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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授权香港城市大学内地学生学者联谊会本科部及香港城市大学

商学院，将本手册内容公布于任何感兴趣之同学，帮助其准备本

课程。 

——策划编辑 2020年4月 



主编寄语 

直到入读哥伦比亚大学几个月后，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三月份的那个早

上：本应该八点才慢慢醒来的我，在五点半就莫名其妙的爬了起来。打开

正在充电的手机，一条未读邮件的通知静静地躺在屏幕上。邮件的发件

人，是多少个月以来牵动我神经的哥伦比亚大学。当我强忍着内心的紧张

与不安，躺在床上慢慢点开这封即将决定我未来走向的通知后，迎面而来

的，是无数喜悦与欢迎之辞中的一句“Congratulations（祝贺）”。那

一瞬间，强烈的幸福感填满了刚刚还紧绷的神经。我从床上“直接滚了下

来”！再也忍不住了！我要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马上告诉家里、告诉同

学、告诉我身边的一切人…… 

 

作为一名计算金融专业成立以来第二届的学生，我深知，能够成为本专业

第一位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的人，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责任。荣耀的背

后，是城大商学院老师的鼎力相助与一段时间来自己的不懈努力；而责

任，则代表着对自身持续进步的要求以及为本专业同学开辟新路、积累经

验的使命。想起自己入读城大时，收到了由城大内地学生学者联谊会

（CSSAUG）编写的入学指南《城大百科》。其中，录取前的各项准备

与要求说明，给了即将开启大学生活的我很多帮助，让我倍感关怀。又想

起在被哥大录取之前，虽然收到了来自城大环球事务处和城大商学院的悉

心指导，作为首届有机会参加这个项目的计算金融学生，没有来自同专业

同学的指点，心中的忐忑仍然需要自己面对。 

 

因此，为了让正在准备本项目，以及想要准备、想要了解本项目的同学能

够直接接触到学长姐的经验体会，我尝试将我自己的准备过程罗列出来，

将自身的体会进行整理，写出了这份手册的初稿。在其他同样参加本项目

的同学热心帮助下，更多不同的个人体会被包含进来，手册的内容不断被

充实、完善。自己当初创办这份手册所要实现的心愿，正在不断走近。 

 

我衷心希望手册中这些来自学长姐们的、包含美好心意的经验，能够为读

者同学们的准备道路上点一盏灯，让同学们能够更合理的安排自己的时

间，为项目的准备做出更合理、更有效的计划，在准备的过程中，能够更

深刻的体会自己的经历与特质。 

 

祝福你们，我亲爱的、幸运的学弟学妹们！ 

 

手册主编——侯江天 

2019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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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准备时间轴 

香港城市大学 

和负责老师确认总体课程安排 Personal Statement 

可以开始做前期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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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自己之前的上课情况 

形成大二的课程计划 

在所在专业/学院提出项目申请 

参加城大组织的面试 

GEO宣布面试和城大初选结果 

ELC为合资格同学举办工作坊 

ELC安排模拟面试 

城大为同学提供文书写作及面试相关建议 

大
一
到
大
二
前
的
暑
假 

大
二
上
学
期 

大
二
寒
假 

开始联系父母和高中学校 

准备高中成绩单/毕业证 

备注 



资源链接 

城大-哥大双联学士学位项目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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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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 

在哥大招生网站进行在线申请 

提交个人资料和简历 

提交Personal Statement 

参加ALP考试 

参加面试 

获得ALP成绩 

获得面试结果 

大
二
上
学
期
到
大
二
寒
假

大
二
下
学
期 

提醒城大老师 

提交推荐信 

备注 

注意时间 

尽早开始申请 



 GPA与选课 

参加双联学士学位项目的城大校内选拔，首先需要同学的GPA达

标。 

 

哥大给出的GPA录取底线为3.3。从实际情况来看，GPA在3.7

（Dean’s List上榜要求）以上，被城大和哥大选中的机会较大。 

GPA 

往年情况 

据哥大招生老师介绍，2018年

开始参加项目、入读哥大的学

生（也就是2016年入读城大的

学生）平均GPA为3.66。 

经验分享 

 

