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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课程优势

• 不限学生国籍户籍所在地

• 被全球高校所认可

• 更易衔接海外高等教育

• 相较内地高考，学业压力相对较小

• 为高考结果未如预期的学生

提供第二条便捷升学途径



定制化课程体系

• 中国国家课程 夯实学术基础

• 剑桥国际课程 衔接海外高校

• IB探究课程 拓展国际视野

• 各类校本课程 提升综合能力



广酒汉鼎学院

•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下设的二级学院之一

• 开设国际交流、国际合作项目

• 为15-20岁学生提供剑桥IGCSE，AS/A-LEVEL国际课程，

同时吸取中国国家课程、广酒校本课程的优势与长处

• 广酒优美及智能化的校园环境，与汉鼎书院高素质的师

资团队及国际教育资源，强强联合

• 为大湾区培育国际人才，助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与

世界发展接轨



➢ 区位优势：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坐落于粤港澳大湾区科创经济带核心区域——东

莞市，位处珠三角1小时生活圈中心区

➢ 专业群建设：聚焦现代服务业，构建5个特色优质一流专业群

➢ 就业升学：2022届毕业生去向落实率达84.23%，居全省民办专科高校第一。2021届毕

业生就业落实排专科院校全省第一，最终就业率高达96.86%

➢ 校园环境：校内环境一流，配套设施完善，配有有实训楼、教学楼，一个现代化智能图

书馆、一个可容纳8000人的三层多功能食堂、10栋学生公寓、一条业态丰富的商业街等，

是求学优选之地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简介



汉鼎书院简介

益利乐生教育基金有限公司是在港注册的慈善机构

旗下汉鼎书院是其在港创建的第一所私立非牟利全日制国际课程学校

基金会官网：www.hlef.org



汉鼎书院创校进展

于香港教育局正式注册为私立中小学2017.7.3

获剑桥大学国际考试委员会授权认证

成为剑桥国际学校，教授剑桥课程
2017.8.4

获得剑桥国际考试局、英国文化协会授权

成为KET/PET/FCE/雅思考点

2017.8.22

获得国际文凭大学预科项目授权，

成为IB世界学校

首年开学

2018.10

2019.3.19



扎实的

双语根基

民族身份认同

扎实的

数理根基

审辨式思维

杰出的

领袖能力

社区服务精神

汉鼎书院三大基石



汉鼎书院首届毕业生成绩

⚫2020年，首届6位毕业生全部参加剑桥A-Level考试

⚫收到21份大学offer，包括港大医学院、帝国理工学院、多伦多大学、

伦敦大学学院、爱默里大学等名校录取

⚫全球top10高校占19%，top50占48%，top100占62%

⚫1位同学荣获剑桥AS化学成绩杰出奖，全科A*

⚫3位同学获得“益利乐生终身学习”奖学金，全额覆盖大学阶段学费



汉鼎书院第二届毕业生成绩

第二届毕业生共4人，于2021年毕业，收到17份录取通知

1位同学获得“益利乐生终身学习”奖学金，全额覆盖大学阶段学费

➢ 爱丁堡大学（QS世界排名16位） 数学与统计学系

➢ 香港大学（QS世界排名22位）工程学系

➢ 墨尔本大学（QS世界排名25位）生物医学系

➢ 多伦多大学（QS世界排名26位）计算机科学系

➢ 香港科技大学（ QS世界排名32位）科学系、工程学系

➢ 伦敦国王学院（QS世界排名33位）数理统计学系、生物医学系

➢ 悉尼大学（QS世界排名40位）科学系 等录取通知



汉鼎书院第三届毕业生成绩

⚫ 第三届毕业生共7人，于2022年6月毕业，已收到31份录取通知，

67%为QS全球排名前50大学

➢香港：8份香港大学、4份香港科技大学、1份香港中文大学、1份香港城市大学

➢英国：3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2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学院、曼彻斯特大学、布里斯托大

