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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升學資訊本地升學資訊

華南師範大學分為廣州石牌、廣州大
學城、佛山南海和汕尾四個校區。學校有
84個本科專業，學科覆蓋哲學、經濟學、
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
學、農學、醫學、管理學、藝術學共12個
門類。其中化學、材料科學、工程學和數
學四個學科更進入ESI世界前5%，物理學
就入選國家 「世界一流學科」 建設名單。
學校現有全日制本科生26972人，碩士研
究生9700人，博士研究生1213人，博士
後在站275人，留學生578人。在華南師
範大學修讀軟件工程的雨同學，在佛山南
海校區讀書，她分享稱南海校區的宿舍較
石牌校區的大，大學附近配套完善，步行
五分鐘便有超級市場、健身室和卡拉OK
等。

設全國唯一教師海外培訓辦
作為華南地區教師教育的 「龍頭」 學

校，華南師範大學是全國 「高等學校繼續
教育示範基地」 之一，亦是全國唯一一家
教育部設立了教師海外培訓項目辦公室
的地方高校，形成了多層次、全方位的
教師職後培訓體系。華南師範大學的畢
業生覆蓋普通教育、特殊教育、職業教
育全領域，學前、小學及中學階段，該
校的招生規模和比例均居全國重點師範大
學前列，培養質量在全國師範院校中名列
前茅，是教育部 「高等學校繼續教育示範
基地」 。

80多年來，一代又一代華師人秉承優
良傳統，踐行 「艱苦奮鬥、嚴謹治學、求
實創新、為人師表」 的校訓，致力於培養
卓越教師、推動區域教育發展、引領中國
南方教師教育，為建設國內一流、世界知
名的綜合性師範大學而努力。

學校又積極開展對外交流，已與境外
160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建立合作關

係。其中，與荷蘭埃因霍溫理工大學、荷
蘭特文特大學、瑞典隆德大學、格羅寧根
大學、米蘭比可卡大學等共建了國際聯合
實驗室；而與加拿大卑詩省高貴林市、法
國留尼汪大學、拉脫維亞共和國拉脫維亞
大學就共建了三所孔子學院。

與港澳台及海外多間院校合作
為了提高學校國際化水平，加強學生

層面的國際交流，拓寬學生國際視野，學
校自2000年開始，先後與美國聖路易斯大
學、英國阿伯丁大學、加拿大英屬哥倫比
亞大學、瑞士蘇黎世師範大學、荷蘭特文
特大學、愛爾蘭國立科克大學、法國尼斯
大學、西班牙哈恩大學、比利時根特大
學、俄羅斯聖彼得堡彼得大帝國立技術大
學、澳洲昆士蘭大學、新西蘭奧克蘭大
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日本兵庫教育
大學、韓國漢陽大學以及香港、澳門和台
灣地區等110多所院校和機構，開展130
多個學生交流學習及實習項目。

想報考的香港學生需持香港永久性居
民身份證和《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

或《港澳居民居住證》。報讀碩士學位研
究生須具有與內地學士學位相當的學位或
同等學歷，報讀博士學位研究生須具有與
內地碩士學位相當的學位或同等學歷。考
生應在規定報名時間登錄內地普通高校面
向港澳台地區招生信息網（網址：http://
www.gatzs.com.cn/）瀏覽報考須知，並
按教育部、報考點以及報考招生單位的網
上公告要求報名及上傳電子照片。

在港開設研究生教學點
此外，經國家教育部批准，在香港教

育局註冊，華南師範大學與香港金融管理
學院合作，在香港正式成立了研究生教學
點，供香港、澳門或台灣地區的永久性居
民能在香港攻讀內地知名大學博士課程，
學制三至六年，其學歷學位證書受國家教
育部認可。華南師範大學與金融管理學院
合作開辦心理學博士學位課程（香港教育
局註冊編號：233011）及體育學博士學
位 課 程 （ 香 港 教 育 局 註 冊 編 號 ：
233012），達到一定錄取人數將在香港
教學點（香港金融管理學院）授課。

現在每天都有航班往返香港和英國兩
地，有興趣到英國升學的同學們就不用太
擔心前往當地的問題。有海外升學專家
稱，在英國完成物理治療學士學位課程，
就可以成為註冊物理治療師，近年較多學
生詢問在英國修讀物理治療課程的資訊。

IELTS水平最少6.0分
有海外升學專家稱，英國的大學對學

生的英語水平有要求，學生需在IELTS國
際英語水平測試中取得最少6.0分，若學
生對自己的英語能力沒有信心，建議他們
在英國留學前參加英語培訓課程。如果仍
未達到英國大學的入學要求，可考慮報讀
大學預備班（Foundation），大學文憑
（Diploma） 或 國 際 基 礎 大 一 課 程
（International Year 1），然後再銜接學
位課程。International Year 1只供英國留

學生修讀，修讀期為一年，學生除了學習
大學學科內容外，亦需額外修讀英文和學
習技巧。這個課程可視為英國大學的有條
件取錄，若學生成績達到指定要求，便可
原校升讀二年級，即再多修讀兩年便可取
得英國大學學位。但有提供這類課程的學
校不多，課程選擇亦相對較少，主要為商
科。

