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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侨中

多彩侨中

2016 年中山市华侨中学高中招生计划

Colorful Zhongshan Overseas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Distinctive ZhongShan Overseas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基金等十七项基金，为侨中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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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理念，打造女生教育和世界公民教育两大特色德育品
牌，培养
“ECE（刚健、关爱、进取）”女生，形成了教风正、学风浓、校风优
的良好局面。

广东省首批省一级学校、首批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中华文化传
承基地、
华文教育基地。学校坚持
“名校 + 侨校”发展战略，
打侨牌，
铸品
牌，用先进的华侨文化引领，办全国一流、国际知名的华侨中学，培养爱
国爱乡、
崇德行善、
刚健进取、
和谐创新、
国际视野、
世界胸怀的世界侨中
人。校董、
校友出钱、
出心、
出力、
出时间，把办好侨中当作自己的人生事
业，
设立了蔡继有高考中考奖、
蔡冠深对外交流基金、
校友奖教奖学助学

学校成立了中学生领导力、模拟联合国、英语辩论队等 100 多个学
生社团，为学生搭建施展才华的平台，培养学生的社会活动能力和综合
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和谐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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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
校女排 8 次获市冠军；校男篮 7 次获市冠军；乒乓球
队获得 2 项市冠军；技巧队获全国青少年技巧锦标赛四项第 1 名；定向
越野队获省定向越野赛三项第 1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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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华南地区管乐、打击乐独奏、重奏邀
请赛一等奖。学生合唱团参加广东省首届中小学合唱比赛获一等奖。2
位同学获第 18 届省体育舞蹈锦标赛学生 16 岁以下组拉丁舞第 1 名。5

位同学考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依托蔡冠深对外交流基金以及中华文化传承基地和华文教育基
地，广泛结盟海内外名校。与日本、韩国、英国、新加坡、美国、加拿大、越
南以及港澳地区多所名校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每年组织优秀教师赴
海外名校交流研讨或进行华文教育巡讲；每年组织优秀学生赴海外名
校互动学习或参加夏令营、冬令营活动；每年接待许多海外名校师生来
到我校参观交流。这些活动开阔了师生的国际视野和世界胸怀，加快了
教育国际化、现代化、多样化的进程。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教授两次莅
校参加校庆活动并做精彩演讲，提升了学校的文化品位。

校友捐款

女生教育闻名全国

管乐队参加广州亚运会演出并获银奖袁 获华南地区邀

模拟联合国社团获全国赛多个单项奖

中学生领导力社团获全国赛综合评比特等奖尧团体一等奖

与美国尤方玉屏学校学生同场竞技

男子篮球队 7 次获得市冠军

请赛一等奖

大美侨中
Beautiful ZhongShan Overseas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美在环境。学校拥有初、高中两个校区，
校园环境优雅，
基础设施齐
全，
图书资料丰富。有全国一流的中学图书馆，
教室与功能室全部使用现
代化教学平台，
万兆光纤接入校园网，教室和宿舍全部安装空调，
有 400
米塑胶跑道标准运动场。高中部状元林、
桂园、
人工湖等多个园林名树林
立，
清幽怡人；
现有教学楼 4 座，
宿舍楼 3 座，
饭堂 2 座，
综合楼一座。教
学、
生活设施均按高规格设置；
饭堂是中山市第一批达标的省 A 级饭堂，
被评为市中小学规范化食堂，学校获评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单位。
校园建筑具有
“穿西装，
戴斗笠”
的陈嘉庚式建筑特色，
极具华侨风情。

美在教师。成立 12 个名师工作室和 10 个名班主任工作室，为教师
发展搭建平台。设立教师专业发展、班主任专业发展和教育科研发展三
大基金，助推教师成名成家。现有全国模范教师 2 名，全国优秀教师 2
人，全国师德标兵 1 人；
省骨干校长培养对象 1 人，省名教师 1 人，省首
届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1 人；
特级教师 4 人；省师德标兵 1 人，南粤优秀教
师 9 人，
省名师培养对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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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学历教师 177 人。