大二Sem A的课程对提交哥大申请表之前提升GPA很有

帮助，同学应该把握机会。 

——2017级 李闻达（经济学）  “ 
 

多学干货，好找工作，不用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提升GPA上。 
——2017级 石启蒙（经济学） 

学长建议 

虽然没有录取人数的固定限

制，但是GPA在城大与哥大选

拔时都会被作为主要参考之

一。即便如此，不能认为GPA

高就一定能够成功获得哥大最

终录取，也不能认为GPA的差

距会在最后选人时起到决定性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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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大一结束时的GPA不算高，大二Sem A也有机会来提升

CGPA。大二数学课占比很重，多做题容易得高分。 如果有

空，暑假可以预习。选择非专业课时要慎重考虑给分情况。 
——2017级 涂振峰（数学） 

 

学习人文社科需要有形成观点并举证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在

不断的学术锻炼中逐渐培养出来的，并且也是我认为本科的

人文教育里最重要的部分。一个高的GPA只是在培养这一能力

的过程中水到渠成的事情。 

——2017级 方毅劼（社会学） 

” 

 

GPA只是录取的一个要求，在此基础上Personal Statement中

表现出的学习热情、推荐信的质量、简历中的课余活动、面试时

个人魅力的展现都非常重要，不必认为gpa低就无缘哥大。  

——2017级 王涵一（数学） 



选课 

选课可依照以下四个方面考虑： 

（1）GPA水平; 

（2）未来发展； 

（3）个人兴趣； 

（4）获得推荐信的可能性和质量。 

经验分享 

 

如果决定参加这个项目，选择MA1200时要慎重。因为

根据往年的课程对照表，同学需要上MA1006以满足城

大对于申请项目的要求。（1）如果选择MA1200:可能面临无法

满足项目要求的可能，对项目申请造成影响；（2）如果选择

MA1006:无法再选上MA1200（以及MA1201）。而这种情况

下，数学系不会批准辅修（Minor）的申请。如果以后想要申请

辅修，需和商院项目负责人沟通，由商院出面向数学系解释情

况。CS1102和CB4303两门课很难抢到，同学可以考虑请老师或

学长姐帮忙抢课，或者自行paper add/drop部分时间段。 

——2017级 李闻达（经济学）  

“ 

 

语言课不容易拿到A,所以选择语言课之前要慎重考虑。UE和

EFS最好放到大一来上。CCIV建议留到大二Sem B再考虑上，

这样不会影响哥大申请时提交的GPA。可以尝试不同的GE课，

以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可以从纯数学、应用数学、计算机、金

融和统计等五个方向考虑。  

——2017级 涂振峰（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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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系的同学来哥大之后的第一个学期，一般有很多基础课——

面向大一、大二同学的课程。同学们可以在城大多学Corporate 

Finance和Financial Modeling等课程，其他基础课也要扎实地

学好。 

——2017级 石启蒙（经济学） 

备注 

课程对照表：course mapping 

 



经验分享（续） 

 

除课程对照表上的要求以及专业课以外，我在选课时最注重

个人兴趣和涉猎领域的全面性。学科交叉背景以及学术训练

对于想要在人文社科领域继续深造的同学来说十分重要，这不仅

可以开阔分析问题时的思路，也可以帮助自己找到一些感兴趣的

研究方向（或者排除一些自己并不感兴趣的领域）。我始终认为

文科学习需要主见，也需要热情。 

 

课程对照表可以提前找项目负责人要一份。我是在大二上学期确

定自己的专业方向以及确定要参加这个项目之后就去找项目负责

人要了一份2014-2015学年的课程对照表。它可以作为选课时的

参考，不过每年都会有微调或者大调，可以和项目负责人协商再

进行调整。 

——2017级 方毅劼（社会学） 

” 

资源链接 

大学数学系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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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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长建议 

同学们在选课时，可以不用太

在意他人对某一门课程在给分

问题上的负面评价，比如“这

一门课不怎么给高分”、“那

一门课没有多少人拿A”……等

等。其实只要对自己高标准严

要求，有较好的写作能力和分

析问题的能力，一切就都顺其

自然了。 

 

哥大的人文类课程难度比城大的同类课要大很多。建议多看城

大/哥大官网，里面有记录可以转到哥大学分的课程。对于数学

专业的同学来说，大一为了选够学分，可以多上一些人文方面的

GE课程，减少在哥大上人文课程的学业压力。  

——2017级 王涵一（数学） 

 

