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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始建于1933年，前身是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师范学院。1996年进入国家“211工程”重点

建设大学行列，2015年成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建高校，同年进入广东省高水平大学整体建设高

校行列；2017年9月，入选国家“双一流”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学校现有广州石牌、广州大学城和南

海3个校区，占地面积共3025亩。

学校现有4个国家重点学科，9个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23个广东省重点学科，拥有91个

本科专业，有33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9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8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

点，1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18个博士后流动站。学科布局覆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

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农学、医学、艺术学等12个学科门类。

学校积极广泛开展对外交流活动。已与国外、境外160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在

引进外国智力与优质教育资源、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合作办学、举办国际会议、出版学术成果、对外汉

语教学等方面开展了实质性的合作。

学校自2002年与国外高校在南海校区合作开展出国留学项目，现为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战

略合作伙伴，合作举办国际预科项目、2+2 或 2+3 国际本科班项目，以及AD英国高等教育文凭项目。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国际商学院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llege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在南海校区办学，设金融学（中英合作办学项目），财务管理和法语中英合作项

目三个本科专业，有国际商务专业硕士和职业技术教育（财经商贸类商务英语）专业硕士两个研究生专业，以

及计划外出国留学培训项目。学院拥有一支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其中具有出国留学、进修经

历的教师占教师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外籍专家教师10人。现有统招本科生735人，研究生32人，计划外出

国留学项目学生578人，外国来华留学生10人。

学院坚持走国际化道路，高度重视本科教育，注重培养具备全球视野、拥有社会责任感、掌握商科专业知

识和实践能力的精英式人才，在课程设置、师资力量、交换学习等各方面快速发展。一方面，学院大力提高外

语授课比例，大力度采用全外语教学，为本科生赴海外留学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学院不断为学生前往海外

学习创造条件，目前已和英、美、澳、法等国的十多所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为所有学生提供前往海外院校交

流学习的机会。

学院现有国际课程实验室、国际化综合实验室、VR实验室、国际化学习实践与创新中心、ERP财务管理创

新实验室和金融工程大数据分析实验室等。学院有广东省省级实验示范中心，与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建立了广

东省高等学校校外实践教学基地。2019年3月，学院成立了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研究基地

并设立了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研究中心。

国际本科班学生会（筹）

实创中心国际商学院留学生

VR课堂



南海校区 校园风光



出国留学项目

学生在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学习1-3年（具体学习时长视不同项目而定），国外合作大学认可豁免华南

师大课程学分。学生完成国内课程，雅思成绩达到相关要求后，可赴国外合作大学继续学习1-3年（具体学习时长

视不同项目而定），完成学业后获国外大学本科学位。学生还可以在此基础上申请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华南师范大学自2002年在南海校区开展出国留学本科项目，至今已有19年的办学历史。作为中国（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在华南地区的战略合作伙伴，华南师范大学与欧洲、美洲、大洋洲的160多所大学进行合作

交流。

Study Abroad Programs

出国留学项目

英国SQA-AD项目

商科方向 艺术方向

国际本科项目 国际预科项目教育学本科项目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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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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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校区 校园风光

携手华师  一路前行



国际本科 2+2  /  2+3  项目（商科方向）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本科项目至今已有19年的办学历史。作为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在华南地区的战

略合作伙伴，华南师范大学与欧洲、美洲、大洋洲等多所国外知名大学进行合作，其中包括澳洲科廷大学、澳

洲纽卡斯尔大学、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美国圣路易斯大学、英国阿伯丁大学等国外知名高校，其中多所为

AACSB认证的全球顶尖商学院。

学生在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学习2年，国外合作大学认可豁免华南师大课程学分。学生完成国内课

程，雅思成绩达到相关要求后，可赴国外合作大学继续学习2年，完成学业后获国外大学本科学位。

以2+2升学模式为例：

留学方案（2+2模式：国内两年+国外两年）

项目课程：

①语  言  课  程：初级英语、中级英语、高级英语、雅思培训

②商科专业课程：计算机基础、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数学、会计学原理、财务管理、

                                 商务统计学、个人理财与投资、组织行为学、市场营销、企业环境、管理会计

③美国通识课程：批判性思维、文化人类学、物理科学、西方艺术史、美国文学、哲学导论、

                                  计算机基础、美国历史、心理学基础

国内高二高三
毕业生

国外大学
学士学位

国际本科项目
第1、2年
华南师范大学
国际商学院

第3、4年
国外合作大学

ACCREDITED

AACSB International，英文全称是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 International，中文名称是“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