与新加坡莱佛士女中交流

备注院招生计划最后以市教体局公布数据为准遥
附 1院收费标准渊国际班除外冤院
按照中价[2009]147 号和[2009]238 号及中教[2010]号、中价[2013]号文的有关规定执行。
具体标准院
学杂费：1200 元 / 学期；住宿费：500 元 / 学期（含空调费 90 元,热水费 30 元）；
体检费：32 元 / 学年。
附 2院助学措施院
学校设立了曾玉桥、林树棠、焦嫣珊等十几种奖学助学基金，保证每一位学生不因经济困难而辍学。并且对于考上重点大学的贫困生,学
校校友助学基金会将会继续资助其读大学。

2016 年中山市华侨中学
自主招收港澳台侨和外籍学生招生章程
仇钧

全国优秀教师、
省特级教师、
省首批名班主任

战桂芳

全国师德标兵、南粤优秀教师、省师德标兵

孔凡平

全国模范教师

2016 年秋季我校继续采取自主招生形
式，选拔录取港澳台侨和外籍学生。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尧招生对象
具有中山市初中学籍的港澳台侨和外
国籍学生。
二尧报名条件
必须符合中山市高中阶段招收港澳台
侨和外籍学生的管理规定。

王世勋

省特级教师、省名师、
省首届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周红梅

南粤优秀教师

刘向春

三尧报名办法
须参加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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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尧招生录取
1、招生人数：60 人，
全部是正取生。
2、投档录取：根据考生志愿，按考生中
考成绩，由高到低投档。

省 A 级饭堂

学生宿舍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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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ul Zhongshan Overseas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高考中考屡创佳绩。塑造了位居全省前十名的文、理科高考尖子，
创造了“清华北大年年有，世界名校届届出”的高考辉煌，彰显了“低进
中出、中进高出、高进优出”的“深加工能力”。高考重点本科、本科录取
人数和录取率逐年增加，2015 年重本已突破 600 人，达 633 人, 录取率
37.1%；本科录取人数达到 1582 人，
录取率达 92.7%。学生 100%升入专科

以上大学。自 2002 年至今，
已有 31 位同学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录取；
有 36 位同学被哈佛、剑桥、牛津等世界排名前 50 名的大学录取；4 位同
学获得全市高考总分状元，2 位同学高考总分进入全省前 10 名。学校
高、初中连续九年分别获得中山市教学质量评价一等奖。

五尧课程设置
已被我校录取的港澳台侨和外籍学生
实施单独编班（2 个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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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联系人院张老师
联系电话院0760-88722691

全国外语教师园丁奖获得者

2016 中山市华侨中学高中部国际课程班招生章程

高中部校门

实力侨中

大礼堂

状元林

课程简介
中山市华侨中学高中部与香港现代教
育公司合作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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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通用的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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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英国
Times 排名为准）的知名大学。
招生形式院 自主招生
招生人数院50 人
学习费用院 第一、第二年学费为 70000
元 / 年，第三年学费为 80000 元 / 年，教材
费 4000 元 / 年。由香港现代教育公司收取。
录取规则院
1、有意愿读我校国际班的考生需于 5
月 21 日参加我校国际部的自主招生测试，
根据自主招生测试成绩确定是否具备入围
资格。
2、具备入围资格的考生按照中考成绩

李健 2002 年高考市总分状元，考入清

胡昉昊 2004 年考入武汉大学，后赴美

华大学，后获高额奖学金赴美国加州大

谷秋实 2008 年被评为市首届“优秀学

马畅

中，
现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

2008 年 考 入 新 加 坡 莱 佛 士 女

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攻

子”，考入新加坡莱佛士书院，现就读于

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

读博士。

英国剑桥大学。

叶倩儿 2008 年高考市文科总分、语文

尹若楠 2009 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后

前十名，考入清华大学。被哈佛大学录

潘淑蓓 2013 年高考市文科总分状元、省

单科状元，考入北京大学。

获全额奖学金赴耶鲁大学攻读博士。

取为硕士研究生。

前十名；省数学单科状元，考入北京大学。

从高到低录取。
3、如自主招生未招满 50 人，则剩余名
额通过征集志愿补录，征集志愿补录按中考
成绩录取。
志愿填报院
考生须在中考志愿提前批次填报“中山
市华侨中学国际课程班”
。
自主测试方法院
自主测试分笔试和面试两部分进行，笔
试主考英文，主要测试听力 + 语法 + 写作，
时间 60 分钟，笔试满分 530 分。面试满分 70
分。自主测试总分 600 分。
报名联系人院邸老师，徐老师，漆老师
联系电话：0760—88787978，88787987

刘曼

2012 年高考市理科总分状元、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