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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简介 

益利乐⽣教育基⾦有限公司（下称“基⾦会”）是2014年11⽉17⽇经⾹港特别⾏政区公司注册处批准设⽴

的⾮牟利团体。基⾦会主要致⼒于营办幼稚园及中⼩学，同时开展学术交流和各项公益活动，以积极推⼴中

国传统⽂化，兼采国际教育精华。2017年7⽉3⽇，益利乐⽣教育基⾦在⾹港创办全⽇制国际课程中⼩学——

汉鼎书院。 

汉鼎书院于2017年8⽉22⽇开学，设有Y1-Y13共13个年级，包括⼩学、中学及⼤学预科，是⽬前⾹港唯

⼀同时提供剑桥国际课程及国际⽂凭课程（IB）⼤学预科项⽬的全⽇制⾮牟利私⽴学校。作为⾹港第⼀家由

内地来港专才创设的学校，汉鼎书院⼒图培养具有“中国底蕴、⾹港情怀、世界眼光”的学⽣，并以三⼤基⽯

⽴校：扎实的双语根基与⺠族⽂化⾝份认同，扎实的数理根基与审辩式思维，卓越的领袖才能与社区服务精

神。学校核⼼价值观：仁爱、博雅、乐⽣。⽬前，200多名学⽣及50多名教职员于⻩⽵坑道33-35号地下⾄

⼆层的校舍内其乐融融。 

⾃2017年8⽉创校以来，汉鼎书院始终以精良的课程与师资、精细的教育关怀为核⼼竞争⼒，将⾃身定

位为⾹港顶尖的国际课程学校。创校3年后，学校已有⾸届毕业⽣，在⾹港各界都树⽴了良好的⼝碑，并正

发挥越来越可观的影响⼒。 

2020年8⽉起，经⾹港教育局批准，汉鼎书院可发⾏单份⾯额为60万港币的建校债券与单份⾯额为600

万港币的本⾦券，以之为私⽴学校办学资⾦的重要补充，从⽽继续打造⾹港⾸屈⼀指的⾼端名校。值此学校

蓬勃发展之际，办学团体益利乐⽣教育基⾦有限公司⾯向企业机构与社会贤达，邀请其成为学校“建校伙

伴”，拥有赞助冠名权，共同参与百年树⼈⼤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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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及权益 

有意成为“建校伙伴”之机构或个⼈，可填写申请表（⻅附件），并选择冠名赞助以下项⽬之⼀项或多

项： 

①校园设施；  ②奖助学⾦；  ③奖教⾦。 

根据先到先得的原则，最终成功成为“建校伙伴”的机构或个⼈，基⾦会将向其颁发精美证书，通过⾃有

媒介（如官⽹、微信公众号等）或⼤众传媒，公开鸣谢。成为“建校伙伴”的机构或个⼈将享有以下部分或所

有权益： 

上述权益将与合资格的机构或个⼈沟通确认，并受有关条款细则约束。 

*注：益利乐⽣教育基⾦有限公司（下称“基⾦会”）为⾹港注册的慈善机构，向本基⾦会捐赠100元港币

及以上⾦额均可获得捐赠收据，并以此向⾹港税务局申请豁免税务。 

权益 内容

冠名权 校园设施冠名，相应校园设施将展示“建校伙伴”冠名之显著标识。

“建校伙伴”荣誉墙 汉鼎书院校舍内专设荣誉墙，展示每位“建校伙伴”信息，以示鸣谢。

获邀成为校董顾问 邀请“建校伙伴”加⼊汉鼎书院校董顾问团，为学校未来发展出谋划策。

深度校园体验提名权
可提名有意了解汉鼎书院之校外学⽣免费参加试读、学校活动、校园参观等深度

体验活动。

实习名额 可指定有意加⼊教育事业的⼈⼠前來汉鼎书院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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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冠名赞助项⽬ 
①校园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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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选定冠名赞助之校园设施前，可先前往汉鼎书院⽬前或未来新建之校舍进⾏考察。 

②特设冠名奖学⾦/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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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特设冠名奖教⾦   

注：特设奖学⾦、助学⾦、奖教⾦之具体标准、每次发放⾦额等细则将与赞助冠名⼈商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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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冠名项⽬汇总表 