由于计算金融的课程计划非常充实（每学期都要满足15-19学分

的要求），同学可选择的GE课和自由选修课（例如：语言课）

数量很少。建议同学严格按照商学院的指示来安排每学期的课

表。在课程计划中,有一部分数学和计算机学系课程需要自行书

面添加（paper add/drop）。同学在大一暑假和大二寒假要提

前安排课程时间段，并向相关专业的老师提出要求，以免影响课

程进度。  

——2017级 侯江天（计算金融学） 



 雅思/托福考试 

由于需要满足哥大的入学要求，非英语母语的同学需要提供英语考

试成绩。这里主要对参加雅思和托福的同学给出建议。 

雅思(IELTS)考试 

学长建议 

雅思考试的成绩有效期为考试

当天日期后的两年以内。如果

成绩失效时间在学校提交成绩

期限之前或附近，考试成绩可

能作废，影响项目进行。建议

成绩失效时间在大二SemB三

月份及以前的同学重新参加考

试，以避免可能的影响。 

双联学士学位项目的雅思考试分数要求为7分，也就是总分需要达

到7分或以上（比如7.5分、8分等）。项目对各项小分没有要求，

小分（例如：写作部分单项）低于7分不会影响最后录取结果。 

 

还没有参加过雅思考试的同学，可以在大一结束后的暑假到大二

SemA期间备考并参加考试；已经参加过雅思考试的同学，除了检

查之前的成绩是否达到双联学士学位项目的要求之外，还要留心考

试成绩的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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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思考试分为听说读写四个部分，各项最高分是9分，各级别相差

0.5分；最后总分是四项考试得分经过四舍五入后的算数平均分，

最高分9分，各个级别之间相差0.5分。 

经验分享 

 

要注意学校对成绩最后提交时间的限制，及早准备，以

免耽误项目准备和正常上课。在香港报考雅思的费用大

概在2000港币左右，同学应该重视每一次的考试机会，尽快达

成要求。  

——2017级 侯江天（计算金融学）  

“ 

雅思得分及成绩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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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TOEFL)考试 

托福考试分为听说读写四个部分，各项最高分是30分；最后总分是

四项考试得分之和，满分120分。 

双联学士学位项目的托福考试分数要求为100分，也就是总分需要

达到100分或以上。项目对各项小分没有要求。 

 

还没有参加过托福考试的同学，可以在大一结束后的暑假到大二

SemA期间备考并参加考试；已经参加过托福考试的同学，除了检

查之前的成绩是否达到双联学士学位项目的要求之外，还要留心考

试成绩的有效期限。 

托福得分及成绩单示意图 

学长建议 

托福考试的成绩有效期为考试

当天日期后的两年以内。如果

成绩失效时间在学校提交成绩

期限之前或附近，考试成绩可

能作废，影响项目进行。建议

成绩失效时间在大二SemB三

月份及以前的同学重新参加考

试，以避免可能的影响。 

经验分享 

 

同学们最好大一下的时候就先考一次，这样即使成绩没有达

到标准也有再来一次的时间。并且大二上可能需要同时准备

哥大其他的申请材料和交换的申请材料，还有保宿舍等活动，会

非常忙，推荐尽量提前完成。  

——2017级 王涵一（数学）  

” 
资源链接 

IELTS（雅思）香港官方网站（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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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EFL iBT（网上托福考试）香港考试及评核局网站（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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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信 

哥大的申请网站需要提交一封或两封来自他人的推荐信 

(Recommendation Letter)，其中一定要有一封来自城大的教职员

工。老师会参考学生在课堂表现以及对学生学术水平的了解在推荐

信中做出评价。 

 

提交之前，需要自己联系城大的老师或主任。哥大的系统会提供寄

送推荐信的邮件地址，让推荐人自行向哥大提交推荐信。提交时，

系统会让同学选择是否保留“浏览推荐信内容”的权利。选“不保

留”，代表同学将看不到为自己写的推荐信内容；选“保留”，同

学则可以在有需要时，直接申请看到推荐信的内容。 

 

