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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授權香港城市大學內地學生學者聯誼會本科部及香港城市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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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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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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準備檢索表 

收到錄取通知郵件 
三月中下旬會收到 
通知結果的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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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同意哥大錄取 

準備申請美國簽證材料 

申請I-20表格 

提交獎學金申請 

提交哥大宿舍申請 

申請美國F-1學生簽證 

完成學校疫苗接種要求 

收到CUID 

哥大在九月初開學 

備註 

√  

收到UNI 

收到哥大個人電郵 

準備前往美國 

資源連結 

哥大通識教育學院(General Studies,簡稱GS)官方網站： 

https://gs.columbia.edu/ 

Application Timeline for CityU Applic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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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資訊確認 

同學們收到了來自哥大招生辦的錄取結果郵件了嗎？ 

 

興奮之餘，請別忘了臨行之前還有一系列工作需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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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線上平臺 

首先，哥大會為成功獲得錄取的同學們開放個人錄取平臺

（Portal），在開學前的一段時間裡，大家可以在這個平臺上完成

一系列的準備工作。平臺的左側會顯示錄取通知信、獎學金資訊、

需要完成的任務以及相關資訊等。當任務完成並被學校確認後，紅

色的叉就會變成綠色對勾。 

 

首先，需要在平臺上完成錄取資訊確認，即“我同意被哥倫比亞大學

錄取”。同時，還要交500美元作為留位費。 

▲ 個人錄取平臺（Portal） 

▲ 錄取通知信 

學長建議 

提交所需的表格或完成活動報

名後，系統可能會有幾天的更

新時間，在此期間平臺上的任

務完成狀態不會更新，但此時

不需要再次提交表格。 

▲ 成功提交表格後的狀態顯示 

▲ 學校收到表格後的狀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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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考試 

如果同學們認為自己的ALP成績不理想，可以參加學校在開學前組

織的第二次考試。最終ALP級別會由每個人參加過的考試成績中最

高者決定。 

迎新活動 

GS學院會在開學前組織為期一周的迎新活動。同學們要先在平臺上

完成必要活動的報名，其餘資訊會在開學前的郵件中詳細說明。 
學長建議 

哥大GS學院的迎新活動形式多

樣，但絕大多數並不是必須要

求參加的。同學們可以自己合

理安排計畫，選擇感興趣的活

動。 

資源連結 

哥大通識教育學院(General Studies,簡稱GS)官方網站： 

https://gs.columbia.edu/ 

哥大GS迎新活動： 

https://gs.columbia.edu/orientation/ 

其他網站請參考平臺中提供的連結。 



 獎學金 

學長建議 

城大獎學金針對人群有所區

別，例如：只限本地學生、全

體學生適用……等。同學申請

獎學金之前要注意相關限制條

件。 
 

獎學金的資訊會在學校的郵件

中做詳細介紹，大家要在收到

消息後，自行提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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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獎學金 

城大會為獲得項目錄取的同學發放多種獎學金。獎學金會在前往美

國後發放到大四結束，每年一次，金額一般為數萬港幣。 

 

同時，入學時獲得城大入門獎學金的同學，在滿足獎學金繼續發放

條件的情況下，可以在前往美國後繼續收到同樣金額的獎學金。城

大入門獎學金最多發放到大四結束。 

哥大獎學金 

哥大GS學院也會為獲得項目錄取的同學發放獎學金。線上個人錄取

平臺開放後，同學們需要自行填報個人及家庭成員資訊，其中包括

個人學習成績、其他獎學金獲得情況、家庭資產和父母年收入等。

哥大會根據提供的有關資訊發放獎學金，每人獲得的數額不等，大

致為每人每年10,000到15,000美元，最高可達25,000美元。 

學長建議 

獎學金申請表中包括詳細的家

庭財產狀況調查，填寫時注意

詢問家長，如實、仔細填寫。 

資源連結 

School of General Studies Merit 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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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線上獎學金管理系統 



 宿舍 

哥大校園周圍多處房屋歸哥大宿舍（Columbia Residential）管

理。學校保證：獲得本項目錄取的同學在哥大的學習期間，有學校

宿舍可以申請。 

 

申請之前，大家可以通過開放的住房平臺（Housing Portal）提

交宿舍申請偏好。偏好包括：是否有傢俱、需不需要安排在特殊宿

舍樓、是否和其他指定同學住在同一宿舍……等等。提交個人資訊

和初步申請後，同學們會收到包含不同的宿舍申請開放時間的郵

件。 

 

在申請正式開放之前，需要自行流覽可供選擇的房間位址和條件。

正式申請時，需要在規定時間內，提交想要申請的房間志願，學校

會依照提交時間和個人志願順序進行安排。  

 