目前全球仅有761所商学院获得AACSB认证，少于世界所有商学院总数的5%。

AACSB International 以极其严格及高标准的教育认证制度而著称，其代表

着一所商学院的最高成就，也是商学教育达致世界级水平的重要标志。

07  Pages

推荐专业：金融学、经济学、会计学、市场营销、领导力及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商务、酒店及旅游管理、管

理学、企业管理等。

AACSB全球顶尖商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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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2+2/2+3国际班  推荐大学UK

阿伯丁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成立于1495年的公立综合性大学，是全英建校历史最悠久的

五所高等学府之一，教学和研究质量举世闻名，诞生5名诺贝尔奖得主，学生总数将近14000人，约19%

的学生是来自120个国家的国际学生，为学生们提供了各种优越的设施，既有古老的建筑，又有现代化的

一流实验室、最新的计算机设施以及最新的图书馆。位于风景优美的苏格兰东岸阿伯丁市，是苏格兰第

三大城市。大学离阿伯丁机场很近，有班机可达英国各地及欧洲，火车和大巴直通不列颠各地。

2020年QS世界大学排名：   全球 194，全英 26

阿伯丁大学 University of Aberdeen
https://www.abdn.ac.uk/

企业管理

金融学

会计学

经济学

推荐专业

雅思总分 6.0，写作不低于 6.0，听力、阅读、口语不低于5.5语言要求  

管理学

雅思总分 6.0，各单项不低于 6.0语言要求  

中澳2+2国际班  推荐大学AU

科廷大学（Curtin University）建校于1967年，位于澳大利亚的西澳首府珀斯市（Perth），澳大利

亚科技大学联盟（ATN）成员，素有澳洲的“麻省理工”之称。它是澳大利亚西海岸规模最大的综合性

大学，全澳名列榜首的科技大学，同时被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认证委员会评为全国一流大学之列。科

廷大学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望，是澳洲12所连续三年被英国《泰晤士报》评为世界200强大学之一。

2018年，在世界三大大学排名之一的ARWU（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中名列世界第

151-200，科廷大学位列2021年QS世界大学排名第217位，澳洲排名第9

科廷大学 Curtin University
https://www.curtin.edu.au/

会计学

国际商务

市场营销

推荐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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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2+2/2+3国际班  推荐大学USA

酒店及旅游管理

旧金山州立大学（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建于1899年，位于旧金山市区西南角的著名公

立大学，美国西海岸最大的教育联盟——加州州立大学系统所辖23所学校之一。校内共有9大学院，设有

115个学士、96个硕士及数个博士学位。商学院名列全美最佳300所商学院（Princeton Review），并有

“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AACSB）认证 ，全美最佳301所商学院及最适合国际生就读的前8名商学院之

