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中山市华侨中学招收港澳台侨和外国籍学生招生章程

我校现有全国模范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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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学历教师 185人。高考屡创新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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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才培

养“深加工能力”。2016年重点本科录取人数首次突破 800大关，达到

810人，录取率近 50%；本科以上录取 1557人，录取率首次突破 95%，考

生 100%上大学。全市理科总分前 10名我校有 2人，人数排全市第二名；

罗美玲同学夺得全市英语单科状元；6位同学被清华、北大录取，录取人

数排全市第二名。自 2002年至今，已有 37位同学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录取；有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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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续十年荣获市普通高中教学质量评价先进学校。

质量立校，成就高考连年辉煌
Ensuring its Teaching Quality, Achieve Continuous Glory i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一尧课程简介
中山市华侨中学高中部与现代国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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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美
国哈佛，英国剑桥，加拿大多伦多，澳洲国
立，香港大学等世界顶尖大学。
二尧办学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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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尧学制
三年
四尧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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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尧招生人数尧对象
招生人数：50人
招生对象：参加中山市 2017年中考的

应届毕业生（户籍不限）
六尧学习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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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现代国际教育（中山天下教育咨询有
限公司）收取。
七尧志愿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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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尧录取规则
有意报读我校国际课程班的考生，中

考总分成绩不低于 360分，并且英语单科
成绩不低于 80分，按总分从高到低择优录
取。

2017中山市华侨中学高中部国际课程班招生章程

依托中华文化传承基地、华文教育基地以及蔡冠深对外交流基金

会，“走出去，引进来”，广泛结盟海内外名校。与美国、英国、加拿大、日

本、韩国、新加坡、越南等国家以及香港、澳门地区一大批名校保持友好

往来。每年派遣优秀教师赴海外名校进行研讨或开展华文教育巡讲活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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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待许多海外名校来我校参观交流。这些活动开阔了师生的国际视野、世

界胸怀，加快了学校的国际化办学进程。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教授两次

莅校参加校庆活动并作精彩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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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开设 9届侨生

班（港澳台侨外籍生），一大批学生考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及国内外一

流名校。2016年侨生班重点本科上线 81人，上线率达 98.8%；本科以上

上线率达 100%，有 4位同学被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录取。侨生班开办至

今，共有 16名同学考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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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开设 5届国际班。学生经过 3年的学习，可直接申请美国、

英国、澳大利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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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获批为“GCE A levels国际考试

中心”，成为中山首个 GCE A levels课程官方教学点和考点。2016年国

际班 23位同学全部考上世界排名前 300名的大学。其中，14位同学被

世界排名前 100的名牌大学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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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Zhongshan Overseas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特色发展，打造侨校名校品牌
Developing its Characteristics, Forge its Brand as a Famous Overseas Chinese School

2017年中山市华侨中学招生计划

开放办学，彰显师生国际视野
Broadening the Way of Running School, Manifest the Global Vision of its Teachers a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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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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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百团大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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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发展。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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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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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代表队奔赴北京参加全国中学生领导

力与创新力大赛及国际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屡获佳绩。学校每年举

办国际文化节、女生节、创客节、体艺节、华侨文化大讲堂、英语辩论赛、

篮球赛、排球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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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校女排 8次获市冠军；校男篮 10次获市冠军；

羽毛球队 5次获得市冠军；乒乓球队获得 3项市冠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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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建平台，提升学子综合素养
Providing a Platform,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its Students

我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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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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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了大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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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为学校发展出钱、出力、出心、出时间，设立了蔡继有高考

中考奖等 18项基金，为侨中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中考考入

侨中，总分排在全市前 5名的优秀学生，校董奖励每人 2万元，总分排在

全市前 100名的学生每人奖励 1万元。高考考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或

考入世界排名前 20名大学的学生,校董奖励人民币 10万元(其中，考入

世界前 10名大学的奖励 20万元)。学校保证每一位入读侨中的学生享

受优质教育资源，绝不会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同时，积极资助考入重

点大学的贫困学生。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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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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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尧报名办法
须参加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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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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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尧课程设置院
已被我校录取的港澳台侨和外籍学生实

施单独编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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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尧收费标准

依据：中价[2009]147号、粤价[2009]238
号、中教[2010]197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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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尧联系方式
地 址：中山市石岐区大沙南路 1号
邮 编：528400
电 话：0760-88722691（张老师）
传 真：0760-88700302
网 址：http://www.zsqz.com

附 1院收费标准
依据：中价[2009]147号、粤价[2009]238号、中教[2010]197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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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设立曾玉桥、林树棠、焦嫣珊等十几项奖学助学金，保证每一位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退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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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招生计划最后以市教体局公布数据为准。

与美国尤方玉屏学校学生同场竞技 与澳大利亚本拿比中学交流

海外华裔青少年夏令营在我校举行 全国最美中学生杨靖渊国际部学子冤

国务院妇儿工委领导莅校调研性
别平等教育工作

蔡冠深董事长颁发高考奖学金 常务副董事长苏继滔颁发苏
继滔高考奖学金

建校 62周年领导嘉宾合影

中国文化节 国际文化节 女生节

首届创客节体艺节 管乐队参加广州亚运会开幕式演出

名师工作室成员合影

赴日本考察交流

与新加坡莱佛士女中交流

全国优秀教师尧省特级教
师尧省首批名班主任

全国模范教师 省特级教师尧省名师尧省首
届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全国外语教师园丁奖

南粤优秀教师 南粤优秀教师 南粤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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