申請結果公佈後，可以在Housing Portal關注自己的宿舍房費、宿

舍平面圖和同房室友等信息。之後與房東（學校）需要簽署租房合

同，簽署後交押金並約定入住時間。每學年結束後可以續簽合同、

繼續居住，也可以重新申請、換房居住。 

學長建議 

申請宿舍之前，可以用穀歌地

圖等軟體瞭解哥大周圍環境。

關注點包括：地鐵站、超市、

餐廳、步行前往學校距離等。 
 

選房時，注意： 
（1）宿舍樓位置和樓層； 
（2）宿舍房型和房間面積； 
（3）房費是否符合預期價位； 
（4）有無傢俱、電梯等基本設

施； 
（5） 有無門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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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 

 

學校提供不同的房型給大家選擇。價格有不小的差別，

一般來說，獨居比合住貴，個人空間越多越貴。房費可

以按學期或按月份收費（各間宿舍可能不一樣），一個

月大概要花費900到1,600美元。 

——2017級 侯江天（計算金融學）  
“ 

▲ 哥大宿舍網站 

資源連結 

Columbia Res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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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ing 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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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住房平臺 



 疫苗與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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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 

入讀哥大的同學需要保證疫苗接種情況。同學們可以參考個人錄取

平臺上的免疫要求，檢查自己是否達到標準，並完成疫苗接種表

格。沒有達標的同學，需要在合資格的醫院進行接種。 

體檢 

前往美國之前，內地同學們需要辦理國際旅行健康檢查證明書（或

稱“小紅本”）和疫苗接種或預防措施國際證書（或稱“小黃

本”）。這兩種證件可以在各地國際旅行衛生保健中心付費辦理。 

學長建議 

體檢和疫苗接種證明可能會在

入境美國時用到。同時，兩本

證件可以在美國提供疫苗接種

記錄和體檢正常證明，非常有

用。 

資源連結 

哥大免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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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乎）出境疫苗接種和體檢證件辦理說明： 

https://zhuanlan.zhihu.com/p/62424687 

（中國國際旅行衛生保健中心協會）各地國際旅行衛生保健中心通訊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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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學生簽證 

學長建議 

注意：I-20表格由學校負責，同

學們可以通過哥大提供的連結

自行填報資訊並繳費申請。 
F-1學生簽證需要同學們自行辦

理，大家需要注意留出充足的

準備時間。另外，簽證的辦理

時間不得早於專案開始前的120

天，請同學們預約申請時間時

多加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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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參加本項目的學生，必須在入境美國前，獲得美國F-1學生簽證

以及由學校發出的I-20表格。每次入境美國時，同學們都需要出示

個人有效護照、F-1簽證和I-20表格。 

 

獲得I-20的準備流程及注意事項可到哥大網站查詢。 

 

獲得F-1學生簽證的流程可參考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

（CUCSSA）編輯並公佈的新生手冊（每年更新）以及其他網上資

訊。 

資源連結 

哥大I-20表格申請流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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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中簽證資訊服務網-學生簽證介紹及要求： 

https://ustraveldocs.com/cn_zh/cn-niv-typefandm.asp 

（知乎）申請F-1學生簽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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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費與生活費 

學長建議 

城大獎學金針對人群有所區

別，例如：只限本地學生、全

體學生適用……等。同學申請

獎學金之前要注意相關限制條

件。 
 

獎學金的資訊會在學校的郵件

中做詳細介紹，大家要在收到

消息後，自行提交申請。 

學費與生活費 | 12 

學費 

學費會依照每學期所選課程的學分數量來定，一般價格為每學分兩

千美金左右。哥大在準備入境需要的I-20表格時，會給出學校官方

預計的學費與生活費數額。在學期開始前，同學們要自行檢查哥大

個人SSOL系統中的電子帳單，其中會包含該學期學費、宿舍費、餐

費（可能為meal plan）、行政及學習服務費、保險計畫費等。  

餐費 

Meal plan是學校提供的優惠用餐計畫，購買一次，有效時間為一

年。購買後，進入學校各個食堂前，只需要拍學生證即可扣除次數

或餐費，無需額外付錢。 

 

Meal Plan一般分為兩種：按次購買和按費用購買。同學們既可以一

次性購買多次（例如：100次），也可以按費用購買（例如：

$1000）。 

學長建議 

需要注意的是：上學期的meal 

plan如果沒有用完，不可以轉

入下學期繼續使用。每買一

次，計畫有效期為一年，每學

期自動收費一次。因此購買前

一定要合理規劃，使用時要經

常注意剩餘次數。 

資源連結 

GS Campus D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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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umbia D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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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記 

    《2019年 城大-哥大雙聯學士學位課程報讀手冊 哥大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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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城市大學內地學生學者聯誼會

本科部（CSSAUG）及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CB）支持下編寫並發

表。 

 

    城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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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大CSSAUG支援下，

手冊以三種文字（簡體中文、繁體中文和英文）完稿，並於城大

CSSAUG微信公眾號平臺進行推廣與發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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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冊全部內容暫由侯江天（計算金融學）同學編寫。李

聞達（經濟學）同學和涂振峰（數學）同學對手冊內容提出了重要

的意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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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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