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请流程



前期准备

•报名参加相关英语考试（托福、雅思，

任意一种即可）

•报读者需要向考试机构申请官方成绩

单，并由该机构发送至香港中文大学

研究院

•若成绩不理想可再次报考，并把合乎

最要求的成绩单再次发送至研究院

英语成绩

•大学在读生需在本校开具在读证明，

并开具现阶段已有的官方成绩单

•已经毕业的学生，如果想申请，则需

准备好学历证书、毕业证书及学校官

方成绩单

毕业证书

成绩单 •个人简历

•两封推荐信

•及早申请港澳通行证 (不需提交)

•准备好可用于网上支付的信用卡

（master/visa）

个人文书



开设账户

• 登录学校网上申请系统
• https://www.gradsch.cuhk.edu.hk/OnlineA

pp/login_email.aspx

https://www.gradsch.cuhk.edu.hk/OnlineApp/login_email.aspx


此处填写的英文姓
名需与护照/港澳
通行证上的一致

邮箱地址务必填写正确



开始申请



网上申请

选择6. Faculty of Medicine

• 选择相应的学院



选择Epidemiology & Biostatistics  MSC (Master of Science)    
Full-time



选择Public Health MPH (Master of Public Health) Full-time



选择相应的主修领域
**取录后,将不能更改



字数不超过300个英文字母



请填写内地居民身份证号



选择申请人所居住
内地省市

除表格中有特殊标示需用中文，其余
一律用英语填写；需用中文处填写繁

简体均可，但建议填写内地通讯地址
时最好用简体书写，学校将按此地址
寄送材料



填写相关学历/学位信息，表中填写

为本科学位，若有硕士、博士、双
学位等可点击“more academic 
qualifications”继续补充填写

选both即可

GPA：在读生可填写截止申请时的绩

点，具体参考学校官方成绩单或成
绩查询系统

如果你没有在
香港中文大学
读过其它课程，
此处不用填



如已通过相关英语考试，并取得满意成绩的申请者可选填相应的英语成绩；
若还未参加考试或者成绩未出，可暂时不填。此处多种英语成绩类型，只
需填写其中一种即可，如同时有多种考试的成绩，全都填上也无妨



此处填写申请者的相关职业资格证书，不是填写语言证书或大学奖项，
而是如司法考试、执业医师、注册会计师等。此栏空着也没关系。



此处填写工作或实习经历，从最近的经历往前写，若没有也可不填。



这是关于信息来源的问卷调查，即你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这个硕士学位
项目的，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即可。





报名费为300港币。
持有支持visa/master的信用卡直接网上付款
没有支付的申请将不被接纳







修改申请表格

重新登入后点击此栏



修改申请表格

修改申请表格

 递交申请后，如有任何修改可凭申请帳戶登录更改。

 https://www.gradsch.cuhk.edu.hk/OnlineApp/login_email.aspx （研究院申请系统）

https://www.gradsch.cuhk.edu.hk/OnlineApp/login_email.aspx


上传证明文件

上传证明文件

上传扫描版的证明文件有助于
招生秘书加快审核



1. 所就读大学毕业证及本科学历证书扫描件；
在读生则扫描所就读学校开具的在读证明

2. 英语成绩证明扫描件身份证扫描件（与网上报名时
填写的证件类型一致）

3. 其他证书或证明材料（如没有，可不用）

4. 所就读大学开具的官方成绩单扫描件

上传证明文件



成绩单

Transcript Submission Covering Sheet  这个cover sheet的意义，其实是想
让申请者将表格填好完交至所就读
学校，学校再根据要求出具成绩单。

 但内地大学院校一般只要学生申请
即可，不需要这张表格，所以大部
分同学都是将cover sheet与成绩单
一同寄送回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

 Cover sheet可与成绩单一同放入信
封中密封，也可直接与密封好的成
绩单一同放入需要寄送的材料中。

 注意：成绩单需由学校盖章，并装
在信封内，信封上下两个封口均要
求有学校盖章。（如左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RANSCRIPT SUBMISSION COVERING SHEET 

 

To the Applicant: 

1.  Complete all sections of this Transcript Submission Covering Sheet; 

2. Apply to your former/current university for sending an official transcript together with this covering sheet in a 

sealed envelope to the Division/Programme which you wish to apply for admission. 

If you possess any qualifications (Bachelor's or higher degree) of CUHK, you may send the photocopies of 

transcript instead of applying for a new one. Please attach this covering sheet to the photocopies of transcript 

and send to the Programme Office directly; 

3. Make copies of this covering sheet for use if you have more than one university level qualification. 

                                                                                                               

I.  Personal Particulars: 

 

Name (in Chinese)           (in English)          

 

Telephone no.                E-mail          

 

II. Postgraduate Programme Applied for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gramme Degree/Diploma Mode of Study 

 

 

Address of Division/Programme (Please refer to the programme prospectus) 

 

III. Information on University/Institution Attendance: 

University/Institution Attended Date of Attendance (From/To) Degree and Date of Conferment 

                                                                                                                

To: Officer responsible for issuing transcripts 

 

The applicant whose name appears above is applying for admission to a postgraduate programme at this 

University.  Please send the official transcript together with this form in a sealed envelope to the relevant 

Division/Programme (please refer to Section II for the address). 

Application No.: 12316974

傅晓红 FU, Xiaohong

+8613632399009 fuxhong@gmail.com

FAMILY MEDICINE MASTER OF FAMILY MEDICINE Full-time

Master of Family Medicine programme

Rm 202, 2/F,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Prince of Wales Hospital

Shatin, N.T., Hong Ko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Sep 2007 -Jul 2012 B.A. degree  Jul 2012



推荐信两封

Confidential Recommendation Letter

选择网上(online)的申请者
在研究院申请系统中, 填写推荐人的正确电邮地址



推荐信两封

Confidential Recommendation Letter

选择邮寄(mail)的申请者
在研究院申请系统中，选择“Download Forms”
下载 Confidential Recommendation (推荐信表格)



推荐信两封

 推荐人最好来自是相关专业
领域的；可只填推荐表，也
可再另外附上一封推荐信。

 推荐信可由推荐人直接寄出，
也可与其他申请材料一起由
申请者寄送。

 注意：推荐信的右下方及推
荐表格的最后，需要有推荐
人的姓名。推荐信的信封上
下两个封口均要求密封并有
推荐人签名（如左图所示）。

Confidential Recommendation Letter



邮寄材料

 需要邮寄的文件如下：

 学位证明及毕业证复印件（若为在读学生，则邮寄在读证明原件）

 大学官方成绩单原件（需密封）及成绩单

 with Grading Scheme (绩点计算表)

 with GPA/average score (平均学分绩点)

 英语成绩单 (由机构寄送原件)

 推荐信两封（需密封）**适用于选择邮寄(mail)的申请者

 邮寄材料放入寄送的包裹前，最好先放入一大文件袋或大信封内，并用单独的一张纸
写上申请姓名、申请编号，并逐条列出信封中有哪些材料。

 将所有材料快递至: MSc in Epidemiology & Biostatistics, Rm202, 2/F.,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Prince of Wales Hospital, Shatin, N.T.，Hong Kong

 材料需在申请截止日期前寄达学校，因此需预留出寄送材料所需的时间

 联系方式: 电话 +852 2252 8434 / +852  2252 8418
传真 +852 2145 7489 
邮箱 epibiostat@cuhk.edu.hk

mailto:epibiostat@cuhk.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