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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百科全书

为了帮助新生快速了解香港和城大、适应全新的教学模式和生
活环境，这本百科全书应运而生。CSSAUG 创建初始，一群热心的
学长学姐无条件地搜集资料，分工撰写，出版了这样一本集在港在
校实用资讯为一体的新生手册，这就是最初的百科全书。自此，每
一年由当届执委会负责更新改版百科全书的内容，以便为新生提供
最新、最真实的资讯。
2020-2021 百科全书分为十一章及附录，第一至五章主要涵盖
了新生赴港前事宜，包括香港及城大简介、获取城大相关资料的方
式、证件及材料准备、来港前物资准备、来港方式等。第六至十一
章则侧重来港后必要的准备，包括校园详解（如地图、校园设施使
用等）、宿舍生活、日常学习、自我提升、娱乐活动等。附录含一
些信息的补充和整合。对于赴港前新生来说，希望大家能够认真阅
读第二章（证件及材料准备）以及第十一章（来港证件及材料准备）
和附录的所有清单，这部分内容比较重要。

编者
二〇二〇年七月

1

关于我们

香港城市大学内地学生学者联谊会本科部（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of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Undergraduate 以下简称 CSSAUG）是由香港城市大学内地本科生
自发组建的非政治性、非营利性、服务于香港城市大学内地本科学
生的学生团体。

CSSAUG】和旗下树洞平台【城墙】或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以
及 可 访 问 CSSAUG 官 网 http://www.cssaug.org/ 和 城 墙 论 坛 网 站
http://www.cssaug.org/webapp/chengqiang/

CSSAUG 第十五届执委会·城棠
二〇二〇年七月

我们的宗旨是：构建交流平台，促进内地学生之间生活、学习
和工作之间的交流，实现信息共享，通过举办各类文娱活动丰富内
地学生的课余生活，增进内地学生对香港社会的了解。
CSSAUG 学生团体由主席团（5 名）、宣传部、福利部、市场部
及康乐部构成。自 2005 年创办第一届起，已陪伴在港内地学生走
过 15 载。本书（2020-2021 届百科全书）系由第十五届执委会「城
棠」编写。
所有内地本科生入学城大即成为 CSSAUG 基本会员，具备参加
CSSAUG 系列活动以及旗下社团的资格。每年 CSSAUG 的常规活动包
括但不限于：Ocamp、K 歌大赛、中华文化节、嘉年华、二手书寄
卖、夏季储物、福利周、硬币兑换。在这里，你将拥有展现自我的
平台、沟通交流的机会，感受内地生集体的团结与温暖。除此之外，
CSSAUG 下设的内地生篮球队（CMBA 女篮、男篮）、内地生足球队
（CMFC）、新格物华服社、iland 流行音乐社、普通话之间话剧社、
内地生 Now or Never 舞社（N.O.N 舞社）、内地生电玩社（原电竞社）
等社团百花齐放。在这里，你会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发掘或发扬
兴趣爱好、为大学生活涂上斑斓的色彩。
更 多 精 彩 内 容， 请 关 注 CSSAUG 官 方 微 信 公 众 号：【 城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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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AUG 第十五届执委会成员：

编者寄语

主席：薛政辉
外务副主席：陈梓安
内务副主席：韩嘉璇
财务副主席：牛欣冉

致香港城市大学 2020 届内地本科新生：

常务副主席：王真语
恭喜你通过了高考的激烈竞争，成功被香港城市大学录取 !
宣传部：覃一刚（部长）吴子扬 李君豪 胡正林 李子涵
福利部：姬皓冉（部长）周宛月 徐陈晨 陆芳煜
康乐部：徐睿晨（部长）刘怡婷 杜思成 陈界蒙
市场部：张逸枫（部长）方嘉颖 张致远 裴浩辰

亲爱的同学，当你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意味着你将开启
一段全新的人生旅程。
我们相信，你做出了一个长远且明智的决定。选择在未来四年
来到香港求学，你将收获的是与内地完全不同的学习和课余生活。
你将获得全英文的教学，和世界各国的知名教授沟通的机会，以及
与众不同的游学交换经历 ......
当然，新的机遇也意味着新的挑战。初入大学，陌生的环境和
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学习模式可能令你感到迷惑。甚至像许多离开家
乡，赴海外求学的学子一样，有时你可能会思念家人，或感到无助
和迷惘。但你无需害怕，众多的学长学姐将会给予你最大限度的指
导和帮助，CSSAUG 也将集合一切资源为同学们提供支持，这本百
科全书的意义也在此时显现。
大学生活是一段使你从学校步入社会的重要旅程，当不再有父
母老师的羽翼庇护，我们更应当在自己的摸索中，在学长姐的帮助
下，尝试开拓社交圈，自律自省完成学业，提升自我。
香港城市大学作为世界一流的学府，除了丰富的校内活动以外，
课业任务也绝不清闲，刚刚入学的你们应当保持过去教育带给我们
的优良学习习惯，结合自己所长，为自己的大学生活增资添彩，借
用香港的国际化平台，增长见识，拓宽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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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愿大家在接下来的学年里能够很好的适应在港在校生活，提
升自我，学业进步 !

Timeline
-------- 确认自己被录取

编者

大致阅览百科全书第
一二章和三章注册文件
部分

二〇二〇年七月

-------- 收到录取通知书
仔细阅览百科全书第三
章注册文件部分

-------- 拿到自己的 EID
仔细阅览百科全书第四
章和第三章选课及其后
部分

-------- 开学时间已临近
仔细阅览百科全书第五
章和附录并打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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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进香港，走进城大

1.1 香港概况
1.1.1

关于香港

香港是一座高度繁荣的自由港和国际大都市，与纽约、伦敦并
称为“纽伦港”，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
航运中心和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也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和最具竞争
力城市之一，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被 GaWC 评为世界一线城市第
三位。
· 香港特区行政区划
香港岛：中西区、湾仔区、东区、南区
九龙半岛：油尖旺区、深水埗区、九龙城区、黄大仙区、观塘
区
新界：北区、大埔区、沙田区、西贡区、荃湾区、屯门区、元
朗区、葵青区、离岛区

1.1 香港概况
同学尤其要适应。同时，香港的空调开得很足，夏季在室内要注意
保暖、预防感冒。
查询一周天气可至香港天文台官网：http://www.hko.gov.hk/
contentc.htm；也可以手机下载香港天文台 APP
· 地貌
香港土地可大概概括为香港岛，九龙半岛，新岛及其他大大小
小 200 多个岛屿。香港为受海水淹没的多山地形，也是典型的临海
丘陵地形，山多平地少，地貌丰富。新界北部大型平坦地形较多，
主要城市发展区则位于九龙半岛和香港岛北岸。
· 交通
香港交通发达，相当方便，公共运输主要由铁路、公车、小公
车、计程车及渡轮等组成，亦有电车及轻铁等。港铁为香港市区内
最主要的公共交通工具，分九条路线（地铁公司六条，前九广铁路
公司三条），互相联系港岛、九龙、新界的荃湾、东涌、将军澳、
上水、马鞍山、元朗、屯门等地。

香港是中西方文化交融之地，把华人智慧与西方社会制度的优
势合二为一，以廉洁的政府、良好的治安、自由的经济体系及完善
的法治闻名于世，有“东方之珠”、“美食天堂”和“购物天堂”
等美誉
· 自然气候
香港属于亚热带气候，但冬季气温可降至 10 摄氏度以下（体
感温度可能更低）。夏季气温则升至 30 摄氏度以上。香港的秋季
天气晴朗，和暖干爽；冬季天气稍冷；春夏两季则天气炎热，潮湿
多雨。冬季最冷时需保暖大衣，毛衣，室内没有暖气，因此北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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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进香港，走进城大
巴士（公共汽车）多家公司经营：新巴 - 行走部分港岛路线；
九巴 - 行走全九龙及新界；城巴 - 行走部分港岛路线（以上三家公
司均有过海隧道或机场路线）；大屿山巴士 - 只行走该岛仅有的十
多条路线以及往来深圳湾口岸的两条线路；龙运 - 为九巴下属公司，
经营新界与机场之间的巴士服务。市区票价每程由两元多起。公共
小（型）巴（士）分为绿色车身（专线）和红色车身两种，收费与
巴士相若。
1.1.2

1.1 香港概况
9、进入城市大学后，这几个必备能力是在港生活中和你们息
息相关的：时间管理能力，英语交流能力，粤语交流能力（有兴趣
的同学可以关注 CSSAUG 旗下社团明粤会），计算机基础设计，演
讲能力
10、录取文件清单、必带证件清单、物品清单、到港待办事项
清单已整理在附录中，请同学们自行查阅，最好依据我们的建议整
理出自己的清单再打印出来。

生活小贴士

1、城大宿舍均配有空调，但需要拍八达通进行充值。宿舍有
电热水器，洗澡时打开即可，不收费。城大宿舍不收取水电费。
2、宿舍内提供洗衣机以及干衣机，现在所有 Hall 可以直接使
用八达通充值（详情参考本书关于 hall 的章节）。
3、由于版权原因，香港书总体较贵（课本多在 HK$200-$600 )，
或可在 CSSAUG 二手售卖活动中寻找。
4、出入宿舍均需要验证身份 ( 一般为学生证，如没有携带可
以用身份证文件代替），非本 Hall 以及外来人员需要登记验证后
方可进入。
5、香港大部分地区只接受港币（注意有汇率变动），在兑换
港币现金时最好要求银行不兑换 1000 港币现钞，1000 现钞在香港
不便使用。
6、
无论是餐饮还是交通，
八达通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支付方式，
学生可以在开学初几个月进行申请以及续期学生八达通。
7、话费不可使用八达通进行充值。所以除了常备八达通意外
最好随身携带适量现金和银行卡。
8、香港人一般不发短信，也少用微信或者 QQ ，多用一个叫
“WhatsApp”的应用。香港人基本不用微博而用 Facebook，很多
小组讨论或材料交换会选择 Facebook group 或 Whats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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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进香港，走进城大

1.2 解密城大
1.2.1

1.2.2

城大的课程以探索与创新为目标，提供专业教育并从事问题导
向式研究。受益于校园内学习空间的扩大和教研设施的更新，「重
探索求创新」课程将致力实现城大的策略发展计划，引领大学迈进
新纪元。
城大成功树立创新风气，多个不同领域的领先研究紧扣现今社
会上的迫切问题，在亚洲区内傲视同侪。城大所获资助的金额之大，
受资助的项目之多，研究成果的品质之佳，充份体现了城大的杰出
研究成就。
城大毗邻大陆，发挥与大陆紧密联系的优势，并把握与国际伙
伴合作的机会，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师生提供互动学习和研究的理想
环境。城大与海外学府建立的合作关系质量俱增，从与之签订学术
合作协议的学府质素可见一斑。
城大，一如她身处其中的城市，将不断创新成长，亦教亦学，
日益兴旺。
（以上资料源自城大官网，更多内容详见 http://www.cityu.
edu.hk/cityu/about/intro-cityu.htm）

城大学系介绍

• Accountancy 会计

城大简介

城大致力从事专业教育及研究，培育具备应对日新月异的全球
化社会能力的毕业生。城大历年来阔步向前，近年来在大学排名榜
上表现卓越，现位列亚洲十大，并位列全球前 50 名。城大发展迅速，
本科生、研究生及教员在各自的专业努力学习和从事教学及研究，
学术范畴涵盖商业、创意媒体、数据科学、能源及环境、工程、人
文社会科学、法律、科学、动物医学及生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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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解密城大

• Economics and Finance 经济及金融
College of
Bussiness(CB)

• Information Systems 资讯系统

商学院

• Management Sciences 管理科学

• Management 管理

• Marketing 市场营销

• Applied Social Sciences 社会及行为科学系
• Asia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亚洲及国际研究
College of
• Chinese and History 中文及历史
Liberal Arts
And Social
• English 英文
Science (CLASS)
•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翻译及语言
人文社会科学院
•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媒体与传播
• Public Policy 公共政策

• Physics 物理
College of
Science (CSCI) • Mathematics 数学
理学院

• Chemistry 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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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uter Science 电脑科学

College of
•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Sciences 生物医学系
Veterinary
Medicine and Life • Department of Diseases and Public Health
Sciences(CVMLS)
传染病及公共卫生系

•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电子工程

动物医学及生命科
学院

•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建筑及土木工程

• Materials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材料科学工程
College of
Engineering(CENG) •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
工学院

1.2 解密城大

•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生物医学工程

School of Data
Science (SDS)

• System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数据科学学院

系统工程及工程管理
• Division of Build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建筑科技学部

1.2.3
School of
Creative Media
(SCM)
创意媒体学院
School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
(SEE)
能源及环境学院

School of Law
(SLW)
法 律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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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模式

城大及其他港校都没有班级、没有班主任，每门课你都可能和
不同的人一起上课。大部分课程采取 Lecture（大课）+ Tutorial（辅
导课）的形式，部分科工课程还会有 Lab（实验课）。一般选课中，
C(Lecture) 课和 T (Tutorial) 课和 Lab 课要同时选择。
Lecture 时长在 2 小时左右，主要是传授新知识，每堂课上课
人数较多 , 一般会安排在大型阶梯教室；Tutorial 为 1 小时左右，
主要是对已学知识的巩固和补充，一般每堂课约 20 人，安排在小
型课室内。也有部分 3 小时的课，将 Lecture 与 Tutorial 合二为一。
在城大，每门课都有其对应的学分，Lecture 一般为 3 分，其
他课一般为 0 分，若课程有 Lab/T 课，选课时需要和 L 课同时确定
选择的 Lab/T 课。每学期学生需要修的学分有上限和下限，具体会
在第三章选课部分详细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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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评分标准 (GPA)

和高中的百分制类似，大学的学习也有其评分标准，通常用
GPA（Grade Point Average) 或绩点来表示。每门课的教授根据学
生在学习中的出勤率 (Attendence)，作业 (Course work)，考试
(Exam) 等方面的表现给出学生的评价等级分（Letter Grade）。
等级分从 F 到 A+ 递增。而每个等级分又对应了相应的 GPA（譬如 A对应 GPA3.7）。在城大，GPA 上限为 4.3。

1.2 解密城大
（某些学院 2.0），会收到学校发出的警告。情况更差的会被要求
转为试读生（Probation）、休学（Academic–Suspension），严
重的会被勒令中途退学。
1.2.5

cum laude 荣誉与非一等学位

cum laude（拉丁文学位荣誉制度）是目前许多北美顶尖大学
常用的学位制度。如果你毕业 GPA 是全系的前 2%，你将可以获得最
高荣誉 summa cum laude( 卓越 )，如果是前 2%-7%，将获得 magna
cum laude( 优异 )，如果是前 7%-15%，则会获得 cum laude( 优良 )。
cum laude 均属一等学位，后 85% 且满足学业要求的同学获得二、
三等学位。*
1.2.6

学术诚信

城 大 对 学 生 的 学 术 诚 信（Academic Honesty） 及 个 人 操 守
（Student Conduct）有明确的规定，抄袭或作弊都是学校坚决不
容许的。如违反学术诚信，轻则相关课程直接 Fail，重者可能被勒
令退学。同学有必要浏览以下网页，查阅关于学术诚信与学生操守
的 守 则：http://www.cityu.edu.hk/provost/academic_honesty/
rules_on_academic_honesty.htm
学 生 SGPA（Semester Grade Point Average) 或 CGPA
（Cumulative Grade Point Average ) 是反应学生学习成绩的指标，
它们的计算方法为，先将每门计入 GPA 的课的学分 * 该课 GPA，再
将所得的乘积全部相加，最后再除以总计入 GPA 的已修学分。当每
门计入 GPA 的课学分都为三分时，SGPA 或 CGPA 可简单理解为所有
课 GPA 的平均值 .
学生如在某一学期修读 12 个学分或以上，且所有科目都及格，
又单学期 SGPA 在 3.7 或以上，便会在该学期获上榜 Dean`s List，
即获院长奖励的优异生。保入门奖学金最低要求 GPA 过 3.2。如果
CGPA 低于 3.2，第二年校方将不再为你提供奖学金。如 SGPA 不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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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城大导览

城大校园基本情况可参考以下网站：
http://www.cityu.edu.hk/mainland/campus_tour.htm
该网站能帮助同学们对城大设施有一定了解，更详细的介绍和
地图会收录在百科全书第二章，第六章和附录中，供同学们到达学
校后用于熟悉实地。
* 所有信息以城大官网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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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知己知彼，信息通达（上）

点击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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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己知彼，信息通达（上）

2.1 概述 2.2 内地联系校方 2.3 城大官网主页

2.1 概述
“知己知彼信息通达”主要介绍了来城大前大家所要用到的一
些获取信息的方式，确保大家能够克服新入学的沟通和认识障碍。
大家在八月中旬前，因为还没有进行 Pre-enrolment 与获取 EID（即
新生注册前网上登记，详见第三章），所以暂时无法登陆学校内网。
因此大家可以了解的获取信息的方式仅限于上册第二章知己知彼信
息通达（上）。不过别伤心，当大家获取了 EID 之后，就可以对第
四章知己知彼信息通达（下）的内容进行实践了。

2.3 城大官网主页
2.3.1

页面简介

城大官网 https://www.cityu.edu.hk/ 是同学们必须要了解的
网站之一，编者希望新生务必至少浏览一遍，本书涉及以及没涉及
的各类资讯都可以在官网上寻找到。目前除了部分重要内容提供中
文以外，其余均为英文界面。
下面，就让我们从网页的最上面看起。以下方块中的项目是与
我们密切相关的，大家有空时不妨看一看。

2.2 内地联系校方
在办证和注册时，大家可能会经常需要打电话到学校询问一些
事情，那么就要提前做好准备，以免出现电话打不了的情况

• Step1：咨询通讯公司，询问是否已经开启国际漫游并查清
楚价格。
• Step2：检查现在时间是否在学校部门上班的时间，香港一
般工作时间在 9：00- 5:00，周六上半天班，周日不上班（以实际
为准）。超过这个时间很可能就打不通电话了。
• Step3： 香 港 的 区 号 为 (852), 在 要 拨 打 的 电 话 前 面 加 上
00852 或者 +852 即可接通。* 长按 0 即可拨出 +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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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在官网中还有一些重要的信息和工具可以供我们了
解。Admissions 栏 下 的 Mainlan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可 以
直接链接至城大内地本科生招生网。
官网主页上方 Quick link -> Student 栏下的所有项目大家都
可以了解一下，条目中会涉到城大平面图和等会要介绍的 Campus
Map。以及 Emergency Contacts and Useful Telephone Numbers
和 Adverse Weather Arrangements。介绍了部门和学院的紧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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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城大官网主页

二、知己知彼，信息通达（上）
系方式和遇上什么天气会停课的判断方法。
2.3.2

CityU Search

CityU Search 可谓是城大官网的利器了，它坐落在主页最右
上角，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搜索方式，找到自己想要的资料或者课
程信息。* 内地网络可能需要 VPN 翻墙才可使用，详见 4.5 城大
VPN 章节

2.3.3

到学校建筑的位置（譬如学生宿舍），下拉还可看到走过去的方法
2.3.4

CityU Tour

将网页拉到下方，在右下角你也可以找到 CityU Tour，点击
之后就可以进入 CityU Tour 了。CityU Tour 是一个的城大 3D 实
景地图系统，他通过照片集合的方式，实现了模拟进入城大的景象。
大家可以借此在城大中转一转，提前熟悉一下地形。也可以对照
Campus Map 中的城大平面图对城大进行更深刻的了解。

Campus Map

将网页拉到下方，在右下角你可以找到 CityU Map，点击之后
就可以进入 Campus Map 了。或者你也可以在 CityU earch 里搜索
一个机构或建筑的名字，也可以进入这个系统。

在 CityU Map 中，你可以找到学校部门的条目，点击后可查看
这些条目的位置，电话，传真，电邮，在地图上的位置。你也能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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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内地本科招生网 2.5 学校机构及联系方式

二、知己知彼，信息通达（上）

2.4 内地本科招生网
在大家来香港前的一段时间里，城大内地本科招生网（又名本
科内地招生网）将会是大家获取信息的最官方和最便捷的源头。以
下为网址：http://www.cityu.edu.hk/mainland/contact_us.htm
由于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大家都会普遍很忙碌，所以我们建议大
家能有耐心的先阅读完本科内地招生网内的所有信息。并且每过一
段时间都能进入“学习与生活”这个栏目对自己所做的事和即将要
做的事进行一下确认。
大家也可以参照学习与生活中的重要信息部分对从接到录取通
知书到来到香港中的流程进行清楚地认识，一些可以提前办理的证
件也建议大家能够提前办理。
在第三章中，百科全书也将按照时间顺序，对大家所办事项进
行详细的介绍。

2.5 学校机构及联系方式
• CityU 城大
电话：(852) 3442 7654；24 小时紧急电话：(852) 3442 8888
电邮：webmaster@cityu.edu.hk
网页：http://www.cityu.edu.hk/
地 址：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达之路香港城市大学

• GEO 环球事务拓展处
职能：巩固提高交换生与本地生的联系。录取高质量的非香港学
生并鼓励他们融入学校。提高学生的国际视角、全球意识和多元文化
思维
电话：(852) 3442 8089；(852) 3442 8555
电 邮：geo@cityu.edu.hk（ 主 要 ） chinese@cityu.edu.hk；
geoins@cityu.edu.hk
网 页：http://www.cityu.edu.hk/geo/index.htm；http://www.
cityu.edu.hk/mainland/
地 址：Global Engagement Office，Room 3210, 3/F, Cheng
Yick-chi Building，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Tat Chee
Avenue，Kowloon, Hong Kong 香港九龙达之路 香港城市大学 郑翼之
楼三楼 3210 室 环球事务拓展处
（环球事务拓展处在北京和上海均设有专门联络点和联系方式，
具体请点击链接 http://www.cityu.edu.hk/geo/au_contactu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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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学校机构及联系方式
网页：http://www6.cityu.edu.hk/arro/

• ADMO 招生处
职能：检查和处理入学申请
电话：(852) 3442 9094

地址：Director Academic Regulations and Records Office 5/
F Fong Yun-wah Buildi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香港九龙达之路香港城市大学 方润华楼
五楼 教务处

电邮：mainland@cityu.edu.hk
网页：http://www.admo.cityu.edu.hk/

• SDS 学生发展处
职能：丰富城大学生的大学经验，及促进他们的全人发展。营造
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学习环境，和充满关怀互爱而又多姿多采的校园生
活；并在各方面推广全人发展的意念及提供完善的学生福利，关注学
生身心的健康发展。
电话：(852) 3442 8090
电邮：sds@cityu.edu.hk
网页：http://www.cityu.edu.hk/sds/
地 址：Student Development Services, 6/F, Amenities
Buildi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香港九龙达之路香港城市大学 康乐楼六楼 学生
发展处

• SRO 学生宿舍处
职能：为近三千七百名学生提供校园住宿安排，缔造一个安全、
互助且具启发性的舍堂环境，让学生积极参与社群活动、提升学习能力，
培养专业精神。
电话：(852) 3442-1200；24 小时紧急热线；(852) 3442-1111
电邮：sro@cityu.edu.hk
网页：http://www.cityu.edu.hk/sro/
地 址：Student Residence Offic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2 Cornwall Street Kowloon Tong, Hong Kong 香港九龙达之
路歌和老街 22 号香港城市大学 学生宿舍处

• CB 商学院
电话：（852）34428989
电邮：cb@cityu.edu.hk

• ARRO 教务处
职能：学籍管理、课务及试务管理、学生成绩管理、证件制发，
提供电话谘询热线， 为学生处理各项申请及解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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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http://www.cb.cityu.edu.hk/

