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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簡介 

益利樂⽣教育基⾦有限公司（下稱「基⾦會」）是2014年11⽉17⽇經⾹港特別⾏政區公司註冊處批准

設⽴的⾮牟利團體。基⾦會主要致⼒於營辦幼稚園及中⼩學，同時開展學術交流和各項公益活動，以積極推

廣中國傳統⽂化，兼採國際教育精華。2017年7⽉3⽇，益利樂⽣教育基⾦在⾹港創辦全⽇制國際課程中⼩學

——漢鼎書院。 

漢鼎書院於2017年8⽉22⽇開學，設有Y1-Y13共13個年級，包括⼩學、中學及⼤學預科，是⽬前⾹港惟

⼀同時提供劍橋國際課程及國際⽂憑課程（IB）⼤學預科項⽬的全⽇制⾮牟利私⽴學校。作為⾹港第⼀家由

內地來港專才創設的學校，漢鼎書院⼒圖培養具有「中國底蘊、⾹港情懷、世界眼光」的學⽣，並以三⼤基

⽯⽴校：扎實的雙語根基與⺠族⽂化⾝份認同，扎實的數理根基與審辯式思維，卓越的領袖才能與社區服務

精神。學校核⼼價值觀：仁愛、博雅、樂⽣。⽬前，200多名學⽣及50多名教職員於⿈⽵坑道33-35號地下⾄

⼆層的校舍內其樂融融。 

⾃2017年8⽉創校以來，漢鼎書院始終以精良的課程與師資、精細的教育關懷為核⼼競爭⼒，將⾃身定

位為⾹港頂尖的國際課程學校。創校3年後，學校已有⾸屆畢業⽣，在⾹港各界都樹⽴了良好的⼝碑，並正

發揮越來越可觀的影響⼒。 

2020年8⽉起，經⾹港教育局批准，漢鼎書院可發⾏單份⾯額為60萬港幣的建校債券與單份⾯額為600

萬港幣的本⾦券，以之為私⽴學校辦學資⾦的重要補充，從⽽繼續打造⾹港⾸屈⼀指的⾼端名校。值此學校

蓬勃發展之際，辦學團體益利樂⽣教育基⾦有限公司⾯向企業機構與社會賢達，邀請其成為學校「建校夥

伴」，擁有贊助冠名權，共同參與百年樹⼈⼤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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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式及權益 

有意成為「建校夥伴」之機構或個⼈，可填寫申請表（⾒附件），並選擇冠名贊助以下項⽬之⼀項或多

項： 

①校園設施；  ②獎助學⾦；  ③獎教⾦。 

根據先到先得的原則，最終成功成為「建校夥伴」的機構或個⼈，基⾦會將向其頒發精美證書，通過⾃

有媒介（如官網、微信公眾號等）或⼤眾傳媒，公開鳴謝。成為「建校夥伴」的機構或個⼈將享有以下部分

或所有權益： 

上述權益將與合資格的機構或個⼈溝通確認，並受有關條款細則約束。 

*註：益利樂⽣教育基⾦有限公司（下稱「基⾦會」）為⾹港註冊的慈善機構，向本基⾦會捐贈100元港

幣及以上⾦額均可獲得捐贈收據，並以此向⾹港稅務局申請豁免稅務。 

權益 內容

冠名權 校園設施冠名，相應校園設施將展示「建校夥伴」冠名之顯著標識。

「建校夥伴」榮譽牆 漢鼎書院校舍內專設榮譽牆，展示每位「建校夥伴」信息，以示鳴謝。

獲邀成為校董顧問 邀請「建校夥伴」加⼊漢鼎書院校董顧問團，為學校未來發展出謀劃策。

深度校園體驗提名權
可提名有意瞭解漢鼎書院之校外學⽣免費參加試讀、學校活動、校園參觀等深度

體驗活動。

實習名額 可指定有意加⼊教育事業的⼈⼠前來漢鼎書院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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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冠名贊助項⽬ 
①校園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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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選定冠名贊助之校園設施前，可先前往漢鼎書院⽬前或未來新建之校舍進⾏考察。 

②特設冠名獎學⾦/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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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特設冠名獎教⾦ 


注：特設獎學⾦、助學⾦、獎教⾦之具體標準、每次發放⾦額等細則將與贊助冠名⼈商議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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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冠名項⽬匯總表 