海外升學專家稱，近年較多學生詢問
在英國修讀物理治療課程的資訊，在英國
完成物理治療學士學位課程，即可成為註
冊物理治療師，回港後不需要再參加其他
考試，而英國的大學部分專科課程會要求
考生在DSE取得一科5**和兩科5級的成
績。

耀中幼教學院 投身教育新途徑 英國讀物理治療 回港可免試

華南師範大學始建於1933年，前
身是廣東省立勷勤大學師範學院，其
後加入國家 「211工程」 重點建設大
學、廣東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建高
校、廣東省高水平大學整體建設高
校，以及國家 「世界一流學科」 建設
行列。

大公報記者 練怡蘭

華南師範大學 四學科入世界前列

文憑試將於下月21日放榜，有志投身幼兒
教育行業的畢業生，如未能入讀政府資助大
學，亦可以在資助學士課程以外的途徑開闢新
的道路。

耀中幼教學院提供幼兒教育學士課程、高
級文憑及文憑課程，學院通過體驗式和靈活課
程培育未來幼教專才，協助有志投身幼兒教育
的文憑試畢業生掌握 「遊戲中學習」 的教育理
念，踏上專業道路。

即日獲知取錄結果
耀中幼教學院校長袁海球表示，幼兒教育

的關鍵在於從日常生活中學習，要成為幼教老
師，實習機會是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讓學生
能夠在過程中實踐知識，親身與幼兒互動。儘
管現時面臨疫情帶來的挑戰，但耀中仍繼續與
實習幼稚園及機構合作，為學生提供線上教學
的實習機會，修讀幼兒教育學士學位的學生可

通過為期16周的基本實習及高階實習，
在不同幼教機構內參與策劃網課、線上
活動和與家長溝通等，活用科技提升觀察力和
應用課堂上所學的實用技巧。

中六畢業生或有志投身幼兒教育的人士由
即日起可於網上報名，參加網上面試及透過電
郵接收取錄結果，或於七月文憑試放榜期間親
臨耀中幼教學院及耀中國際學校（中學部）報
讀幼教課程及參加即場面試，學生將可即日獲
知取錄結果。

所屬院系

化學學院

數學科學學院

生命科學學院

教育科學學院

文學院

歷史文化學院

專業名稱

化學（師範）

數學與應用數學（師範）

生物科學（師範）

學前教育（師範）

漢語言文學（師範）

歷史學（師範）

2020年度最高收生成績

中文（4） 英文（2）數學（5）通識（3）

中文（5*）英文（3）數學（5）通識（4）

中文（4） 英文（2）數學（4）通識（3）

中文（3） 英文（3）數學（4）通識（3）

中文（5） 英文（3）數學（4）通識（4）

中文（3） 英文（3）數學（2）通識（3）

2020年度最低收生成績

中文（3）英文（2）數學（4）通識（2）

中文（4）英文（3）數學（4）通識（4）

中文（3）英文（2）數學（3）通識（3）

中文（3）英文（2）數學（2）通識（3）

中文（4）英文（2）數學（2）通識（3）

中文（3）英文（2）數學（2）通識（3）

對港招生聯絡方式
地 址：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中山大道西55號

郵政編碼：510631

電 話：86-20-85211097

傳 真：86-20-85213484

電 郵：zsb02@scnu.edu.cn

微信公眾號：nitescnu（院校／招生辦）

聯 絡 人：何老師

院校網址：www.scnu.edu.cn

對港招生資訊網站：zsb.s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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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塔
廣州塔是廣州的地標，包括發射天線在

內，該塔高達600米，為國內有名的高塔之
一，登上廣州塔遊客可以俯瞰廣州市的美
景。廣州塔在晚上會亮燈，即使不登塔，也
可以拍攝外觀，用以留念。廣州塔的娛樂項
目有高空橫向摩天輪、阿爾法探索樂園、垂
直速降極限項目 「極速雲霄」 以及空中電影
城，此外亦有以觀景攝影為主的科普遊覽廳
和天梯等。

‧白水寨
白水寨是廣州的一個重要遊山點，這裏

樹木茂盛、空氣清新，有9999級石階的登山
步徑，遊客可以到白水寨行山，登高望遠。
此外，白水寨的瀑布十分出名，那裏有多個
觀瀑平台，可以近距離地欣賞白水仙瀑，感
受瀑布奔流直下的氣勢。

▲白水寨是廣州的一個重
要遊山點，寨內的瀑布十
分出名。

▲華南師範大學始建於1933年，前身是廣東省立勷勤大學師
範學院。

▲華南師範大學是全國
「高等學校繼續教育示範
基地」 之一，亦是全國唯
一一家教育部設立了教師
海外培訓項目辦公室的地
方高校。

◀根據統計，澳門有超過
70%的中小學和幼兒園教
師都是由華南師範大學培
訓出來的。

▲耀中幼教學院強調在 「遊戲中學習」 的教育
理念。

▶在英國完成
物理治療學士
學位課程，回
港後不需要再
參 加 其 他 考
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