• CLASS 人文社会学院

电话：(852) 34422300

电话：（852）34427151

电邮：as@cityu.edu.hk

电邮：chgenoff@cityu.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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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己知彼，信息通达（上）
网页：http://www.cityu.edu.hk/class/

2.5 学校机构及联系方式
电话：（852）34428008
电邮：lwgo@cityu.edu.hk

• CSCI 理学院

网页：http://www6.cityu.edu.hk/slw/index/

电话：（852） 3442-4567
电邮：csci.office@cityu.edu.hk

• CVMLS 动物医学及生命科学院

网页：https://www.cityu.edu.hk/csci/

电邮：cvmls.go@cityu.edu.hk
网页：https://www.cityu.edu.hk/jcc/

• CENG 工学院
电话：（852)3442-4133

• SDSC 数据科学学院

电邮：ceng.office@cityu.edu.hk

电话：（852） 3442-7887

网页：https://www.cityu.edu.hk/ceng/

电邮：sdscgo@cityu.edu.hk
网页：https://www.cityu.edu.hk/sdsc/

• SCM 创意媒体学院
电话：（852）34428677
电邮：smgo@cityu.edu.hk
网页：http://www.scm.cityu.edu.hk/

• SEE 能源及环境学院
电话：（852）34422410
电邮：see.enquiry@cityu.edu.hk
网页：http://www6.cityu.edu.hk/see/

• SLW 法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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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己知彼，信息通达（上）

2.6 城大常用俗语

2.6 城大常用俗语

名称

Fail
名称

释义
学期

SEM

相关词
SEMA: 上学期
SEMB: 下学期

Summer: 暑假学期
绩点，评判一个人学习 SGPA: 学期绩点
GPA

的好坏

C课

（满 GPA=4.3）
一种授课方式，
=Lecture，人数较多

Day off

一天都没有课
作业

Assignment

due
Pre3

final

Project

24

Major

CGPA: 总绩点
Programme Code
T 课 : tutorial，辅导课，
人数较少
L 课 : Lab，实验课
早课 : 早上需要早起来上的
课
Essay: 短文，通常要求没论
文严格

Test: 小 测

GE

UE: University English，
也称 GE1401，大学必修英语
精进教育，属于课程的
课入门
一种，详细可见选课部
分。
EL: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英语不好的同学们
强制学习的英语课程

Local

AIMS

Mid-term: 期中考
Task: 一般是实践性的任务
研究项目，通常包括实 Leader：小组组长
践的部分 + 演讲 + 论文，
Free rider：在小组中不做
通常以小组的方式进
任何事情的人
行。

个课程或某个作业得分 课程
太差，拿了 fail 会对
Add 一门课：增加学习一门
学习造成很大的影响，
课程
通常需要重读。
Retake: 重读
主修专业，新生入学后 Minor：辅修专业，学习部分
选的第一门专业即为主 该专业内容获得辅修证书。
修专业，学有余力的同
Double Major：读两门主修
学们还可以再选一门专
专业
业进行辅修或者主修。
学系代码，在 AIMS 中 Venue：考试场地
可以查到
Gateway Education

Paper: 论文， 通常字数要
求较高，格式要求较严
赶 due: 争取在最后期限前
交作业

交作业的最后期限
=ddl=deadline
演讲 =presentation，
分为个人和小组两类
期末考
Quiz: 小 测

释义
相关词
不及格，一般可用于整 Drop 一门课：取消学习一门

SID

Year1

CCIV: Chinese
Civilization, 大学必修的
中文课程
香港本地生
Non-Local：非本地生
International：国际生
一种学校内网学习工
Canvas：可以查询课程作业
具，可以查询教务信息。等 Portal：学校导航网页
详见第四章
Student Identity
EID: 电子学生证，是每个学
Card, 学生证或学生证 生专属电子账户，常用来登
号
陆 AIMS, Canvas 等内网
大一

Final Year: 大四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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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己知彼，信息通达（上）
名称
Quota

Part
intern

helper

CV

Exchange

WeChat

释义
名额，一般用于指学校

2.6 城大常用俗语
相关词

释义
商院

免费打印的剩余限额。
每个学生每年有 1600
个免费黑白打印的额度

相关词
CLASS: 人院
CS: 理学院
CE: 工学院

CB

一部分
=Internship= 实习

名称

SCM: 创媒

Leadership： 领导能力

帮手，一般指 Student Mentor：有经验可信赖的顾
helper，帮助学校或者 问（一般为学校老师或者高
其他组织，协助他们的 年级学长）
工作，并获得一定回报。

Curriculum Vitae，履 resume：要求概述与求职有
历，一般用于寻找实习 关的教育准备和经历，是对
等
经验技能的摘要，其主要目
的在说服用人单位老板雇佣
自己；Curriculum Vitae 则
需集中说明学术工作，不重
视与文化程度和学习成绩无
直接关系的资料
交换，一般指交换生， IELTS: 雅思考试
学校与其他学校进行合
TOEFL: 托福考试
作项目并互相交换学
生进行半年或一年的学 GRE: 美国研究生考试
习，一般部分大三学生 SAT: 美国高考
会进行交换。

SEE: 能源

ELC

AC1

HALL

G层

SLW: 法院
英语学习中心，提供一 GEO SRO SDS
些英语学习资源和课程
CSC: 电算服务中心，提供使
（如 EL 课）
用计算机和打印服务。

Academic 1(YEUNG
KIN MAN Academic
Building)，是城大主
要教学楼之一，大部分
课程在这里教授

LI(AC2) 李达三叶耀珍学术
楼
LAU(AC3) 刘鸣炜学术楼

CMC: 创意媒体中心，创媒学
生上课的地方
学生宿舍，目前有
Hall A：宿舍区的大礼堂
HALL1-HALL11 十一个宿 Hall B：宿舍区的礼堂 Hall
舍（HALL8 为研究生宿 C：宿舍区的礼堂
舍，不对本科生提供住
宿）
Ground Floor，在香港，
一般将一层记为 G 层

微信，内地生常用联系 Facebook：脸书，香港本地
软件
生常用 WhatsApp：香港本地
生常用联系软件 Gmail：谷
歌邮箱
Google Drive：谷歌云端硬
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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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己知彼，信息通达（上）
名称

保宿

2.6 城大常用俗语

释义
相关词
由于内地生拥有 2 年保 宿分：评判一个宿生在宿舍
证住宿权，所以第三年 贡献度的标准，与是否能保
后，会有部分内地生无
法住在学校。大家就需
要通过参加宿舍、学生
活动努力保住住宿资
格，这种情况称为保宿

宿密切相关

名称

SU

tutor：又称 RT，宿舍每层
的管理人员，通常由学生申
请担任。
HALL Master：每栋宿舍楼的
总管理者，通常由教授担任。

CSSAUG

RA：Residence
Association， 宿 舍 学 生
会 。Hall 庄：每个 hall 独
立的学生会，通常管理宿舍
内各种 活动。

八达通

ATM

浪

带飞

Pool

庄

28

香港坐地铁时可办理的
一卡通式公交地铁卡，
也可用于餐厅，超市的
消费。

Ocamp

银行自助提款机，可以
缴费（每学期学费等），
取款等
指出去玩等放松身心的 浪的飞起
行为，与学习相对。
可用于学习或者浪。带 求带飞
飞指由擅长某项事物者
抱大腿
帮助或协助不擅长者，
通常用于小组 Project.
本义游泳池，现多代指 出 Pool: 脱团，即有了男女
单身群体。
朋友出 Pool 饭
在香港泛指社团

PIC

Counter

释义
Student’s Union , 学

校学生会，学生会是城
大正式的本科生组织，
下有数十个学生活动团
体。
香港城市大学内地学生
学者联谊会本科部，是
由在香港城市大学学习
的内地本科生自发组建
的非政治性、非营利性、
福利性且唯一专门服务
于香港城市大学内地本
科学生的学生组织。
带领新生熟悉学校，互 CityU Hunt：在城大内部进
相认识的夏令营式活
行的游戏式活动，旨在让新
动，除 CSSAUG 组织的 生更快熟悉城大。
Ocamp 外，学校香港本
地生和国际生也会有这
样的活动。
Person in charge，指
一个项目的负责人
泛指柜台，大家参与活
动或办理手续都有可能
要去柜台

（粤）你好
雷猴

相关词

多谢 : 谢谢

* 更多常用粤语可以参 唔该 : Excuse me，谢谢
考明粤会公众号以及课
唔知 : 不知道
堂

回 Pool
庄员 : 社团团员
上庄 / 入庄 : 加入一个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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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录取注册，书证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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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录取注册，书证选课

3.1 概述 3.2 过关证件

3.1 概述
本章主要介绍了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大家要做的事，本章内容以
时间线为基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截止日期。
收到通知书时，与通知书一同寄来的有许多资料，有很多重
要信息都请同学们务必仔细看。通知书还没到的同学们也不要急，
实 在 不 放 心 可 以 给 ADMO (Admission Office) 发 邮 件 mainland@
cityu.edu.hk 询问 , 或者打电话 (852) 3442 9368 查询快递单号
以追踪邮寄状态。如果真的很久都没收到，询问 ADMO 之后，可以
把所需要的材料先寄回学校，相关的材料学校官网上都有，自己下
载并打印下来填好就可以。下载材料的网址：http://www.cityu.
edu.hk/mainland/important.htm（该网站上除了有相关表格下载，
还有需网上登记的活动等重要信息，大家务必仔细浏览）
最后，除了仔细看寄来的材料包里有的学校的说明，也可参考
以下一些补充，因每年情况不同，请同学们以实际情况为准。

3.2 过关证件
3.2.1

往来港澳通行证

1、要去香港首先要去办往来港澳通行证，建议尽早去当地公
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办理好。
2、如开学迎新活动时没有办理好逗留签，可以先办一个旅游
签（短期临时逗留）。等粉红签拿到以后再去关口进行改签手续。
但强烈建议提早办理港澳通行证、逗留签注。
3、由于这两年港澳通行证逐渐换为卡质版，还持有纸质版的
同学要马上更换通行证。除此之外，由于来香港后再更换到期的通
行证会很麻烦，所以，建议通行证有效期不足 4 年的同学重新办理。
4、每年因通行证问题拖延入学的同学都很多，这里再次提醒，
提早网上预约办理通行证。一般办理时间为 15 个工作日，加急可
以到 7 个工作日左右。
3.2.2

学生签注（粉红签）

当你向学校寄去来港就读申请表 ID955A 后，学校会向香港入
境事务处递交签证申请。香港入境事务处给出的签证审批时间为 6
周，加上邮寄时间，需时较长，所以大家的 ID955A 越早寄至学校
越好。
学生签注拿到手后一定要妥善保管，因为每次过关时都要用到
它，钉在签注后面的白色小纸片也千万千万不要弄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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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录取注册，书证选课
学生签证（粉红签）样本：

3.2 过关证件 3.3 录取文件
内地学生来香港就读，只能持往来港澳通行证进出香港，护照
不能用作进出证件，但持中国护照可以通过香港过境，过境有效停
留期为 7 天。例如持中国护照出境或者入境，如果需要在香港中转，
可用过境签证的形式获得在香港的停留时间。
通常来讲，香港就读的学生持中国护照出国，都可以在入境国
家驻香港的领事馆申请签证，并且直接由香港出发。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由香港直接出境去其它国家，出境时需要带齐护照和通行证，
在香港国际机场持通行证办理出香港手续，到达入境国家之后再凭
中国护照及签证办理入境手续；反之亦然。要注意在这种情况之下，
因为护照上面只有进出入境国家的记录，所以在回程时，应尽量安
排先回香港，不要直接到大陆。特别提醒：同学们如果想从香港到
澳门旅游，需带上中国护照和香港身份证，无需办理旅游签证。

上图左边为香港入境处发的学生签注，右边为第一次入境时
的白色小票。如学生签注不慎丢失，需尽快前往入境事务处补办。
3.2.3

逗留签注

在学校寄给你学生签注后，你就要拿着学生签注和往来港澳
通行证，身份证，户口本等去出入境管理局办理逗留签注（同一张
通行证）。逗留签注通常也要拖很久，所以建议大家一拿到就马上
办理，如果实在来不及可以办理加急。
3.2.4

护照

虽然去香港护照不是必要的证件，但强烈建议和港澳通行证
一起办理，方便以后出国交换或者旅游。需注意在读学生不能在香
港办理中国护照，但可以在香港对即将到期的中国护照进行延期。

34

3.3 录取文件
3.3.1

录取通知书回执

回执一定要尽快填好并寄回，表示已收到录取通知书并接受城
大的录取。如果时间紧迫，恐快递无法在通知里的规定期限内送达，
大家可以先扫描或拍照一份回执，并电邮（mainland@cityu.edu.
hk）或者传真（+852 3442 0268）给学校，再打电话或电邮确认一
下校方是否收到。最后再将回执与填好的 ID995A（申请签注表格）
及其所需材料、宿舍申请表等表格一并寄回学校（推荐快递用顺丰，
最快且安全，香港邮编：999077）。
注：回执与其他文件所要寄往的地方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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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录取注册，书证选课
3.3.2

预缴学费之证明

没有入门奖学金的同学会被要求预交一定数额港币的学费，大
家只要将缴费后的电汇单或汇票（不可使用信用卡或转账）留下副
本后，将正本寄给学校即可。汇票背面应写上你的姓名以及所读学
院。由于将人民币转成港币和电汇并不是每一个银行都能办理，所
以大家最好提前问好并做准备。有奖学金的同学将会有一部分抵消
预缴，另一部分在开学后打到你的学校账户。

3.3 录取文件
写
b) 如果没有《往来港澳通行证》、护照之类的旅游证件，“旅
行证件”一栏可以不填写
c) 第 2 页的“现时住址”就是学生现在内地住址；“固定地址”
如果跟“现时住址” 一样就不用再填写（不是指你在香港的固定
住址，不要写城大宿舍）。
d) 一定记得贴照片，不要贴错地方！但是不要多寄照片过来，
因为整个在香港办理学生签注过程只需要 ID995A 上贴的那一张照
片。
e)“拟在港逗留时间”就是上大学的时间——4 年（以学院要
求为准）。
f) 没有随行受养人就不用填写。
g) 在港就读年级和课程就写大一，还有你的学院。
h) 学历资格写高中学历就可以了。
i) 预计生活开支可以参考随通知一同寄出的一本《生活指南》，
最后的总计应该写一年的开支，不需要很准确，只是用来参考提供
相应的经济证明。

3.3.3

学生签证

赴港读书需要办理学生签证，第一次的签证是学校代为办理，
不过需要填写学生签注的表格。填完表格后将表格寄回给学校并附
上所需费用。具体操作步骤寄来的资料里都有讲解，以下解释一些
有关申请签注表表格 ID995A 的问题，同学们可以至 http://www.
immd.gov.hk/pdforms/ID995A.pdf 下载表格参考。

a) 此表格可以用简体字填写 , 请确保用尽量清楚的正楷字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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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申请人的经济状况是可以填人民币金额的，可以在简述那
一栏备注是人民币，不需要刻意将存款金额换算成港币。另外，学
生本人没有经济基础，可以不写；也可以写监护人的存款，在简述
中说明就可以了。
k) 第四页有些申请人会忘记打钩或删去不适用项，所以请记
得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选项打钩或叉。
l)5 至 7 页如果不适用于自己，那么就不用填写，没有写任何
内容的地方可以不签字。但是如果适用于自己，请填写完整。
m) 最后，请认真检查这份表格，确认你填写过的每一页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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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录取注册，书证选课

3.3 录取文件

都有你的签名
其他注意事项：

学生同意书采用网上提交的方法及第一次登录 AIMS 的操作。
详细操作步骤如下，篇幅较长，请注意序号。

a) 办理签注需要录取通知书的复印件，原件要自己来港的时
候带来香港。
b) 办理签注的时间是“最多 6 周”，只要拿到通知书后尽快
准备好所有文件，就不会耽误来香港读书的时间，请耐心等待，更
不需要经常打电话去环球事务拓展处（GEO）询问。
c) 在等待签注的过程中，请经常查看提供给学校的私人邮箱。
如有欠缺文件，GEO 会用 Email 通知你。请在最短的时间内补齐文
件，以免误事。
3.3.4

经济担保声明书

1、一般要求的经济证明中的款项一定要包含在香港一年的学
费、住宿费和所有生活费（参考预计生活开支，一般 15 万左右）。
2、
证明文件最好是银行的存款证明，
可以是活期也可以是定期。
其他一些相应的证明也可以。
3、存款证明中的款项要具有流动性，如股票、基金、保险等
类型的存款是不能随时取用的，也就是说不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作
为支持你日常生活是不方便的。在入境事务处的审批中可能会有问
题。
4、如果存款户口不是自己的而是父母的，父母要签署《经济
担保同意书》，如果是自己的就不必。
5、那些经济证明的文件请都提供复印件，如果寄原件，还会
在寄签注的时候再寄回给你。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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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录取文件

3.3.6

学生宿舍申请表

1、宿舍申请表会附在通知书的包裹里，记得填写。
2、建议填宿舍申请表用全英文，虽然中文可能没多大问题，
保险起见，用全英文较好。其中的 College 是填自己所在的学院不
是香港城市大学。
3、宿舍有单人间和双人间以及三人间，一般都是选住双人间，
除非特殊要求的也可以多花点钱住单间，单人间的申请要尽量详细
地写明特殊情况不然不一定通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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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录取注册，书证选课
4、住宿前网上登记有选择室友偏好，大家可以选择与内地生
还是 local 同住。如果有想同住的同学，大家也可以互填对方的姓
名和 SID。
5、宿舍具体情况在百科全书下册中会有简单直白的介绍，
想先了解一下可以浏览学校网站 http://www.cityu.edu.hk/sro/
index.htm
3.3.7

英语水平测验回执

新生如果需要填写一份英语水平测试回执来参加英语水平测
试，过关的人可以少修一门大学入门英语课 EAP(EL)，没有过的或
者没去的人则要多修一门。两年内雅思或托福考试成绩在一定水
平以上的人可以免考。详情可以关注学校内地生官网 http://www.
cityu.edu.hk/mainland/important.htm#list1。下表给出了去年
标准作为参考。

对于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同学，大家只要在录取通知书回执中勾
选自己想要去的学系即可。
对于商院和人院的同学，相应学院会在稍后给你发一封志愿声
明书，新生根据自己的意愿顺序排除前六个（商院）/ 前三个（人院）
想读的志愿，实际高考分数超过省“一本线”最多的首十名（商院）
/ 三名（人院）学生，将获安排入读其首选学系 / 专业。这里注意
学校是取所有省份的前几名，非 750 的省份将适当调整标准。其他
的同学学校会根据你的分数，个人声明（志愿声明里）中的内容以
及其他等来安排你的专业。
因此如果想选一个好的志愿的话，大家可要认真填个人声明哦
（就是自我介绍）。陈述书可以网站上填写，如果填写纸质版的话，
觉得格子不够的同学可以另附纸。

3.4 新生注册前网上登记
3.4.1

Pre-enrolment 与获取 EID

八月中旬学校会发邮件至同学们的私人邮箱提醒新生网上注
册前登记，即 Pre-enrolment 线上程序及上载照片制作学生证。
Pre-enrolment 是一个让新学生启动电子身份帐号 (EID)，确认新
生注册声明并更新他 / 她的个人联络资料的线上程序。

3.3.8

选择学系/专业

在大家高考报名时选择了自己的院系之后，今年城大学生会被
要求选择自己的专业或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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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执 行 Pre-enrolment， 登 入 网 页 http://www.cityu.edu.
hk/orientation 并在网页内选取“Survival”下“Pre-enrolment”
的标签。学生必须于正式注册 ( 来学校办理注册手续）前完成
Pre-enrolment 的步骤。
完成后就启动了电子账号，获得了 EID。有了 EID 后，就可以
登入学校的各个内网和 AIMS，查阅选课（下章会有介绍）等校园信息，
也能通过学校的电子邮箱收发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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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完成 Pre-enrolment 后 , 需要按照指定的步骤 , 上传一张照
片以制作学生证。
学生证的照片规格：
正面彩色近照，清晰显示五官且不可戴帽。照片的背景应为纯
浅色。图像格式为 JPG，档案大小不得超过 2MB。可接受的尺寸为：
1）由扫描器撷取（解像度：300DPI）照片大小：38 毫米（宽）
×40 毫米（高）
2）由数码相机撷取图像大小必须至少为 450 像素（宽）×474
像素（高）
上传的照片会显示在学生证上。学生证上的照片质素，将
视乎上传的照片质素和颜色而定。如果想稍后才上传照片或於上
传后提交另一张照片，可进入城大网页，透过登录位于最上方
“Quick
Links”标签下的
AIMS，然后选择“Services
for
New Students” 选项下的 “Photo Upload for Student
ID Card” 去处理。 在办理正式注册时 , 需携带已上载照片的
电子档案。
完成以上步骤后，同学要常常登入网上工具查询通知或了解情
况，常用网上工具在学校官网（www.cityu.edu.hk）位置如下图，
第四章会一一介绍。首先同学要记好自己的 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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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保险

校方规定所有非本地学生在城大就读期间，必须购备适合及
足够的保险。鉴于在内地购买的保险在香港一般无效，校方会为来
自内地的学生安排投保团体人身意外及医疗福利保险，保险费由学
生自付，开学后统一缴付。请在网上进行注册前登记时，一并申
报是否选择购买由城大为非本地学生代为安排的保险。（ 路 径
：AIMS → Personal Information → Declaration on Insurance
Agreement)
城大为非本地学生所提供的保险计划的基本保费为港币 254 元
（可能有变动）。除基本计划外，同学可按个人需要决定是否加购
“自选额外福利”，如欲加购，需在规定期限内以电邮（GEOins@
cityu.edu.hk）通知 GEO 确认，并额外缴付保费港币 500 元。
事实上，根据学长学姐们的经验，校方的保险是远远不够的。
原因如下：
首先，医疗方面，在香港的公立医院，看普通门诊都要排队至
少半日，看专科则更久，对病情较为严重的患者而言十分不利。而
私立医院价格非常昂贵，普通的感冒发烧就会花费不赀，让学生党
望而却步。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市民看病都注意是依靠各类医疗保
险，它可以使看病更实惠有保障。
其次，赴港就读的内地学生，今后可能会外出交换，出国旅游，
工作实习等等，因而我们购备的保险保障范围最好包括：旅游、个
人意外、医疗、住院等，且保险有效日期必须涵盖学生在香港就读
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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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选课
3.5.1

认识课程

在四年制本科课程中，所有学生必须读完一个主修（Major）
并满足精进教育（Gateway Education，简称 GE）、各自的学院、
专业，其他学术组织的要求，学生可以通过选择修读辅修（Minor）
或自选课程来均衡学分。具体学分要求见下图。同时要毕业学生
须修满不小于 120 学分 *、不大于 144 学分的课程。如果修了超过
144 个学分，需交 1 学分 =HKD $4030 的学费。
* 部分专业要求不是 120 学分，请到对应专业网页查看
若同一门课程同时属于多个课程类别，则算同时满足了这些要
求，不需额外修读，但该课程学分在学生总分中只会被计算一次，
不管该课满足几个类别。
学生亦有自由修读第二主修（Double Major)，这就需要完成
两个主修的全部要求。第二主修的必修课是允许和第一主修的必修
重叠的，但第二主修中需完成不少于 30 学分的区别于第一主修的
新课程。由于大一新生第一年没有主修，而辅修及第二主修要有了
主修才能申请，本册不会对这些内容有详细介绍，有兴趣的同学可
以浏览 http://www6.cityu.edu.hk/arro/content.asp?cid=329
因为很多的选修课有老师，给分，涉及领域上的不同，而珍惜
资源又比较少，所以抢选修课就成了大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本章
内容就是教大家如何虎口夺食，抢到自己喜欢的课程。