⼀、校园设施冠名

校园设施 赞助⾦额 权益

常规教室 港币300万元/间

冠名权 

“建校伙伴”荣誉墙 

获邀成为校董顾问 

深度校园体验提名权 

实习名额

实验室 港币500万元/间

⾳乐舞蹈室 港币500万元/间

视觉艺术室 港币500万元/间

礼堂 港币1000万元/间

室内运动场 港币1000万元/间

图书馆 港币1000万元/间

⼆、特设奖助学⾦

类别 赞助⾦额 权益

奖学⾦ 港币10万元起 奖助学⾦冠名权 

“建校伙伴”荣誉墙 

深度校园体验提名权助学⾦ 港币10万元起

三、特设奖教⾦

类别 赞助⾦额 权益

综合奖教⾦ 港币20万元起

奖教⾦冠名权 

“建校伙伴”荣誉墙 

深度校园体验提名权

中⽂学科奖教⾦ 港币20万元起

英⽂学科奖教⾦ 港币20万元起

数学学科奖教⾦ 港币20万元起

科学学科奖教⾦ 港币20万元起

⼈⽂学科奖教⾦ 港币20万元起

艺术学科奖教⾦ 港币20万元起

体育学科奖教⾦ 港币20万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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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办学成就 

招⽣⼈数  

  

⾸届毕业⽣⼤学录取情况 

6位⾸届毕业⽣于2020年6⽉从汉鼎书院毕业，收到包括⾹港⼤学医学院、帝国理⼯学院、伦敦⼤学学

院、伦敦国王学院、爱默⾥⼤学、多伦多⼤学等共计21份知名⾼校录取通知，全球排名前10⾼校占19%，前

50占48%，前100占62%。3名学⽣获发“益利乐⽣终身学习奖学⾦”，覆盖⼤学阶段全额学费。 

第⼆届毕业⽣⼤学录取情况 

4位第⼆届毕业⽣于2021年6⽉从汉鼎书院毕业，收到包括伦敦国王学院、爱丁堡⼤学、墨尔本⼤学、悉

尼⼤学、多伦多⼤学、⾹港⼤学、⾹港科技⼤学等共计15份知名⾼校录取通知，其中全球排名前100的⾼校

占53%。1名学⽣获发“益利乐⽣终身学习奖学⾦”，覆盖⼤学阶段全额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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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毕业⽣⼤学录取情况 

7位第三届毕业⽣于2022年6⽉从汉鼎书院毕业，收到⾹港⼤学医学院、⾹港科技⼤学、伦敦⼤学国王学

院、爱丁堡⼤学、华盛顿⼤学、威斯康⾟⼤学⻨迪逊分校等共计32份知名⾼校录取通知，其中全球排名前50

的⾼校占67%。 

1位毕业⽣荣获剑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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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vel

全科均取得最⾼等级A*。 

媒体报道（部分） 

2017年8⽉3⽇，搜狐⽹，标题“⾹港中⽂最好的国际学校”。 

2018年1⽉20⽇，星岛⽇报，标题“汉鼎定位中国⽂化，重视学⽣中⽂根基”。 

2018年2⽉15⽇，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外景录制⽚段作为⾹港唯⼀中⼩学代表播出。 

2018年4⽉25⽇，南⽅都市报，标题“国际课程根植优秀传统⽂化受家⻓热捧，⾹港汉鼎书院办学⼀年已成私

⽴⿊⻢”。 

2018年8⽉29⽇，⽂汇报，标题“学贯中⻄办课程，全⼈培养育精英”。 

2018年9⽉5⽇，The Standard，标题“Fostering Leaders of the Future”。 

2019年6⽉6⽇，新华⽹、中央⼴电总台、China Daily等，多家媒体报道汉鼎书院主办⾸届“⼀带⼀路”⼤湾区

教育⾼峰论坛。 

2019年11⽉10⽇，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汉鼎书院收官举办“70年70城联读活动”⾹港站。 

2021年8⽉28⽇，新华⽹、央视新闻客户端、⼈⺠⽇报、中新社、China Daily等，多家媒体报道汉鼎书院主

办的第⼆届“⼀带⼀路”⼤湾区教育⾼峰论坛。 

2021年11⽉4⽇，新华社，标题“《国家相册》进港校园 光影记忆再延续”。 

2022年4⽉11⽇，紫荆⽹，标题“这所成⽴不久的学校，为何如此引⼈注⽬？”。 

2022年6⽉19⽇，⼈⺠⽇报，标题“⼼怀家国 回馈社会”。 

2022年7⽉1⽇，中国妇⼥⽹，标题“⼼怀家国铸汉鼎 作育英才耀紫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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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获奖（部分） 