一。全美族裔最多元化的前10 名校园之一，学生来自全世界116个国家和地区。

旧金山州立大学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http://www.sfsu.edu/

会计学

经济学

市场营销

推荐专业

雅思总分 6.5  /  托福  IBT 80分以上语言要求  

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副校长来访 

英国阿伯丁大学副校长与学生合影

阿伯丁大学、科廷大学领导、教师参加办学十周年庆典

英国阿伯丁大学副校长到访



10  Pages

教育学本科 2+2  /  2+3  项目 推荐大学

SQA-AD  项目 新加坡校区推荐大学

威廉杰瑟普大学（WJU）始建于1939年，现代化建筑及设施齐全。校园由人文科学学院，商学院和教

育学院三大学院构成。热门科系包括：商业、教育学、心理学和信息管理等。

华南师范大学 — 威廉杰瑟普大学 教育学 本科项目是华南师大与美国威廉杰瑟普大学在本科师范生教

育培养上的强强合作。在华南师大完成的课程学分可获得外方大学豁免学分（不超过本科总学分的1/3），

达到威廉杰瑟普大学入学要求，可赴威廉杰瑟普大学学习2.5年，完成学业取得威廉杰瑟普大学教育学学士

学位，以及美国加州教师资格证。

威廉杰瑟普大学  William Jessup University
http://jessup.edu/international/

詹姆斯·库克大学  James Cook University
https://www.jcu.edu.au/

WJU近几年来，教育学从96％的就业率跃升至100％

可获加州教师资格证

全额奖学金

实习机会：

1、WJU为每个学生安排毕业前的实习

2、实习工作由学校就业服务部门协调安排（ 就业和实习展每年举办4次，

以帮助学生在学校和毕业后找到实习和工作 ）

全美西部学院            第2名 

美国最具价值大学   第2名

加州最具价值大学   第1名

大学共识报告
全国前100名大学

高等教育纪事报

美国增长最快的大学    第4名 

全美学生宿舍评级        第3名 

美国新闻与世界大学报道

（ 加州教师资格证 ）

推荐专业   教育学

詹姆斯库克大学成立于1970年，前身为昆士兰大学汤斯维尔学院，是一所在热带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

位的研究型公立大学，大学的新加坡校区更是新加坡第一所获得教育信托星级认证院校及素质级星级认证

院校，同时也是第一所且目前唯一一所被澳大利亚和新加坡政府承认的澳大利亚公立大学新加坡直属校

区。目前在新加坡校区的学生来自于世界50多个国家。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201-250
（位列上榜澳大利亚大学第9位）

优秀大学指南昆士兰州
唯一获得五星毕业生就业指数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前2%优秀大学

QS世界年轻大学
排名前50

澳洲创新研究大学
协会（IRUA）成员

教育信托星级认证（EduTrust Star）
詹姆斯库克大学具备新加坡非公立教育机

构最高等级的认证。詹姆斯库克大学是新

加坡第一所获得星级认证的院校。

素质级星级认证（SQC Star）
是新加坡标新局针对素质级认证

机构在质量与品质等方面的更高

认可等级。

安全之星证书（bizSAFE Star）
詹姆斯库克大学荣获安全之星，

是新加坡最安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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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专业选择

国际本科 2+2  项目（艺术方向）
华南师范大学出国留学项目（艺术设计方向）由国际商学院与软件学院合办，现开设视觉传达设计专

业。学生在华南师范大学学习2年，其中包括语言培训课程和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课程。学生完成在国内

修读的课程学分，可获国外合作大学豁免学分（不超过本科总学分的1/3）。雅思成绩达到外方大学要求

后，学生可申请赴澳大利亚科廷大学、英国德蒙福特大学、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英国创意艺术大学继

续学习2年，完成学业后获颁国外大学本科学位。

具体语言要求及对接专业以外方院校当年公布的为准；如未达要求，学生需申请提前出国修读4-12周的语言课

程，具体时长视学生雅思成绩而定。

数字化设计、动画与游戏设计、平面设计

澳大利亚大学（科廷大学）推荐专业

科廷大学：雅思总分6.5，各单项不低于6.0

进入专业课语言要求

平面设计、动画、摄影、插画、服装设计、国际时尚管理

   英国大学                                                                    推荐专业

德蒙福特大学：雅思总分6.0 ，各单项不低于5.5

哈德斯菲尔德大学：雅思总分6.0，各单项不低于5.5

创意艺术大学：雅思总分6.0，各单项不低于5.5

林肯大学：雅思总分6.0，各单项不低于5.5

进入专业课语言要求

提示

德蒙福特大学、创意艺术大学
哈德斯菲尔德大学、林肯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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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语言课程

    以国外大学各专业当年申请录取的具体要求为准。

    因院校申请需求，统一安排作品集辅导由华南师范大学国际艺术项目艺术作品集培训基地知名教师教授；

    具体费用根据培训课时和申请院校要求而定。

基础英语、中级英语、高级英语、雅思强化

专业课程

设计素描、设计色彩、平面构成与色彩构成、立体构成、点阵与矢量图形、计算机辅助设计、

国际设计与创新趋势、提案技巧、视觉造型创意、设计项目、UI设计

作品集要求



英国  SQA-AD  3+1  /  3+1+1  项目
英国高等教育文凭（Advanced Diploma，简称AD）项目，是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与英国苏格

兰学历管理委员会（Scottish Qualifications Authority，简称SQA）合作于2003年引入中国。该项目得到了

英国苏格兰政府和英国文化委员会（BC）、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等多家机构的大力

支持。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获得SQA官方认证授权，开设SQA-AD项目：会计、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三个专业。