3.5.2

具体课程

1. 学院选修课 ( College elective)
有的学院也会有一些基础课程供大家选择，一般为提供的课中
选择几门上。只要在规定的时间段内上完你想上的课程就可以了。
这类课程，每门课占 3 学分，计入 GPA。有的学院会自动为大家安
排老师和上课时间，大家可以在选课过程进行修改或 Drop。有的
学院则要求大家自己 Add。
2. 精进教育课 ( GE/ Gateway Education)
精进教育课程是为了让大家全方面发展的课程。而精进教育课
程中，又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种。选修 GE 又分为 3 个区。不论是必
修还是选修，精进教育课程都是抢课重点。
2.(a) 精进教育必修课   
精进教育必修课又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学校要求的大家必修
的大学语言课程。包括大学英语（又名 University English 或 UE
或 GE1401），一门专业英语课和一门中文课 CCIV（又名 Chinese
Civilizatio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或 GE1501）。专业英语课

50

51

三、录取注册，书证选课
与自己的学系相关，大家可以问问学长姐或在 AIMS 的 DegreeWorks
查看。这三门课程都是要求在大学四年内修读完毕。其中，两门英
语课学校会自动安排时间和老师给大家上，但是大家也可以选择延
迟上。
第二类是有些专业会要求大家上哪几门 GE，大家只要在四年
内将这几门 GE 修完便可。大家可以自由选择修读的时间和老师。
2.(b) 精进教育选修课
精进教育选修课分为三个区（Area），不同的区的主题不同。
·Area 1: Arts and Humanities
·Area 2: Study of Societies, Social and Business
Organizations

3.5 选课
这门课学校自动为你安排上课时间和老师，当然你也可以 Paper
Change，但是不能 Drop。这门课程占 6 学分 ( 需要注意的是，这 6
学分算在最高学分限制里，但是不算在毕业最低要求中），通常情
况要上两个学期，但如果你在第一学期该课程成绩达标（具体情况
不同）即可免修第二学期的 EAP 课程。
5. 语言课
学校提供大家学习各种语言的机会，例如法语，德语，粤语
等。语言课也包括在 Free Elective 里面。有些语言课是占学分
的，比如粤语的 CAH 2998 Cantonese Communication Skills for
Putonghua Speakers（Offering Academic Unit: Chinese and
History), 占 3 学分。但是同样是粤语的，CE 2018 Cantonese in
Daily Life I（Offering Academic Unit: Sch of Contin- uing
& Prof Educ) 就不占学分。

·Area 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大家要做的，是从这三个区 100 多门课里选择 4 门来上，且这
四门课每个区都必须覆盖。也就是说，你要两个区上一门课，一个
区上两门课。
这里要注意的是，前面的精进教育必修课的里专业要求的课程
也属于这三个区，但是并不算在四门课的名额之内。
3. 其他课程 ( free elective)
除了之前提到的有建制的课程之外，学校还有很多杂七杂八的
其他课程可供大家修读，此类课程也是抢课的重点。
4.EAP 课

语言课分为基础进阶等几个类别，大家要先上基础语言课，才
能上相应的进阶课。
6. 体育课
学校也会有一些体育课提供给大家来学习一些体育运动。体育
课不占学分，成绩只算 Pass/Fail，不纳入 GPA 计算，但是很抢手。
特别是健身课。因为学校的健身房要求有健身课才可以使用，而健
身课上完之后就会有健身卡（如果你有其他场馆提供的健身证明也
可以申请办理健身卡）。体育课分基础，进阶的几个类别，即使大
家没上基础也可以报名进阶。
这里要注意的是，体育课虽然不占学分，但是如果 Fail 了也
会对选专业造成影响。

EAP 课（ 又 称 EL 课，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 或
EL0200）是部分同学要修的一门课。如果你没填英语水平测试回
执 / 没去考试又没有成绩证明 / 考试没通过的话就要上这门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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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选课

专业 / 学 学院必修 学院选修 精进教育 精进教育
其他课程
系必修课
课
课
必修课
选修课
一般所占 3 或 1
学分
学校是否 是
预先安排
时间和老
师
是否算入 是
GPA

3

3

3

3

不确定

是

不确定

不确定

否

不确定

是

是

是

是

不确定

说了那么多概念性的内容，
你也许会问那我究竟要上哪门课呢。
由于每个学院具体课程不一样，所以这部分内容放在附录中，大家
可以去看看。
由于每一届课程都有所改革，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多问问学长
姐和同学。参考附录一：课程安排，里面介绍了如何查看推荐课程。
3.5.3

选课前准备

知道有什么课程之后，大家就该想想，要选什么课，怎么选。
选课主要需要选择的就是精进教育课程和其他课程。

上 EL 课的同学，上完了之后还是要上 UE 的。EL 课的 6 个学
分算在学分上限之内，却不算在下限之内。意思就是，你如果没修
够 120 学分，然后修了 EL 课，这 6 学分并不能加在你的已经修过
的学分内，使你超过 120 学分得以毕业。但如果你快修过 144 学分了，
这时候修了 EL 课，这 6 学分会加在你的学分里，因此你要多交超
过的钱。
UE（大学英语）
总学分

3（上一个学期）

6（需连上两个学期）

一周上课次数

1（一周 2 小时）

1（一周 3 小时）

GPA
考试
评分

经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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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AP）

计入 GPA

不计入 GPA，Fail 才会有
影响
无考试，有写文章和制作 Year 1 Semester A/B 有
信息图表
Final 考试
依授课老师而定，大多成 一般不会 Fail，GPA 无影
绩在 B level
压力较大但不会浪费时
间，不影响学分上限。适
合有一定英语基础的同
学。

响
没什么大压力，较浪费时
间，影响学分上限。适合
英语基础不太好的同学。

A、课程的判断
判断一门课是否好，要看它的给分，Workload，老师，兴趣，
实用性等等。大家可以多多问学长姐，也可以在第三部分提到的预
览中找到课程详细说明，并仔细对比。
以下提供一些有关 GE 选课的有用链接：
· CityU GE App，这个是官方信息
· http://www6.cityu.edu.hk/ge_info/Search/， 上 面 app
的网页版，同样是官方信息
· http://cityuge.swiftzer.net/ ，CityU GE 指南 非官方，
是 Local 做的 GE 课评价网站，里面很多描述都是广东话的，（后
面附有这个网站使用的基本的广东话词汇）可以在上面查看各 GE
课的给分情况、作业量，但因个人情况不一，评价较为主观甚至片面。
以下给出一些选好 GE 的建议：
1. 找自己有兴趣的内容；
2. 认真看课程详情，特别是作业、考试和评分标准；
3. 许多课都有不同的 Session（课时安排），还有同一门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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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老师教的，可以问问学长姐，选一个好老师；
4. 开学后的第一周是试听阶段，在此期间课程都还有调整的
余地。
5. 有些课程的给分情况在同一学年会有很大变化。可能出现
同一门课在 Sem A 给分很好，Sem B 给分很烂的情况，大家选课时
不要盲目跟风。
在给分方面，有关课程的评分标准，不同的课都是不一样的。
大学一般按照成绩给等级分。即 A+,A,A- 等，相应的等级对应一定
的绩点。具体可以参考第一章“评分标准（GPA）”

3.5 选课
B、了解已选课程、课程表
在开放给学生自己选课之前，学院是会帮同学们排好一部分课
的，一般是学院必修课程以及大学英语课。启动自己的 EID 之后，
就可以上 AIMS 查看。具体步骤：
登录 AIMS → Course Registration → Weekly Schedule →
选择 Semester A 2020/2021 → Submit 即可
Weekly Schedule 就是一周课表，由于大学课程时间相对自由，
即使同一学院的同学课表也大相径庭。
释例：

不仅考核项目不同，各项占比也不同，以下列举一些常见项目：
Mid-term：期中考试 Final：期末考试
Quiz：小测验，通常是随堂的，也有较正式的
Paper：论文， 通常字数要求较高，格式要求较严
Essay：短文，通常要求没论文严格
Participation：上课签到次数， 课上的积极程度，与老师的
沟通都在考虑范围内
Presentation：演讲，小组合作偏多，也有个人的
Group project：小组作业，基本上所有课都会有，可能是
presentation、paper、多媒体制作等等
Assignment：泛指作业
选课前需要看清楚课程要求及评分标准，合适才选。当然，最
重要的，是看这门选修课的时间是否与其他课程相冲突，那么怎么
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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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要 查 看 课 程 具 体 信 息（ 授 课 老 师 名 字， 信 息， 上 课 的
日 期 段）， 点 击 课 表 下 面 的“View detail schedule”。 这 和
Course Registration → My Detail Schedule →选择 Semester A
2020/2021 → Submit 是一个效果。

3.5 选课
楼层 (5)，横杠后三位是教室号 (422)。 颜色简写：R 表示红区，
Y 表示黄区，G 表示绿区，B 表示蓝区，P 表示紫区。

注 1：CRN — Course reference number
每 一 节 课 都 有 一 个 CRN， 在 此 要 注 意， 同 一 门 课 的 不 同
Session（ 如 C01 与 C02）， 其 CRN 也 都 是 不 同 的， 在 Adding/
Dropping Course 的时候要填写 CRN 而不是课程代码。
注 2：Session/Session number
开头的字母表示课程的类型，后面的数字是课程的 Session
Number， 如 T09 就 是 Tutorial Session 09，C01 就 是 Lecture
Session 01。

如图中 YEUNG B5-307 就表示杨建文学
术楼蓝区五楼的 307 教室。

若教室在 LI,LAU 等，不分颜色区域，
第一个数字就代表教室所在楼层。如左图表
示 LI 3 楼 3508 教室。

课程种类的缩写 :
C—Lecture；D—Dissertation/Project/Thesis；
F—Fieldwork；L—Laboratory；S—Seminar；
T—Tutorial；W—O--Online delivery
注 3：各种教室地址
YEUNG = Yeung Kin Man Academic Building（杨建文学术楼）
LI = Li Dak Sum Yip Yio Chin Academic Building（李达三
叶耀珍学术楼） LAU = Lau Ming Wai Academic Building( 刘鸣
炜学术楼 ) CY = 郑翼之楼；CMC = 创意媒体中心

C、预览并记录可选课
查看可选课程列表可以上 AIMS → Course Registration →
Look Up Classes 查找自己想选的课，但是由于这个方法找到的课
程不完整，一般都用 Master Class Schedule 查课，进入该页面的
简便方法是：
登录 AIMS → 在 Find a Page 里输入 master（如下图） →
Go → 点击搜到的 Master Class Schedule → 选择 Semester A
2020/2021 → Submit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Complex = 康乐楼
MMW= 蒙民伟楼
如果在 YEUNG，LT 指的是四楼的大演讲厅。以左图为例。教室
位置编码第一个字母代表不同区（B)，后面横杠前的数字代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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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录取注册，书证选课
进入课程搜索页面之后选定范围，比如想找所有 GE 课，就如
下图选定然后“Search Class”。

3.5 选课
2、WEB
WEB 一栏下显示“Y”表示该课程可以在网上 Add/Drop，“N”
表示该课程 不能在网上 Add/Drop，要 Paper Add/Drop。官方说明：
https://www.cityu.edu.hk/arro/content.asp?cid=156
3、Level
即课程适合的学生类别。不同字母不同含义如下表，同学们应
该都是 B 类（Bacheor’s Degree）。
4、颜色
在浏览过程中，同学们会发现有的行是粉红色的，有的行是白
色的。白色的表示你不可以选择这门课（或者需要 Paper Add）。
5、Avail
即 Remaining seats left，该课剩余的空位，如果已经报满
了会显示“Full”。
6、Cap
即 Maximum quota for the course，该课能教授学生的最大
数量。
7、Waitlist Avail

下面对搜索出来的课程列表里的一些元素作出解释：
1、Credit（Credit Units）
即该课的总学分。很多课都有一节 Lecture，一节 Tutorial
（也有的课只有三小时的 Seminar, 没有 Tutorial；科工的课可
能 有 配 套 的 实 验 课 Laboratory）。 一 节 三 学 分 的 课， 一 般 都 是
Lecture=3，Tutorial=0，Laboratory=0( 但是课程必须配套上），
虽然看上去只有 Lecture 占分，但与其配套的课一般都是会影响成
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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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Waitlist quota availability。Waitlist 是在一门课报
满的情况下，如果还有同学想报就能上的 List，如果有报上的同
学 Drop 了这门课，那 Waitlist 上的同学就会按顺序被安排进该课。
该列有几种可能：
Y = Waitlist available；N = Waitlist not available；
FULL = Waitlist full； 或显示 Waitlist 剩余空位的数量。
点击列表上的课程进入该课程的 Session，以下页的 CCIV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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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录取注册，书证选课

3.5 选课
自 己 的 基 础 和 学 院 要 求 选 课。 比 如 GE1204 中 GE 代 表 Gateway
Education，后面的 1 表示难度系数 1（当然难度系数也要看课程
而定，第一位数字都是 1 的课程难易程度也还是有区别的）。课程
代码中的字母的含义：http://www6.cityu.edu.hk/arro/content.
asp?cid=157#course_code
浏览完所有课程后，大家就可以自己设计一个表格来先想好要
选什么课程了，同一门课程 C 课和 T 课如果都有 CRN 则要同时填报
才行。一般一次只能填写 6 个 CRN。

· 要 是 课 程 Session 列
表上有字的话一定要看。
·Pre-requisites/
precursors： 在 选 报 该 课 程
前同学需修完的课程。
·Exclusive Course：
若 是 修 读 过 Exclusive
Course 里的课程就不能再选
报该课。

D、了解具体选课时间
首先明确一点，城大大部分课程都是网上 Add 或 Drop 的，其
平台是 AIMS。由于学校给各年级安排的选课时间不同，同学们有
必要知道要在哪些时段里选什么类型的课。具体步骤 :
登录 AIMS → Course Registration → Registration Status
and Time Ticket 然后会看到三个时段：此图仅供参考，并非实际
日期

8、Bldg（Building）及 Room: 上课教室。
9、Instructor： 即 上 课 老 师。 如 果 该 列 显 示 TBA（to be
announced ）代表该信息尚未公布。
10、第一列的 CRN 是填在 Add/Drop 窗体上的，每个 Session
的 CRN 都不同，推荐事先记好号码。
课程代码的含义：
Course Number 中两位字母为学系代号，字母之后的第一位
数字显示的是课程难度，数字越大课程难度越大，同学们需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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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时间段：用来选体育课，语言课，UE 课和专业英语课，
专业选修课；
第二个时间段：用来选 1-3 区 GE 课和 CCIV；
第三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比较长，一般会延续到选课最后期
限，这段时间用来增选前几个时间段里有限制的课程，开学后试听
课程后，修改自己的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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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录取注册，书证选课
目前比较重要的是前两个时段。再次声明，不同年级不同的
人选课的时间一般都是不一样的，同学们一定要看仔细自己的时间
段。在第二个时间段，也就是选 GE 课的时候学生都最多只能选一
门 Area1-3 的课，要多选须等到第三个时间段再加，多选的课会被
系统随机 Drop 掉。
3.5.4

正式选课，抢课

a）操作步骤
到了 Time Ticket 上的时间了之后，按以下步骤 Add/Drop 课程：
登录 AIMS → Course Registration → Add or Drop Classes
→ 填入想 add 或 drop 的课程的 CRN → Submit Change 然后拼网
速和人品。
友情提醒：
1）CCIV 不建议新生报。
2）一般 GE 英语（EL 也一样）都会和学院课程一起预先排好，
不需要自己 add，已经排好的课是可以 drop 和换 session 的。
3）Tutorial 或 者 Lab 课 的 课 程 一 定 要 Lecture 和 配 套 的
session 一起报，也就是一起填好一起 submit change，单个报是
报不上的。
4）抢课秘诀：下手一定要快！准！狠！
b）选修语言课
选课之前一定要看清楚课程有没有 Programme 或者 Major、
Minor 限制。步骤：
1、找到语言课列表：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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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Master Class Schedule，Campus 选 Main Campus，

3.5 选课
Level 选 Bachelor`s Degree，Subject 和 Session 都选 All。这一
届不同语种教授部门是不同的：
语种
日语 & 韩语
粤语
法语、德语、西班牙语

Offering Academic Unit
Asian & International Studies
Chinese and History 或 Sch of
Continuing & Prof Educ
Col of Liberal Arts & Soc Sci

2、挑选自己想上的课，注意 Pre-requisites/precursors 和
Exclusive Course
3、记好 CRN。
4、到选课时间了填写 Add/Drop 窗体。
5、拼网速和人品。
* 关于广东话课程的提醒：
很 多 内 地 生 学 广 东 话 都 会 选 CAH 2998 Cantonese
Communication Skills for Putonghua Speakers（Offering
Academic Unit: Chinese and History), 这个课据说不错，但
很难抢，而且会占 3 学分；另外有个课程叫 CE 2018 Cantonese
in Daily Life I（Offering Academic Unit: Sch of Continuing
& Prof Educ) ，这个课不占学分而且容易选上得多，但是需要交
额外的 250 港币的学费。希望同学们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选课。
c）选修体育课
体育课都是选修且不占学分的 , 且最后成绩只有 Pass/Fail。
具体步骤：
1、打开 Master Class Schedule 。
2、Offering Academic Unit 选 Student Development
Service，其他和前面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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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录取注册，书证选课
3、记下 CRN。
4、选课当天（第一个选课时段）填写 Add/Drop。
5、狂拼网速和人品。

3.5 选课 3.6 宿舍入住前网上登记
分 享 一 个 学 长 做 的 能 自 动 填 充 窗 体 的 Google
Chrome 选课神器：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re/detail/
cityu-quick-course-adder/aookheebjfjgipgkpcfoahijdjnlejbk
注意：在大陆打开该网址需翻墙，如何翻墙参见第四章 VPN。

* 有关体育课的一些注意事项：
1、有一些课是在联校体育场（离城大有一段走路距离）上的，
选之前先仔细看看课程要求。
2、体育课不一定一开学就上，届时学校会有具体的课程安排，
记得弄清楚自己是哪个时段上。
3、 查 看 体 育 课 的 Schedule（ 时 间 及 场 地） 方 式：http://
www.cityu.edu.hk/sds/web/download/time_table.pdf
3.5.5

其他注意事项

1、大部分课程都可在网上 Add/Drop，看能不能网上操作除了
看 WEB 一列还能这样：课程一行是粉红色底色的就能网上操作，白
色底色就不能。

3.6 宿舍入住前网上登记
新生在八月中下旬至入宿前进入 AIMS—Student Services—
Student Residence—Online Agreement (Pre-check-in) 即可进
行网上登记。

2、在 Add/Drop 前要对该课程进行充分了解，如该课程是否为
必修科目，所选上课时段，名额状况及自己是否符合该课程的修读
条件等。
3、每人每学期最少修读 12 学分，最多修读 18 学分课程（通
过 Paper Add 特殊情况不算在内）。（提醒：商学院同学在 Year
1 需修满 30 学分）
4、有些课程不能网上 Add/Drop（就是那些白色底的），如果
同学希望修读该类课程，可以在 Course Registration → Print
Add/Drop Form 打印申请表，填妥后递交至有关部门。
5、开学第一周课程还是可以继续 Add/Drop 的，同学们可以试
听完了根据自己的个人情况作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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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知己知彼，信息通达（下）

点击返回目录

四、知己知彼，信息通达（下）

4.1 概述 4.2 学校内网
4.2.1

4.1 概述

AIMS

AIMS（https://banweb.cityu.edu. hk/pls/PROD/twgkpswd_

“知己知彼信息通达”主要介绍了来城大前大家所要用到的一
些获取资讯的方式，确保大家能够克服新入学的沟通和认识障碍。
浏览到这里，想必大家都已经将录取通知书的附件寄回，并拿到学
生电子账户（EID）了。大家想必都在疑惑 EID 有什么用吧吧，下
面就让我们利用手中的 EID 来探索城大吧 。

cityu.P_WWWLogin）是提供选课注册、查阅每周上课时间表、宿
舍信息、学生服务信息、查看成绩等的平台。大家输入自己的 EID
和密码就可以登入了。

4.2 学校内网
学校内网是连接学校与学生的的平台，不同于高中，大学里几
乎所有的资讯，包括课程安排，考试，作业，课件等都放在学校内
网中，需要同学们自行获取。之所以称它为内网，是因为这些网站
与城大息息相关，绝大部分资讯需要同学们登录自己的电子账户才
能获取。建议大家收藏这些网站，以备不时之需。学校内网主要指
下面三个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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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后你会看到这个接口，每个菜单内都有一些内容，重要
的部分会在下面展示给大家，除此以外，右上角的 Find a Page
在选课时会有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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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己知彼，信息通达（下）

4.2 学校内网
4.2.2

Canvas

Canvas（https://canvas.cityu.edu.hk/login/ldap）是各课
程 提供下载文件、做网上作业、发布通知的平台，相当于一个下
课后的老师，以下为登录界面，进入后点击左侧 Courses 就可进入
每门课的界面，进入每门课后左侧会出现一个菜单（如下）
·Announcements： 查 看 老 师 发 的 通 知
Quizzes/Assignments：做网上作业 ( 作文查
重工具 Turnitin 也在里面 )
·Grades：看每个作业和考试的成绩
·Files/Pages：所有课程相关的文件包
括课程介绍、课件 ppt、作业等
·People：可以看到老师是谁并进入他
的主页
每门课的布局不一样所以有些课没有
这 些 内 容 哦。 除 此 以 外，Canvas 左 侧 的
Calendar 功能也很有用，同学们可以自行探
索。

Course Registration 和 Service for new student 在第三
章中跟随内容进行介绍。
Study Plan 主要是关于下半学期选专业等内容，我们会在下
册中跟随内容介绍。
Student Service 主 要 内 容 为 入 学 后 的 服 务， 除 最 后 一 项
Student Residence 可以查询住宿信息外，大家可以暂时忽略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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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Portal

Portal 是一个集合了很多学习资源、信息的网上平台，你可
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导航网页，Potal 首页可以看到学校的日程，包
括什么时候放假等，还可以预订学校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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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己知彼，信息通达（下）

4.2 学校内网 4.3 电子邮件

4.3 电子邮件

Account 那里填写 EID-c( 后面加 -c)，然后输入电子帐户密
码即可登入。如果进入的页面不是这个，请返回上一页中的界面，
并点击“Can't reach CityU O365 Logon page? ”

4.3.1

Email

相较于内地，香港的居民更喜欢使用 Email 作为办公时的通讯
方式， 因此 Email 在香港十分普及。作为城大学生，大家一般使
用的是城大校邮 + 私人邮箱的模式。
4.3.2

城大校邮

4.3.3

移动设备上收发邮件

IOS 系統：
1、进入“设置”
2、点击“ 帐户与密码”
3、点击“添加账户”

作 为 大 学 电 邮 广 播 系 统（Email Broadcasting SystemEBS）、个别院系及部门课程或活动布告、个人通讯甚至交作业之用，
学校邮箱显得异常重要。建议养成习惯，每天至少检查邮箱两次。
登陆校邮可以直接点击下面的连结 http://email.cityu.edu.
hk/home/ 或登陆学校官网点击右上角 Quick Link。然后你会看到
下图中的界面，点击蓝框位置（my.cityu.edu.hk）就可进入登陆
界面

4、点击

Microsoft Exchange

5、输入自己的城大邮箱和密码，描述可以随便写。
6、等待验证
7、在服务器一栏里输入 "outlook.office365.com"
8、域名一栏不要填，用户名里填 eid-c@my.cityu.edu.hk
9、验证完毕后点保存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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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己知彼，信息通达（下）
安卓系统：

4.3 电子邮件 4.4 CityU Mobile Apps

4.4 CityU Mobile Apps

安卓系統上的操作方法和 IOS 上的大致相同 , 步驟如下：
1、进入设置
2、找到账户
3、点添加账户
4、找到 Microsoft Exchange ActiveSync

城大有官方手机应用如 AIMS、CityU GE 来方便同学们的学
习，虽然现在可能用不上，但是建议大家提前下载好，所有 App 都
有 IOS 版和安卓版，全部内容可以浏览网址：http://www6.cityu.
edu.hk/web2.0/ apps.htm
以下介绍一些常用应用（以 IOS 平台为例）：

5、输入账户，EID-c@my.cityu.edu.hk 及密码
6、等待验证
7、域名留空，用户名填 EID-c@my.cityu.edu.hk
8、点下一步后等一会，会有提示错误，点编辑详情
9、在服务器一栏改成 outlook.office365.com

1、CityU AIMS
手机版 AIMS 功能较网页版少许多，主要都是查询功能比如成
绩或课程表。选课、申请 Locker、查询电子账单等功能还是需要
用网页版。

10、验证完后确认
11、帐户选项按个人要求改好，下一步
12、点启动

注：照说明步骤添加成功失败的均有，因此应该与手机自身有
关。添加失败可以尝试下载 Outlook App 获取邮件信息，也可以下
载 QQ 邮箱这一类的通用邮箱软件，一样可以登录城大邮箱账号。
App 获取新邮件更快。
2、Canvas
Canvas 是个通用 App，也就是很多学校都在用，要登录首先要
查询到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再输入 EID 和密码。登
陆后接口和网页版也有很大不同，但功能上大同小异只是无法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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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CityU Mobile Apps 4.5 VPN

四、知己知彼，信息通达（下）
看到日历和成绩。注意：Favorite Courses 指的是本学期所上的
课程。

4、CityU GE
CityU GE 是一个介绍系统介绍 GE（Gateway Education） 课
程的 App，同样非常推荐新生安装。应用内有课程简介、评分标准
以及时间分布（某门课在哪些学期有上），但是那个时间不一定准，
主要还是看选课时候的课程列表，同学们可以先了解一下有些什么
课.

