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市华侨中学 2015年侨生班招生章程

广泛开展“以和谐发展为方向，以学生自主为原则，以华侨文化为核

心”的校园文化建设。构建一流的校本课程体系，开发《校史读本》、《香山

华侨文化读本》、《办一流华侨中学》、《天下为公》等系列校本课程。组建

了中学生领导力、模拟联合国、春蕾话剧社等 50多个学生社团，促进学

生综合发展。校红十字会曾于 1997年代表中国红十字会赴香港参加接

受香港红十字会回归祖国仪式，每年参加市慈善万人行表演。侨苑文学

社，连年获得市教体局校园文化优秀期刊一等奖。中学生领导力社团参

加全国中学生领导力大赛荣获特等奖第一名，“绿益环保公司”荣获省优

秀学生社团称号，管乐队参加广州亚运会开幕式演出，并在管乐比赛中

荣获银奖。学校每年举办国际文化节、女生节、华侨文化大讲堂、英语辩

论赛、篮球赛、啦啦操比赛、迎新晚会以及对外交流演出等活动，丰富了

校园文化生活。校园环境极具华侨文化风情，打造“穿西装、戴斗笠”的

陈嘉庚式校园建筑，突显环境育人功能。

文化育人 侨校特色
Cultural Cultivation Overseas School Features

2011年 梁 晶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麦龙辉 清华大学

2012年 刘 曼 清华大学 市理科总分状元 省前十名
赵恩斌 北京大学
李敏苑 北京大学
玹张 硕 北京大学
郑昭敏 香港大学。
王艾婧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易 康 新加坡国立大学
何倩玮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朱子心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高允逸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刘逸思 英国国王学院
刘思隽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2013年 潘淑蓓 北京大学 市文科总分状元 省前 10名 省文科数学状元
林诗敏 北京大学 港澳台侨联考全市第一名，全国第五名
朱 婧 北京大学
文孝珍 清华大学
黄麒冲 清华大学
黎敏静 清华大学
谷秋实 剑桥大学
马 畅 牛津大学
余 健 悉尼大学
徐健怡 悉尼大学
吴子欣 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
刘美娟 波士顿大学
黄雪雅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余婷婷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
何詠琪 澳门大

2014年 龙上邦 北京大学
王艳卿 北京大学
陈嘉毅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锜李雨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梁楚冰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梁玉莹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向江蜀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郑颖昕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李星雨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姻清华北大年年有 世界名校届届出

课程简介
中山市华侨中学高中部开办 A

levels/SAT国际课程班，教学方式和教学内
容与世界大学接轨。学生经过 3年的学习，
通过 A levels 或 SAT 全球统一考试和
IELTS雅思考试，可直接申请美国、英国、澳
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
国家或地区的知名大学，包括哈佛、普林斯
顿、耶鲁、剑桥、牛津等世界顶尖大学。

办学宗旨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现代化人才，为有

能力且有志于到国外大学读书深造的学生

提供一条宽口径、高层次、低风险的海外升
学通道。
学 制院三年
课程内容院
开设国际高中课程，学生完成课程后，

保证升读世界排名前 300的世界知名大学。
招生形式院 自主招生
招生人数 院50人
学习费用院
暂定第一年 6万，第二年 7万，第三年 8

万。最后以物价局审定为准。
具体安排院

1.报名时间：与中考填报志愿时间一致
2.报名方式：直接填报志愿,在提前批次

选“中山市华侨中学国际班”（提前批次的录
取不影响第一、第二志愿的录取，不受户籍
限制），并到华侨中学国际部登记。

3.报名联系人：秦老师，徐老师，漆老师
联系电话：0760—88787978，88787987
相关说明
考生在中考志愿提前批填报中山市华

侨中学高中部国际课程班，然后由市招生办
根据中考总分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中山市华侨中学 2015年高中国际课程班招生章程