该项目学制三年，学生学习期满，达到学

业要求，授予以下证书：

（一）SQA-AD文凭证书（英国高等教育 

            文凭）；

（二）中国国家职业资格证；

（三）可赴国外合作大学就读本科课程，

             按照国外大学要求修满学分即可获得                

             国外颁发的学士学位证书。

学习方案：

· 商法导论 Business Law：An introduction

· 商务交流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in English

· 商务信息与通讯技术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 Business

· 研究能力 Research skills

第一年（语言课）：

第二年、第三年（部分公共课）：

· 基础英语、中级英语、高级英语、雅思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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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参加学院组织的入学考试及面试

合格入学

国内三年

成绩合格

商务会计 市场营销 人力资源管理

第1年 国际预科，强化英语 第2-3年 专业课程

英国高等教育文凭证书（AD）

国外一年，补修国外大学本科学分

国外一年，世界名校

学士学位

硕士学位



课程设置：

商务行为技巧  、市场调研理论  、商法导论

客户服务文化构建  、市场学导论  、市场学：实践导论

商务文化与策略  、商务沟通技巧  、商务契约关系

人力与组织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软件包应用

员工申诉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导论  、信息技术:应用软件Ⅰ

员工培训与开发  、商务文化与策略  、商务信息与通讯技术  

财务报告与分析   、商务统计学  、经济学Ⅰ:微观与宏观理论及其应用

财务信息   、财政预算  、公司法导论

决策管理会计   、经济学Ⅱ : 世界经济  、商务会计

第二年、第三年（部分专业课）：

市场营销

人力资源管理

会       计

1. 教学理念：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

2. 教学模式：小班形式、互动模式授课，全英文教材，双语授课。

3. 师资组成：海归教师为主、辅以外教。

4. 留学保障：国外签约院校保障，留学系列服务支持，提供专业的签证服务。

5. 多国留学：项目学生在国内获得 SQA 颁发的 AD 文凭后，达到国外大学要求，可以进入英国、美国等

                         多个国家的多所大学深造。

6. 奖学金制：项目学生成绩优异者可获得由主办单位颁发的学习奖学金以及由国外大学提供的在英学习期

                          间奖学金。

7. 就业指导：聘请知名企业的人力资源部总监和经理担任项目学生就业指导导师，为项目学生提供就业指

                         导服务。

8. 职业证书：获得 SQA 颁发的 AD 文凭的项目学生，可申请获得与所学专业相对应的中国国家职业资格

                          证书。

9. 统一注册：项目学生在国内学习期间，分别在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AD 项目管理系统和苏格兰

                          学历管理委员会 AD 项目管理系统进行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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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特色：



国际预科 1+3  项目
华南师范大学1+3国际预科项目是在我校与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战略合作伙伴协议框架下的项

目，是通往海外合作名校的出国留学通道。合作伙伴联盟涵盖美、英、澳、新、加等七国50多所大学，其中

有多所大学世界排名在前200位，包括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英国杜伦大学、兰卡斯特大

学、利兹大学、美国佛蒙特大学等。

学生在华南师范大学学习一年的语言课程及部分专业课，雅思成绩达到要求后，可选择北美洲、大洋

洲、欧洲等知名大学近百个专业的国际大一课程，顺利完成国际大一课程的学生将衔接大二课程并取得国外

大学学士学位。

项目优势：

第一学期（语言课）：

       · 基础英语、中级英语、高级英语、雅思强化                    

      
第二学期（语言及专业课）：

       · 学术英语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           

       · 经济基础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s

       · 市场学 Introduction to Marketing                      

       · 会计基础 Introduction to Accounting

       · 微积分 Calculus                                                    

       · 学习与沟通技巧 Study Skills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预科课程设置：

第一年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语言专业课

第二年

海外名校大一课程
多种专业选择

第三、四年

海外名校大二大三（英国、澳洲两年，美国三年）
获得海外名校文凭

就读国际大一课
程的学生能顺利
衔接大二课程并
取得学位证书。

升学导师为学生提
供全方位的留学文
案，签证申请的支
持。

为有出国留学意
愿但未能被国外
知名高校直接录
取的学生提供绿
色留学途径。

进入预科学习就
拥有进入北美、
英国、澳洲十几
所大学就读的选
择权。

顺利完成预科课
程的学生，我们
为其提供升读国
际大学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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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留学出口建设  灵活选择