3、CityU Mobile
CityU Mobile 是一个提供校园的 App，对新生可能会比较有
用里面“Places”和“Catering”这两栏中可以查询校园设施餐厅
的位置（还有地图说明）
；
“Library”可以查询图书馆书目；
“Gallery”
里是校园实景照片；其他还有当地天气查询等待功能，推荐安装。

4.5 VPN
4.5.1

什 么 是 VPN

VPN 是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虚拟专用网络的简称，通俗
一点来讲，就是通过城大这条专用网络来上网。VPN 并不会让你网
速更快或者节约网费什么的。对于内地生来讲，VPN 有两个主要功能。
一个是翻墙。连接上 VPN 以后你就可以用 Google 或者 Facebook 之
类的了。第二个是使你的信息更安全。通过 VPN，即使连上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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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己知彼，信息通达（下）
Wifi 也不用担心隐私泄露的问题了。城大 VPN 的网址是 http://
www.cityu.edu.hk/csc/deptweb/facilities/ctnet/vpn/vpn.htm
里面有各种系统版本的教程，安卓手机的教程参见上面的网址，而
新版 IOS 系统的手机则因为不支持 PPTP 协议而无法连接。下面本
书以 Windows10 和 OSX 为例来进行演示。
4.5.2

4.5 VPN

4、检测完后，点击 Windows Desktop 进行下载安装。

Windows 连接 VPN

1、确保你的计算机已经连接上网络（手机热点，宽带等）如
不能连接，请咨询你的网络提供商
2、 下 载 并 安 装 Cisco AnyConnect VPN 客 户 端： https://
mvpn.cityu.edu.hk

3、登录时，用户名是你的 EID（类似于姓名拼音而非数字）
和密码。登陆进去之后系统会自动检测你的系统，如果没有，请手
动点击左边的 Anyconnect 按钮

5、安装完成之后，由于软件不会自动生成桌面快捷方式，
需要手动进入开始栏（Windows 键）直接搜索 Cisco 然后打开应
用。（Cisco 打开一次之后会自动默认开机自动启动，之后可以从
windows 接口右下角双击直接打开）

6、打开软件后，接口如图所示，此时可以填入学校的 VPN 服
务器：“mvpn.cityu.edu.hk”并点击 Connect

7、最后一步，再次输入你的 EID 以及密码进行验证，点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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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己知彼，信息通达（下）

4.5 VPN

后即可连接 VPN.

4.5.3

MAC 系 统 连 接 VPN

1-4 过 程 与 Windows 相 同， 登 陆 https://mvpn.cityu.edu.
hk。进行检测以及下载安装软件

5、打开 Cisco 客户端，输入 VPN 服务器：mvpn.cityu.edu.hk
点击 Connect。
6、最后再次输入自己的 EID 和密码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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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概述 5.2 抵港路线

5.1 概述
当大家仔细阅览这一章的时候，
想必已经到了快离家的时刻了，
这一章的内容主要是引导大家能够顺利的从自己的家来到香港，大
家可以先去城大内地本科招生网浏览下赴港前准备项目。马上就要
离开父母，想必大家的心情也是忐忑的。也希望大家能早做准备，
做到万无一失。由于刚到香港时没有网络，找到学校宿舍和报到会
很不方便，所以本章内容强烈建议大家提前打印下来。

5.2 抵港路线
5.2.1

路线一：从香港机场

飞机抵达香港国际机场，进关后有如下几种交通方式到达学校
（建议先去宿舍登记后放下行李再去学校登记）：
学校大巴：可根据学校通知进行网上登记，香港机场到城大宿
舍交通接送，可直达城大宿舍；
公共巴士 E22 线到城大的学生宿舍，在石硖尾公园站（则仁中
心后一站）下车，车程约 40min，18 港币（记得下车前按铃否则很
容易坐过站）；
的士，宿舍地址为九龙塘歌和老街 22 号香港城市大学学生宿
舍，大约 250HKD 左右；
地铁机场快线到青衣站换乘东涌线，乘一站到荔景站换乘荃湾
线，再乘到太子站换乘观塘线，乘两站到九龙塘即可。以下为港铁
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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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路 线 二 ： 从 深 圳  宝 安 机 场

飞机抵达深圳宝安机场之后，有如下方式到香港：
地铁——从机场出来到地铁机场站上地铁，沿着 11 号线坐到
车公庙转 1 号线去罗湖，地铁站出闸后直接有标示罗湖口岸方向的，
过关后搭港铁东铁线到九龙塘站，大约花费 11RMB+37HKD，深圳段
车程大约一个小时，香港段大约半个小时，不计过关排队的时间。
直通巴士——深圳宝安机场出口设有直达香港的大巴士，香港
过境巴士乘车点位
于地面交通中心（GTC) 二楼外西侧平台。需先在 GTC 二楼内
购票，再通过 G 门到达香港过境巴士专用发车区乘车。
中途会在深圳湾口岸停车，在那里过关，可能还会转车，然后
再开去香港市区内，在九龙塘下车以后直接就到了又一城（连着城
大的一个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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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抵港路线 5.3 抵达城大及宿舍
通行证和身份证两样东西进出了。一般情况下家长需要走旅客通道
而学生需要走香港居民。由于两种窗口排队时间可能差很多，要是
同学还是想跟家长一起从香港居民过关，一定要和家长排在一起且
和海关人员说明情况。

5.2.3

路线三：从深圳火车站

深圳火车站（罗湖火车站）紧靠罗湖口岸，下火车走一小段路
就直接到罗湖关口了。过关后搭港铁东铁线到九龙塘站。总共花费
大约港币 $35.5。
5.2.4

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有直通香港九龙的火车，到达后直
接就是港铁红磡站，下火车之后直接站内过关，之后乘坐港铁东铁
线经过两站，九龙塘站下车。到香港九龙的城际直通车车票一般提
前 60 天开始售卖。
5.2.5

5.3 抵达城大及宿舍

路线四：港铁城际直通车

过关事项

1、常用关口简介（不针对飞机及城际直通车抵达）：
福田：较新，人相对少，连接深圳地铁福田口岸站和港铁落马
洲站。罗湖：较旧，使用率高，人多，连接深圳地铁罗湖站和港铁
罗湖站 。深圳湾：较偏远，没有地铁直通，但是人少，深港的直
通巴士走深圳湾口岸。

5.3.1

乘坐公交车抵达城大宿舍

大家可以公交车 E22 石硖尾公园站下车：左图中圈出来的就是
石硖尾公园站，下车后一直向前走（不过马路 )，走到一个有玻璃
护栏的天桥，上楼梯就到城大宿舍区（不要走图中那个天桥）。图
里车站旁那栋蓝色的其实就是宿舍楼了。（E22 运行时间为 5:3024:00）

2、进出关窗口：
中国海关：进出中国海关需要用到港澳通行证，家长和同学都
走大陆居民窗口。
香港海关：进出同样需要港澳通行证，注意有学生签注的同学
需要走非永久性香港居民的窗口，而非旅客窗口。进关时海关会发
一张白色小票，如本书 3.1 的图所示，办了香港身份证之后就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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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乘坐深港直通巴士或港铁到城大宿舍

·下车后，大家要先走又一城（Festival Walk）里面。又一
城是九龙塘的大商场，直接连着城大的入口。直通巴士九龙塘站下
车在室外，就在又一城后面，上一个天桥进到又一城。又一城的楼
层标示与内地不同，大家可以参考下面的表格。
·港铁九龙塘站下车后走 C2 出口，扶梯上去之后就在又一城
里面，你的正对面是 Taste 超市（黄白色 Taste 标志）。
·乘扶手电梯上两层走到 LG1 层（即客户服务台所在位置的上
一层）

又一城

内地

标志建筑

LG1 层

地下 1 层

苹果商店、香港城市大学

LG2 层

地下 2 层

地铁东铁线 D 出口、客户
服务台

MTR 层

·扶梯上去之后就到了时光隧道（一个墙两边贴着长海报的
通道），直走别拐弯 （如下图），穿过隧道就可以看到城大的
Logo，Logo 下面有一排红色的门，那就是杨建文学术楼的入口大
红门。

地铁 C2 出口、Taste 超
市

·向前方看，远处有一个 Apple 的 Logo（苹果商店），Logo
的左斜对面有一个短扶手电梯，电梯上面的白墙上写着达之路，城
市大学。
楼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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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大红门后，往右边走，便能看到一条走道，如下

·向前走，向左顺着红色棚走，如下

·上图为大红门，走到大红门以后大家就可以询问保安或者同
学怎么去宿舍了，去宿舍的路很多，这里提供路线一的详细指引供
大家参考。城大地图官方版可在查询 http://www6.cityu.edu.hk/
cdo/download/CampusDirectory.pdf：
路线一详细指引
·从大红门进去后右转乘扶手电梯往上走一层，到达 F5

·一直向前走直到看到拐弯处有黄色斑马线，记得注意车辆，
往马路对面楼里走，如下

·再顺着扶手电梯的方向一直往前走，尽头处有另一面红门，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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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抵达城大及宿舍

·搭乘电梯至六楼，记得要乘右手边的电梯，如下，左手边的
电梯只能到达 3 楼，电梯到达楼层的范围可以在电梯门上方看见

·到达下图玻璃门的时候，出门往上面走

·到了六楼以后，从电梯右手边走，如下

·桥上一直往前走，直到看到保安处

·到达拐弯处，如下，再一直往前走

·现在出闸入闸都要刷学生证哦

·到达下图位置后，往右边拐，一直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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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以下篮球场，一直往前走

5.3 抵达城大及宿舍
·同样需要拍学生证才能进去宿舍区域，下图为闸门

·看到下图牌子以后，往上面的天桥走。（此桥名为 Hi-bye
Bridge，往返宿舍和教学楼的重要通道，在去年的社会事件平息后
得以再次开放）

·一直往前走，就能看见学生宿舍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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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报道须知

5.4 报道须知
在宿舍安顿下来之后，需到环球事务拓展处设立的迎新地点领
取迎新包，内载迎新活动时间表和其它新生须知信息。
2、CSSAUG Ocamp

5.4.1

报到流程

Ocamp 是由香港城市大学内地学生学者联谊会本科部（简称
CSSAUG）举办的一项活动，针对来港学习的内地新生，让他们在开
学前有机会认识并熟悉其他的内地生，对 CSSAUG 产生一定的信赖，
同时也能帮助他们了解大学生活，融入城大校园。
Ocamp 中包括各项活动，以 O-night 为开始，之后还有 City
Hunt，在营地过夜，沙滩游戏等一系列项目。新生将作为组仔组女，
在组爸妈，也就是学长学姐的带领下参与到整个 Ocamp 中。通过这
些精心安排的活动，在几天的磨合及相处后，初到香港的隔离感和
陌生感一定会烟消云散，大家会结实到大学中的第一个好伙伴，与
此同时，内地生之间的集体感和凝聚力也会随之产生。这些所有，
都会对今后大家在香港的学习生活带来无限好处和帮助。让大家轻
松并快乐的开始大学生活，这就是 Ocamp 的意义所在。* 由于 2020
年的疫情肆虐，Ocamp 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极大影响，活动形式可能
会做出相应调整。
3、Hall Ocamp
这个是以 Hall 为单位的迎新活动，一般新生入住时会有 Hall
庄的成员在 Hall 底楼设柜台报名。该迎新参与者以 Local 为主但
也不乏内地生，有兴趣有时间的同学可以去参加一下。这是融入宿
舍生活的好机会，可以认识一些 Local 朋友。

5.4.2

迎新活动

1、官方迎新活动
城大迎新活动通常从每个学期开学前一周开始。主要活动有抵
港新生讲座、参观校园、学习制度及校规讲座、提高注意人身安全
及个人权责说明会、香港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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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入境须知特刊

5.5 入境须知特刊
5.5.1 入境所须证件
学生需要持有效学生签，港澳通行证，小白条及香港身份证入
港（前两者为必须证件）。在隔离令不取消之前，由于健康码学生
不能使用，学生必须在港隔离十四天。港版健康码初期使用区域只
限于粤港。
5.5.2 深圳湾口岸入境通关流程
隔离流程如下：
从深圳湾口岸到酒店公交地铁所须时间及酒店价格：
湾仔帝盛酒店：1 小时 39 分 291RMB/ 晚 - 两人
观塘帝盛酒店：1 小时 35 分
旺角帝盛酒店：1 小时 17 分
荃湾帝盛酒店：1 小时 10 分
远东丝丽酒店：1 小时 6 分 254RMB/ 晚 - 两人
海景丝丽酒店：1 小时 14 分
荃湾丝丽酒店：1 小时 20 分
香港丽悦酒店：1 小时 39 分 250RMB/ 晚 - 两人
兰桂坊酒店：1 小时 21 分 298RMB/ 晚 - 两人
提前订宾馆，量体温并填写检疫表格（包括详细地址和电话号
码），获卫生署发予检疫令并持有效证件自行通关入境（香港居民
通道），在两小时内到达检疫令标注地点并强制隔离。
接受检疫人士的酒店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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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心南湾海景酒店：1 小时 203RMB/ 晚 - 两人
香港今旅酒店：1 小时 30 分 372RMB/ 晚 - 两人
香港遨舍卫兰轩：1 小时 17 分 1090RMB/ 晚 - 两人

101

五、有备无患，天堑通途

5.5 入境须知特刊

铜锣湾利景酒店：1 小时 25 分 175RMB/ 晚 - 两人
天际万豪酒店：1 小时 44 分 1201RMB/ 晚 - 两人
万丽海景酒店：1 小时 30 分 248RMB/ 晚 - 两人
尖沙咀华丽酒店：1 小时 34 分 161RMB/ 晚 - 两人

交通（到香港城市大学学生宿舍）：
•  线路一：城巴 B3（一站）- 九巴 259D 路（三站） 费用：
23.6RMB
•  线路二：屿巴 B2P 路（一站）- 西铁线（红磡方向九站）东铁线（上水方向两站）费用：27RMB （学生八达通线路一、二半价）
• 线路三：出租车 费用：120RMB 左右（只接受港币）

核酸检测：上午抵港人士于亚洲博览馆等待检测结果（免费）。
下午 / 晚上抵港人士到富豪东方酒店过夜（免费）等待检测结果

5.5.3 需填写的表格
港特区入境事务处旅客抵港申请表办理入境手续。申请表放在
海关前多处明显位置，也可向海关人员索取。申请表要填写的内容
非常简单，包括姓名、出生日期、国籍、证件号、职业等基本信息。
无论是搭飞机、坐火车、乘轮船还是巴士来港，途中都会有专门人
员发放申请表。该表也称健康申报表

5.5.4 需安装的 APP
拥有智能手环，需安装居家抗疫 APP。可在 Google Store 里
安装或收到电话短讯后按指示安装（有工作人员协助）。
• 如你须接受强制检疫，须戴上手环。
• 如你拥有智能手机，须安装「居安抗疫」流动应用程序。你
可以预先安装或在收到 SMS 后按照指示安装。
• 抵港后，工作人员会为你戴上手环，亦会协助安装及启动「居
安抗疫」流动应用程序。
• 如你并未领取启动密码，回家后，你会收到政府的电话短信
（SMS），请按照电话短信内的指示，在手机安装「居安抗疫」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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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应用程序。
• 完成安装后，请开启程序及选择语言。然后，请按 [ 新增手环 ]，
并扫描你手环上的二维码。
• 如有家人须一同接受检疫，请逐一扫描他们手环上的二维码，
完成后按 [ 提交 ] 按钮。
• 然后，请输入你在检疫令所提供的联络号码（但不用输入地
区号码）及启动密码，再按 [ 注册 ] 按钮。

5.5 入境须知特刊
• 如对「居安抗疫」应用程序有任何疑问，请致电热线 5394
3150 或电邮至 shs@ogcio.gov.hk 或以短信传送姓名至 5394 3388
查询或使用 WhatsApp 热线 9617 1823 查询。

5.5.5 注意事项
a、防疫手环在吃饭洗澡时均不能取下。防疫手环如下：

• 完成后，按动程序上的 [ 我已回到家中 ] 按钮，并按照指示
在家中四周（客饭厅、房、洗手间、厨房等）慢慢走一分钟，以完
成启动程序。
• 在强制检疫期间，程序会透过侦测和分析你居所环境大气电
波的环境信号，如蓝牙、Wi-Fi 和地理位置信号等，以及信号的强弱。
• 程序如发现这些信号出现变化时，会作出记录。政府如发现
你在强制检疫期间曾擅自离开居所，会采取进一步行动，例如进行
突击检查、提出检控、发出通缉令等。
• 侦测和分析环境信号的过程，不涉及收集个人资料，程序亦
不会读取你手机上的数据。
• 在检疫期内，你必须佩戴手环。其间可以淋浴，但避免手环
长期浸水。
• 你也必须保持「居安抗疫」流动应用程序运作，必须开启「蓝
牙」、「Wi-Fi」、「定位服务」功能，以及不能脱下或破坏手环，
亦不可以蓄意停止程序运作或删除程序。

入境

• 请留意手机，程序可能不定时要求你扫描手环上的二维码，
以确定你仍留在居所内。

c、理论上一人一间隔离。在特定情况下，自愿签署一份资源
承担交叉感染风险说明实现共同隔离。

• 在检疫期届满后，可以自行从手机删除应用程序，并剪下及
弃置手环。

d、关于集中隔离事宜， 深圳湾口岸 :0755-84496000 深圳市
口岸：0755-83394325 深圳市政务服务：0755-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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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港珠澳大桥口岸、香港国际机场口岸、深圳湾口岸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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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备无患，天堑通途

香港城市大学学生宿舍出发：
• 到深圳湾口岸：东铁线（红磡方向 2 站）- 西铁线（屯门方
向 9 站）- 屿巴 B2P 路（深圳湾口岸 1 站）：1 小时 20 分钟 29RMB
（学生八达通半价）；汽车：49 分钟
• 到香港国际机场：城巴 A2P/A26( 机场方向 2 站 ) 59 分钟；
城巴 E22 路（机场博览馆方向 13 站） 1 小时 7 分钟；汽车：28 分
钟
• 到港珠澳大桥口岸：城巴 E22 路（机场博物馆 2 站）-A23 路（1
站机场方向）- 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珠海口岸方向 1 站）：2 小
时 32 分钟 88RMB( 学生八达通半价 )；汽车：1 小时 3 分钟
* 更多关于口岸、深圳的信息可查阅 10.5.1 深圳

点击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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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多彩校园

5.6 返回深圳 / 珠海的交通

六、多彩校园

6.1 概述
城大一共有三个主教学楼（杨建文学术楼 , 李达三叶耀珍学术
楼 , 刘鸣伟学术楼）、邵逸夫创意媒体中心、中国银行（香港）综
合楼、蒙民伟楼、方润华楼、郑翼之楼、学术交流大楼、桃源楼、
赛马会健康一体化大楼，以及两座高级教职员宿舍（南山苑、德智
苑）及学生宿舍（Hall 1—11)。 每栋楼都有中文名字和英文名字，
有的也有简称，下面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些建筑物。
·YEUNG（ac1):
杨建文学术楼（Yeung Kin Man Academic Building）

6.1 概览 6.2 城大平面图及常用路线

6.2 城大平面图及常用路线
* 以下只提供到达 主要大楼最为常用及简便的路线。其他路
线 可 查 询 校 园 指 南：http://www6.cityu.edu.hk/cdo/download/
CampusDirectory.pdf
1. 通往杨建文学术楼 （又称 YEUNG）
进入又一城到 LG1 层后找到店铺 LG1-10，由其旁边的扶梯上
去就 到了城大隧道 → 穿过城大隧道就能看见五扇大红门，左边
是蒙民伟楼，右边是方润华楼 → 推开大红门就是位于杨建文学术
楼的邵逸夫图书馆。

·LI(ac2):
李达三叶耀珍学术楼（Li Dak Sum Yip Yio Chin Academic
Building）
·LAU(ac3)：
刘鸣炜学术楼（Lau Ming Wai Academic Building）
·CMC：
邵 逸 夫 创 意 媒 体 中 心（Run Run Shaw Creative Media
Centre）
·BOC: 银行（香港）综合楼（Bank of China (Hong Kong)
Complex）
·蒙民伟楼（Mong Man-wai Building）
·方润华楼（Fong Yun-wah Building）

2. 通往李达三叶耀珍学术楼 ( 又称 LI)
进入杨建文学术楼大红门 → 乘邵逸夫图书馆旁的扶梯到 4 楼
→ 一直向前走，穿过尽头的四扇红门 → 穿过红门后走进中国银
行（香港）综合楼，走几步会看见左手边的城大露天泳池 → 一直
向前走，走上楼梯经过 LT401，向左看就能看到通往的李达三叶耀
珍学术楼电梯。
3. 通往刘鸣炜学术楼 （又称 LAU）
进入杨建文学术楼大红门 → 乘邵逸夫图书馆旁的扶梯到 4 楼
→ 一直向前走，穿过尽头的四扇红门 → 向右到达城大广场 →
看到的大楼梯通向刘鸣炜学术楼，楼梯后面是刘鸣炜学术楼的 G 层
入口。

·郑翼之楼（Chen Yick-chi Building）
·桃源楼（To Yuen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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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城大主要建筑