制定了“一高（理想前途教育，着眼学生的长远发展）”、“一实（习惯

养成教育，着眼学生基本道德素质的培养）”、“一特（华侨文化教育，着

眼学生华侨精神特质的培养）”的德育新思路，形成了教风正、学风浓、

校风优的良好局面。2014年高考重点本科录取 452人，重点本科升学率

达 27.3%；本科录取 1552人，本科升学率达 93.6%。专科以上升学率为

100%，全市第一，考生百分百上大学。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薛晓

峰在与部分高中校长座谈时，高度肯定了我校的深加工能力：“注重入

学教育，以低进中出、中进高出、高进优出为培养目标，这也是人才培养

的转型升级。”

港澳台侨学生单独编班，按照国家港澳台侨考生高考联合招生考

试大纲和考试科目要求开设基本课程，增设国际课程。与有“华侨最高

学府”美誉的暨南大学缔结了友好合作关系，借风借力办好侨生班。目

前已招 7届，2014年，54人参加全国港澳台侨生联考，全部达到本科以

上，升学率为 100 %；50人突破重点线，重点本科升学率为 92.6 %，创历

史新高。王艳卿同学被北京大学录取。

高中部开办 A levels/SAT国际课程班，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与世界

大学接轨。学生经过 3年的学习，通过 A levels或 SAT全球统一考试和

IELTS雅思考试，可直接申请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马

来西亚、香港等国家或地区的知名大学，包括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剑

桥、牛津等世界顶尖大学。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广东省妇联、省妇儿工委等部门的领导、

专家莅临我校调研女生教育工作，赞扬我校培养“ECE（刚健、关爱、进

取）女生”的经验和做法是全省乃至全国女性教育工作的成功典范。《中

国教育报》、《中国德育》、《广东教育》、《学校品牌》等报刊介绍了我校的

办学特色和成功经验。

姻本版责任编辑院顾琳璘第二尧三版 2015年 6月 18日 星期四

中山市华侨中学是广东省首批省一级学校、省首批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华文教育基地、中华文化传承基地、省绿色学校、省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示范学校、省校园安全文明学校、省体育特色学校、省首批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省红十字模范校、省特级档案综合管理学校；校党
委获评省教育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学校被确立为省教育系统创建学习型党组织示范联系点（全省只有 3所中学获此殊荣，而中山只有一
所）；校团委获评省五四红旗团委。学校坚持“名校＋侨校”的发展战略，秉承“自强不息，敢争第一”的校训，通过实施“品牌校长（教育家校长）+
品牌教师（教育家教师）”的策略，办品牌学校（全国一流、国际知名的华侨中学），培养品牌学生（爱国爱乡、崇德行善、刚健进取，国际视野、世界
胸怀的世界侨中人）。

To Run the National First-class and World-renowned Overseas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名师辈出 实力雄厚
A galaxy of top teachers A guarantee of terrific teaching

中山市华侨中学 2015年高中招生章程

学校简介
Brief Introduction to Our School

校风一流 成绩卓著
Excellence in Ethos Eminence in Achievement

依托蔡冠深对外交流基金会，广泛结盟海内外名校。先后与日本横

滨山手中华学校、英国 Aquinas college、新加坡莱佛士书院、新加坡华侨

中学、加拿大西点格雷学校、英国德蒙福特大学以及香港筲箕湾东官立

中学、澳门濠江中学、香港东华三院李嘉诚中学等一批国内外知名学校

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教授，暨南大学校长胡军教

授，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郭思乐教授，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

主任、华东师大教育学院院长陈玉琨教授等名家应邀来校作专题演讲。

发挥中华文化传承基地和华文教育基地的优势，广泛传播优秀传

统文化。选派教师参加省教育厅、省侨办组织的海外支教活动。与市外

事侨务局联合主办“中国寻根之旅”中美师生夏令营，并与美国、新加

坡、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开展友好交流系列活动。国务院侨务办公

室主任裘援平寄语侨中：“不仅要成为国内外名校，还要在华文教育方

面给世人带来惊喜。”