滚滚长江东逝水

办学优势

1. 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战略合作伙伴，官方支持有保障

华南师范大学与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成为其在华南区的战略合作伙伴，并将学校

开展的国际合作办学项目纳入学历认证体系，确保了国际办学的规范性和稳定性。

2. 国家重点高校办学，正规办学有保障   

华南师范大学始建于1933年，1996年进入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行列，2015年成为广东省人民政府

和教育部共建高校，同年进入广东省高水平大学整体建设高校行列，2017年学校进入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

设行列。真正的公立一流大学办学，确保了正规办学。

3. 国际商学院承办教学，专业教学有保障

国际商学院是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化办学的重要平台和窗口，自2002年以来，已有19年的国际合作办学经验，积累

了大量的办学经验，历练了一支实力雄厚的教师队伍，确保了合作办学项目教学的专业性。

4. 创新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出国留学有保障

合作办学项目采用创新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设计了 1+3、2+2、3+1 等多种学制组合的学业规划，使不同

教学层次的学生均可得到最合适的升学规划，确保了学生能按实际需求出国留学。

Program Streng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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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llege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5. 项目开设热门专业，海外、归国就业有保障 

合作办学项目根据国际商学院的办学优势开设了：商科类专业，包括房地产金融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管理、

国际金融与理财等专业；艺术设计类专业：包括平面设计、动画、摄影、插画、服装设计、国际时尚管理等专

业；工程类专业：包括计算机网络工程、软件设计与制作，土木工程等专业，开设专业均为国内热门就业领域。

6. 国际化教学、学生管理体系，求学体验有保障  

学院采用小班教学，同时采用国际化的学生管理体系，既根据项目学生特点制定严格的考勤制度，又根据国际

化办学的教育规律制定人性化、灵活的考评体系，确保学生有较高水准的求学体验。

7. 多元的留学出口建设，灵活选择有保障

学院在项目规划的设计过程中，着重强化了留学出口的建设，除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主流留学国家的高

校之外，我们还加强与新西兰、加拿大的高校开展合作，使学生能有更多的选择。除此之外还建立了专升本、

专升硕、本升硕等多种层级的学历对接，为学生提供灵活选择。

8. 国内所修学分可获豁免，节省成本有保障    

学院结合多年国际化办学的积累的经验，设计了能得到英、美、澳、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的高校豁免学分的课

程，学生仅需要修得剩余学分即可毕业，省去了大量在海外修学分产生的费用，最大程度的节省了学生求学的经

济支出，同时也大大降低了留学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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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际商学院承办教学，专业教学有保障

国际商学院是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化办学的重要平台和窗口，自2002年以来，已有19年的国际合作办学经验，积累

了大量的办学经验，历练了一支实力雄厚的教师队伍，确保了合作办学项目教学的专业性。

华南师范大学欧洲中心成立揭牌仪式

重点高校  专业教学



Management Advantages 
管理优势

严格管理

四位一体管理制度，由辅导员、班主任、任课教师、公寓老师共同管理，记录并指导学生学

业规划，并通过建立家长沟通制度，及时反馈学生在校情况，确保学生学习和生活安全，同

时锻炼规划学生自主生活、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能力。

留学顾问

专业的留学顾问为学生提供全面的海外院校介绍、出国行前培训，留学签证申请等服务。根

据学生的不同情况，制定出适合学生的留学规划，力争做到不同层次成绩的学生都能匹配相

对应的海外合作高校，完成海外求学。

学习指导

配备专业有经验指导班主任（助教）老师，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特点，制定教学计划，给予

加强辅导。为有需求的学生特别开设语言强化课程，为基础薄弱的学生强化英语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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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级国际班全体合照

2020级国际班全体合照 华南师范大学85周年校庆

国际商学院优秀教师队伍

与国外学生交流互动



驻外事务

与合作院校对接，为赴国外学生提供接机、住宿安排、报到注册、学习跟踪、硕士申请、

签证延期、就业推荐、技术移民等服务。

国际交流

国外合作大学教授专家不定期来访，与学生近距离接触交流，带给学生精彩的讲座，让学

生全面了解国外大学生活和学习情况。

假期游学

学院根据项目学生特点，组织形式多样的游学活动，使学生尽早了解并熟悉国外的生活和

学习环境，以提升学生海外求学的适应能力。

04

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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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管理  学习指导



师资队伍
Teaching Faculty

吴剑丽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兼国际联合学院执行院长
教授，比较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西密歇根大
学访问学者
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中外合作
办学专业委员第二届理事会副秘书长
长期从事中外合作教育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