6.3 城大主要建筑
6.3.1

（山 边 小 径）

杨建文学术楼（YEUNG）

杨建文学术楼（YEUNG）是城大最常用的教学楼，其中 4 楼的
大学道更是城大内地标性的一条路，学术楼总共分为四个区，以墙
的颜色命名。教室的代号第一位就是相应区域颜色的第一个字母（如
G5-131 则为绿区 5 楼 131 室）。图为 YEUNG 的 4 楼的平面图。
以下介绍杨建文学术楼内一些重要设施：

4. 通往 创意媒体中心 / Creative Media Centre（CMC）
到达宿舍区（路线在百科全书上册已经介绍过） → 爬坡到综
合礼堂 C（Multifunctional Hall C) , 旁边有个电梯，乘上二楼
→ 下电梯后是 Hall 10 和 11，出了宿舍区马路对面就是 CMC。

· 图书馆
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在杨建文学术楼的 3 楼，进了大红
门就能看到，旁边是香港恒生银行。有关图书馆事项同学们可以在
官网 http://www.cityu.edu.hk/lib 上查到，迎新周内图书馆也会
开介绍课教大家如何使用各种功能，建议去听一下。图书馆官网中
提供很多有用的资源，比如过往考试试卷以及各学科资料等等。
· Lecture Theatre 与小教室
杨建文学术楼的大学道两侧的 18 个 Lecture Theatre（简称
LT1-18）是课程里上 Lecture 最常用的演讲厅，一个厅通常能装下
一两百人，平常学校的一些活动或者讲座之类的也会在这里进行。
从城大广场进入 AC1, 左侧 LT 教室为奇数教室，右侧为偶数教室。
除了大演讲厅，杨建文学术楼还有用于上 Tutorial、Lab 一类
小课的小教室，这些小教室大多位于 4 楼 LT 的后面或者 5 楼，杨
建文学术楼用颜色分区，同学们上课时一定要看清教室色区和房间
号。
另外，5 楼的小教室旁边和过道旁边都有自习点，黄区有可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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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城大主要建筑

订的自习室。

李达三叶耀珍学术楼内也有不少大演讲厅，许多课的 Lecture
会选择在杨建文学术楼上。李达三叶耀珍学术楼较杨建文学术楼设
施都新一些，但使用频率没有杨建文学术楼高。这里的演讲厅不
叫 LT，会直接用号码来表示，比如李达三叶耀珍学术楼 2505 中的
2505 就是个演讲厅，首位数字表示楼层数。

找教室秘诀：R、Y、B、G、P 是从 4 楼大红门由外向内依次排列。
颜色分区只要看墙面的颜色就可以知道。
· English Learning Centre（ELC）
英语中心 ELC 位于李达三叶耀珍学术楼的四楼。这里会定期组
织活动帮同学们提高英语，例如看电影，热点话题讨论等等，还可
以找到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辅导。如果想考雅思，考试之前可以来
这里找人练习口语；如果有作文要修改，也可以找到 Tutor 获取一
些建议；如果有 Presentation，可以找 Tutor 帮助排练。需要预
定场地的同学可以自行登录 https://booking.elc.cityu.edu.hk/
ELC.Booking/ 查看
· 其他

李达三叶耀珍学术楼内的小教室相当多，但本科生课程用的比
较少，一般用于一些学校活动和城大副学士上课。另外每层大厅和
4 楼 CSC 旁边都有自习区；6 楼以上是一些学系办公处。
· Computing Services Centre（CSC）
电算服务中心 CSC 主要位于李达三叶耀珍学术楼的 4 楼（还有
一些 Teaching Studio 和 Lab 在李达三叶耀珍学术楼的 G 层、1 层
和 5 层）：CSC 提供打印复印以及扫描服务一般李达三叶耀珍学术
楼打印工作都会在 CSC 完成，进出需要刷学生卡。

(1) 大部分学院学系办公室集中在杨建文学术楼的 6 楼和 7 楼
(2) 3 楼图书馆旁有恒生银行，包括银行服务柜台和 ATM；商
务印书馆左侧有中国银行和 ATM, 可以缴费及取款。
(3) 图书馆对面有商务印书馆城大分店，规模较小，里面有卖
一般书籍、一些教科书参考书和学习用品例如计算器、笔记本之类。
开学时，各科的教科书都会在这里售卖。
(4) 4 楼大学道上有个 Cut Price，卖一些文具、零食饮料、
体育用品和常用药，学习用品比商务书店便宜。学生会会员（本科
生都是会员）在付款时出示学生证可以享受会员价。

6.3.2

李达三叶耀珍学术楼（LI）

· 演讲厅与小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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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ance 进去有多台比图书馆运行速度高很多的电脑，有一
些需要用到电脑的课程中 Lab 也是在这里几间教室上的。进出 CSC
需要拍学生证。
图中的 DLS Counter 曾经是学校借出电脑的地方，但该项服务
已经终止。因此同学们必须自备电脑或使用校园内公共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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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李达三叶耀珍学术楼的电算服务中心，校园内的很多地方
都有公共电脑（比如大学道上，刘鸣伟学术楼 6F、7F 走廊），使
用时只需登录 EID，或先拍学生证再输入密码就可以。
· Flow Centre（自悠阁）
Flow Centre 位于李达三叶耀珍学术楼的 G 层，其中有大大小
小的活动室和琴房，有专供学生组织预约使用的，也有对所有同学
开放的，以下为对所有同学开放的活动室列表：

6.3.4

邵逸夫创意媒体中心是创媒学生的主要驻扎地，它坐落于宿舍
区的另一边（在 Hall 10,11 马路对面）。
里面有各种高级的 Lab 室和教室，演讲厅的设施也更完备。
CMC 有高级电脑机房供大家使用，但只限 CS 和创媒学生。一些课的
Lecture 是在 CMC 里上的，地址一般会写 CMC ####，CMC 后第一位
数字表示楼层。
6.3.5

Flow Centre 内 还 有 一 些 Theme Rooms， 预 定 是 需 要 上 交
书 面 申 请 的， 详 情 可 以 看 http://www.cityu.edu.hk/sds/web/
download/ Theme_Rm_Booking_form_20160322.pdf
6.3.3

刘鸣炜学术楼 (LAU）

刘鸣伟学术楼是城大最高的教學樓，基本 7 楼以上很少有学生
用，也很少有大课在里面上，少部分几十人的课会选择在刘鸣伟学
术楼教授。刘鸣伟学术楼的六楼与李达三叶耀珍学术楼的四楼相通，
由李达三叶耀珍学术楼电算中心 (CSC) 旁的 ELC 的门就能到通往刘
鸣伟学术楼的路。由于刘鸣伟学术楼和城大广场相通，一般回宿舍
会经过。
楼内有相当多的自习点，环境也相对比前两栋教学楼安静。其
中，5 楼有 24 小时自习室。大家深夜可以去那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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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Media Centre (CMC)

中国银行（香港）综合楼

前称康乐楼，顾名思义，主要包括的是一些健康娱乐的内容 ,
同时也是连接杨建文学术楼和李达三叶耀珍学术楼的主要建筑。当
然也会有一些 LT 课室，如 LT401。中国银行（香港）综合楼走廊有
校医务室“杨仲仪保健中心”和牙医诊所，其中医务室平常被同学
们称为“13 医”（因为每次看病时包括药费在内全部只要 13 港币）。
此外，还有游泳池，惠卿剧院等娱乐场所。一些重要办公室也在这里，
譬如保安处。
6.3.6

赛马会健康一体化大楼（修缮中）

赛马会健康一体化大楼原是学校的运动中心，2016 年 5 月发
生天花板倒塌，现今正在拆除重建中。原有的健身房移动至杨建文
学术楼（杨建文学术楼）5 楼的紫区。
取得健身卡的同学依然可以凭健身卡和学生证去杨建文学术楼
健身，健身房每小时清一次场，在入口缴费后会拿到场纸，放到相
应的位置就可以使用到该小时结束，所以建议在每小时 59 分去健
身房最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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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室外篮球场：
在通往学生宿舍的天桥下，可以直接使用也接受预定使用。
2、联校体育运动中心：
联校体育运动中心简称 JSC，在香港浸会大学附近，是香港城
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 3 所大学共同使用的体育场，
主要作足球和网球课用。

它位于九龙联福道三十六号，香港浸会大学旁边，内部包含跑道、
草地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高尔夫球练习场和手球场等许多运
动场地。同时，城大的许多体育课如跑步、高尔夫、网球、足球、
垒球等课程也会在此举行。任何学生可以凭学生证在网上、电话或
是亲身前往进行场地预订，订场需要支付场地费。
同学从宿舍出发，可以沿歌和老街斜坡向下直走，经过歌和老
街壁球及乒乓球中心和联合道浸信会医院即可到达，用时约 15-20
分钟。也可以乘坐从九龙塘开出的小巴 72、73、85 路在毕架山峰
站上车，香港浸会大学站下车。

3、 石硖尾运动设施：
石硖尾公园在学生宿舍附近，公园里有个大型的体育馆，需
要付费使用。有户外篮球场，网毛球场，足球场。户外篮球场可以
免费使用。水库在城大旁边上面是一个足球场，此外还有 2 个篮球
场。很多人晚上会去水库长跑。水库足球场位于 CMC 后面，平时可
以从宿舍往 CMC 方向一直向前走，顺着 CMC 后面的小山坡即可找到
电梯。
6.3.7

桃源楼

桃源楼坐落于杨建文学术楼的东南方向，由于没有大路直通，
所以很多学生在第一次去的时候会迷路。平时一般不会在桃源楼上
课，但是有个别时候（比如拿取健身卡）还是需要前往办理。
最简单通向桃园楼的方法是从杨建文学术楼的尽头（紫区）有
一扇小门，走下去后会有标志提示你如何前往桃园楼。
6.3.8

联校运动中心（JSC）

联校运动中心是城大与浸会、理工三所九龙大学共享的运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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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校内餐厅
1. 杨建文学术楼 Canteen
位於杨建文学术楼的 5 楼红区，由美心集团承包，在校内餐厅
中价格最便宜。内有小黑屋，售铁板饭类。
2. 李达三叶耀珍学术楼 Canteen

6.4 校内餐厅 6.5 校内活动讨论室

6.5 校内活动讨论室
校内小组讨论室主要有：图书馆人文区、刘鸣伟学术楼 6F/
7F 玻璃教室，校内还有许多活动室供同学们使用。这些活动室、
讨论室大多数都需要网上预订。网址：
http://www.cityu.edu.hk/sds/home/facilities/dept_fac_
sfbi.htm

位于李达三叶耀珍学术楼的 3 楼，中西餐都有，价格在 20-40
港币。早餐尤其受欢迎，下午茶种类也较多。
3. 刘鸣伟学术楼 Bistro
位于刘鸣伟学术楼的 7 楼，是一家西餐厅，早餐 20+ 港币，中、
晚餐 30 港币左右。
4.Homey Kitchen（好味厨）
位于宿舍区 Multi-functional Hall B，昵称好妹子，菜品种
类较难定义但数量较多。
5.5380 Café
位于中国银行（香港）综合楼 5 楼，杨建文学术楼餐厅靠中国
银行（香港）综合楼一侧的门出去左转即可找到。出售南亚食物比
如咖喱、烤肉一类的，价格在 30 港币左右，印度同学们的最爱。
6.Subway
位于刘鸣伟学术楼 3 楼的咖啡厅，出售面包、三明治、曲奇饼。
价格与刘鸣伟学术楼 Bistro 相当。
7.CMCAFE
提供咖啡简餐；内部环境优雅，安静；价格略贵。地址：邵逸
夫创意媒体中心 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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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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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温馨宿舍

7.1 概览 7.2 进出宿舍 7.3 宿舍地图
则需要在接待处先拍自己的学生证，再拍小伙伴的进行登记。小伙
伴必须在晚上 12 点前离开，并再次拍学生证。如果忘记会有工作
人员打电话询问你，切记不要多犯，否则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保宿。

7.1 概述
从学校到歌和老街的学生宿舍走路只需要 5 分钟（路线已介
绍）。宿舍位于九龙塘豪宅区，宿舍区一共有 11 座宿舍楼（Hall
1-Hall 11），其中 Hall 8 是研究生宿舍，Hall 7 是本科生、研
究生混住，其他 9 座都是本科生宿舍。另还有三座综合礼堂。其中
综合礼堂 A 和 Hall 1 的中间是宿舍管理办公室 SRO。

7.3 宿舍地图

本科生宿舍多为双人间，分 A 房和 B 房，A、B 两间房共享一
套卫生间和淋浴室。宿舍的水电是免费的。单人房多为 Residence
Tutor 和有特殊需要的人士准备。宿舍还有分男生层、女生层和男
女混住层。
每 个 Hall 都 有 宿 生 会（HALL 庄）， 负 责 组 织 Hall 内 的
活动，参加宿生会可以多结识香港同学，对学习本地语言和文
化 有 很 大 好 处。 每 层 都 会 在 新 学 年 开 始 时 选 楼 层 代 表（Floor
Representative）， 协 助 组 织 本 层 活 动。 每 一 或 两 层 还 有 一 位
Residence Tutor，多为高年级或已经毕业的学生，同学们有学习
生活上的问题，可以请教他们。每座 Hall 都有一位 Hall Master
负责整体事务，迎新周内学生宿舍处会举办活动介绍 Hall Master
们。

7.2 进出宿舍
进出宿舍需要在门口或接待处的拍卡器上拍自己的学生证，而
进入自己的房间则需要刷房卡。如果房卡忘带需要交 20 元惩罚金
（刚开学一星期免费）。大家如果邀请其他宿舍的小伙伴来自己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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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宿内设施简介
1、房间内空调
房间内的空调是需要额外充值交费的。也有很多同学喜欢买
电风扇。Hall 10、Hall 11 会配备电风扇。
2、Common Room ( 俗称 CR)
宿舍楼里的每一层都会有一个 Common Room 用于活动，配备了
电磁炉、锅具、餐具、冰箱、微波炉等厨房用品，且所有 Hall 的
CR 都有 WIFI, 十分便利。Common Room 的使用规则一般是由 Hall
内管理人员定的，同学们一定要认真遵守。
G 层一般都会有一个大的 Common Room 是整栋楼的同学们共用
的，有什么活动需要借可以向宿舍保安（宿舍保安都是 24 小时的）
登记预定。

7.4 宿内设施简介 7.5 检查自己的房间
4、电脑房、琴房、书房
一般每个 Hall 底层都会有电脑房（有电脑、打印机和扫描仪）、
琴房（有钢琴）、书房（有一些书籍）。平时要是没有人在使用的
话是可以直接进去就用的，如果有重要活动需要预约使用的话直接
找保安预定就可以。
5、信箱
在 Hall 的底楼大堂有所有房间的信箱，可以自己设锁，容量
比较小，基本只能放信件。有材料要寄到宿舍的话可以留地址：
Room xxx, Hall x, Student Residenc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2 Cornwall Street, Kowloon Tong, Kowloon, HONG
KONG。至于快递是不会送到 Hall 内的，快递员会把车开到综合礼
堂 A 附近，打电话通知去取。
7、熨斗、推车、吸尘器等
这些设施一般底楼保安处都有，可以找保安登记借来用，记得
归还。

3、洗衣房
每个 Hall 有洗衣机和烘干机，一般位于宿舍顶楼（Hall 10
的在 P1 层，Hall 11 的在 G 层）。另外，宿舍房内没有晾衣服的
地方，宿舍顶楼洗衣房外设有晾衣区（各个宿舍情况稍有差别 )。

7.5 检查自己的房间

收费标准：
洗衣机：5 HKD 一次，时间会根据洗衣机以及设置而略有不同，
会在 36-45mins 左右；
烘干机：1 HKD 烘干机工作 4 分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选择充
值金额，一般会提供 1，2，3，5，10 HKD 的选项，充值金额可以
互相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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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回到自己的房间后，一定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检查一下宿舍
所有的设施如空调，电风扇，热水器，灯，马桶，柜子门，看看是
否有损坏的地方，如果有损坏或遗漏，要立即在一楼接待处（保安）
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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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房间内网络

7.6 房间内网络

3. 找 到 以 太 网（Ethernet） 选 项， 并 记 住 其 中 的 物 理 地 址
（Physical Ad- dress）检查一下是否为 2 个一组一共 12 位数字
的代码（此为你电脑的 mac 地址）. 怕麻烦可以直接用鼠标选定并
按 Ctrl + C 进行复制。

每个宿舍房间里的写字台下都有网络接口，由学校电算服务中
心（CSC）提供免费上网服务，下面介绍如何申请宿舍房间内网络
服务。由于申请过程复杂，有需要自行安装的同学请仔细阅读每一
个步骤并按顺序完成，方能成功连接网络。
宿舍网络设置总共分为三个部分，收集本机信息，进行网络注
册以及无线 WIFI 设置。宿舍已覆盖校园 WIFI 故 7.6.3 只为备不时
之需。如果你不需要有线网络，则可直接跳过 7.6。

（b）OSX 系统：
1、单击苹果图标；

7.6.1

网络信息收集

（a）Windows 系统
1. 按 Windows 键 +R 打开运行窗口，输入 cmd 并运行。
2. 在弹出的窗口内输入“ipconfig /all”（不含引号）会跳
出本机的各种信息。

2、单击“系统预置”（System preference）；
3、在“网络”栏目下单击“网络”（Internet）；
4、选择“以太网”（Ethernet）设置有线网络； 5、单击“更
多”（Advanced）；
6、选择以太网并记下 Mac 地址；
（c）Linux 系统：
1、运行命令外壳程序（Command Shell)
2、键入“/sbin/ifconfig”→“Enter”
3、MAC 位址在 ethXX 中的 HWaddr 旁边
7.6.2

网络信息注册

1. 首先打开学校网络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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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6.cityu.edu.hk/ncm/ ，输入你的 EID( 不是数字
id) 以及 EID 的密码

7.6 房间内网络
请重新查看你的信息是否准确。如果你只需要笔记本电脑联网，那
么此时你就可以插上网线（特别提醒，如果你的桌面上带有电话那
么你的网线需要插在电话后面的网线孔）开始使用网络了。
7.6.3

路由器 /Wifi

* 特别提醒：学校已将校园 WIFI 覆盖至宿舍区，现无需自己
设置 WIFI，本小节将留作参考
硬件设置 :     
1. 连接路由器电源，并开机
2. 将网线插入路由器的 WAN 口（颜色不一样的那个口）
2. 登陆之后选择 Connection in Residence, 勾选同意之后
进入下一个界面，这里带星号的为必填，我们一项一项来。第一
个 Card Address 为你刚才记下来的 mac 地址一共 12 位，两位一
组填入框中。第二个 Ownership 选择 Self-Owned 不用改。第三个
Outlet ID 为你网线插孔的位置，以进门方向看，分为左边和右边。
Machine Type 选择 PC, OS Type 根据你目前使用的操作系统进行
选择。全部填写完之后点击 Submit( 点一次即可，不要多点 )

3. 连接该路由器广播的无线网：
打开电脑无线网络功能，连接路由器广播的无线网。初始的无
线网络名称，即 SSID，可在路由器背面或者路由器说明书上找到。
此时，并不需要输入密码。如果不想连也可以，将电脑以有线方式
连接路由器。
4. 登入路由器的主页：
当电脑以有线或无线方式连接路由器时，在电脑浏览器地
址 栏 中 输 入 http://192.168.1.1 或 http://192.168.0.1 （ 有
经 验 规 律 总 结 称 国 产 路 由 器 为 192.168.1.1， 港 产 路 由 器 为
192.169.0.1）。这两个地址是最常见的，如果均未出现登陆界面，
则请翻阅路由器说明书以获得路由器的主页地址。一般情况下，此
用户名与密码均为 admin。若不正确，请查阅路由器说明书以获得
正确的用户名及密码。
5. 设置无线网名称（SSID）和密码：

3. 至此网络申请工作全部完成，请耐心等待学校给你发送确
认信息以激活（通常为几分钟到一天不定）。如果超过一天没收到

128

点击左侧 Wireless 选项卡，进入 Wireless Settings 界面。
之后即可在第一行 Wireless Network Name 中更改无线网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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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ID）（个别路由器可能有区别，但是都可以设置）。
保存更改后，进入 Wireless Security 选项卡。此处使用系统
推荐的加密方式即可。
6. 设置动态 IP：

8. 在学校系统上注册你的网络
此步骤与连接有线网络时在学校申请的部分相同，其中，
Machine type 选择 PC, System 选择你电脑的 System，而 MAC 地
址则填入上面克隆的。大家可以参阅前面进行，等待许久后，一般
当路由器三个灯亮则连接完成。

点 击 左 侧 Network 选 项 卡， 进 入 WAN 界 面， 如 图 7。 将 WAN
Connection Type 改为 Dynamic IP，保存设置。

7.7 收费服务
· 充值洗衣及空调
现在学校内所有 Hall 均通过八达通进行洗衣及空调充值。洗
衣前在充值机处用八达通为对应洗衣机充值即可。宿舍空调、洗衣
房八达通增值机设在每个 Hall 的 G、洗衣房、4 层和 8 层。
7. 设置路由器 MAC 地址克隆
此步对于顺利连接校园网非常重要！
点击左侧 Network 选项卡，进入 MAC Clone 界面，如图 8。点
击 Clone Mac Address 按钮以克隆 MAC 地址。成功后，上下两个空
里的内容应完全相同。保存设置，并记录下此 MAC 地址，随后有用！

· 洗衣机烘干机
大家可以在宿舍的洗衣房中洗衣服。洗衣服一般 5 元一次，烘
干衣服一般 1 元 4 分钟。洗衣服可以用洗衣机 / 烘干机。现在所有
Hall 均需要刷八达通洗衣服。
· 空调
宿舍的空调有个开关，每个宿舍的收费标准似乎是不同的，但
都与时间冷度有关（推荐调大风量而非调低温度）。舍友之间一般
相互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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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换 hall 换房间
每学年结束时同学们除了需要网上递交下学年住宿申请，也可
以在网上选择自己喜欢的 Hall、Roommate 类型（Overseas 还是
Local，或者指定同学）和楼层属性（同性层还是混住层），但不
可以选择住 A 房还是 B 房，或者特定的房间号。如果在每学年中
间申请换房，需要自己写申请书（最好是交换双方一起签字），并
请 Hall Master 和 Hall Tutor 签字，然后交到 SRO。

7.9 假期住宿和行李寄存
临近暑期 SRO（Student Residence Office）会开放暑期住宿
申请， 需要同学网上提交申请表单，申请成功会需支付暑期宿费。
申请暑期住房的，一般需要在 Summer Term 前一星期搬房。Summer
Term 中间还有好几个 Extension 的时间需要申请，如果你想一直
将东西存在宿舍，请申请所有的 Extension。
如果选择假期回家，学校不会提供储存被褥等物品的场地，
需要自己找寄存公司。CSSAUG 福利部每年会提供行李寄存服务，
请各位会员在每年 5 月左右留意我们的相关邮件和微信公众号
（CSSA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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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Check out 和 Check in
当一个住宿周期结束时（一般为一年），大家就要更换自己的
宿舍了。这时候学校会要求你 Check out 和 Check in 相当于注销
原宿舍，进入新宿舍。
Check in 比较简单，直接去 SRO 或旁边的保安室登记拿房卡
即可，记得带上学生证，即使延迟 Check in 也没有关系。
Check out 需要大家先把自己的宿舍里的东西都搬走，把宿舍
打扫干净还原成你住进去的时候的状态。然后带着学生证去找 SRO
旁边的保安室登记。他们会让你填一个表格，然后会有人和你一起
上门检查你的宿舍看是否有损坏，检查完毕后你就 Check out 成功
了。这里要注意的是，Check out 之前一定要把东西都搬走。还有
千万别误了 Check out 的期限否则会交罚款，如果来不及可以写一
个委托书然后把学生证给小伙伴，让他代你 Check out。

