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学院 2021 年港澳台研究生（含博士、硕士） 

招生考试工作方案 

根据上级教育部门相关文件精神和当前广东省疫情防控需要和学校实际，我院

2021 年面向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招收研究生拟采用网络远程方式进行，具体如下： 

 

一、考试方式、时间及内容 

（一）初试 

初试方式：采用网络远程闭卷笔试方式进行 

初试科目及时间：2021 年 3 月 27 日（星期六），以北京时间为准。 

专业名称与代码 招生层次 笔试科目 考试时间 

心理学 040200 博士 

2012 心理学原理与方法 9:00—10:00 

3020认知心理研究、3022教

育与发展心理研究、3024人

格与社会心理研究 

11:00—12:00 

1001 英语 14:30—15:30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40202、应用心理学

040203、应用心理 045400 

硕士 

202 普通心理学 9:00—10:00 

101 英语 14:30—15:30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040202 302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11:00—12:00 

应用心理学 040203 303 社会与人格心理学 11:00—12:00 

应用心理 045400 320 应用心理基础 11:00—12:00 

 

初试平台：腾讯会议（双机位同时运行）。 

相关操作指南：《2021 年华南师范大学港澳台研究生网络远程闭卷笔试考生操

作指南》（https://yz.scnu.edu.cn/a/20210322/450.html）。 

 

（二）复试 



复试方式：采用网络远程面试方式进行。 

复试时间：2021 年 3月 28 日（星期日），以北京时间为准。 

复试平台：腾讯会议（双机位同时运行）。 

复试内容：主要考查考生的专业能力和专业能力倾向、创新精神及综合素质等

方面。 

 

二、资格审核 

我院在初试前须对考生报考信息、身份证件、学历学位证书和相关材料进行

审查核验，对不符合规定者，不予准考。因不符合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造成

不能考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详见《华南师

范大学 2021 年港澳台非全日制（兼读制）研究生招生简章》。 

考生须提供以下材料扫描件电子版进行审核，原件需于入学时交验。 

1. 港澳地区考生须提交①香港或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和②《港澳居民来往内

地通行证》或《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地区考生须提交①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

证明和②《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台湾居民居住证》。 

2. 报考攻读硕士研究生须具有与内地（祖国大陆）学士学位相当的学位或同等

学历，报考攻读博士研究生须具有与内地（祖国大陆）硕士学位相当的学位或同等

学历。 

3. 两名与报考专业相关的副教授以上或相当职称的学者书面推荐信。 

4. 填写《考生诚信承诺书》（附件 1，需本人签字） 

请考生在 2021 年 3 月 26 日 20:00 前将以上材料电子版发至邮箱

024yz02@scnu.edu.cn，邮件请以“本人姓名+资格审核材料”命名。 

 

三、体格检查 

mailto:请考生在2020年7月18中午12点前将以上材料电子版发至邮箱024yz02@scnu.edu.cn。
mailto:请考生在2020年7月18中午12点前将以上材料电子版发至邮箱024yz02@scnu.edu.cn。


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制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

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及《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

号）规定执行。 

拟录取名单公示开始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拟录取考生需将本人在当地综合性

医院（相当于境内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体检报告原件邮寄（近 3 个月内有效）至

我院。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体检报告或者体检不合格者，不予拟录取。 

邮寄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55 号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105

研工办黄老师收，邮编：510631，电话：020-85216483。 

 

四、拟录取 

1. 初试单科成绩低于 40 分视为初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2.复试成绩低于 60 分视为复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3.复试合格的考生，报考硕士研究生的考生按照总成绩=初试总成绩/4×50%+

复试成绩×50%，报考博士研究生的考生按照总成绩=初试总成绩/3×50%+复试成

绩×50%。将考生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序确定拟录取名单，择优录取。 

4.拟录取名单需在网站公布。（公示网站：https://yz.scnu.edu.cn/） 

 

五、其他 

新生应按时报到。不能按时报到者，须有正当理由和有关证明，并向招生单位

请假。无故逾期 2 周不报到者，取消入学资格。 

入学三个月内，我院将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有关要求，对所有

考生进行全面复查，在复查中表现差异大的，要进行严格审核和调查。复查不合格

的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确认冒名顶替或考试舞弊的，要

https://yz.scnu.edu.cn/


予以严肃处理，并进行责任追究。 

对在报名、初试、复试、录取中有违规或作弊行为的考生，视不同情况根据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教育部有关规定给予处理。对弄虚作假者，不论何时，一经查

实，即按有关规定取消报考资格、录取资格、学籍、学历、学位。 

 

六、联系方式 

1.咨询电话 

心理学院  020-85216483 

网址：http://psy.scnu.edu.cn/ 

学校招生考试处：020—85213863      

网址：http://zkc.scnu.edu.cn 

2.招生监督办公室： 

电子邮箱：zsb03@scnu.edu.cn 

      

心理学院 

                                   2021 年 3 月 23 日 

 

附：心理学院 2021 年港澳台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名单 

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考生姓名 拟攻读学位 

1 040200 心理学 王琳 学术博士 

2 040200 心理学 陳少華 学术博士 

3 040200 心理学 王菁 学术博士 

4 040200 心理学 施媚妮 学术博士 

5 040200 心理学 陳大元 学术博士 

6 040200 心理学 張君豪 学术博士 

http://psy.s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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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40200 心理学 洪从心 学术博士 

8 040200 心理学 曾淑如 学术博士 

9 040200 心理学 李晓文 学术博士 

10 040200 心理学 梁富生 学术博士 

11 040200 心理学 潘奕祺 学术博士 

12 040202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黄展畅 学术硕士 

13 040202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李启邦 学术硕士 

14 040202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陈健鸿 学术硕士 

15 040202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李广源 学术硕士 

16 040202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王珊珊 学术硕士 

17 040202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伍家明 学术硕士 

18 040202 应用心理学 李家俊 学术硕士 

19 040203 应用心理学 才佳菁 学术硕士 

20 040203 应用心理学 林穎妤 学术硕士 

21 040203 应用心理学 吳秀岑 学术硕士 

22 040203 应用心理学 劉妤安 学术硕士 

23 040203 应用心理学 陳彥旭 学术硕士 

24 040203 应用心理学 林暐恩 学术硕士 

25 040203 应用心理学 陳光宇 学术硕士 

26 040203 应用心理学 林群榕 学术硕士 

27 040203 应用心理学 李哲汗 学术硕士 

28 040203 应用心理学 蔡佩伶 学术硕士 

29 040203 应用心理学 鄭愼碧 学术硕士 

30 040203 应用心理学 劉婕潔 学术硕士 

31 040203 应用心理学 譚兆華 学术硕士 

32 040203 应用心理学 莫希文 学术硕士 

33 040203 应用心理学 郭志洪 学术硕士 

34 040203 应用心理学 罗佩珊 学术硕士 

35 045400 应用心理 赵善文 专业硕士 

36 045400 应用心理 黎嘉宜 专业硕士 

37 045400 应用心理 陈思翰 专业硕士 

38 045400 应用心理 沈依璇 专业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