员巧云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
教授，情报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管理学博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访问学者

柴少明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
教授，教育技术学博士，硕士生导
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问学者

庄慧娟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教育技术学博士，硕士研
究生导师，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访
问学者
长期从事信息化与国际化教学与研
究工作

21  Pages

陈欢

华南师范大学软件学院副院长兼
国际联合学院副院长
国际关系硕士，15年国际项目拓
展与管理经验

贺文丽

国际商学院语言与通识教育中心
副主任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
加拿大魁北克大学、渥太华大学
访问学者

张革承

国际商学院语言与通识教育中心主
任
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语言学系
访问学者
从事社会语言学、语言社会化、外
语教学法、跨文化交际、以及话语
分析方向的教学与研究

肖普勤

国际商学院语言与通识教育中
心副主任
雅思官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认
证雅思教师，从事高校英语教
学21年
持有英国ITE证书和美国TEFL 
/TESOL教师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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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倩

国际商学院语言中心资深英语教
师拥有10年以上的雅思教学经验
拥有RMIT语言中心颁发的中级、
中高级和高级口语和写作核心评
分员证书

梁惠娟

国际商学院语言与通识教育中心
副主任
26年的高校英语专业教学，其中
17年专攻学术英语教学
美国西雅图大学TESOL硕士

曾微雨

国际商学院财务管理系副主任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应用金融硕
士英国阿伯丁大学、美国旧金山
州立大学访问学者
TCSOL/TCFL英美双认证对外汉
语教师资格

何佳宁

美国德州A & M国际大学商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
拥有丰富的管理类专业双语教
学工作经验
在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学术研究
论文主持并参与多项省市级科
研项目

Claude Germain

加拿大籍客座教授，渥太华大学
博士，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
语言学及语言教学法系终身教授
创建“基于神经功能的外语强化
教学法”，已普及于加拿大9个
英语省、2个英语地区

Barbara Clark

英国籍外教，教授、博士生导师
英国阿伯丁大学荣誉教授，阿伯丁
大学资深的英语语言文学教授
曾任阿伯丁大学中国语言文化中心
主任、孔子学院院长、语言文化学
院院长

David Bel

法国籍外教，国际商学院特聘教
授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博士
华师法语专业及法语系的创建人
公开发表法语教学研究文章16
篇，主编法语教学期刊2期，出
版专著2本

Ryan Elliott

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文学硕士
专注于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Gaël Bellayer

法国籍外教
双硕士学位：巴黎十九大商学院
亚洲工商管理硕士、IUP米卢斯
管理科学学院国际贸易专业硕士
擅长商务法语专业课程的教学

师资优越  筑梦海外



Partner Universities and Majors
部分合作大学及专业

项目
国外院校

英国：阿伯丁大学、普利茅斯大学、德蒙福特大学、哈德斯菲尔德大学、考文垂大

学、林肯大学、朴茨茅斯大学

澳大利亚：科廷大学、纽卡斯尔大学

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圣路易斯大学、威廉·杰瑟普大学

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

国际本科项目
（商科方向）

英国
SQA-AD项目

英国：德蒙福特大学、哈德斯菲尔德大学、创意艺术大学、林肯大学

美国：威廉·杰瑟普大学

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国际本科项目
（艺术方向）

英国：莱斯特大学、考文垂大学、萨塞克斯大学、基尔大学、思克莱德大学、林

肯大学、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哈德斯菲尔德大学、伦敦金斯顿大学

美国&加拿大：佛蒙特大学、詹姆斯·麦迪逊大学、威得恩大学、长岛大学、加

拿大皇家路大学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西澳大学、弗林德斯大学

预科项目

教育学本科项目

部分合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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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普利茅斯大学、林肯大学、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德蒙福特大学、中央兰开夏大学、

赫尔大学、创意艺术大学、北安普顿大学、哈德斯菲尔德大学、朴次茅斯大学、伯明翰

城市大学、利兹贝克特大学、卡迪夫城市大学、南威尔士大学、威斯敏斯特大学、安格

利亚鲁斯金大学、布拉德福德大学、索尔福德大学、格林威治大学、密德萨斯大学、伍斯

特大学、赫特福德大学、西英格兰大学、提赛德大学、英博夏尔大学、切斯特大学、德

比大学、胡弗汉顿大学、利物浦霍普大学、伦敦南岸大学、罗汉普顿大学、斯泰福厦大

学、亚伯大学、罗伯特高登大学、考文垂大学、基尔大学、桑德兰大学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阿德莱德国际酒店管理学院、南十字星大学、中央昆士兰大学