国际视野 世界胸怀
International Vision Worldwide Mind

学校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以省名校长林加良工作室和省名师王

世勋工作室为标杆，成立了 12个名师工作室和 10个名班主任工作室，

确立了“青年教师→青年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名师专家”的教师培

养愿景规划，为教师成名、成家搭建平台，并通过生本课堂、教学竞赛、师

徒结对、听课研讨、学生评教、教学质量评比等措施，不断提升教师专业

素质。目前，学校有全国模范教师 2人,全国优秀教师 2人,全国师德标兵

1人;省教育家培养对象 1人,省名校长 1人,省首届中小学校长工作室优

秀主持人 1人,省名教师 1人,省名师培养对象 1人，省首届名教师工作

室主持人 1人；特级教师 4人,省师德标兵 1人,南粤优秀教师 8人,省级

以上骨干教师培养对象 8人,市教育名师 6人；高级教师 206人,具有博

士、硕士研究生学历 167人。

学校科研实力雄厚。两次荣获广东省基础教育成果一等奖，四次荣

获广东省侨资学校优秀办学成果奖；课题《办全国一流华侨中学的理论

与实践》成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 2009年度教育部规划课题；课

题《和谐发展教育模式下的校本课程建设与开发》荣获教育部全国“十一

五”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

姻2011—2014年高考本科录取人数

2008年秋季，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我

校首次自主招收港澳台侨和外国籍学生。7

年来，学校采取针对性的教学措施，精心组

织教学，效果显著。2011年首届毕业生 44人

参加港澳台全国联考，33 人被重点大学录

取，42 人被本科院校录取，本科录取率

95.5%。2012年毕业生 51人，44人被重点大

学录取（其中 3人被北京大学录取），50人

被本科院校录取，本科录取率高达 98%。

2013年毕业生 51人，38人被重点大学录取

（其中 1人被北京大学录取，1人被清华大

学录取），51人被本科院校录取，本科录取

率达 100%。2014年毕业生 54人，50人被重

点大学录取（其中一人被北京大学录取），54

人被本科院校录取，本科录取率 100%。

招生对象院
1. 具有中山市初中学籍的港澳台侨和

外国籍学生。

2. 非中山市初中学籍但具有同等学历

的港澳台侨和外国籍学生。

报名条件院必须符合中山市高中阶段招
收港澳台侨和外国籍学生的管理规定。

报名办法院具有中山市初中学籍的港澳
台侨和外国籍学生，须参加 2014年中山市

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

考试（即中考），填报志愿时在提前批自主招

生栏中填报《中山市华侨中学港澳台侨生

班》志愿。非中山市初中学籍的港澳台侨和

外国籍学生，须参加我校单独举行的文化课

考试。

招生录取院
1.招生人数：60名。

2.投档录取：根据考生志愿，按考生中

考成绩，由高到低投档；非中山学籍的港澳

台侨和外国籍学生根据自主招生考试成绩，

择优录取。

课程设置院单独编班，统一管理，按照国
家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院校联合招收港澳

台侨和外籍学生统一考试大纲和考试科目

要求开设课程。

收费标准院具有中山市学籍的港澳台侨
和外国籍学生享受我校正取生待遇。

迎新文艺汇演 野茫茫前路袁为你指路冶项目展示

杨振宁教授参加 60周年校庆活动 舞蹈队赴日本表演舞蹈叶天山少女曳

赴新加坡莱佛士女中交流 在韩国京畿道体验韩服文化

全国优秀教师尧特级教师仇钧与学生在一起全国师德标兵战桂芳在辅导学生

学生宿舍
校本课程叶天下为公曳获全国校本课程设计大赛野世界公民教

育奖冶第一名

省名校长林加良与工作室成员一起研讨 省名师尧特级教师王世勋在上体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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