一封好的推荐信，一般要有教授对你优点的分析以及较高的总体评

价。同学平时要多跟教授交流，让教授了解你的闪光点，例如对学

科的热情、性格特质等。 

学长建议 

建议同学在Year 1或Year 2 

Sem A就要开始留心自己专业/

学院的主任还有相关课程的老

师。如果能提前认识，或者让

自己在他们心中留下印象（例

如多在课堂上回应老师、课下

多交流、多利用office hour

等），在这一步的请求会方便

很多。和老师做过RA

(Research Assistant，研究助

理)以及相关合作项目的同学，

也可把握机会，提出写推荐信

的请求。 

 

一般尽量争取得到两份推荐

信。准备推荐信时，要给老师

尽量多且详细的信息，例如成

绩单，CV，个人的情况介绍

（不需要很正式，但一定要让

老师知道你的闪光点和独特之

处）。 

 

除非特殊情况，建议不保留查

看推荐信的权利，这样

Columbia招生官知道教授的推

荐信是客观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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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分享 

这里为大家列出五点来自2017级学长的经验： 

 

（1）要让老师了解你为什么要去哥大，以及告诉老师为什么你

值得他推荐； 

（2）最好能跟老师面谈推荐信事宜，而且要提前告诉老师你想

要推荐信； 

（3）如果要找相关课程的老师，这门课要尽量拿到高分； 

（4）尽量找本专业的老师写推荐信； 

（5）最好找到了解美国教育体系和推荐信写法的教授写推荐

信。 

  

资源链接 

斯坦福大学推荐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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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ters-recommendation 
哥伦比亚大学推荐信指南： 

http://admissionsblog.sipa.columbia.edu/tag/letters-of-recommendation/ 
哥大GS推荐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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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ommendation 



 高中/高考成绩单 

进行哥大网上申请时，同学需要提供符合要求的高中毕业证书以及

成绩单。 

高中成绩单 

学长建议 

高中成绩单要提前做出安排。

可以联系家长或高中老师提供

帮助。 

同学需要联系省级教育局，开具中英双语的高考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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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需要在大一暑假联系高中学校教务处，获得中英双语的高中学

习成绩单，需要加盖学校公章，用封装完整的高中学校信封亲自上

交/邮递直接寄送给城大指定地址。 

高考成绩单 

学长建议 

如果不方便直接开出中英双语

的成绩单，同学可以自行联系

当地公证处，获得正规的英语

翻译。也可以事先询问城大相

关老师，看是否可以自行进行

英文翻译。 

经验分享 

 

尽早联系高中/初中学校要成绩单以及高考成绩证明。很

多同学大二上的寒假不会回家，而是会出门旅行或者参

加项目。这会造成很大不便。 

——2017级 王涵一（数学）  
“ 

注：本节内容以中国内地情况为准，港、澳、台及其他地区同学请自行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作出准备。 



 CV/Resume（履历/简历） 

进行哥大网上申请时，同学可以选择提交自己的CV/Resume（履

历/简历）。 

CV 

学长建议 

CV更偏向学术、科研经历。同

学可以将高中时获得的学科竞

赛、学术成就、研究性学习等

成果记录在内。 

Resume（简历），是一份有关于你的教育经历、工作经历以及技

能的摘要。同时也可以依个人及求职职位需要列出申请目标。相比

CV，Resume更为简明扼要，一般页数为1页（单面纸），最多不

应超过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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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Curriculum Vitae，履历）,是一份书面介绍个人经历的文

件。里面一般会详细的列举出个人经验、学术背景和相关技能，比

如：研究成果、获奖纪录、相关出版物⋯⋯等细节。 

Resume 

学长建议 

Resume更偏向个人和职业经

历。同学可以将教育经历、荣

誉奖项、职业或义工活动经

历、个人特长等方面展开。可

以联系城大的职业建议中心

（Career & Leadership 

Center），请老师为自己的

CV/Resume 提出修改的建

议。 

资源链接 

城大CV写作指导： 

http://www.cityu.edu.hk/caio/city-u/careercvcoverletters.asp 
Valut.com 简历写作范例： 

https://www.vault.com/resume-tips/resume-samples-templates 



 Personal Statement（个人陈述） 

美国的高校在招收本科生时，会要求学生依照给定的题目写出一篇

关于学生自身的文章。这篇文章被称作Personal Statement（个人

陈述）。文章的内容一般围绕着学生的个人情况、个人经历以及入

学的动机展开。学校会以此作为学生入学的初步参考资料，判断学

生是否是学校希望培养的人才类型，以及与校风是否契合。 

 

