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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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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准备检查表 

收到录取通知邮件 三月中下旬会收到 

通知结果的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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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同意哥大录取 

准备申请美国签证材料 

申请I-20表格 

提交奖学金申请 

提交哥大宿舍申请 

申请美国F-1学生签证 

完成学校疫苗接种要求 

收到CUID 

哥大在九月初开学 

备注 

√  

收到UNI 

收到哥大个人电邮 

准备前往美国 

资源链接 

哥大通识教育学院(General Studies,简称GS)官方网站： 

https://gs.columbia.edu/ 
Application Timeline for CityU Applic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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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icants 



 在线信息确认 

同学们收到了来自哥大招生办的录取结果邮件了吗？ 

 

兴奋之余，请别忘了临行之前还有一系列工作需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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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在线平台 

首先，哥大会为成功获得录取的同学们开放个人录取平台

（Portal），在开学前的一段时间里，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完成

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平台的左侧会显示录取通知信、奖学金信息、

需要完成的任务以及相关信息等。当任务完成并被学校确认后，红

色的叉就会变成绿色对勾。 

 

首先，需要在平台上完成录取信息确认，即“我同意被哥伦比亚大

学录取”。同时，还要交500美元作为留位费。 

▲ 个人录取平台（Portal） 

▲ 录取通知信 

学长建议 

提交所需的表格或完成活动报

名后，系统可能会有几天的更

新时间，在此期间平台上的任

务完成状态不会更新，但此时

不需要再次提交表格。 

▲ 成功提交表格后的状态显示 

▲ 学校收到表格后的状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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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考试 

如果同学们认为自己的ALP成绩不理想，可以参加学校在开学前组

织的第二次考试。最终ALP级别会由每个人参加过的考试成绩中最

高者决定。 

迎新活动 

GS学院会在开学前组织为期一周的迎新活动。同学们要先在平台上

完成必要活动的报名，其余信息会在开学前的邮件中详细说明。 

学长建议 

哥大GS学院的迎新活动形式多

样，但绝大多数并不是必须要

求参加的。同学们可以自己合

理安排计划，选择感兴趣的活

动。 

资源链接 

哥大通识教育学院(General Studies,简称GS)官方网站： 

https://gs.columbia.edu/ 
哥大GS迎新活动： 

https://gs.columbia.edu/orientation/ 
其他网站请参考平台中提供的链接。 



 奖学金 

学长建议 

城大奖学金针对人群有所区

别，例如：只限本地学生、全

体学生适用……等。同学申请

奖学金之前要注意相关限制条

件。 

 

奖学金的信息会在学校的邮件

中做详细介绍，大家要在收到

消息后，自行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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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奖学金 

城大会为获得项目录取的同学发放多种奖学金。奖学金会在前往美

国后发放到大四结束，每年一次，金额一般为数万港币。 

 

同时，入学时获得城大入门奖学金的同学，在满足奖学金继续发放

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在前往美国后继续收到同样金额的奖学金。城

大入门奖学金最多发放到大四结束。 

哥大奖学金 

哥大GS学院也会为获得项目录取的同学发放奖学金。在线个人录取

平台开放后，同学们需要自行填报个人及家庭成员信息，其中包括

个人学习成绩、其他奖学金获得情况、家庭资产和父母年收入等。

哥大会根据提供的有关信息发放奖学金，每人获得的数额不等，大

致为每人每年10,000到15,000美元，最高可达25,000美元。 

学长建议 

奖学金申请表中包括详细的家

庭财产状况调查，填写时注意

询问家长，如实、仔细填写。 

资源链接 

School of General Studies Merit 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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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线奖学金管理系统 



 宿舍 

哥大校园周围多处房屋归哥大宿舍（Columbia Residential）管

理。学校保证：获得本项目录取的同学在哥大的学习期间，有学校

宿舍可以申请。 

 

申请之前，大家可以通过开放的住房平台（Housing Portal）提交

宿舍申请偏好。偏好包括：是否有家具、需不需要安排在特殊宿舍

楼、是否和其他指定同学住在同一宿舍……等等。提交个人信息和

初步申请后，同学们会收到包含不同的宿舍申请开放时间的邮件。 

 

在申请正式开放之前，需要自行浏览可供选择的房间地址和条件。

正式申请时，需要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想要申请的房间志愿，学校

会依照提交时间和个人志愿顺序进行安排。  

 

申请结果公布后，可以在Housing Portal关注自己的宿舍房费、

宿舍平面图和同房室友等信息。之后与房东（学校）需要签署租房

合同，签署后交押金并约定入住时间。每学年结束后可以续签合

学长建议 

申请宿舍之前，可以用谷歌地

图等软件了解哥大周围环境。

关注点包括：地铁站、超市、

餐厅、步行前往学校距离等。 

 