7.11 保宿
目前城大只保证内地生头两年的住宿，而到了第二学年末保
宿问题便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各舍堂基本以宿分为主要考察标准
（有 Hall 会主要看面试情况，所有 Hall 都会看 GPA）。参加活动
（如 Inter-hall 竞赛和 High Table 等）便可以增加宿分，宿分每
学年清零。大一同学暂时不用太担心，因为大一不涉及保宿。但是，
Hall 3 的大一同学还是尽量参加保宿活动，因为 Hall 3 的大一宿
分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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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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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概述 8.2 校内打印复印扫描

8.1 概述
本章主要介绍一些与电子有关的内容，例如 Wifi，打印，操
作系统，VPN 等，以方便大家使用学校设施。

8.2 校内打印复印扫描
8.2.1

打印，复印，扫描地点

1、图书馆：
下图是图书馆的一部分平面图，圈出来的是打印点，还有一些
和打印间长得很像的复印间比较好找，就不列举了。最常用的打印
点位于 Information Space，此处还可以扫描。

3、李达三叶耀珍学术楼
李达三叶耀珍学术楼五楼靠近 5503 号房间的地方也有很多计
算机和打印机可供打印。这里的小部分电脑打印前需先把电脑和打
印机连接上。G 层自悠阁通道尽头有一个打印室。
4、创意媒体中心 4 楼：
位于创意媒体中心（CMC）四楼电梯的左侧。这里打印队伍较
前两处短一些，但打印前需先把电脑和打印机连接上。创意媒体中
心的电脑比较老旧，联网困难，建议自带 U 盘打印。
5、宿舍电脑房：
每栋宿舍楼低层（一般在 G 层）都会有电脑房，里面有电脑、
打印机和扫描仪。与之前提到的打印点不同，宿舍打印是需要自备
纸张的。
6、学生会影印中心：
学生会影印中心位于大学道 Cut Price 背后。其中备有复印机，
用八达通付费，也有传真机，香港境内免费。如果不太会操作复印
机的同学建议到这里进行复印，因为有专业工作人员提供帮助。
8.2.2

打印，扫描收费

在城大，每人每年度（SEMA,SEMB,SUMMER）都有 1600 的 A4 纸
黑白打印机拍卡（也就是 Fast Printer）的配额，这 1600 是不用
付钱也不用自备纸张的。打印单面消耗 1 个配额，双面打印 1.5 个
（即节约 0.5）。
2、CSC 电算服务中心：
CSC 电算服务中心位于李达三叶耀珍学术楼的 4 楼，拍卡进入。
在电算中心外面也有两台打印机，需要在中心内操作完。CSC 也有
扫描仪可以扫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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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宿舍内的打印机则不属于这个范畴，但需要自备 A4 纸。部
分宿舍的打印机在去年进行了更新但有时依然不能正常工作，但是
不是急需的话一般还是推荐去宿舍对面的 CMC 进行打印复印。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彩色打印机，黑白打印单面 0.3 元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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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校内打印复印扫描

彩色打印 3 元一面，A3 加倍。不同位置打印收费可能有所不同（距
离宿舍最近的是 CMC）。

2. 调整设置

城大扫描机是免费使用的，复印和彩色打印机打印要通过八达
通收费。
8.2.3

打印步骤

官方详细的打印解说，包括 IOS、Android 系统的打印操作，
以及百科全书未说明的细节，请查阅 https://www.cityu.edu.hk/
csc/deptweb/facilities/terminal-area/printing.htm 或 扫 描 下
方二维码：

· 快速黑白打印

3. 在打印机检测器拍一下学生证会自动登入

1. 自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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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 Print/Release All
· 彩色打印
1. 连上打印机

5. 点击 Done 退出
2. 设置

3. 点击 Security Print Use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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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入 ID 和密码

8.2 校内打印复印扫描
· 宿舍打印机打印
1. 一般在宿舍的最底层或者二层有电脑室或者打印室，里面
有打印机，这种打印机尺寸比家用的稍大些。打开打印机旁的电脑，
然后重启打印机。
2. 把打印机的正面的有 Logo 的拉槽拉开，在里面整齐的摆放
A4 纸。

5. 选择 / 全选后点击 Print

3. 打开文档，File-Print-Print Properties，修改一下打印
设置。然后点击 Print。
4. 等待一段时间后，打印机便会打印，如果打印不成功，可
以打开电脑桌面的 Show Printer Status，然后右键点击文件名，
Restart。如果还不行，可以重启打印机试试。这里要注意的是，
如果有多人同时打印，打印机会自动排序。宿舍这几年更新了硬件
设施但依旧有可能出现故障，此时建议寻求门口 Security 帮助。
8.2.4

6. 点击 Start

PC 连接打印机

· Windows 连接
大家的自己的笔记本也可以连接学校的打印机，方法如下：
1. 连接到 CityU WLAN/CityU VPN
2. 在 文 件 资 源 管 理 器 的“ 网 络 ” 中 输 入 \\ccstung1.
my.cityu.edu.hk 并按下 Enter

* 不会操作可以向附近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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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弹出的窗口中输入 User Name（EID@my.cityu.edu.hk)

8.2 校内打印复印扫描
6. 正常在 Office 等软件中，选择打印机打印，即可将文件添
加到指定打印机

4. 右键点击打印机并选择连接，等待安装成功

7. 正常去往指定好的打印机处拍卡打印即可
5. 在控制中心可以查看已经安装好的打印机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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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X 连接

8.2 校内打印复印扫描
8.2.5

1. 找到一台复印机，复印机的标志是它有一个可以翻开来扫

1. 点击左上角苹果标志
2. 点击系统偏好设置
3. 点击打印机与扫描仪
4. 点击左下角＋号
5. 按住 Control 键，同时点击默认，在弹出的下拉框中点击
自定义工具栏
6. 右键点击上面一行的高级图标，选择添加“高级”，点击完成。
7. 此时你会发现多了高级这一栏，点击到高级那一栏
8. 等待一会后会有一些选择框出现，在类型中选择 Windows
printers via spoolss
9. 在 URL 那 一 栏 输 入 smb://ccstung1.ad.cityu.edu.hk/
Quota_FastPQ_KonicaMinolta
10. 在名称一栏输入 Quota Fast PQ (Konica Minolta)
11. 在使用那一栏选择普通 PCL 打印机然后点击添加

复印步骤

描东西的大盖子，有的复印机还兼具彩打功能。在学生会影印中心
或者图书馆中会有复印机，一般都设置在打印机 / 室的旁边。
2. 插 入 八 达 通， 然 后 在 主 屏 幕 上 方 按 钮 上（ 如 有） 选 择
COPY，然后主屏幕就会显示一些关于复印的设置。
3. 设置好之后，如果是单面复印，就打开盖子，将复印的文
件放入其中，注意是有文字的一面朝下，对齐左上角。然后合上盖
子，点击 Start 即可。
4. 如果是双面复印，则要在设置那里选择 2 in 1。然后进行
步骤三，完成后根据系统提示再次打开盖子，继续进行一次步骤三。
最后点击 Print 即可。
5. 这里要注意的是，复印机并不是每台都是好的，有的复印
机会出现时好时坏的情况，如果你发现你按下 Start 键没反应的话
就会换一台吧。
6. 由于香港对版权的保护意识较强，所以大家尽量不要复印
书籍。

12. 在弹出的窗口中勾选双面打印机
13. 截止于此，打印机的设置已经完成，大家打印时选择改打

8.2.6

扫描步骤

印机名字，必要时输入自己的 EID 和密码即可
1. 找到一个有扫描机的电脑前面（扫描机一般是黑色的长方
形）
2. 看一下扫描仪的指示灯，如果是黄色的就随便按一个键让
它变成蓝色
3. 在电脑桌面上打开 Work Desk，在左边一栏找到 ScannerPlustek Optic Book 4800 ScannerSoftware（在一大堆 Printer
的下面一点点，型号可能有所不同，建议直接在页面内搜索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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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校内打印复印扫描 8.3 校内网络服务 8.4 学校免费操作系统

Scanner）

8.4 学校免费操作系统

4. 这时候你旁边的扫描机会发出异响，并弹出一个扫描窗口。
5. 将你要扫描的文件放入扫描机，然后盖上盖子。
6. 在扫描窗口中选好文件格式，保存位置，文件名，扫描属
性的内容后，点击 Preview 即可预览扫描效果，点击 Color 即可彩
色扫描文件并保存。

8.3 校内网络服务
· CityU WLAN
CityU WLAN 是学校为城大学生建立的，因此只能在校内会有
覆盖，大家只要账户那里填自己的 EID，密码那里填自己的电子账
户密码即可。
· Eduroam 和 Universities WiFi
这两个 Wifi 是几个不同的教育组织共同建立的，大家去其
他学校也可以连上这个 wifi，大家账户那里填自己的 EID@cityu.
edu.hk，密码那里填自己的电子账户密码即可连上。
· Y5Zone 和 CSL WiFi
这两个 Wifi 是由商业公司提供，优点是在一些公共场合都能
使用，缺点是使用上有很大限制，比如登陆一会就要重新登录等，
连接上也不太稳定。大家账户那里填自己的 EID@cityu.edu.hk，密
码那里填自己的电子账户密码即可连上。
（ 以 上 Wifi 均 是 免 费 使 用 的， 除 此 之 外， 如 果 大 家 的 父
母等来到城大，也可以连接 CityU Guest 等不需要账户的免费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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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

免费 Windows 操作系统

在城大，CS 系为所有正在上 CS 系开办的课的同学提供免费的
Windows 系统密钥和下载，每个同学的账户可以获得从 Win7-Win10
的密钥各两个，两个密钥对应不同版本的系统。也就是说，如果你
想要获得免费 Windows 系统的话，你可以采取以下途径：
1. 上一门 CS 系的课。譬如，CS 系所修专业课，科工院大一计
算机基础 CS1102 或者 GE 三区内由 CS 系开办的精进教育课都行。
2. 向一个上 CS 系课的人要，毕竟每个系统都可以获得两个密
钥。这里要注意的是，只有正在上 CS 课的那个学期才可以有权获
得系统。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学期没有 CS 系的课，就没这个权
利了。
有需要的同学可以进入 http://msdnaa.cs.cityu.edu.hk/，
会出现一个英文介绍页，按照介绍页的说明走即可进入获取系统的
界面。
输入自己的学生账户和密码来登录，然后点击你想要的系统，
结账。这时候会显示收费 0 元，然后告诉你购买成功，下面还会有
密钥和下载系统的 Link。然后发一封邮件给你。要注意的是，这
里下载的系统都是默认英文版，如果大家想要装中文版，可以先去
Windows 官网下载中文版系统，然后再用你在学校获得的密钥来安
装，如果版本对的上，也是可以成功的。
8.4.2

免费 Office 办公软件

学校为所有城大学生提供 4 年免费的 Windows Office 办公
软件。无论是 Windows 系统还是 OSX 都可以安装对应的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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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自己的学校邮箱
2. 点击左上角黑底白字“Office 365”
3. 点击 Install Office 365， 按照相应步骤即可安装。
4. 如果要你输入账号密码的话，账号不是你平常使用的那个，
而是填“EID-c@ad.cityu.edu.hk”，密码是你的学生账户密码。

点击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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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自我提升

Office。具体获取流程如下：

九、自我提升

9.1 概述 9.2 我要当学霸

9.1 概述

· Course Pack：

本章主要介绍一些大家提升自己的途径和方法，条条大路通罗
马。

9.2 我要当学霸

除了正式出版物外，有一些课程会用到 Course Pack，这个是
城大印刷制作的，内容主要是集合了多本书籍中有关该课程的部分
内容。Course Pack 是不出售的，需要同学自己填表、付费来预定。
Course Pack 的详细介绍可以看 http://www6.cityu.edu.hk/up/
coursepack/coursepack.htm。有关 Course Pack 的预定一般课程
老师是会通知的，新学期会用 Course pack 的课程和预定表格可以
在下列网址找到：
http://www6.cityu.edu.hk/up/coursepack/cporder.htm

9.2.1

课本购置

· 正式出版的教科书：
开学第一个礼拜的课上，老师们都会把课程需要用到的教科书
介绍一下，大部分都是需要同学们买的。为了方便同学们的购买，
商务印书馆会在开学前一两周在杨建文学术楼的 3 楼设柜台专门卖
该学期课程所需教科书，还不知道需要买什么书的同学可以到旁边
贴着的表格根据课程来找所需用书。全新的教科书都比较贵，一般
价格都在两三百港币一本，如果觉得价格太高，还有以下方法：
1、图书馆半开放区有课本可借，不过一般只能租五个小时或
一天；
2、找学长学姐借；
3、买二手书（9 月初 CSSAUG 将会有二手书寄卖活动）；
4、去深圳买精简版的对应教材。
这里要注意的是，有一些课的教科书里会有 Course Code，即
激活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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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完表并按表格上的指示支付了费用后，把表格连同支付单据
一起投入图书馆 Information Counter 的 Course Pack 箱子里就可
以，等到可以取了学校会发电邮通知。
· E-book：
部分课程会要求在网上购买 E-book，购买方法在相关课程上
老师都会告知。注意，E-book 付款只能用信用卡。有需要的同学
可以把 E-book 打印成纸质书，只是比较耗 Quota。
9.2.2

图书馆借还书

四年制本科生在图书馆可以一次借走 40 本图书，但是需要在
30 天内归还。如果其它同学在网上申请借阅同一本书，那么借书的
时间将被缩短 , 届时图书馆会发邮件至校邮箱通知。一个人最多在
网上申请借阅 6 本图书。超出规定的还书时间，学校的图书馆将会
收取一定的罚款：10 天之内，每天罚款 1 港元，超出 10 天后，每
天罚款 2 港元。在还书限到之前，可以申请延期，一般可以延 15 天，
超出延期期限不归还也有罚款：10 天之内每天 3 港元，超出 10 天
后每天 4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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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我要当学霸

同时，图书馆还可以在官网上查询书目，也可以搜索一些论文
资料等用于写 essay。具体方法如下图，找到官网后再主界面下方
的搜索框上选择资料类型，然后输入关键词即可。

官网预定，每次最多 2 小时，可以在里面联系 Presentation；图
书馆还有很多自闭小隔间，通过图书馆官网预订，每次最多 4 小时，
复习周时预定紧张。
9.2.4

ELC 学习英语

ELC 其实是 English Learning Centre 的简称。除了学习 EL
课的同学必须在 ELC 中进行 12 小时自主学习以外，ELC 其实是一
个很好的给大家提高英语的地方。
ELC 位 于 AC2 的 2 楼（English Language Centre） 和 4 楼
（English Language Self-Access Centre）。ELC 中有许多自主
学习的书籍等。同时也会开设各种各样免费的英语学习课程，包
括一对一的辅导。如果同学们想去学习可以直接过去，也可以网
上预约（一对一课程基本要预约才可以上），预约网址为 http://
booking.elc.cityu.edu.hk/ELC.Booking，最多能提前 1 周预约。
同 时 ELC 也 提 供 网 上 学 习 的 网 站 http://elss.elc.cityu.
edu.hk/ELSS/home.aspx , 大家可以在网站上自主学习。
城大学生、职员可以在图书馆申请联校图书证。通过此证件，
同学可以在香港其他高校的图书馆申请图书证，并且使用该图书馆
的资源。具体申请详情请咨询图书馆前台职员。若没有联校图书证
也可以通过图书查询中的 Search HKALL 来借阅。
9.2.3

图书馆预定座位

图书馆有许多空位供同学们自习使用。一般自习位是先到先得
的，但同学们也可以进行预订。另外还有需要预定的小组研讨室（位
于人文区内，一般用于 pre3）。城大学生和职员可以用 EID 在网
上预订，预定者拍证件进房间。同学们需在 http://libbs.cityu.
edu.hk/StudentBook.aspx 预约。使用方法与详情可以看 http://
www.cityu.edu.hk/lib/about/facility/studyrm/index.htm
Group Study Room 每人每学期有 10 小时的 quota, 可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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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

交换

城大几乎每个学系都会提供交换项目，交换项目基本要求同学
们的英语雅思或托福成绩在一定水平线以上，具体情况需要查看每
个学院的 exchange 页面。交换项目的好坏主要参考同学们的绩点
和面试水准。
9.2.6

往期考试卷

期末时，部分往年期末考试卷可在城大官网上找到。
首先，进入城大官网，点击图书馆，再搜索下面你会发现
CityU Exam Papers. 里面有各院部分往年的期末考试卷，同学们
可以通过试卷来更了解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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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我要好身材

9.3 我要好身材
9.3.1

健身场所

学校为同学们提供一些健身的场所，其中，由于原胡法光运动
场（城大广场旁，现称赛马会健康一体化大楼）目前已经拆除，所
有设施均不能使用。健身区已经移至杨建文学术楼紫区。中国银行
（香港）综合楼内有一个较大的游泳池，开放时间约为每年的十月份，
城大学生凭学生证进入游泳池，每次收费为 4HKD/ 人。去宿舍天桥
也有一个篮球场，该场地需提前预定并免费使用。
此外，学生宿舍区内的周边以及 Hall 11 的底层都有一些健身
设施（Hall 11 为健身房），另外 hall6 底下还有一个小型篮球场。
除了校内，学校旁边的石硖尾配水库游乐场也有两个篮球场和
一个跑道，这里的设施是免费的。而石硖尾公园中也有体育馆，足
球场，篮球场，网球场等，其中篮球场是免费的，其他需要预定。
歌和老街公园内还有壁球及乒乓球运动中心。旺角也有很多专业的
健身机构，但收费较贵。
同学们可以在香港康体通网站上查找场所信息和预定：
https://www.gov.hk/sc/residents/culture/recreation/
leisurelink/leisurelink.htm
9.3.2

预定健身场所

网上预订可以在 Portal 的 Students → Facilities Service
里面，点击 SDS Sports Facilities Booking and Information，
浏览器可能会要求弹出一个新窗口，允许弹出就可以。登陆界面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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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后选择日期（最多只能提前一个星期预订）和运动类型，
跳转后选择时间、场地（浅蓝色为 Available for Booking)，最
后输入密码确认预订就可以，需支付的费用也会一起显示。在取订
场纸时于赛马会健康一体化大楼服务台（取场纸处）付费。（注意：
电脑预订后一定要在 24 小时内去付费）
同时，大家也可以直接去运动场所的服务台进行预订。
9.3.3

健身卡

在赛马会健康一体化大楼和 HALL11 下面的健身房健身是需要
学校发放的健身卡，这是学校保证大家都会用健身器材的手段之一。
获取健身卡的途径有两个。
1. 上学校的健身课（健身课不算学分，一学期也只用上两节课，
非常推荐），课上会教你使用健身器材，结课后会发放健身卡给你。
2. 向赛马会健康一体化大楼工作人员出示在其他健身机构健
身的证明，并证实自己有使用健身器材的能力，也可以获得健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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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我要去实习
9.4.1

概述

在城大修读经香港本地评审本地全日制学士或以上程度学位课
程的非本地学生（交换生及来港短期就读的学生不属此类），可从事：
校园兼职工作（雇主为城大）；暑期工作（限于每年六至八月
期间）；或与专业／学科有关的实习工作。
9.4.2

不反对通知书（NOL)

香港入境事务处会发出一封“不反对通知书”，给具有资格参
加校内兼职及暑期工作的学生。允许从事校园兼职和暑期工作的“不
反对通知书”之有效期与学生签证／进入许可逗留期限挂钩，在学
生于城大就读指定指定课程期间有效。如学生转读城大其它专业或
转校，原有的“不反对通知书”将失效，学生必须重新申请“不反
对通知书”。
目前，不同系别的不反对通知书发放过程略有不同，可能会在
不同时间去不同的地点领取。不过大家不必紧张，学校会发邮件提
前通知大家。
正式注册为城大学生后，如果修业期不少于一学年，可按照课
程规定，从事与学习／课程有关的专业实习。所有专业实习须由学
生就读的院校安排或批准。参加专业实习的学生，会在获得学生签
证／进入许可的同时，获发另一封“不反对通知书”。由于这类实
习工作与大一新生关系不大，本节不再赘述。
9.4.3

校内兼职

登记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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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 上 登 记：AIMS → Student Services → Campus
Internship/ Work Scheme → My Record → Current Visa
Record → Add/Update。点击进入后按照要求填写 NOL 信息（在那
封有徽章的信上）和粉红签信息。
这里要注意的是，Visa Number of NOL 应该填写 NOL 上条形
码下方的一串字母 + 数字的组合，如 MEEN-XXXXXXXXX-XX。而 Visa
Num- ber on Visa Label 则填写粉红签上与刚刚那串组合一样但后
面多加了（）的 , 如 MEEN-XXXXXXXX-XX(X)。
即使填不对也没关系，下一步工作人员会帮你检查。
2、完成网上登记后，将 NOL（还是那封信，不是那两张颜色
粉嫩的小卡片），粉红签，粉红签上的白色纸片，通行证个人信息
页（有照片的那页），学生证，香港身份证（以上全部交复印件）
交至 SDS。SDS 的工作人员会对你的资料进行审核。
找工作：
AIMS → Student Services → Campus Internship/ Work
Scheme → Job Search, 选 择 自 己 想 找 的 工 作 计 划（summer/
regular)、性质、部门就可以在一长串工作列表里“淘宝”了。值
得注意的是在发工资的时候会要求填写 Time Sheet ( 工作时间记
录表 )。
进一步了解校园兼职，请大家查看：http://www6.cityu.edu.
hk/caio/ciscws/
9.4.4

校外暑期工作

内地生需递交文件：
NOL，香港身份证，通行证签注页，个人信息页（以上所有的）
原件和复印件，学校的 Endorsement Letter。每年要求略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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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自我提升

找工作：
1、 为 大 家 提 供 一 个 常 用 的 找 工 作 方 式：AIMS → Student
Services → JobPlus Vacancies →出现一封信，点 I agree →出
现搜索框，可搜索自己想要的工作，也可什么都不填→ Go.
2、 商 院 的 同 学 可 关 注 BBA Career：http://www.cb.cityu.
edu.hk/careerdevelopment/students/jobs/，有专门为商院同学
提供的工作机会。
注意事项：
校外实习一般需要递交 CV( 履历表），参加面试。Career
and Leadership Center 会有一些 Workshop 和 Advising 来帮助大
家提升相关技能，详情请关注：http://www6.cityu.edu.hk/caio/
city-u/index.asp。 商 院 同 学 可 关 注 BBA Career 的 Career and
Leadership Development Programmes (CLDP)

点击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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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便捷生活

具体还需大家自己多多了解。

十、便捷生活

10.1 概述 10.2 医疗服务 10.3 邮政、快递

10.1 概述

“分流”，让有需要的病人得到第一时间的治疗及判断是否需要留
医观察。
2、私立医院

本章主要介绍一些大家生活中的知识，帮助大家创造更好的学
习生活环境。

10.2 医疗服务
10.2.1

校内诊所

一些小病如感冒、头痛之类，可以到校内的杨仲仪保健中心
（又名：十三医）求诊，学生出示学生证每次看病诊费 ( 连药费 )13
元港币。除此之外，游泳池旁边还有一个牙医诊所，每年提供两次
免费的看牙机会。同时该诊所也提供付费的洗牙服务（收费 98 港币，
需要提前预约）。诊所地址及开门时间可以参见附录哦。
10.2.2