美国：加努恩大学、纽约州立大学普拉茨堡分校、劳洛施大学、美国太平洋路徳大

学、蒙赛罗大学、国际科技大学

新西兰：奥克兰商学院、新西兰东部理工学院

加拿大：西三一大学

新加坡：詹姆斯库克大学（ 新加坡校区 ）

韩国：又松大学

匈牙利：多瑙新城大学



100人

招生计划

2+2

2+3

2+2 

升学模式招生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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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人3+1商务会计、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30人2+2.5教育学

50人

平面设计、动画、摄影、插画、服装设计、国际时尚管理

数字化设计、动画与游戏设计、平面设计

30人1+3
包括商科、工科、艺术类在内的所有专业，具体视学生个人条件

与意向进行申请。

金融学、经济学、会计学、教育学、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国

际商务、酒店及旅游管理、管理学、企业管理

国际办学  名校合作



Excellent Alumni
优秀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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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入读华南师范大学国际班，2010年赴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修

读本科课程，2013年本科毕业后，升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课程

并获得硕士学位，现就职于美国微软总部。

招瑾曦，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

2008年入读华南师范大学国际班，2010年赴英国阿伯丁大学修读本科

课程，2012年本科毕业后，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修读商务硕士课

程并获得硕士学位，2013年于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继续修读专业会计

硕士课程并获得第二个硕士学位，现就职于澳大利亚印度洋集团。

原瑗，英国阿伯丁大学

2008年入读华南师范大学国际班，2010年赴英国阿伯丁大学修读本

科课程，2012年本科毕业后，赴香港城市大学修读研究生课程并获得

硕士学位，现就职于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

郭侃然，英国阿伯丁大学

2008年入读华南师范大学国际班，2010年赴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修

读本科课程，2013年本科毕业后，继续升读旧金山州立大学研究生课

程并获得硕士学位，现就职于佛山高新区投促局。

叶兆沨，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

2009年入读华南师范大学国际班，2011年赴澳洲科廷大学修读本科

课程，2013年本科毕业后，升读澳洲悉尼大学研究生课程并获得硕士

学位，现就职于广州网易。

杨明熙，澳洲科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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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入读华南师范大学国际班，2017年赴英国阿伯丁大学修读经

济与金融专业本科课程，目前研究生在读，并作为实习生就职于阿伯

丁大学国际部。

张兴华，英国阿伯丁大学

2009年入读华南师范大学国际班，2011年赴澳洲科廷大学修读本科课

程，2013年本科毕业后，升读新南威尔士大学研究生课程并获得硕士学

位，现就职于中国移动（香港分公司）。

席光耀，澳洲科廷大学

2013年入读华南师范大学国际班，2015年赴澳洲科廷大学修读本

科课程，2017年本科毕业后，赴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修读研究生课

程并获得硕士学位。

邱嘉杰，澳洲科廷大学

2015年入读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本科班，2017年赴英国阿伯丁大学就

读金融专业，2019年本科毕业后继续攻读阿伯丁硕士学位，目前研究

生在读。

陈鹏宇，英国阿伯丁大学

2017年进入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本科班就读预科项目，2018年赴澳洲国

立大学攻读金融专业，2020年本科毕业并继续攻读硕士学位，目前实

习于在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金融工程组从事金融方面工作。

刘哲希，澳洲国立大学

桃李满天下  春  遍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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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兼国际联合学院执行院长            吴剑丽

华南师范大学计划外出国留学培训项目旨在为学生搭建一座通往美好前程的桥梁。项目自2002年开办，至今已有19年的办学历史。作为中国（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在华南地区的战略合作伙伴，项目与国外知名大学合作，其中包括多所AACSB认证的全球顶尖商学院。

项目开设多学科热门专业和多选择学业规划，采用四位一体管理制度，开设思政教育、安全教育、职业生涯规划、学习规划等课程，支持学生朝着

“国际化高水平人才”的培养目标迈进。

项目开设为学校积累了大量的办学经验，历练了一支实力雄厚的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未来项目将继续向高水平纵深化发展，借助学校“双一流”

