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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志和博士 大紫荆勋贤, 英国员佐勋章, 太平绅士,  

荣誉法学博士, 荣誉社会科学博士, 荣誉工商管理博士 

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创办人、董事会主席暨奖项理事会主席 

 

在浩瀚的太空中，有一颗名行星默默地和我们的地球一起围绕着

太阳转动，1995 年被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并命名为

「吕志和星」(国际编号 5538)。 

 

吕志和博士被誉为香港石矿大王、酒店大亨，现任嘉华集团主席，

也是集团旗下在香港两家上市公司，嘉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00173）和银河娱乐集团有限公司（00027，为恒生指数成份股）

的董事会主席，嘉华集团属下其他主要成员公司还包括仕德福国

际酒店集团及嘉华建材有限公司等，分别从事地产、娱乐休闲、

酒店及建筑材料等业务，附属公司超过 200 多间，全球员工近

30,000人，投资的业务遍布中国内地、香港、澳门、东南亚及各

地主要城市。 

 

拥有如此庞大的企业帝国的传奇人物，年少时因战乱而辍学，凭

着日后的勤奋和眼光，不仅打造了世界级的财富，数十年以来捐

资无数支持教育事业，并以渊博的知识获得海内外多家知名学府

颁授荣誉博士学位。2012 年，吕博士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颁授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GBM)，以表扬他长期参与社会及慈善

服务，对教育、医疗、文化艺术、救灾等范畴作出重大贡献。 

 

吕博士博士多年来积极奉行「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原则，以

发扬仁爱与和平精神为己任，并于 2015 年创立国际跨界别   

「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旨在表彰以无私大爱为推动世界文

明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士或团体，从而促进世界资源可持续发展、

改善世人福祉、倡导积极正面人生观及提升正能量。 

 

吕志和博士 60 多年来的事业旅程从来都不是平坦的。他陪伴香

港成长，见证了这个东方之珠的经济奇迹，历尽社会的风云突变，

今天的他，仍是稳打稳扎地不断发展他的跨国事业王国，永不言

休。让我们沿着吕志和博士和他企业的成长足迹，来一窥其传奇

的创业成功经历，并领略其稳健进取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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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手兴家创建跨国企业 

 

吕志和博士，原籍广东新会，1929 年出生于广东省江门市，四

岁时随家人移居香港。四代单传的吕志和博士从小就被寄予厚

望，没料到在十多岁时，日军铁蹄踏到香港，战火烧毁了吕家原

本为他计划好的一切，还留给他一个沉重的家．此时的吕志和博

士没有像常人那样悲伤不已，怨天尤人，而是默默地承担起养家

糊口的重任，并从此开始他传奇的创业历程，时年 13 岁。  

 

如同千千万万成长于战争磨难的少年一样，吕志和博士早年的人

生历程已是荆棘满途。战争夺去了他无忧无虑的求学机会，但他

一颗追求知识的心却从未熄灭。战争艰苦的历练使一颗年轻的心

更加坚毅不屈，在日本占领香港年代，这个只有十三、四岁的小

商人已成为香港油麻地地区的食品制造批发商。他早已洞悉到人

生社会的无常，要奠立事业基础，唯有好学、创新、坚毅与勤奋。 

 

战后，他跟随姨丈学习经营买卖汽车零件生意。有一次，他帮助

一位客人订购一批零件，客人赚了一笔可观的利润，于是拿出

200 元，欲打赏这个年轻人。当时，200 元可不算小数目，但他

却婉拒了客人的好意。他觉得服务顾客是他份内的工作，不必另

收额外酬劳。勤奋好学使他在短短五、六年间自立门户，开设了

自己的汽车零件销售公司，而且练就了明锐的商业眼光，积累了

丰富的创业经验。 

 

20 世纪 50 年代初，他从朋友间得知，美军在韩战后于日本冲绳

岛留下很多如吉普车、GMC大型运输车、开山机械等剩余物资，

好奇之下他灵机一动，透过认识留学日本的朋友指引，只身走到

冲绳岛，由于当时香港在禁运之列，经过多番波折与奔走，才成

功游说美国军部及领事馆同意将重型军事剩余物资卖给他﹔他

将满满一邮船的重型机械运回香港，供应给本港作开山筑路及建

设之用。 

 

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吕志和博士并没有沉湎于安逸中，这反

而触发他思考更多的新生意念头。看着一座又一座平凡的山脉，

别人认为只是一块又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他却认为应好好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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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基本的天然石料资源，作为建设城市之用。原石材经处理后