学、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纽卡斯尔大学、埃克塞特大学、利物浦大學各1份

➢美国：2份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华盛顿大学、威斯康辛大学麦

迪逊分校各1份

⚫ 1位准毕业生荣获剑桥AS综合科目最优奖（香港唯一一位，相当于状元）、
AS生物成绩杰出奖





不具备香港定居身份，
希望并不身处香港但
又能接受纯粹、高端
的国际教育的学生

原本在海外求学，但因
疫情回到国内，希望衔
接海外中学课程继续申
请大学的学生

中高考后，希望变更赛
道，通过国际课程继续
圆梦的学生

招生对象：15-20岁



单击此处可编辑内容，根据您
的需要自由拉伸文本框大小

汉鼎书院毕业证书

地位等同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

学毕业文凭（注：如保留中国内

地学籍，可获内地中学毕业证书）

地位等同（甚至超过）高考、香

港DSE考试文凭，可用于报读全

球各地高校

剑桥A-Level文凭

中学毕业文凭

广酒学院中职毕业证书

持证可参加HKDSE，A-Level，全

国统考，“3+证书”考试，可升读

专科或本科，入读国内外知名高校



单击此处可编辑内容，根据您
的需要自由拉伸文本框大小

汉鼎书院毕业证书

· 创立于1836年，位于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

· 宋氏三姐妹的母校

· 被誉为美国最优秀的文理学院之一，以其学术卓越性而著称

校长推荐计划

· 推荐成绩优异的女学生入读，免除标准化考试成绩，以及英

语语言入学的要求

· 修读剑桥A-Level课程可申请大学内转换学分，有些专业只

要 3 年，就能拿到学士学位

·将根据录取广酒-汉鼎学院学子的人数或成绩享受学费减免

卫斯理安学院

合作伙伴



单击此处可编辑内容，根据您
的需要自由拉伸文本框大小

汉鼎书院毕业证书

⚫ 小班教学：不超过25人/班

⚫ 师生比：1:8

⚫ 学科：剑桥70门课程可选，IGCSE需要选7-11科，AL选3-4科

教学安排



线上

使用CCtalk与ZOOM平台

按照课程表每日授课

可与汉鼎书院面授课程直播同步

增润课程

视学生具体情况安排课后增润课程

查遗补漏，培优补差

全天互动

家长群、师生群密切沟通

线下

优质的寄宿环境与资源

提供食宿，和谐积极的教育生活环境

丰富的课余活动

人文关怀

资深生活指导老师与心理辅导员

提供细致照顾

推荐实习

优先安排各类优质企业的实习机会

增强学生软实力与竞争力

授课模式



广酒汉鼎学院院长徐莉

益利乐生教育基金有限公司董事会 主席、汉鼎书院校监

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香港大学教育学硕士、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在读