选房时，注意： 

（1）宿舍楼位置和楼层； 

（2）宿舍房型和房间面积； 

（3）房费是否符合预期价位； 

（4）有无家具、电梯等基本设

施； 

（5） 有无门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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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分享 

 

学校提供不同的房型给大家选择。价格有不小的差别，

一般来说，独居比合住贵，个人空间越多越贵。房费可

以按学期或按月份收费（各间宿舍可能不一样），一个月大概要

花费900到1,600美元。 

——2017级 侯江天（计算金融学）  

“ 

▲ 哥大宿舍网站 

资源链接 

Columbia Residential 

https://facilities.columbia.edu/housing/columbia-residential 
Housing Portal 

https://uah.facilities.columbia.edu/ 

▲ 住房平台 



 疫苗与体检 

疫苗与体检 | 10 

疫苗 

入读哥大的同学需要保证疫苗接种情况。同学们可以参考个人录取

平台上的免疫要求，检查自己是否达到标准，并完成疫苗接种表

格。没有达标的同学，需要在合资格的医院进行接种。 

体检 

前往美国之前，内地同学们需要办理国际旅行健康检查证明书（或

称“小红本”）和疫苗接种或预防措施国际证书（或称“小黄本”）。

这两种证件可以在各地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付费办理。 

学长建议 

体检和疫苗接种证明可能会在

入境美国时用到。同时，两本

证件可以在美国提供疫苗接种

记录和体检正常证明，非常有

用。 

资源链接 

哥大免疫要求:  

https://health.columbia.edu/content/immunization-requirements 

 
（知乎）出境疫苗接种和体检证件办理说明： 

https://zhuanlan.zhihu.com/p/62424687 
（中国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协会）各地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通讯录： 

http://www.itha.org.cn/gdbjzx/bjzx.htm 



 美国学生签证 

学长建议 

注意：I-20表格由学校负责，

同学们可以通过哥大提供的链

接自行填报信息并缴费申请。 

F-1学生签证需要同学们自行办

理，大家需要注意留出充足的

准备时间。另外，签证的办理

时间不得早于项目开始前的120

天，请同学们预约申请时间时

多加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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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参加本项目的学生，必须在入境美国前，获得美国F-1学生签

证以及由学校发出的I-20表格。每次入境美国时，同学们都需要出

示个人有效护照、F-1签证和I-20表格。 

 

获得I-20的准备流程及注意事项可到哥大网站查询。 

 

获得F-1学生签证的流程可参考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CUCSSA）编辑并公布的新生手册（每年更新）以及其他网上信

息。 

资源链接 

哥大I-20表格申请流程介绍：  

https://isso.columbia.edu/content/applying-your-i-20ds-2019 

 
美中签证信息服务网-学生签证介绍及要求： 

https://ustraveldocs.com/cn_zh/cn-niv-typefandm.asp 
（知乎）申请F-1学生签证流程： 

https://zhuanlan.zhihu.com/p/35223146 



 学费与生活费 

学长建议 

城大奖学金针对人群有所区

别，例如：只限本地学生、全

体学生适用……等。同学申请

奖学金之前要注意相关限制条

件。 

 

奖学金的信息会在学校的邮件

中做详细介绍，大家要在收到

消息后，自行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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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 

学费会依照每学期所选课程的学分数量来定，一般价格为每学分两

千美金左右。哥大在准备入境需要的I-20表格时，会给出学校官方

预计的学费与生活费数额。在学期开始前，同学们要自行检查哥大

个人SSOL系统中的电子账单，其中会包含该学期学费、宿舍费、

餐费（可能为meal plan）、行政及学习服务费、保险计划费等。  

餐费 

Meal plan是学校提供的优惠用餐计划，购买一次，有效时间为一

年。购买后，进入学校各个食堂前，只需要拍学生证即可扣除次数

或餐费，无需额外付钱。 

 

Meal Plan一般分为两种：按次购买和按费用购买。同学们既可以

一次性购买多次（例如：100次），也可以按费用购买（例如：

$1000）。 

学长建议 

需要注意的是：上学期的meal 

plan如果没有用完，不可以转

入下学期继续使用。每买一

次，计划有效期为一年，每学

期自动收费一次。因此购买前

一定要合理规划，使用时要经

常注意剩余次数。 

资源链接 

GS Campus Dining:  

https://gs.columbia.edu/content/campus-dining 
Columbia Dining: 

https://dining.columbia.edu/content/dining-plans 



后记 

    《2019年 城大-哥大双联学士学位课程报读手册 哥大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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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全部内容暂由侯江天（计算金融学）同学编写。李闻达

（经济学）同学和涂振峰（数学）同学对手册内容提出了重要的意见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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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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