变成混凝土、石砖及各种各样的建筑骨干材料，用来建成一幢一

幢雄伟的高楼大厦及建桥填海筑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就是

由这些平平凡凡的石头建成。 

 

为香港开山筑路打基础 

 

1955 年，吕博士在香港创立了首间嘉华公司，参与当时仍相当

荒芜的观塘区一带（包括秀茂坪、乐富、蓝田及油塘等）之大型

填海工程，为该区日后成为香港轻工业发源地孕育良好先决条

件。此后近 60 年，嘉华一直是香港建材业之翘楚；成为为香港

的崛起和成长提供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建材， 被冠以「石矿大王」

的桂冠。今天，香港的每四幢楼中，就有一幢是吕博士的嘉华提

供的建材。 

 

他于 60 年代投得香港政府第一个新型大型石矿场——安达臣道

石矿场开采权，把自动化设备应用于尚以人手开采为主的采矿

业，由此在香港开启高效、安全、机械化采矿之先河。安达臣道

石矿场的重整及美化工程于 2017年完结，并光荣移交香港政府，

完成其逾半世纪的历史任务。面对当时非常艰难的营商环境，    

吕博士凭着坚毅不屈及拼搏的精神，为战后香港建设及经济发展

作出莫大贡献，带领旗下的嘉华建材发展成为本地最大型的一站

式建材企业。他亦由此开始了解「管理」与「生产成本」的重要

性，认识到西方管理文化的价值观。他体会到，一个社会或是企

业要壮大发展，必须依赖受过优秀教育的管理人才，才能与世界

经济接轨。 

 

同期他亦涉足地产发展，限于儿女成长和建材业务繁忙，吕博士

无力分身，大多时候默默潜行，密切关注，在 90 年代中期，     

吕博士在北美地产市场高歌猛进，尤其是 98 年金融危机后，   

吕博士异军突起，在哀鸿遍野的地产市场上逆风飞扬，获得长足

的进步，在强手如云的香港地产界，坚实地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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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酒店旅游与国际接轨 

 

70 年代，香港的经济腾飞，吕志和博士的生意也愈做愈大，并

开始进军旅游和酒店业。当他在尖沙咀东部购买新填海区之海景

地皮、计划兴建他第一间酒店时，友辈及商业上的朋友都并不看

好﹕一是由于那时尖东仍属荒芜之地，人流甚少﹔二则因为本地

商人都没有经营及管理国际星级酒店的经验，因此认为他的构思

太过冒险。吕博士却深信自己的眼光，认为 80 年代的香港将大

量需求国际星级酒店以配合其经济发展，传统客栈式的酒店已不

合时宜。他全心全意参与酒店从设计至兴建的过程，并大胆将酒

店的管理权交给外国管理公司——「假日酒店网络」﹔又专程聘

请来自德国的专业酒店管理人才负责酒店的初期运作。 

 

八、九十年代吕博士较为集中于在美国的酒店及地产发展，使其

生意网络更国际化。其中，酒店与洲际、万豪、喜来登、希尔顿

等国际知名酒店品牌合作。与此同时，酒店亦开始培训本地的管

理人才，并凭借多年的酒店及房地产经验，建立高端服务式公寓

品牌——尚臻。目前，吕博士在世界各地拥有及管理共 32 间酒

店及服务式公寓，早年他已成为全美 12 大酒店业主之一，凭借

现代化、系统化的管理制度，他的酒店业务取得很大成功。 

 

吕博士亦为酒店及旅游业翘楚，多年来于提高香港在世界旅游业

的地位、提升服务质素及培训人材方面，贡献良多。他同时透过

由其所创立并任主席至今的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或以个人身份，屡

向政府就香港酒店及旅游业发展提交多项具前瞻性及可持续性

的建议，致力推动行业稳固健康发展。他所提倡之建议包括于过

去十多年间，积极提出把 MICE (Meetings 会议、Incentives 奖励

旅游、Conventions 大型会议及 Exhibitions 展览)延伸为 MICEE 

(Entertainment 娱乐)的新概念，融汇娱乐、文化、酒店、餐饮、

交通、零售等行业于一身，为香港长远发展出谋献策。 

 

塑造娱乐休闲新蓝图 

 

吕志和博士并没有陶醉在成就之中，他始终在寻找新的起点，新

的挑战。澳门回归后，成为中国唯一允许经营博彩业的城市。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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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凭借嘉华在酒店旅游业的多年经验，银河娱乐集团突围而出，

击败了 18 家世界级的强劲对手，投得澳门娱乐牌照，成为澳门

三家获得博彩批给合同的营运商之一，更于 2006 年成为首家在

香港上市的博彩业公司。 

 