2017年全港资优数独擂台⽐赛杰出学校团体奖 

2018年⾹港国际武术节3枚⾦牌1枚银牌 

2018年中华情全国作⽂写作⽐赛⼀等奖 

2018年爱·乐国际⾳乐⼤赛⼉童组声乐冠军 

2018年亚洲杯联合剑击⽐赛⾹港区冠军 

2018年⾹港校际朗诵节冠军 

2019年华夏杯数学奥林匹克⽐赛冠军 

2019年第⼀届海洋公园国际STEAM保育⼤赛宣传项⽬冠军 

2019年国际标准舞公开赛第⼀名 

2019年世界学者杯最佳学者奖冠军、达芬奇奖⾦银牌 

2020年剑桥国际课程⼤学预科项⽬化学成就最⾼奖 

2021年剑桥国际课程⼤学预科项⽬⽣物成就最⾼奖 

2021年剑桥国际课程⼤学预科项⽬四科成就最⾼奖（⾹港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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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个⼈/机构信息

个⼈/机构姓名

个⼈/机构身份证明 
如：（公司注册）⽂件号码

通讯地址：

联络电话： 联络电邮：

个⼈/机构简介 

可包括：教育背景、社会成就、公益服务经验、教育理念等；字数不限。可另纸书写并夹附相关证明⽂件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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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计划选择（可多选，在合适位置打“√”）

□ 校园设施冠名

校园设施 数量 总⾦额

□常规教室（港币300万元/间）

□实验室（港币500万元/间）

□音乐舞蹈室（港币500万元/间） /

□视觉艺术室（港币500万元/间）

□礼堂（港币1000万元/间） /

□图书馆（港币1000万元/间） /

□室内运动场（港币1000万元/间） /

拟冠名名称：

□ 特设奖学⾦/助学⾦/奖教⾦

类别 ⾦额 发放对象数量

□奖学⾦

□助学⾦

□综合奖教⾦

□中⽂学科奖教⾦

□英⽂学科奖教⾦

□数学学科奖教⾦

□科学学科奖教⾦

□⼈⽂学科奖教⾦

□艺术学科奖教⾦

□体育学科奖教⾦

拟冠名名称

签署及盖章： 日期：

附件：益利乐⽣教育基⾦有限公司暨汉鼎书院“建校伙伴”计划参与申请表 



汉鼎书院由根据《税务条例》第88条获豁免缴税的慈善团体——益利乐⽣教育基⾦有限公司创办，接受

社会各界捐款支持，数额不限，捐款所得将全数用于改善汉鼎书院的软硬件条件，为汉鼎社群创造教育福

祉。益利乐⽣教育基⾦有限公司将为捐款⼈出具捐款证明，捐款个⼈或机构可由此申请税务减免。 

1. 划缐支票 

支票抬头（中⽂）：益利乐⽣教育基⾦有限公司 

支票抬头（英⽂）：Happy Life Education Foundation Limited 

地址（中⽂）：香港香港仔黄⽵坑道 33-35 号创协坊 1 楼 

地址（英⽂）：1/F, 33-35 Wong Chuk Hang Road, Aberdeen, Hong Kong 

2. 银⾏转账 

户名（中⽂）：益利乐⽣教育基⾦有限公司 

户名（英⽂）：Happy Life Education Foundation Limited 

账号：009-636-0014691805 

开户银⾏（中⽂）：中国建设银⾏(亚洲)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英⽂）：China Construction Bank (Asia) Corporation Limited) 

银⾏地址（英⽂）：香港中环⼲诺道中 3 号建设银⾏⼤厦 28 楼 

银⾏地址（英⽂）：28/F., CCB Tower, 3 Connaught Road Central, Central, Hong Kong) 

银⾏电话：(852) 2779 5533 

银⾏代码：CCBQHKAX 

捐款完成后，请將付款证明发送⾄益利乐⽣教育基⾦有限公司学校发展委员会（电邮地址：

development@hanacademy.edu.hk；development@hlef.org），將有专⼈与您联系并发出捐款证明，感谢社会

各界的慷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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