所以不必緊張，按自己的真實體會回答就好。

記得保持自信。 

——2017級 王涵一（數學） 

往年情況（續） 

（11）如果你被錄取進這個項目，你會做哪些準備？ 
（12）可以介紹一下你的家鄉嗎？ 
（13）你有什麼問題想要問我（指面試官）嗎？ 
（這個問題一般是面試結束前的最後一個問題。） 



後記 

    《2019年 城大-哥大雙聯學士學位課程報讀手冊 城大卷》由2017

級城大-哥大雙聯學士學位課程參與同學侯江天（計算金融學）同學

擔任總策劃及手冊主編，在香港城市大學環球事務拓展處（GEO）

及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CB）支持下編寫並發表。 

 

    城大GEO、CB和本課程相關負責老師，對手冊的編寫與修改完善

給予了悉心指導，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建議。在GEO及CB支援

下，手冊以三種文字（簡體中文、繁體中文和英文）發表。來自本

課程的五名2017級編者同學充實了手冊內容，為手冊的修改完善提

出了很好的意見建議。 

 

    其中，方毅劼（社會學）同學主要參與編寫第2、7、9節的“學長

建議”欄目內容，李聞達（經濟學）同學主要參與編寫第4、9節正文

及“往年情況”欄目內容，涂振峰（數學）同學主要參與編寫第2、

7、8、9節內容，王涵一（數學）同學主要參與編寫第3節託福考試

內容。另外，石啟蒙（經濟學）同學為手冊文字及內容提出了寶貴

意見。編者同學們為全手冊“經驗分享”欄目給予了全方位的協助。

在此，向學校有關部門、各位老師及編者同學表示感謝。 

 

    侯江天（計算金融學）同學為手冊的編寫修改做了大量統籌協調

工作，並承擔手冊美術設計工作。此外，來自香港城市大學的同學

們為手冊的英文翻譯工作提供過重要幫助，在此一併表示誠摯的謝

意。 

 

    我們真誠希望廣大師生、家長提出寶貴意見，我們將集思廣益，

不斷修訂，使手冊趨於完善。 

 

    聯繫方式 

    侯江天（計算金融學）  方毅劼（社會學） 

     jh4170@columbia.edu  yf2509@columbia.edu 

 

    李聞達（經濟學）   涂振峰（數學） 
     wl2728@columbia.edu  zhenfentu2-c@my.cityu.edu.hk 

 

    王涵一（數學） 
     hanyiwang8-c@my.cityu.edu.hk 

編者 

2020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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