双联学士学位项目的Personal Statement要求同学用电脑完成一

篇字数在一千五百字以内的英文文章。 

学长建议 

城大的ELC会首先组织同学参

加Personal Statement的

workshop，对写作要求、写作

方法和技巧进行介绍。接下

来，ELC会在可选的时间让同

学通过Skype（在线语音聊天

软件）或者亲自面对面和城大

的ELC老师进行交流。老师会

对文章的结构、选材、立意进

行评价并提出建议。 

 

在提交Personal Statement之

前，同学还会有机会在城大和

不同的ELC老师面对面沟通，

并请老师提出修改意见。同学

也可以和ELC老师自行商量，

多次约定在线交流时间。 

 

Personal Statement需要你讲

好一个故事。一个好的故事需

要反映出你的品质、你的热

情、你对自己的期望、和你独

一无二的经历。这个故事首先

需要感动你自己，才可以感染

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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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情况 

2017 Personal Statement 文章题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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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versity Hong Kong, how have you changed in comparison to who you 

were in high school? How do you imagine a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op-

portunity like the Joint Bachelor's Degree Program with Columbia Univer-

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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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

dent, but should also explain how your studies at CityU complement the 

major you intend to follow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how this program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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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分享 

 

PS的写作思路多种多样，同学们应该选择适合自己写作风格、

能最好展现自己的方式进行展开。这里为大家提供一些写作思路

以及建议： 

 

（1）在PS里回答三个问题：为什么我当初选择了城大？

为什么我要选择哥大？这对实现我将来的职业规划有什

么帮助？ 

（2）不光要想哥大能给你带来什么，也要想想你能给哥大带来

什么。 

——2017级 侯江天（计算金融学）  

“ 



经验分享（续） 

 

（3）在PS里叙述我对数学的热情、为什么要选数学、为什么要

选统计、Cityu的经历给了我什么东西、以及以后想干什么。 

（4）最好表明我有足够的信心胜任哥大的课程。 

——2017级 涂振峰（数学） 

资源链接 

CityU ELC Writing Studio:  

http://elss.elc.cityu.edu.hk/ELCPages/ELSS/Writing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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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了解自己的目标和发展方向、自身是否适合这个项目、能

否合理的将哥大的资源为我所用是写作的关键点。 

——2017级 石启蒙（经济学） 

 

（7）我写了一个我自己关于看望抗日战争老兵的故事，并

且通过这个故事引出我对于学习社会学的初衷和热情，以及

自己可能会继续从事的专业方向。 

（8）在写PS的之前一定要想清楚再动笔，更不要怕反复的修改

甚至重写。在这个过程中多和ELC的老师交流，他们真的很专

业！ 

——2017级 方毅劼（社会学） 

” 

 

（6）炫酷的过往经历可以留给简历，个人陈述更大的意义是讲

述你和所学学科的故事：你是如何对这个学科产生深厚感情的，

哥大又会怎样帮助你的未来发展。  

——2017级 王涵一（数学） 



 ALP英语考试 

哥大与城大一样，要求学生完成全体必修的大学英语写作

（University Writing，简称UW）课程才能毕业。想要参加哥大的

UW课程，学生不能只依靠社会上的英语考试成绩（比如雅思、托

福等），还需要参加由哥大自行举办的英语评级写作考试

（American Language Program Essay Exam，可简称ALP考

试），获得足够的成绩后，才有资格开始学习UW课程。 

考试目的 

学长建议 

写作考试注重学生的逻辑性和

英语运用能力。需要在注重论

证方法和逻辑缜密的同时，运

用准确并高级的词汇和句型，

进行比较快速的写作。同学可

以使用雅思考试的写作题（题

材相似，但要求较浅，更偏重

语言表达）或者GRE issue的

写作题（逻辑性要求更高，但

文体有所不同）对自己进行训

练。 

 

ALP考试的成绩为十分制，最高分10分，最低分7分（理论最低分

为0分，官方说法是2分以下不予评分,本项目最低会给到7分），各

级别之间一般相差1分。 

 