发展平台，争取在提升学生国际化公民素养和实现终身教育方面迈上新的台阶。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语言与通识教育中心副主任            肖普勤

作为华南师范大学计划外出国留学培训项目的一名语言教师，我有幸见证并参与了项目的不断发展壮大。项目常年配备专业中外教学团队；定期举

行教学研讨活动；全部教师具备海外学习或培训经历。

经过近20年耕耘，项目优势明显。学生享有国际化教学环境；课程体系建设实现了模块化、标准化、高效化，以培养学生扎实的学术英语能力和专

业素养为根本目标，实行分级教学和持续性评估测试，教学成绩突出。

项目为众多学生开辟了高考之外的另一条成功之路，为他们的家庭升起了希望之星。每年6月举行的结业典礼是项目全体教师最有成就感的时刻。看

着学生通过项目前往国外名校，实现人生梦想，这一刻，老师们隐隐体会到教育家的使命感和自豪感。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2019级学生            侯博文

在华南师范大学两年学习时间里，学生能够快速成长和发展，在提升语言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的同时，打下了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

项目采用国际化学生管理体系，在严格管理的同时体现人性化和灵活性，确保学生学习和生活安全，锻炼学生自主生活、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能

力。同时，通过学生会、社团组织的锻炼，培养了学生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项目设计了豁免学分的课程，降低了留学的风险。同时为学生提供专业的学业规划和留学规划，确保不同层次的学生完成海外求学。

国外合作大学教授专家不定期来访，与学生近距离接触交流，让学生全面了解国外大学生活和学习情况。学院还组织形式多样的游学活动，提升了

学生海外求学的适应能力。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2018级学生            柴源

在华师两年的学习经历里，我不但提升了英语能力顺利通过了雅思考试，而且通过商科专业课的学习对自己今后将要从事的领域有了更深一步的了

解，在华师每一天的生活都感觉丰富而多彩，除了学习语言和专业课之外，我还参加了校内的社团活动并在学院内部担任兼职班主任，感谢华师的老师

和同学们给予我的鼓励和支持，丰富了我的见闻，提升了管理交际能力，为即将到来的留学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2018级学生            胡祎帆

在华师的时间久了，潜移默化中华师让我收获了很多，我也成长了很多。我原本以为大学生活应该是非常轻松的，但是来到这里，充实而忙碌的生

活为我的大学增添了一份色彩，如若不是这里，我可能会在懒散中迷失，在难以舍弃的玩乐前失去方向。不是迷失在发朋友圈的那一刻，也会迷失在发

朋友圈的路上。这是个学习的好地方，是高考后的又一次机会。在这美丽的校园里面，早晨鸟儿叫你起床。晚上看着夕阳坠落。我喜欢每天这般忙碌充

实，这是个可以改变你的地方。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speech

师生感言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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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免笔试条件（符合其中之一即可）  

    ①高考英语单科成绩100分及以上

    ②雅思成绩 4.5 分及以上                                                                                                  

    ③高考成绩总分达到考生当地本科录取线

2. 未达到免笔试入学条件的学生，均需参加出国留学项目入学考试合格后予以录取。

    入学考试分为三部分：笔试 + 面试 + 留学适应力测试

3. 开放日暨入学考试时间，请关注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软件学院官方网站。

入读条件

报名材料

凡已经取得高中或同等学历的学生均可申请读华南师范大学出国留学项目，高中会考、高考成绩仅做参考，

每年9月份统一入学。

收费标准
国内部分：

国际本科项目（商科方向）68600元/年（含住宿费3600元/年）

国际本科项目（艺术方向）88600元/年（含住宿费3600元/年）

教育学本科项目68600元/年（含住宿费3600元/年）

SQA-AD项目68600元/年（含住宿费3600元/年）

国际预科项目69600元/年（含住宿费3600元/年）

国外部分：

国外大学学费各有不同，具体请参考国外各合作大学官方网站。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报名须知

1. 报名申请表 2. 身份证复印件 3. 高中毕业证复印件 4. 高考成绩单

5. 雅思/托福成绩单 6. 大一寸彩照三张 7. 作品集（仅限艺术方向）

EN

IELTS / TOEFL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实验室、智慧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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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llege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欧洲文化节活动

国际商学院开学典礼国商篮球比赛

与国外学生互动国际本科班拓展训练

学生日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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