校外医疗

私营医院的费用按医院消费收取，非常昂贵。但在私营医院，
病人会在第一时间得到最好的医治服务及治疗安排，无需排队等候。
香港每区都有注册医生在外所设的门诊部，其主要功能是弥补病情
不是很紧急或是偶然病发时病人的需要，如肠胃炎、重感冒、牙痛
等，每次治疗费约 100-250 元港币不等，专科门诊约 400 元港币左右，
费用一般包括 2 至 3 天的药物费用。( 病人如愿意排队亦可到政府
的医院所设的门诊部或独立门诊部就医，约收取港币 20 元至 80 元
不等，药物根据需求分四级收费。)
离学校最近的私立医院是浸信会医院，此外还有深水埗的宝血
医院。

10.3 邮政、快递
10.3.1

邮政

1、公立医院：
九龙有广华医院、伊利沙伯医院、联合医院；新界方面，有大
埔的那打素医院及北区医院，沙田有附属香港中文大学的威尔斯亲
王医院，新界西有荔景的玛嘉烈医院。深水埗还有明爱医院，一般
大家急救都会送到那里。
患者在紧急情况下需要去非私营医院就诊时，可先打“999”
至消防局辖下的“救护组”，“救护组”会在 10 分钟内安排救护
车及消防救护员到达病人所报的现场，对病人作初步的救护及送入
最近的医院作急症诊疗。当医院接收后马上登记及按病情缓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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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村邮局：
地址：又一村花圃街 11A 地下
营业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时三十分至下午五时星期六
上午九时三十分至下午一时

·石硖尾邮局：
地址：九龙南昌街石硖尾邨第 19 座地下 132 及 134 号营业时
间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时三十分至下午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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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邮政、快递

·邮筒：
香港城市大学学生宿舍外围；南山邨道香港城市大学教学楼对
面；大坑东道游乐场附近；港铁九龙塘站近大堂入闸处均有。
邮 资： 大 家 可 以 在 http://www.hongkongpost.hk/chi/
postage/Index.htm 查询。
10.3.2

网购与快递

在香港仍然想在淘宝买东西该怎么办呢？千万别像在国内那样
选择直运，不然运费可就高的吓人，下面编者为大家推荐两种省钱
的方法：
1. 通过淘宝国际转运
国际转运，简单的说就是将你所有要运来香港的物品先寄往提
供相关服务的快递公司转运仓（位于深圳），再从该转运仓将货品
运往香港。在淘宝网上结算时，只要填写位于香港地区的收货地址，
系统就会自动提示国际转运服务，再按照淘宝网的指示操作即可。
详 见 网 址：http://www.taobao.com/go/chn/transit/index.
php?spm=az1314.20150122.0.0.ionjq3

2. 通过转运公司
除了淘宝以外，还有一些第三方转运公司也提供类似的服务。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平时常用的漂流瓶公司和影子快递（可以通过微
信公众号来。详细的步骤和营业时间推荐大家到官网自己查询：
影子快递 : https://shadowgogo.com/
漂流瓶：http://www.piaoliuhk.com/
贴心 Tips: 用天猫超市购买生活用品和零食很方便，满 249 元
并在 10kg 以内可以免运费。

建议选择顺丰，因为最快，服务态度也比较好。温馨提示：
1）填宿舍地址的同学：快递并不能直接送到 Hall 内，要自己
在 Hall A 附近去取。快递到时，快递员会给你打电话。
2）小贴士：填创媒地址：香港九龙塘达康路 18 号香港城市大
学邵逸夫创意媒体中心，而非宿舍地址，就可以不缴住宅附加费。

以下是各快递公司的收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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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吃喝玩乐

·十二位麻辣香锅（佐敦）、吉寿日本料理（旺角）、汉和烤
肉（旺角）、牛气（旺角）：同学聚会常去，一个人的话还是不要
这么任性。

10.4.1

为大家推荐一个美食网站 OpenRice, 想吃什么就去上面找：
http://www.openrice.com/zh/hongkong/restaurant/index.htm
或者也可以下载他们的 App 来了解吃什么。

饮食

在第一章里已经列举了城大校内的各种餐厅，在此就介绍一些
同学们常去的饭店和美食。
价格中低档的以深水埗为代表：深水埗的餐厅都集中在福荣街
一带，多数是 25 港元左右，相当便宜。是同学聚会相当常去的地方。

10.4.2

中高档的则在学校旁边的又一城：里面有很多港式、法式、日
式和越式等各种餐厅，顶楼也有快餐像吉野家、麦当劳、大家乐等。

1、商场：

如果说到了夜里又想吃宵夜的同学可以考虑南山村，有各式各
样粥粉面、甜品、烧烤都是营业到深夜的，不想跑太远的同学可以
首选南山村，并且价格优美。
常去餐馆：
·品香楼：在南山村菜市场 2 楼，大概 10 分钟的路程。品香
楼在那儿一枝独秀，它的菜比较符合大陆人口味。价钱大约每位
60 港元，相对比较便宜。

购物

离学校最近的商场就是跟城大共享一个出口的又一城。又一城
是香港很有名的一站式购物商场。内有各家品牌、电影院、各类餐
厅、溜冰场、超市等。丰泽、百老汇、屈臣氏、万宁等都在又一城
内开设了分店。同学们最常去的是位于又一城 MTR 层的 Taste，这
是一家大型超市，基本的生活用品以及日常所需都能在那里买到，
但是价格稍贵。
2、菜市场：
与城大距离较近的菜市场主要有南山邨街市和石硖尾街市。

·又一城 Taste：在又一城的 Taste 超级市场里面，一个饭盒
两个菜，22 港元。另外，烧味饭也可以，差不多价钱。不过式样
比较少，很少变化，偶尔去吃还不错。此外，在又一城部分商店出
示学生卡可以享受优惠，比如 EXP, 哈根达斯。

·南山邨市场位于城大南山邨入口，在杨建文学术楼坐电梯下
到 1 楼，出后门，沿小道左行就能到南山村市场。南山村市场的菜
式种类比较齐全。市场 2 楼还有多家茶餐厅及好吃的冰淇淋、鸡蛋
仔。

·伤心酸辣粉：重庆酸辣粉，有从不辣到变态辣的各种辣度。
最近的一家在深水埗福荣街 116 号。

·石硖尾市场靠近宿舍区，离教学区相对较远。该市场的菜
式种类很齐全，蔬菜、鲜虾活鱼、杂货等，价格也比较优惠。离市
场不远的裕记所出售的水果蔬菜及其它种类商品都是从内地直接进
货，价格相对很便宜，是学生跟附近居民经常光顾的商店。

·谭仔三哥米线：同杨建文学术楼云川米线，三哥酸辣汤底最
值得推荐。 最近的在又一城和深水埗消防局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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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村市场跟石硖尾市场附近都有惠康超市，相较于又一城内
的 Taste，价格较便宜。
3、数码产品：
在香港主要购买的电器为电脑、数码产品以及手机等。 以下
介绍一些购买电子用品的地方：
·高登电脑城：又称黄金电脑城，其地下主要经营各种游戏类
产品以及各类电脑外围配件，另外还有 CD-R/RW、DVD-R/RW，各种
电脑用接线板和延长线等。网站：http://www.hkgolden.com；地址：
九龙塘深水埗，港铁深水埗站 D2 出口。
·鸭寮街：著名的电器街，主要卖手机。地址：港铁深水埗站
A2 出口。
·旺角电脑中心：其内有许多经营存储卡的商户，价格通常较
在数码相机商店的存储卡价格要为低。地址：九龙旺角奶路臣街，
港铁旺角站 E2 出口直走一百米。
·湾仔电脑城：湾仔电脑城有更多的笔记本电脑以及掌上电脑
的销售商。地址：香港岛湾仔轩尼诗道，港铁湾仔站 A4 出口。
4、化妆品
购买化妆品，最多人去的是莎莎和卓悦。这两家都是以售卖水
货化妆品著称，且价格便宜。大多数的情况下，卓悦比莎莎能再便
宜一点。直接坐港铁到旺角 E 出口左边出去，就可以找到好几家大
的莎莎和卓悦了。万宁和屈臣氏也有化妆品售卖，且为正品，价格
比莎莎和卓悦贵一点。
要买品牌，可以去各大 Shopping Mall 的专柜，又一城商场
就有很多大的品牌。另外各大品牌一般和银行有合作，用不同的信
用卡可以获得不同的折扣，可以打电话去问或者网站查询，然后带
上相关的信用卡就可以省下不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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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型商场
又一城、旺角朗豪坊、尖沙咀海港城、铜锣湾崇光百货（每年
两次如“双十一”般的周年庆）等，大家可以自己在网上去了解。
6、书店
香港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同属综合性书店，以出售文史哲图
书为主；城邦书店以出售台湾版书籍为主，旁及香港书籍。
除上述的大型综合书店外，还有不少专业书店。喜欢艺术书籍
的读者可以选择位于中环和尖沙咀文化中心的大业书店、中环的集
古斋。喜欢电影的读者可以到 KUBRICK 书店购买电影书籍。书得起
书店则是设计人员的首选之地。
学校图书馆对面有商务印书馆，主要售卖课本，参考书籍及一
些热卖书籍。另外在港铁旺角站 D 出口出来后可以看到有一间书店
叫做尚书房，专门卖内地书刊及杂志，包括青年文摘等，但价格比
内地贵 1/3 左右。这 3 家书店是城大学生经常光顾的地方，前两家
出示学生证还有特别优惠。
10.4.3

休闲

在香港最好的休闲方式莫过于：行山与观海。向大家推荐
local 们常去的自然风景区：
·行山：最常去的是狮子山、麦理浩径，详情请见：http://
www.lcsd.gov.hk/tc/healthy/hiking/
·观海：最常去的有大屿山（昂坪缆车）、长洲岛、西贡、南
丫岛、石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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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深圳
10.5.1

来往交通

·从九龙塘坐东铁线就可以到罗湖或落马洲，再过关就可以。
·深圳地铁可以通过腾讯扫码，微信小程序“乘车码”直接进
入地铁站。
·更多前往深圳 / 珠海的方式可查阅 5.6 返回深圳 / 珠海的
交通。
10.5.2

生活相关

1、银行：
从罗湖口岸过完关之后，沿着罗湖路（道）走大约 500 米，就
有一处工商银行（香格里拉大酒店东）。办卡注意带香港学生证、
内地身份证等证件。
2、KTV：
·钱柜 ( 罗湖店 )：罗湖区人民南路 3012 号天安国际广场
·Neway：罗湖区江背路 9 号庐山大厦 B 座 3 楼
·K 歌王：罗湖区友谊路 29 号云峰花园 1-3 楼
3、电影院：
在人民南路与嘉宾路交叉处附近有南国影城（在嘉宾路上），
建议乘出租车前往。另外，可搭乘地铁到大剧院站，出站到万象城
嘉禾电影院。

170

4、书店：
从罗湖口岸过完关之后，沿着罗湖路（道）走一小段，即可看
到仁和书店。也可在过关后乘地铁到大剧院站，出站到深圳书城（罗
湖书城）。
5、超市：
·沃尔玛购物广场 ( 嘉里中心社区店 )：罗湖区人民南路 2008
号嘉裡中心 B1 楼
·家乐福（梅林店）：福田区梅林街梅林一村一区裙楼
·百佳超市 ( 太阳广场店 )：罗湖区解放路 2001 号东门太阳
广场 B1 楼
10.5.3

通关关口

当你到达或离开香港，共可以选择 12 个管制站出入境，具体
信 息 可 查 阅 https://www.immd.gov.hk/hkt/contactus/control_
points.html#（香港入境事务处）。以下列出部分常用关口的基本
信息。
1. 罗湖口岸：位于深圳罗湖商业中心区南面深港交界处在是
最老的口岸之一。深圳地铁 1 号线，过了海关直接买火车票就可到
香港。开关闸时间：每天 6：30 至 24：00。
2. 福田口岸：又称落马洲，在福田保税区东侧。深圳地铁 4 号线，
从地铁出来后不用出地铁口，就可直接乘电梯上边检通道。人少过
关快，过边检通道后乘香港九广铁路落马洲上水支线即可到港区。
开关闸时间：每天 6：30 至于 22：30 。
3. 皇岗口岸：福田区，是一个 24 小时通关的口岸。人也比较多。
过了关乘坐皇岗口岸开通皇岗至落马洲的穿梭巴士即可到达香港。
车资：单程港币 10 元 / 人，24 小时运营，5 至 10 分钟一班。开关
闸时间：2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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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深圳湾口岸：在南山区蛇口东角头，在机场有专车到深圳
湾的，去香港机场的同学可以考虑。值得一提的是，深圳湾口岸有
香港跨境巴士，乘坐中港通巴士，走西部通道一地两检，可以直达
香港市区。开关闸时间：每天 6:30 至 24:00

10.5.4

1、普通话之间话剧社
·联络人：赵成澄
·活动介绍：Sem A 大戏，万圣节 Workshop，Sem B 大戏，嘉
年华小品等。以下为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通关所需材料

对于拿到入境事务处发的学生签证的同学，只需携带学生签证
与有签注的港澳通行证即可在关口办理通关手续。注意：关口分为
内地关口和香港关口，在内地关口可以使用港澳通行证走 e 通道，
但在香港关口需要在人工通道办理手续。对于已经拿到香港身份证
（非永久）的同学，在从香港关口出关时可以走“香港居民”通道（绿
色字体），但依然不能走自动通道。
携带材料：HKID（办理后）, 港澳通行证，粉签，小白条。

2、N.O.N 舞蹈社
·联络人：吴迪
·社团简介：香港城市大学内地生 Now Or Never 舞蹈社团至

10.6 内地生社团
10.6.1

概述

香港的各个大学都把学生社团、学生组织称为“庄”，这些“庄”
有兴趣性质的，更多的是学校不同部门的学生组织，负责举办部门
内的活动。开学后大学道两侧会有各种庄叫喊收新人，有兴趣的同
学可以去看看，其中大多数都是 Local 的庄。CSSAUG 是城大内地生
的一支庄，旗下有许多社团，以下有对各个社团的简单介绍。
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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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已成立多年，主要服务于内地生中热爱舞蹈的群体。经过讨论，
本届舞蹈社的社长为吴迪，副社长为徐卓雅、夏煜欣及赵文然。本
社的活动除了每周的周常训练，我们亦参加 CSSAUG 举行的一系列
文艺活动，十二月的 K 歌大赛，Sem B 的嘉年华上，都能看到社员
们展现最青春热情的舞蹈。在本学年，N.O.N 舞社亦计划开展社团
的独立表演。若你对于舞蹈满心热爱，又或是对这片未知领域充满
好奇，不要犹豫，我们在这里等你到来！

CSSAUG 旗下社团

173

十、便捷生活
3、CMBA 男子篮球队
·联络人：鲁远恒（队长）【TEL：59303904】
·活动介绍：Sem A：主要是日常的训练，和香港其他高校内
地生篮球队的友谊赛，以及学期末的球队团建；Sem B：主要是日
常的训练，参加“全港内地本科生联赛”，以及学期末的球队团建。

10.6 内地生社团
5、内地生足球队
·联络人：侯思在（WeChat：tardis_blue9）
·活动介绍：CMFC 每周会安排两次训练，地点一般会在联校
体育场；CMFC 会不固定组织和其他港校内地生足球队的友谊赛；
CMFC 每年还会有联合其他港校的内地生球队举办的联赛。

·其他：运营有公众号“城大男篮”。

6、iland 流行音乐社
4、CMBA 女子篮球队
·联络人 ：王皓锐 （社长）
·联络人：李子玥（WeChat: jolinli12138）

·活动介绍：音乐班，年度演出，Busking 等

·社团简介：CMBA 女篮全称为香港城市大学内地生女子篮球队。
在一代代球员的拼搏，经理及教练的辛勤付出中，CMBA 女篮已走过
了六个年头。我们每周组织日常训练，时常与其他港校女篮通过友
谊赛交流，每学年 Sem B 代表城大参加全港内地本科生篮球联赛。
感谢关注，CMBA 女篮与你一路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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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便捷生活
7、新格物华服社
·联络人：王宇佳
·社团简介：新格物华服社由香港城市大学的三位汉服爱好者
创办，旨在促进汉服同好学生间的交流，传播汉服文化与相关的中
国传统文化。为了更好的促进社员、庄园与其他学生间的交流，新
格物华服社定期与不定期组织活动。今年，华服社计划组织四次大
型的公开活动，其中两次将分别在中秋节与元宵节展开，以将中国
传统服饰的宣传与传统节日融合。另两次活动包括 Sem B 的小型汉
服宣传研讨会和汉服摄影活动，以更贴近生活的方式向学生们传播
汉服文化。

10.6 内地生社团
8、内地生电玩社 CityU Mainland Video Gaming Club
联络人：肖步实
社团简介：电玩社（原电竞社）是一个面向各种玩家群体的社
团。手游、端游、主机游戏——旨在为学生丰富课余生活，提供更
快捷便利的游戏体验，组织各种比赛与线下活动拉近学生间距离，
让电玩走近生活。

10.6.3

其他内地生社团

    • 围炉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这里是围炉：一个大学生思想交流的平台，由港大、港中文、
城大、北大、清华、人大、复旦、上纽大八所中国最顶尖高校联合
成立，以微信公众号和澎湃新闻为载体，关注人数逾 4 万。
在这里，你可以与八校学子乃至文化界大咖围炉而坐、谈笑风
生；在这里，你可以指点江山，激昂文字；这里，你可以运筹帷幄，
组织数百人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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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便捷生活

加入围炉，向世界传达属于你的声音。
Here We See Flame.
附：
联席组织架构：写稿组、审稿组、运营組、外务组、技术组
活动分类：围炉对话、围炉小炒、围炉夜话、线上沙龙
招新咨询：副社长邱锶塬 （WeChat ID： qsy749891924）

点击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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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来港必备

我们只需要你渴望走出象牙塔，以青年但不青涩的眼光和话语
追问这个世界。

十一、来港必备

11.1 概述 11.2 手机卡 11.3 储蓄卡及生活缴费

11.3 储蓄卡及生活缴费

11.1 概述
本章主要介绍一些大家来到香港之后必须要做的或者非常紧迫
的事情，本章内容将按照时间线进行，大家可以参照附录里的表格
对照自己是否完成项目，并仔细阅读本章，以免出现差错哦。

11.2 手机卡
香港主要的电讯运营商有：中国移动香港、中国联通香港、
Smartone、PCCW、CSL 等 17 家。手机卡有两种类型，上台的和不
上台的，上台的手机卡即绑定了个人信息并开通包月套餐业务的，
不上台的手机卡则是按分钟扣取话费，一般用于大家购买上台手机
卡之前的过渡期。
上台相当于内地所说的入网或购买资费套餐，若决定上台，必
须带备港澳通行证、大学学生证或入学通知书，会员可登记多个号
码，而且必须持续使用中国移动香港的号码超过一年，否则当作违
约。详细内容，届时可向中国移动香港之当值人员查询。其他的手
机网络供应商各有特色，有需要的同学可以自己查一下，选择适合
自己的服务套餐。另外，每月到营业厅交电话费有点麻烦，使用中
国移动香港的同学们可以在手上下载一个 Mylink, 通过这个 App 可
以在网上通过支付宝，信用卡来支付话费。
中国电信可以直接登录 CTExcel 官网 , 使用支付宝等方式缴纳
每月账单。

* 以下讲解均以中银香港为例，其他银行操作有所不同
11.3.1

概述

中国银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 简称「中国银行 ( 香港 )」或「中
银香港」) 拥有全港最庞大的分行网路，逾 190 多家分行遍佈全港
为您服务，并可于 1,600 部贴有《中银》或《银通》标志的自动柜
员机提款。
校内除了第一教学楼 3 楼有中银香港的 ATM 机，于隔壁的又一
城 LG2 楼 56 号也有中银香港分行 ( 包括服务柜台和 ATM)，同学们
可以随时提款和办理银行服务。
11.3.2

开立银行户口

同学们报到后，需要开立一个银行户口去缴纳学费、住宿费、
接受学校的奖学金等。大家常办理的银行有恒生银行中国银行等，
其中恒生银行银行卡大家可以在开学时于大学道办理。开学的时候
很多学生都会在同一段时间开立银行账户，排队的时间长。
中银香港推出「自在理财」学生优先体验计划，提供一个综合
理财户口方便办理银行服务，户口服务包括：
1、港元、人民币及外币储蓄账户和定期账户，投资账户
2、中银卡及「易办事」(EPS) 服务
3、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及电话银行服务
4、电子综合月结单
5、申请信用卡 ( 只适合 18 岁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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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来港必备
开户所需文件：
1、学生证明（如城大学生证、城大录取通知书，需正本，不
接受电子版和打印版）
2、中国居民身份证、港澳通行证、香港身份证（如果有）
3、最近 3 个月内发出之香港住址证明（如 : 学生宿舍证明信
正本，需要有学校盖印）这个可以找 SRO 开
4、永久住址证明（如 : 附有住址的中国居民身份证，若身份
证后是内地大学地址，请提供户口本正本作为永久住址证明）
18 岁以下开户额外所需文件：
1. 父 / 母身份证明文件副本
2. 户口本或出生证明书正本
3. 最近三个月内住址证明；
（如未有住址证明，可提供父 / 母最近三个月的住址证明副本，
副本上注明：“本人 XXX（家长姓名）确认 YYY（申请人）为本人
的 ZZZ（与申请人之关系），与本人同意本文件所显示地址作为居所”，
并由父 / 母签名确认。

11.3.3

跨境汇款

简介：使用汇款是一种安全又便捷的方法，首先于内地中国银
行账户将人民币兑换成港币，然后从内地汇款到香港的中银香港账
户，毋须于不同银行账户将资金左拨右转，更为直接可靠。
中银香港设有「中银快汇」服务，通过特定网点，在中国内地、
香港、澳门与台湾之间迅速灵活地调拨资金，款项最快可于即日到
汇入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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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储蓄卡及生活缴费
* 有关汇款需合乎中国内地相关的合规检查，请向中银香港职
员查询有关服务详情。
常见问题：
向银行查询汇入汇款时需提供什么资料？
1、正确的汇出银行名称
2、收款人名称及收款账户资料
3、 汇 款 货 币 及 金 额 中 银 香 港 的 SWIFT 代 号， 中 银 香 港 的
SWIFT 代号为「BKCHHKHHXXX」
11.3.4

缴学费及其他学校费用

* 网 上 / 手 机 银 行 缴 付 账 单 完 过 2-3 个 工 作 日 ,Account
Summary 中的 Balance 才会归零 ,Balance 归零即为缴付成功。只
要是缴纳 Account Summary 里的费用 , 账单类型都选择 01- 学费
首先需要知道自己要交多少钱和截止日期，具体方式如下：
登录 AIMS → Student Record → My Finance → Account
Summary。缴纳方式有以下三种：
方式 1、以信用卡付款
使用中银信用卡缴交学费更可赚取签账积分 (HK$1=1 签账积
分 )，换取各款现金礼券及飞行里数。
方式 2、通过网上银行以信用卡 * 或存款账户实时或默认转账
中银香港的网上银行服务很方便，包括在线支付、在线转账、
缴付账单等，可以随时随地查询账户情况。于开户时一并申请网上
银行，实时设定用户名称及网上银行密码。个人网上银行登入：
（1）透过中银香港网站登入网上银行 : http://www.boc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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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储蓄卡及生活缴费