ALP考试获得10分，代表学生的英语水平可以允许其直接学习UW

课程；没有达到10分的同学（如获得9分、8分…等）需要根据分

数，先上齐对应等级的ALP英语课（类似城大的ELC课程，不能够

直接读UW的同学需要先读完ALP），才能选报UW课程并获得毕

业资格。 

 

一般来说，以10分为标准，每少一分，学生便需要多读3学分的

课。如在ALP中获得8分，那么成功参加项目后，同学就要先上完6

学分的英语课程，才有资格读哥大的UW课程（占3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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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形式 

ALP的考试形式是文章写作，要求同学在105分钟内，手写出一篇

字数没有下限或上限的文章。 

 

题目一般会以两段文字呈现两种针对某件事情的不同观点，而同学

需要对比观点后，写出支持/反对的观点和理由，或者提出自己的

观点，并借助给出的文字作为论据进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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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给分 

学长建议（续） 

哥大使用MLA格式作

Reference List。同学可以对

给出的两段材料进行引用，并

写在文章的最后，成为

Reference List；素材积累很

多的同学，也可以将自己熟悉

并且可靠的引用来源写进

Reference List里。 

 

哥大ALP老师建议：文章可以

每写一行后，隔一行再起下一

行。这样方便后续回来进行修

改。 

ALP的最终成绩会在面试通知之后，以邮件的方式分别发给同学。 

 

除了部分直接获得10分的同学以外，一般8分和9分的同学居多。8

分会被进一步分成两个部分：8A和8B。8B代表比8A表现稍好。

但如果同学最后被项目成功录取，8A和8B都会被作为8分看待。对

于获得7分的同学，如果最终被项目录取，依照哥大指示，同学将

延迟入学，因为需要先行完成ALP课程。 

学长建议 

事实上，ALP的考试不会作为

录取的唯一标准。有同学在

ALP中只得到8A，但最终成功

被录取；也有获得满分10分

（相当于英语母语级）的同学

最后没有被录取。只要分数在8

分及以上，获得录取的可能性

就不会单纯随着ALP分数增加

而增加。而获得7分的同学，就

要格外注意自己在面试中的表

现，为自己争取机会了。 

经验分享 

 

可以考虑背诵4-5篇优秀的GRE范文。GRE的范文可以

从官方的GRE指导上找到，亦可在知乎推荐的参考书中

找到。  

——2017级 涂振峰（数学）  
“ 

资源链接 

A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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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rdion_item_4019 

 

 

同学们在写作的时候，要注意语言的逻辑化和自然化，建议

避免一些程序性很强的分点论述（如：Firstly… Secondly… 

等）。 

——2017级 石启蒙（经济学） 
” 

 

ALP的论文考试不光关注语法与词汇本身，也会考虑论点的角度

和深度。 

(学姐私信：建议加入城大普辩队锻炼一下（大雾））  

——2017级 王涵一（数学） 

7 8A 8B 9 10 

哥大ALP级别示意图 



 面试 

在申请的过程中，同学需要分别参加由城大和哥大分别组织的面

试，从而决定自己是否能够继续参加申请或成功获得录取。 

城大面试 

往年情况 

以下是一些2017级的同学被问

及的城大面试问题，供同学参

考： 

（1）你为什么想去哥大？ 

（2）你到哥大后准备做什么？ 

（3）你从哥大毕业后想干什

么？ 

（4）如果ALP英语考试成绩达

不到要求，你要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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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在递交城大申请表之后，学习专业负责人（或系主任）以及专

业/学院的哥大项目负责人会以邮件联系同学，安排校内面试。面

试由城大相关专业老师进行。 

经验分享 

 

城大面试环境相对轻松愉快，大家可以放平心态、自信

应对。  

——2017级 涂振峰（数学）  “ 
哥大面试 

往年情况 

以下是一些2017级的同学被问及的哥大面试问题，供同学参考： 

（1）你为什么在高中毕业后选择了城大？ 

（2）你为什么选择了你现在所学的学科？ 

（3）你在城大上了什么样的课？ 

（4）你为什么想去哥大？/你觉得这个项目的价值是什么？ 

（5）你认为，你在城大的学习将如何辅助你在哥大的学习？ 

（6）哥大的Core Curriculum对你有什么意义？ 

（7）你觉得来纽约之后会遇到什么困难？ 

（8）你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你想在哪里工作？ 

（9）你认为自己学习方面有哪些优点？ 

（10）你想给哥大带来什么 ? 