⼀、校園設施冠名

校園設施 贊助⾦額 權益

常規教室 港幣300萬元/間

冠名權 

「建校夥伴」榮譽牆 

獲邀成為校董顧問 

深度校園體驗提名權 

實習名額

實驗室 港幣500萬元/間

⾳樂舞蹈室 港幣500萬元/間

視覺藝術室 港幣500萬元/間

禮堂 港幣1000萬元/間

室內運動場 港幣1000萬元/間

圖書館 港幣1000萬元/間

⼆、特設獎助學⾦

類別 贊助⾦額 權益

獎學⾦ 港幣10萬元起 獎助學⾦冠名權 

「建校夥伴」榮譽牆 

深度校園體驗提名權助學⾦ 港幣10萬元起

三、特設獎教⾦

類別 贊助⾦額 權益

綜合獎教⾦ 港幣20萬元起

獎教⾦冠名權 

「建校夥伴」榮譽牆 

深度校園體驗提名權

中⽂學科獎教⾦ 港幣20萬元起

英⽂學科獎教⾦ 港幣20萬元起

數學學科獎教⾦ 港幣20萬元起

科學學科獎教⾦ 港幣20萬元起

⼈⽂學科獎教⾦ 港幣20萬元起

藝術學科獎教⾦ 港幣20萬元起

體育學科獎教⾦ 港幣20萬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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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學成就 

招⽣⼈數


  

⾸屆畢業⽣⼤學錄取情況 

6位⾸屆畢業⽣於2020年6⽉從漢鼎書院畢業，收到包括⾹港⼤學醫學院、帝國理⼯學院、倫敦⼤學學

院、倫敦國王學院、愛默⾥⼤學、多倫多⼤學等共計21份知名⾼校錄取通知，全球排名前10⾼校佔19%，前

50佔48%，前100佔62%。3名學⽣獲發「益利樂⽣終身學習獎學⾦」，覆蓋⼤學階段全額學費。 

第⼆屆畢業⽣⼤學錄取情況 

4位第⼆屆畢業⽣於2021年6⽉從漢鼎書院畢業，收到包括倫敦國王學院、愛丁堡⼤學、墨爾本⼤學、悉

尼⼤學、多倫多⼤學、⾹港⼤學、⾹港科技⼤學等共計15份知名⾼校錄取通知，其中全球排名前100的⾼校

佔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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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畢業⽣⼤學錄取情況 

7位第三屆畢業⽣于2022年6⽉從漢鼎書院畢業，收到⾹港⼤學醫學院、⾹港科技⼤學、倫敦⼤學國王

學院、愛丁堡⼤學、華盛頓⼤學、威斯康⾟⼤學⿆迪遜分校等共計32份知名⾼校錄取通知，其中全球排名前

50的⾼校占67%。 

1位畢業⽣榮獲劍橋AS綜合科⽬最優獎（⾹港惟⼀⼀位，相當於狀元）、AS⽣物成績傑出獎，A-Level

全科均取得最⾼等級A*。 

媒體報道（部分） 

2017年8⽉3⽇，搜狐網，標題「⾹港中⽂最好的國際學校」。 

2018年1⽉20⽇，星島⽇報，標題「漢鼎定位中國⽂化，重視學⽣中⽂根基」。 

2018年2⽉15⽇，中國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外景錄製⽚段作為⾹港惟⼀中⼩學代表播出。 

2018年4⽉25⽇，南⽅都市報，標題「國際課程根植優秀傳統⽂化受家⻑熱捧，⾹港漢鼎書院辦學⼀年已成

私⽴⿊⾺」。 

2018年8⽉29⽇，⽂匯報，標題「學貫中⻄辦課程，全⼈培養育精英」。 

2018年9⽉5⽇，The Standard，標題「Fostering Leaders of the Future」。 

2019年6⽉6⽇，新華網、中央廣電總台、China Daily等，多家媒體報道漢鼎書院主辦⾸屆「⼀帶⼀路」⼤灣

區教育⾼峰論壇。 

2019年11⽉10⽇，中國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報道漢鼎書院收官舉辦「70年70城聯讀活動」⾹港站。 

2021年8⽉28⽇，新華網、央視新聞客⼾端、⼈⺠⽇報、中新社、China Daily等，多家媒體報道漢鼎書院主

辦的第⼆屆「⼀帶⼀路」⼤灣區教育⾼峰論壇。 

2021年11⽉4⽇，新華社，標題「《國家相冊》進港校園 光影記憶再延續」。 

2022年4⽉11⽇，紫荊網，標題「這所成⽴不久的學校，為何如此引⼈注⽬？」。 

2022年6⽉19⽇，⼈⺠⽇報，標題「⼼懷家國 回饋社會」。 

2022年7⽉1⽇，中國婦⼥網，標題「⼼懷家國鑄漢鼎 作育英才耀紫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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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獲獎（部分） 