在「十二五规划」下，中央政府将澳门定位作为国际旅游休闲中

心。正当大部分人都着眼于博彩业务发展时，吕博士独具慧眼，

认为娱乐休闲业才是集团真正的发展路向。他一直认为，澳门应

多元化发展，降低博彩成份，弘扬中国文化和艺术，发展更多非

博彩元素。 

 

2006 年，银娱旗下星际酒店正式开业，率先实践银娱秉持的亚

洲心待客之道，赢得各界一致认同，更成为澳门新地标。   

2011年，集团兴建的世界级奢华綜合度假城——「澳門銀河™」

第一期正式開幕，进一步发扬亚洲心的理念，将世界一级水平、

集度假、消闲、购物、商贸会议及娱乐于一身之旅游事业于该地

发展，引入了多项崭新的度假设施，例如人造沙滩、空中冲浪池、

3D影院等。2015年 5 月，「澳門銀河」第二期及「澳門百老匯™」

盛势开幕，将综合度假城的总面积双倍扩充至超过 110 万平方

米，注入更多崭新的休闲娱乐设施。路氹地皮的第三、四期将计

划兴建酒店、会议展览、娱乐及博彩设施，落成后将会令银娱在

路氹的版图倍增至逾 200 万平方米。银娱正就一幅面积达 2.7 平

方公里、位于澳门毗邻之横琴的土地计划发展一个世界级的时尚

休闲度假城，此度假项目将与银娱在澳门的业务相辅相成，令集

团在同业中脱颖而出，并支持澳门发展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

愿景。 

 

为进一步支持集团在亚洲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拓展目标，银娱宣

布与蒙地卡罗滨海度假酒店集团建立策略伙伴合作关系。有关伙

伴合作关系包括承诺提升双方在业务和品牌上的合作，以及在亚

太地区共同发展和营运包括综合度假城项目在内的娱乐业务，以

及开拓在日本的发展机会。 

 

在短短数年间，银娱由零开始，迅速发展至在澳门娱乐休闲市场

占有率超过百分之二十，排名第二，与多家资深的国际经营商并



6 

驾齐驱，亦为集团发展建立了新的里程碑。2013 年 6 月，银河

娱乐正式被纳入恒生指数成份股(蓝筹股)，公司市值于全球上市

娱乐博彩企业中排行第三，由此亦证明集团中西合璧的经营理念

深受市场认同，其创见、诚信及管理亦获得投资者的信赖。 

 

本着爱国心投资内地 

 

吕志和博士在全球发展起多元化的业务的同时，告诫自己身为炎

黄子孙，要时刻回报祖国。他于中国内地发展事业，可追溯至中

国改革开放之初，是首批进军内地建材行业的香港企业之一，现

时于全国十多个城市和工业重镇设有现代化生产基地，并先后与

多家知名大型国企结成策略性伙伴，不断提高产能，以水泥为例，

单单优质水泥年产就超过一千万吨，同时亦开发综合环保建材产

品，全面配合国家提倡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的大方向。 

 

至 90 年代，吕博士将地产业务拓展至内地，参与广州市首个旧

城改造计划，把越秀区之旧楼房改造为现代化大型住宅及商业小

区——嘉和苑，至今仍是广州地标之一。同时亦成为最早进驻 

上海地产市场的香港企业之一，于市中心黄金地段购入多块土

地，以「品精质优」的品牌内涵在当地立足。踏入 21 世纪，集

团中港两地多个地产项目陆续登场，均录得非常骄人的销售成

绩。今天，吕志和博士的嘉华集团已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

昆明、深圳、珠海等十多个城市发展业务，投资数百亿元。除了

企业投资外，吕博士还热心于侨务，并不辞辛苦担任了很多内地

的侨商协会名誉会长，参加各地的华侨会议，并为当地侨务出谋

献策。 

 

推动世界文明发展 发扬仁爱和平精神 

 

吕志和博士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事业的神话，实践过不少人无法实

践的梦想，是一个绝不平凡的企业家。吕博士除了精心经营其企

业王国外，更时刻关注着社会公益事业，不忘自己和企业的社会

责任。过去数十年，他一直本着「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信念，

致力服务社会，为建设社会繁荣与安定的使命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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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吕博士看到物质的丰

富与科技的发达为个人与社会带来福祉，也看到过度追求物质与

科技，忽略个人的修为给社会带来的伤害。他重视的是社会文明

和精神道德的建立、人品道德与责任意识的进步。他一直强调多

把心思花在人类和社群共同的福祉上，想想如何减少天灾人祸，

如何帮助落后与贫穷的人提升生产力，改善生活。 

 