十一、来港必备
com（2）亦可下载个人手机银行 App，请透过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搜寻“BOCHK”( 中银香港 ) 免费下载 App。
通过网上银行缴交费用：
（1）新登记账单：登入网上银行后，选择 「缴付账单」>「我
的账单」>「缴付新账单」（2）缴交学费、宿费等：于商户类别选
择「专上或专业教育」，再选择「香港城市大学」

详细账单类别：
账单类别描述
商户名称

账单编号描述

(C) - 以信用卡缴费

(A) - 以账户缴费
学生或账户编号 / 账户 / 01 - 学费 (C/A)
客户号码
02 - 校友付款 (C/A)

香港城市大学

03 - 进修学院费 (C/A）
04 - 其他账单 (C/A)
05 - 校友账单 (A)
06 - 进修账单 (A)

方式 3、通过自动柜员机 (ATM) 实时转账
放入中银卡并输入密码 -> 选择支付账户 -> 选择「缴费」->
「专上学院」-> 香港城市大学 -> 类型输入“01”-> 输入 SID->
输入缴费金额
11.3.5

缴纳电话费

上台（签合约）后每个月在花费流量额度内缴费数不变，根据
合同中的条例，无论此月有无使用过此号码中的花费和流量，月费
用照常收取，即便在个人账户中选择停用号码，此费用依旧会按月
收取。

• 中国电信 Ctexcel
缴费步骤：
1. 登录官网缴费，网址：https://www.ctexcel.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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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来港必备

11.3 储蓄卡及生活缴费
3. 登入后即可查看待缴费的金额和月费以及其他数据。如需
要缴费，点击立即缴费。

2. 点击右上角的登入我的 Ctexcel

4 输入手机号码、缴费金额、电子邮箱（一般为注册手机号时
所填的电子邮箱）、选择支付方式

登入后的界面如下：
5. 缴费成功
PS：账单拖欠月数过多可能会收到中国电信的律师函要求追回
花费，也可能会造成大量的罚款，请各位同学妥善安排好自己的话
费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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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来港必备
• 中国移动香港

11.3 储蓄卡及生活缴费
3. 登陆电话账户

缴费步骤：
1. 下载中国移动香港官方缴费手机 APP “MyLink”

左图：APP 下载二维码 Google play for Android

登陆成功后的界面如下：

右图：APP 下载二维码 App store for IOS
2. 下载完成后打开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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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来港必备

11.3 储蓄卡及生活缴费

4. 第二格我的账单即可查阅本月应缴费的账单金额，点击立
即缴费

5. 输入金额并缴费
7. 支付成功

6. 选择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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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来港必备
11.3.6

11.3 储蓄卡及生活缴费 11.4 学生八达通

八达通自动充值

11.4 学生八达通

同学们可申请中银信用卡「八达通自动增值」服务，当八达通
余额为零或负数时，八达通便会自动增值，能避免付款时没有余额
的情况。
11.3.7

中银信用卡

* 注：18 岁以上才可开立信用卡
在香港消费很多时候都可以使用信用卡，开立银行户口时可一
并开立信用卡。中银信用卡有如下好处：
1、于商户付款时可以赚取积分回赠，换领现金礼券
2、设立八达通卡自动增值，每次增值都赚取积分回赠
3、享受中银信用卡合约商户的优惠 *
* 优惠以中银信用卡最新推广为准

11.4.1

概述

未满 25 周岁（含 25 周岁）的全日制学生可以申请办理学生八
达通。
第一次领卡时，卡内有 20 港币余额。如有遗失，卡主可通过
八达通热线 2266-2266 向发卡公司报失和申领新卡。领取新卡的时
候，需带上办卡时所用的身份证明文件以及邮寄给你的新卡，去任
何一个地铁站激活。激活时需缴费 70 港币，如前一张卡内余额大
于 70 港币，则不用缴费。学生八达通办事处设在金钟。
任何延期或迟交等问题均可亲临办理。递交了申请表格却尚未
拿到学生卡时，可以购买临时学生八达通，但必须将港铁站发出的
证明表格随身携带，以备检查。学生八达通乘坐港铁大部分路线可
享受半价优惠。
11.4.2

办理流程

1、在任何港铁站或者学校的学生发展处（SDS）领取学生八达
通申请表格；
2、填写并贴上一张 40mm*35mm 的彩色照片；
3、交回 SDS 盖章（开学后学校会专门于康乐楼设柜台盖章）；
4、把表格交到就近港铁站（推荐大家不要都到九龙塘站交表，
人多，要排很久的队），同时缴纳港币 50 港币；
5、
办理临时学生八达通
（乘港铁也半价，
领到正式的之后可退）
；
6、按照填表格时选的领取地点和规定时间领取。
注：学生八达通每年须续办，每次续办需填表并补 2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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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来港必备

11.5 香港身份证

11.5 香港身份证
18 岁以下的同学：
1、填妥的申请表；
（表格下载：http://www.immd.gov.hk/pdforms/ROP2.pdf）

11.5.1

概述

凡年满 11 岁并获准在香港逗留超过 180 天的人士，均必须在
抵港后的 30 天内申请并登记身份证。
办理身份证的办事处有派筹额度，为了节省时间，建议在来
港之前或抵港之后通过香港特区政府一站通网页（http://www.
gov.hk/tc/residents/immigration/idcard/hkic/bookregidcard.
htm）进行预约
此外，申请人也可以亲自到人事登记办事处领取当日筹号，以
办理申请手续，但是视当日是否有剩余配额而定。直接去排队办理
一般比较难办上（除非去的非常早）。参加 Ocamp 的同学，一般会
由组爸妈组织一起去办理。
离城大最近的身份证办理点是深水埗的长沙湾政府合署。
地址：
九龙长沙湾道 303 号长沙湾政府合署。电话：2150-7933。
注意：香港身份证需要随身携带，香港警察随时可以抽查身份
证，在没有得到正式身份证前，请随身携带临时身份证或者港澳通
行证。
11.5.2

申请所需材料

18 岁或以上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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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行证（包含学生签注）；
3、出生证明正本；
11.5.3

办理流程

1、乘港铁到深水埗，C1 出口左拐步行 3-5 分钟便可以看到长
沙湾政府合署的大楼（西九龙中心旁）；
2、坐电梯到 3 楼，在接待窗口提供之前在网上预约后的信息
便可以进入等候区等候；
3、在等候区填好申请表（也可以填好表格带过去）；
4、轮到后按照指示递交表格，按指纹，照相；
5、核对指纹以及领取临时身份证；
6、在取件时间到后（一般 20 天左右），携带临时身份证到办
理点领取正式的香港居民身份证。
11.5.4

他人代领身份证

如欲授权他人代领身份证，可在办理登记手续时通知登记主任
并填妥授权表格或提交书面授权书，获授权代表必须超过 18 岁，
并在代领身份证时出示以下证件：

1、填妥的申请表；

1. 本人身份证；

（表格下载：http://www.immd.gov.hk/pdforms/ROP1.pdf）

2. 申请人申请身份证的收据；

2、通行证（包含学生签注）。

3. 申请人的书面授权书及有关其签署的证明文件或授权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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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香港身份证 11.6 学费、宿费 11.7 中联办注册

特别提醒：凡年龄为 11-18 岁的人士，以及新抵港人士首次登
记身份证，费用全免。然而，如身份证因遗失、毁灭、损坏、污损
或其内容需要改动而申请补领身份证，则须缴付有关费用。

11.7 中联办注册
11.7.1

11.6 学费、宿费
同学们可以在 AIMS > Student Record > My Finance 里面查
看自己应缴费用（e-statement)。
2019 年 没 有 奖 学 金 的 同 学 学 费 为 $140,000/ 年， 学 费 的 交
付方式有：ATM 机支付、网上银行支付（借记卡或信用卡）、PPS
支付、支票付款、汇票付款。具体可参见：http://www6.cityu.
edu.hk/FO/htm/PayMethods.htm
宿费与学费一起支付，方法同上。2019/20 学年宿费为 6700
港币 / 学期，暑期住宿宿费为 4850 港币 / 学期（均为双人间价），
寒假留宿不需要另缴宿费。如未在规定时间内缴纳学费、宿费，学
校会收取 2% 的滞纳金。

办理“在港澳地区学习证明”

原则上，在离开香港前的 3 个月内都可以到中联办办理“在港
澳地区学习证明”，但前提是在刚到香港后的 3 个月内在中联办注
册过。到中联办办理“在港澳地区学习证明”需要携带港澳通行证、
学生证或职员证。
* 中联办注册现已可以完全于网页上进行，无须前往办事处实
地办理，根据提示即可完成注册，网址：
https://www.xxzminhk.com/ep831/member_author_preview.
jsp
“在港澳地区学习证明”是可以由别人代办的。如果由别人代
办“在港澳地区学习证明”时，需要携带港澳通行证、学生证或职
员证的复印件，其中港澳通行证需要复印首次抵港（大陆和香港）
签注的页面及最后一页。“在港澳地区学习证明”如果遗失，可以
补办。

具体如何缴纳学费宿费可以参考前面的中银银行卡章节。
11.7.2

中联办地址及办公时间

时间：每周二 9:30-12:00；14:30-17:00 （9、10 月份每周二、
四办公）
地址：香港上环干诺道中 200 号信德中心西座 1003（港铁上
环站 D 出口）
查询电话：6559 8923（办公时间） 2831 4333 转（非办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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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学生签注延期

11.8 学生签注延期
所需文件：
1. 表格 ID91：延长逗留期限申请表（只需递交第一及第二页）
2. 香港身份证

* 此节针对签注期限不到毕业（如只有第一年）的同学，若签
注时间够读完本科则不须理会本节
11.8.1

概述

第一次入港的签注是学校代为办理的，需要续签的同学需向
GEO 提交申请然后 GEO 才会协助办理，只要及时上交材料到 GEO 就
可以直接在指定日期去入境处领取签注，具体情况到时有电邮通知。
GEO 办公地点：郑翼之楼 3210 室。下面提到的是如何亲身办理续签 :
11.8.2

办理流程

1、在 ARRO 开具在读证明 .
2、准备好身份证、学生证及通行证的复印件（通行证的复印
件包括大陆签注页，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入港的记录以及最后的照片
页）.
3、携带以上材料前往位于湾仔的入境事务处（港铁湾仔站，
从 A5 出口出来沿天桥直行就可进入入境事务处的大楼）.

3. 旅行证件（显示个人资料、最近期逗留条件和期限及任何
资料更改的页面，如个人资料、证件有效期等）
4. 院校证明信，其上注明修读课程及修业期其他证明文件
11.8.3

注意事项

1、通常来说，续签申请要在上次签证到期前一个月才能申请，
但是因为学生假期多半要返回大陆，入境事务处将学生续签的申请
期限放宽，届时可以向入境事务处询问。如果你的香港签注在 4 个
星期以内就到期，可以在网上申请签注 :http://www.gov.hk/sc/
residents/immigration/nonpermanent/applyextensionstay.htm
2、向 ARRO 申请开在读证明通常要等 10 个以上工作日才能拿到，
所以需要在 ARRO 办理的同学最好提前申请；
3、原则上续签的申请及新签注的领取都需本人亲自办理，但
可以通过书面的授权书委托其它人代为办理，不过在续签的申请及
领取当日，本人必须在香港。
* 入境事务处网站：http://www.immd.gov.hk/hks/

4、乘电梯到 6 楼内地人才计划处并在窗口领号 .
5、在等侯区填好续签申请表格（也可以填好带过去），等待
叫号 .
6、提交相关的证明文件之后，会拿到一张白色的卡片，上面
标有领取签注的日期（一般来说是 10 个工作日后）.
7、在指定的日期或之后带这张卡片及 160 港元手续费去领取
新的签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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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返回目录

附录

1. 各专业建议课程

2. E22 运行时刻表

如何自行查看专业建议课程安排？

· Step1: 前 往 http://www.cityu.edu.hk/catalogue/ug/
current/catalogue/catalogue_UC.htm?page=B/B_major_index.
htm
· Step2: 点击自己的专业的链接
· Step3：左上角选择 Nomative 4 year Degree 或 Advanced
Standing I 或 Advanced Standing II
· Step4：于页面最下方找到 Suggested Study Plan
· Step5：选择自己对应的入学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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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书内超链接一览
· 城大简介：
http://www.cityu.edu.hk/cityu/about/intro-cityu.htm
· 各学院网址：
CB: http://www.cb.cityu.edu.hk/
CLASS: http://www.cityu.edu.hk/class/
CSE: http://www6.cityu.edu.hk/cse/cms/index.
aspx?lang=en
SCM: http://www.scm.cityu.edu.hk/

http://cityuge.swiftzer.net/
· 课程代码中的字母的含义解释：
http://www6.cityu.edu.hk/arro/content.
asp?cid=157#course_code
· 一个学长做的能自动填充表单的 Google Chrome 选课神器 :
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re/detail/cityu-quickcourse-adder/aookheebjfjgipgkpcfoahijdjnlejbk
· 城大校园指南官方完整版：
http://www6.cityu.edu.hk/cdo/download/CampusDirectory.
pdf
· 通往各大楼的路线及实景图：
http://www6.cityu.edu.hk/wayfinder/GettingToU/bymtrkt1.htm

SEE: http://www6.cityu.edu.hk/see/

· 图书馆官网：
http://www.cityu.edu.hk/lib

SLW: http://www6.cityu.edu.hk/slw/index/

· 图书馆条例：
http://www.cityu.edu.hk/lib/about/libreg/regulat.htm

· 城大校园指引：
http://www.cityu.edu.hk/mainland/campus_tour.htm
· 香港天文台官网：
http://www.hko.gov.hk/contentc.htm
· 城大内地本科招生网：
http://www.cityu.edu.hk/mainland/important.htm

· 图书馆自习位预约：
http://libbs.cityu.edu.hk/StudentBook.aspx
· 小组研讨室网上预订方法与详情：
http://www.cityu.edu.hk/lib/about/facility/studyrm/
index.htm

· 学生宿舍处：
http://www.cityu.edu.hk/sro/index.htm

· 宿分计算制度说明：
http://www.cityu.edu.hk/sro/htm/e_apply1_ba3.htm

· Pre-enrolment 登入网页：
http://www.cityu.edu.hk/orientation

· 申请 ARRO 开具证明或证书：
http://www6.cityu.edu.hk/arro/content.asp?cid=7

· 城大官方手机应用：
http://www6.cityu.edu.hk/web2.0/apps.htm
· 主修申请：
http://www6.cityu.edu.hk/arro/content.asp?cid=329
· GE 官网：
http://www.cityu.edu.hk/edge/
· CityU GE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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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香港身份证身份证预约：
http://www.gov.hk/tc/residents/immigration/idcard/
hkic/bookregidcard.htm
（表格下载：http://www.immd.gov.hk/pdforms/ROP1.pdf）
· 入境事务处网站：
http://www.immd.gov.hk/hks/
· Course Pack 的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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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6.cityu.edu.hk/up/coursepack/coursepack.htm
· 新学期会用 Course pack 的课程和预定表格：
http://www6.cityu.edu.hk/up/coursepack/cporder.htm

5. 港铁地图

· 学费的交付方法：
http://www6.cityu.edu.hk/FO/htm/PayMethods.htm
· 校园兼职指南：
http://www6.cityu.edu.hk/caio/ciscws/
· Career and Lead-ership Center 找工作详情关注：
http://www6.cityu.edu.hk/caio/city-u/index.asp
· 宿分计算标准链接：
http://www.cityu.edu.hk/sro/htm/e_apply1_ba3.htm
· CSC 的管理主页网址：
https://www6.cityu.edu.hk/ncm/
· 查询香港邮资：
http://www.hongkongpost.hk/chi/postage/index.htm
· 漂流瓶介绍：
http://www.piaoliuhk.com/procedure.php
· 影子速递介绍：
http://shadowgogo.com/
· 网上订场：
http://www.cityu.edu.hk/sds/home/facilities/dept_fac_
sfbi.htm
· 中联办网上注册：
https://www.xxzmin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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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部分机构工作时间
地点

开放时间

图书馆

8:30-23:00

ELC

9:00-19:00

学生会影印中心
电算服务中心（csc）
电算服务 counter

周六日及公共假期休息
9:15-18:30
8:30-23:00
8:45-23:00 周一至周五
8:45-18:30 周六
12:30-18:00 周日

杨仲仪保健中心

地点

开放时间

李达三叶耀珍学术楼餐厅

7:30-21:00

刘鸣伟学术楼餐厅

7:30-21:00 周一至周六

好味厨

周日及公共假期休息
8:00-24:00 周一至周五

Delifrance

11:00-23:00 周六日 （考试复习期间
可能延长）
8:00-21:00

Deli Plus

8:00-20:45 周一至周五
8:00-17:00 周六
周日及公共假期休息

公共假期休息
9:00-13:00，13:30-18:00 周一至周
五（急诊中间半小时也可以，非预约
非急诊则截止时间提前 15 分钟）
周六 9:00-12:15

学生事业中心

周日及公共假期休息
9:00-17:30 周一至周五

CUT PRICE

周六日及公共假期休息
9:30-19:30 周一至周五
11:00-16:00 周六

商务印书馆

周日及公共假期休息
10:00-20:00 周一至周五
10:00-17:00 周六

杨建文学术楼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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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及公共假期休息
7:3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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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各种清单

附录 .7.2

必带证件清单

1. 往来港澳通行证（背面逗留签注自行办理完成）
2. 学生签（小粉签）

附录 .7.1

录取文件清单

申请签证用资料：此 1-8 项申请签证文件需在收到后立即填妥
并用快递寄回：香港九龙达之路香港城市大学郑翼之楼三楼 3210
室环球事务拓展处，并在封面注明：申请学生签证。* 具体操作以
实际文件上的说明为准。

3. 小白条
4. 内地身份证
5. 护照
6. 录取通知书
7. 父母同意书（仅限未满 18 岁的学生）

• 文件正本：
1. 来港就读申请表 ID995A
2. 网上表格 Request for Visa Sponsorship/ Entry Permit
Sponsorship: go.cityu.hk/xeikba
3. 经济担保声明书
4. 父母同意书（仅限未满 18 岁的学生）
文件复印本：
5. 学生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6. 经济状况证明文件
7. 如拥有旅行证件（如护照）或往来港澳通行证，复印载有
个人资料的页数
8. 如曾更改姓名，提交相关证明副本，如常住人口登记卡
• 家长同意书（仅限未满 18 岁的学生）：填写后需于到港入
学注册入学时交给教务处。
• 英语水平测试通告及回执：详见资料本身

8. 申请课程时涉及到的相关文件如托福雅思证书、高考成绩、
毕业证书等（可带扫描件，但是不需要高中的档案、团关系、户籍
证明之类的）
9. 个人近期证件照数张及电子版，包括 1 寸、护照照片即小 2
寸、香港尺寸（不超过 55*45 mm，不小于 50*40 mm）
附录 .7.3

物品清单

• 必带物品：
1. 约 1 万港币现金（建议备小面额的，1000 面额非常不方便
使用）
2. 少量人民币现金
3. 一些常用药物
4. 自购保险文件复印本（如适用），正本交于家人保管
5. 足量口罩、免洗洗手液、消毒液等（仅适用于今年）
6. 转换插头 + 拖线板（建议购买有通用插口的）
7. 自购保险文件复印本（如适用），正本交于家人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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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口岸或就近地铁站购买八达通，建议人手一张并适当充
值（开学后可办理学生半价八达通）

6. 香港身份证：到港一月内办好（未成年儿童先办小童的，
年满 18 周岁后一月内换新证）
7. 学费宿费：按实际情况（学校会邮件通知）

• 建议携带物品：

8. 中联办注册：到港三月内

1. 惯用文具（香港文具较贵，品种较少）
2. 电子词典（可用手机内翻译 APP 代替）
3. 笔记本电脑（一般学年初学校有笔记本电脑优惠展销，也
可以那时候再买）
4. 床单、枕头、棉被（若不带可于学校附近南山村购买，沙
田的宜家也有卖）
5. 正装（其实大部分同学都是到了香港买的）
6. 衣物（主要春夏装，薄外套，轻便冬装）
7. 生活用品（眼镜、杯子、牙刷、毛巾、餐具、梳子、指甲
钳等等）
8. 书籍（香港书的价格比较贵，可以问问同专业的学长姐有
哪些必备的专业书，在内地提前买好）
9. 厨具（如有需要，学校宿舍每层 cr 都有厨房可以自己做饭）
附录 .7.4

到港待办事项清单

1. 宿舍房卡：到校报到当天（顺便可以开一张宿舍地址证明，
在之后办理各种证件的时候会方便很多）
2. 学生卡：到校报到当天
3. 手机卡：尽快
4. 银行卡：尽快
5. 学生八达通：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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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2020-2021 百科全书已全部结束。不知道读者读后是否
觉得有所裨益呢？本书分为十一章及附录的形式展现给大家。第一
至五章主要包含新生赴港前事宜，第六至十一章则侧重到港到校后
的诸多实用资讯。由于学校以及香港相关资料日新月异，书中内容
在大框架继承传统之外，由 15 届执委会进行了全部内容的审核、
更新、补充和编纂，旨在为 2020 届同学提供最确切的资讯。希望
本书能为读者所用，为同学们的学习生活提供帮助。
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对百科全书进行完善，你的宝贵建议能够
帮助我们做得更好。如果你对本书有任何意见，欢迎随时与 CSSAUG
联系。我们将第一时间进行审核并作出改进。
邮箱：official@cssaug.org

CSSAUG 第十五届执委会·城棠
二〇二〇年七月

特别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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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级 施怡婧（《2013/2014 百科全书》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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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2015/2016 百科全书》主编 ）

2015 级 朱奕敏 ;2015 级 洪

昊 ;2015 级 梁铭思 ;2015 级 汪万洲 ;

2015 级 杨子畅（《2016/2017 百科全书》主编 ）

2015 级 陈柏宇 ;2015 级 丁

馨 ;2015 级 周正浩 ;2015 级 李安欣 ;

2015 级 孟庆焓（《2017/2018 百科全书》校对 ）

2015 级 李木之 ;2016 级 徐蓝天 ;2016 级 锁

2016 级 王浩南（《2017/2018 百科全书》主编 ）

2016 级 徐静之 ;2016 级 杨紫洪 ;2017 级 黄梓莘 ;2017 级 何昕璇 ;

2016 级 赵

2017 级 薛李晨 ;2017 级 徐振铭 ;2017 级 周

睿（《2018/2019 百科全书》校对 ）

菲;

越 ;2014 级 王一迪 ;2014 级 姚丹琪 ;2014 级 唐四海 ;
乐 ;2015 级 朱玉萌 ;

赞 ;2016 级 屠紫苏 ;

颜 ;2018 级 谢雨汝 ;

2017 级 章思危（《2018/2019 百科全书》主编 ）

2018 级 黄任翔 ;2018 级 王玄硕 ;2018 级 王开鹏 ;2018 级 韩嘉璇 ;

2017 级 刘嘉欣（《2019/2020 百科全书》校对 ）

2018 级 陈梓安 ;2018 级 薛政辉 ;2019 级 姬皓冉 ;2019 级 周宛月 ;

2018 级 王真语（《2020/2021 百科全书》校对 ）

2019 级 张逸枫 ;2019 级 杜思成 ;2019 级 方嘉颖 ;2019 级 胡正林 ;

2019 级 覃一刚（《2020/2021 百科全书》主编 ）

2019 级 李子涵 ;2019 级 李君豪 ;2019 级 吴子扬 ;2019 级 徐睿晨 ;
2019 级 裴浩辰 ;2019 级 陈界蒙 ;

以及学校环球事务处 GEO 的大力支持
以及其他所有为百科全书的编辑和修订工作提供意见和建议的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