2017年全港資優數獨擂台⽐賽傑出學校團體獎 

2018年⾹港國際武術節3枚⾦牌1枚銀牌 

2018年中華情全國作⽂寫作⽐賽⼀等獎 

2018年愛·樂國際⾳樂⼤賽兒童組聲樂冠軍 

2018年亞洲杯聯合劍擊⽐賽⾹港區冠軍 

2018年⾹港校際朗誦節冠軍 

2019年華夏杯數學奧林匹克⽐賽冠軍 

2019年第⼀屆海洋公園國際STEAM保育⼤賽宣傳項⽬冠軍 

2019年國際標準舞公開賽第⼀名 

2019年世界學者杯最佳學者獎冠軍、達芬奇獎⾦銀牌 

2020年劍橋國際課程⼤學預科項⽬化學成就最⾼獎 

2021年劍橋國際課程⼤學預科項⽬⽣物成就最⾼獎 

2021年劍橋國際課程⼤學預科項⽬四科成就最⾼獎（⾹港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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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個⼈/機構信息

個⼈/機構姓名

個⼈/機構⾝份證明 
如：（公司註冊）⽂件號碼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聯絡電郵：

個⼈/機構簡介 

可包括：教育背景、社會成就、公益服務經驗、教育理念等；字數不限。可另紙書寫並夾附相關證明⽂件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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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計劃選擇（可多選，在合適位置打「√」）

□ 校園設施冠名

校園設施 數量 總⾦額

□常規教室（港幣300萬元/間）

□實驗室（港幣500萬元/間）

□音樂舞蹈室（港幣500萬元/間） /

□視覺藝術室（港幣500萬元/間）

□禮堂（港幣1000萬元/間） /

□圖書館（港幣1000萬元/間） /

□室內運動場（港幣1000萬元/間） /

擬冠名名稱：

□ 特設獎學⾦/助學⾦/獎教⾦

類別 ⾦額 發放對象數量

□獎學⾦

□助學⾦

□綜合獎教⾦

□中⽂學科獎教⾦

□英⽂學科獎教⾦

□數學學科獎教⾦

□科學學科獎教⾦

□⼈⽂學科獎教⾦

□藝術學科獎教⾦

□體育學科獎教⾦

擬冠名名稱

簽署及蓋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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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院由根據《稅務條例》第88條獲豁免繳稅的慈善團體——益利樂⽣教育基⾦有限公司創辦，接受

社會各界捐款⽀持，數額不限，捐款所得將全數⽤於改善漢⿍書院的軟硬件條件，為漢⿍社群創造教育福

祉。益利樂⽣教育基⾦有限公司將為捐款⼈出具捐款證明，捐款個⼈或機構可由此申請稅務減免。 

1. 划缐⽀票 

⽀票抬頭（中⽂）：益利樂⽣教育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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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中⽂）：⾹港⾹港仔⿈⽵坑道 33-35 號創協坊 1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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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银⾏转账 

⼾名（中⽂）：益利樂⽣教育基⾦有限公司 

⼾名（英⽂）：Happy Life Education Foundation Limited 

賬號：009-636-0014691805 

開⼾銀⾏（中⽂）：中國建設銀⾏(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開⼾銀⾏（英⽂）：China Construction Bank (Asia) Corporation Limited 

銀⾏地址（中⽂）：⾹港中環⼲諾道中 3 號建設銀⾏⼤廈 28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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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電話：(852) 2779 5533 

銀⾏代碼：CCBQHKAX 

捐 款 完 成 後 ， 請 將 付 款 證 明 發 送 ⾄ 益 利 樂 ⽣ 教 育 基 ⾦ 有 限 公 司 學 校 發 展 委 員 會 （ 電 郵 地 址 ：

development@hanacademy.edu.hk；development@hlef.org），將有專⼈與您聯繫並發出捐款證明，感謝社會

各界的慷慨⽀持！

12

附件：捐贈⽀持  

mailto:development@hanacademy.edu.hk
mailto:development@hlef.org

	益利乐生教育基金有限公司暨汉鼎书院「建校伙伴」赞助冠名计划
	益利乐生教育基金有限公司暨汉鼎书院「建校伙伴」赞助冠名计划
	益利乐生教育基金有限公司暨汉鼎书院「建校伙伴」赞助冠名计划
	益利乐生教育基金有限公司暨汉鼎书院「建校伙伴」赞助冠名计划
	1. 划缐支票
	2. 银行转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