吕博士有感在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成果和方便之余，人们应重新

重视和守护可贵的传统价值和道德观念，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减少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和纷争，携手缔

造一个和平共融的世界。多年前，吕博士就萌生了设立一个全球

奖项，在不同范畴褒扬社会正能量的想法，以团结和鼓励世界不

同文化人士以改善人类福祉为宗旨，服务全人类文明道德的奖

项。 

 

矢志为推动世界文明出一分力，吕博士于 2015 年创立「吕志和

奖－世界文明奖」。此一年一度的国际性跨界创新奖项，着眼人

类文明并且服务全世界，以表彰在探索可持续发展模式，通过正

面人生观和正能量推动社会精神文明进步，以及在改善人类福

祉、促进社会和谐善美等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人士或团体，来

彰显社会的文明与正义。 

 

支持教育冀惠民强国 

 

吕博士宅心仁厚，贡献惠泽四海，他深信兴学强国之道，是以尤

为关心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多年来向多个香港、澳门及内地教

育机构慷慨捐资，包括支持中国教育部兴建修缮 122 间中小学、

资助农村贫困学生上大学、北京大学生命科学科研大楼、清华大

学生物医学馆、北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海复旦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嘉华大数据中心、澳门大学横琴新校园、香港大学吕志和

法律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管

理学院院、美国史丹福大学医学院等，同时于多家海外知名学府

设立中国留学生奖学金，支持优秀学生到海外求学及交流，更成

立了 13 亿港元的银河娱乐集团基金会，致力协助年轻人建立正

确的德育和价值观、培养国家和民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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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博士亦主动为各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尤为热心支持酒店及旅游

业界之专业人材培训，配合旅游业蓬勃发展之大趋势，适时提供

管理专才。他先后促成香港中文大学开设酒店及旅游管理学院，

及香港理工大学筹划兴建教学酒店，推动酒店旅游高等教育之国

际认受性的提升。他也慷慨资助两所大学之学院发展，包括兴建

教学楼、设立留学奖学金、资助教研工作、改善教学设施等。 

 

吕博士尤为关注相关的专才教育课程，不时与大学交流探讨如何

将课程进一步发展，其中他曾大力倡议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

管理学系因应社会与科技进步，增添富创新意念的课程，例如酒

店品牌管理以及中国酒店品牌建设等，多年以来他不时亲身到不

同的中国城市宣扬品牌的重要性，与业界精英分享其经营酒店近

四十年的经验，以迎接中国未来酒店业品牌的进一步发展。 

 

热心参与公共事务 

 

吕博士历任多项社会公职，曾任香港东华三院辛酉年（1981 年 - 

1982年）主席；由 1983年出任香港酒店业主联会创会主席至今；

1996 年，吕博士任香港中华科学与社会协进会主席，推动香港

高新科技发展及应用，以及促进香港和内地以及国际科技交流合

作；又为北京大学名誉校董、香港大学教研发展基金创会荣誉会

长、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校董、香港科技大学顾问委员会荣誉

委员、香港理工大学顾问委员会委员、香港理工大学基金永远荣

誉主席、江门市五邑大学董事会永远荣誉会长、扬州大学商学院

名誉院长、上海复旦大学校董会校董等。 

 

吕博士热心履行公民责任，当选第九届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委

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及香港特别行政区选

举委员会委员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会展旅游业督导委员会委员。 

 

建树良多屡获奖誉 

 

吕志和博士对社会贡献良多。1982 年，吕博士受勋英国员佐勋

章(MBE)，并于 1986 年被委任为太平绅士。1995 年，中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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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紫金山天文台将国际编号 5538的小行星命名为「吕志和星」。

吕博士于 1996 年荣获广州市杰出贡献奖。此外，吕博士于  

2001 年获加拿大卑诗省维多利亚大学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2002 年获香港中文大学及香港大学分别颁授荣誉社会科学博士

及名誉大学院士衔，2004 年获加拿大康克迪亚大学颁授荣誉法

学博士学位以及获法国政府文化部颁授艺术及文学勋章骑士勋

位，2005 年获香港理工大学颁授荣誉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2016年获香港大学颁授名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此外，吕博士于 2005 年获颁授金紫荆星章(GBS)。2007 年，   