香港教育大学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课程咨询委员会成员、

香港理工大学“启迪智慧师友计划”导师、香港湖北社团

总会副会长、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副主席、香港优才及专

才协会理事长、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协会副会长

长期从事中文教学和国际教育，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和

课程开发与管理经验，是IB课程全球早期的2位中文评审员

之一



中学校长 Dr. Vardanyan

任教经济、人文

逾20年教学管理经验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

前新加坡汉和学校校长

通晓5种语言

STEM学部总监钱明教授

任教科学

中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前美国南加州大学

顶尖实验室项目科学家

教学团队

广酒汉鼎学院助理院长陈哲

益利乐生教育基金主席助理

汉鼎书院招生及运营总监

香港年度最佳辩手

前文汇报《辩话无穷》专栏作家

两届辩论队冠军教练



英文课程发展主任

升学指导顾问 王建

任教英文、人文

毕业于北大 及

常春藤盟校达特茅斯学院

曾在多个知名国际学校

任英文教师及学科主任

中学英文主任

Graham Noble

任教英文、人文

多个学士及硕士学位

10余年英语和

人文教学经验

中学英文老师

Marc Letarte

任教英文、法文、人文

逾10年英语、法语和

人文学科教学经验

中学英文老师

Benjamin Elms

任教英文

伦敦大学学院教育硕士

在英国、西班牙有多年

英语教学经验

教学团队



中文老师赵嘉伟

任教中文

香港大学文学士和

教育学士双学位

香港大学教育学硕士

中文老师刘旭

任教中文

10余年教学经验

国家级课例评比一等奖

省级教育论文比赛一等奖

参与编写并出版教学论文集

中学英文老师 黄敏静

任教英文

伦敦大学学院教育硕士

在英国、法国和香港

从事英语教学逾13年

教学团队

STEM学部老师

包纲博士

任教数学、科学

浙江大学理学学士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理学硕士、博士



数学老师陈香翔

任教数学

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士

（全额入学奖学金）

近年教授IGCSE0580 数学成绩：

全部学生达到A或A*，

超过一半同学取得 A*

数学老师王晓晴

任教数学

山东财经大学和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双学士学位

香港大学心理学硕士

数学老师冯乾坤

任教数学

理学和管理学双学士学位

香港科技大学数学系硕士

香港大学教育学硕士

数学老师周善培

任教数学、科学

毕业于圣保罗男女中学

香港大学数学系毕业

后赴德国深造

教学团队



高中科学主任

宋涛博士

任教科学

北京师范大学本硕连读

香港大学博士

学生获剑桥化学杰出奖

培养毕业生入读港大医学院

科学老师

冯雯钰

任教科学、人文

澳洲国立大学

神经科学和国际金融

双学位学士

科学老师

Jean-Pierre Brossard

任教科学

25 年教学经验

前耀中国际学校

科学老师

科学老师

李雯婕

任教科学

10余年教学经验

涉及中考/高考/IGCSE/

A-Level/IBDP/AP/SAT等

教学团队



体育老师

Dean Rossouw

任教体育

西班牙橄榄球俱乐部主力、

香港大学沙湾橄榄球

俱乐部教练

艺术老师

关欣

任教视觉艺术

吉林大学绘画系油画专业

曾修读中央美术学院培训班

香港油画协会会员

教学团队

艺术老师

邓庆玲

任教音乐

10余年小学、中学、

大学预科项目经验

国际学校协会评审员

艺术老师

Nissa Kauppila

任教视觉艺术

国际知名的水彩画家

在全球多地设有画廊

艺术学士、教育硕士



大学升学指导

为所有Y10及以上学生专人专

设关注组，及早筹划大学申

请规划事宜，无需再聘请校

外中介

校外竞赛

辅导学生参加各类校外竞赛，

快速提升其学术能力与专业技

巧，培养兴趣与自信，为成长

履历增光添彩

线下互动

与汉鼎师生线下互动，打破

教育壁垒，实现跨文化、跨

地域交流，互帮互助、共同

进步

校董顾问团

社会各界领军人物为汉鼎

学生提供全方位、定制化

资源，在毕业以后为学生

提供长远的支持

全面的教育关怀



校园环境









25万人民币/学年

考取一流高校可获终身学习奖学金

最高提供全部大学阶段学费

详情可参阅校网“奖学金”页面

开学首年，前100名报读学生录取后，

在校内全寄宿之食宿费可全额豁免

所有学生，除常规课程外，

还享有学科辅导、竞赛培训、

雅思托福培训、升学指导等

益利乐生教育基金有限公司学位本金券持有者

享有优先面试及录取机会



所有报名皆通过在线系统提交：

hanacademy.openapply.com

报名

报名者视年级不同，需参与中、英、数、

科等全部或部分学科笔试、中英文面试

全年接受报名申请，免报名费及测试费

笔试面试可于网络进行

校址：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教育园区学府路1号

网址：http://gh.gdjdxy.edu.cn/

电话：0769-89989601 或 +852 3998 6300

传真：+852 3998 6303

电邮：ghc@hanacademy.edu.hk

微信公众号：hleforg

联络微信： han_service（翁老师）

新学年开学日：2022年8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