在申请流程的最后，在城大校园内会组织由哥大招生办公室主任举

行的面试。合资格的同学会在ALP考试后收到邮件，其中会通知面

试的时间及地点。 



经验分享 

 

哥大面试对于决定申请的成功与否极为关键。同学在准备面试问

题的过程中，建议紧紧围绕这两组问题对自己的过往、个人特点

和目标进行思考： 

 

‘我为什么要选择哥大？/哥大能为我带来什么？’ 

‘哥大为什么要选择我？/我能为哥大带来什么？’ 

 

这样，同学可以对自己的申请动机有更准确的把握，可以在回答

问题时切中要害。 

——2017级 侯江天（计算金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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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长建议 

建议在面试之前熟读自己的 

Personal Statement，因为面

试官的很多问题会从这些书面 

材料中生成，但只需援引一些

观点或者提到一些经历就好，

不要照搬原话。 

 

在面试之前也可以自己一写对

于上面给出的哥大面试问题的

回答。虽然面试需要一定的临

场反应能力，但我们完全可以

利用充足的准备时间，提前整

理自己的观点和思路，思考怎

么把这些问题串联起来，怎么

让你的讲述显得流畅且不刻

意。 

 

我不确定面试表现在最终决定是否录取上占多大的权重。我

在面试的时候比较放松，在后半部分基本上是在聊天，比如

他对我的家乡非常感兴趣，还聊了很久关于食物的话题。但是也

不要太过放松，始终记住这个面试是有导向性的，我们仍然需要

从看似轻松愉快的回答中体现出自己具备高度的适应能力。 

——2017级 方毅劼（社会学） 

” 

 

问题非常轻松，气氛很私人化。面试官经常会根据面试者的回答

进行下一个问题。所以不必紧张，按自己的真实体会回答就好。

记得保持自信。 

——2017级 王涵一（数学） 

往年情况（续） 

（11）如果你被录取进这个项目，你会做哪些准备？ 

（12）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家乡吗？ 

（13）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指面试官）吗？ 

（这个问题一般是面试结束前的最后一个问题。） 



后记 

    《2019年 城大-哥大双联学士学位课程报读手册 城大卷》由2017

级城大-哥大双联学士学位课程参与同学侯江天（计算金融学）同学担任

总策划及手册主编，在香港城市大学内地学生学者联谊会本科部

（CSSAUG）及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CB）支持下编写并发表。 

 

    城大CB和本课程相关负责老师，对手册的编写与修改完善给予了悉

心指导，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建议。在城大CSSAUG支持下，手册以

三种文字（简体中文、繁体中文和英文）完稿，并于城大CSSAUG微信

公众号平台进行推广与发布。来自本课程的五名2017级编者同学充实了

手册内容，为手册的修改完善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建议。 

 

    其中，方毅劼（社会学）同学主要参与编写第2、7、9节的“学长建

议”栏目内容，李闻达（经济学）同学主要参与编写第4、9节正文及

“往年情况”栏目内容，涂振峰（数学）同学主要参与编写第2、7、8、

9节内容，王涵一（数学）同学主要参与编写第3节托福考试内容。另

外，石启蒙（经济学）同学为手册文字及内容提出了宝贵意见。编者同学

们为全手册“经验分享”栏目给予了全方位的协助。在此，向学校有关部

门、各位老师、CSSAUG各位同学及编者同学表示感谢。 

 

    侯江天（计算金融学）同学为手册的编写修改做了大量统筹协调工

作，并承担手册美术设计工作。此外，来自香港城市大学的同学们为手册

的英文翻译工作提供过重要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们真诚希望广大师生、家长提出宝贵意见，我们将集思广益，不断

修订，使手册趋于完善。 

 

    联系方式 

    侯江天（计算金融学）  方毅劼（社会学） 

    jh4170@columbia.edu  yf2509@columbia.edu 

 

    李闻达（经济学）   涂振峰（数学） 

    wl2728@columbia.edu  zhenfentu2-c@my.cityu.edu.hk 

 

    王涵一（数学） 

    hanyiwang8-c@my.cityu.edu.hk 

编者 

2020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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