吕博士荣膺 DHL/南华早报「香港商业奖」之「商业成就奖」以

及美国优质服务科学协会颁发的「终生成就奖」。2011 年，   

吕博士获《Macau Tatler》杂志颁发「钻石成就奖」，并于同年获

领袖传播集团有限公司颁发「2011《领袖人物》‧终身成就大奖」。 

2012年，吕博士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大紫荆勋章(GBM)，

以表扬其为香港作出的重大贡献，亦于同年获亚洲企业商会颁发

亚太企业精神奖 2012「终身成就奖」。2013 年，吕博士获颁第

13 届中国饭店金马奖之终身成就奖。2014 年，吕博士荣获国际

博彩业大奖之杰出贡献奖及英国亚洲人大奖之年度企业家。 

2015年，吕志和博士于第 22 届世界旅游大奖获颁终身成就奖，

表彰他对旅游业的杰出贡献，并于第二届世界广府人恳亲大会获

颁「十大杰出人物」。2017年，吕志和博士获北京大学颁授杰出

教育贡献奖。2018 年，吕博士于第 25 届世界旅游大奖获颁 「杰

出社会责任领袖奖」，以表扬他设立「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

推动世界和谐及提升正能量，以及其对社会公益事业的贡献。

2019年，吕博士获澳门科技大学选为「20 年 20 人：回归以来澳

门旅游休闲产业重大价值人物」。2021年，吕博士获《Tatler Asia》

选为「亚洲最具影响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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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志和博士简历 

1929年  出生于江门市，原藉广东新会，4 岁时随家人移居香
港 

1942年  在日军战火下，年仅 13 岁即肩负起养家重任，开展
日后传奇创业历程 

1955年  于香港创立首家嘉华公司，进口战后剩余重型机械设
备，开拓石矿业自动化先河，奠定建筑材料业翘楚地
位，其后更成为香港主要石矿产品和混凝土供货商 

1960年代 涉足地产发展，随后业务逐渐由香港发展至中国   
内地、澳门、东南亚及各地主要城市，发展及投资多
元化物业，确立品精质优之口碑 

1970年代 进军酒店业，特约经营权模式与国际酒店品牌合作，
于尖沙咀东部开设五星级酒店。其后拓展业务至美
国，拥有约 20 家酒店之物业及管理权，成为全美  
12 大拥有酒店房间业主之一 

1980年代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为首批进军内地建材行业的香
港企业之一，于全国十多个城市和工业重镇设有生产
基地，并先后与多家知名国企组成联营公司。同时，
旗下嘉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于 1987 年在香港上市 

1990年代 地产业务拓展至内地，并参与广州旧城改造项目，综
合开发拓展能力崭露头角。其时，集团旗下房地产、
酒店、建材业务如日中天，嘉华建材有限公司于 
1991年在香港上市 

1995 年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国际编号 5538 的小行星
命名为「吕志和星」 

2001年   获加拿大卑诗省维多利亚大学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2002年  获澳门特区政府授予娱乐牌照，银河娱乐集团有限公
司成为首间在澳门经营娱乐休闲的香港上市公司，发
展休闲、娱乐、购物、餐饮及会展等大型综合度假村
设施；同年，吕博士获香港中文大学及香港大学分别
颁授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及名誉大学院士衔 

2004年   获加拿大康克迪亚大学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及获
法国政府文化部颁授艺术及文学勋章骑士勋位 

2005年  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金紫荆星章(GBS)，及获香港  
理工大学颁授荣誉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2010年  嘉华集团立业 55载，业务跨越世界各地，结合地产、
娱乐休闲、酒店及建筑材料的营运实力，凭借综合发
展的策略致力在大中华区建设和谐小区，为生活创优
增值 

 



11 

2011年  银娱世界级奢华综合度假城「澳門銀河™」第一期隆
重开幕，发展概念揉合中西合璧的服务及多元化设
施，旋即成为市场亮丽焦点，为世界各地旅客带来耳
目一新之感 

2012年   香港特区政府向吕博士颁授大紫荆勋章，表彰其长期
参与社会及慈善服务，多年来致力在香港推动慈善事
业，对医疗、文化艺术、救灾及其他善举均贡献良多 

2013年 银娱成为香港恒生指数 50只成份股之一 

2014年 成立 13 亿港元的银河娱乐集团基金会，以栽培年轻
一代为目标，致强制反馈国家和社会 

2015年 银娱世界级奢华大型综合度假城「澳門銀河™」第二
期及「澳門百老匯™」开幕，嘉华集团踏入钻禧新里
程；「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于香港正式成立；  
吕博士发布首部自传《吕志和传》，传承创业及奋斗
精神；旗下四大业务以「传承关爱 稳创未来」的精
神与愿景，在世界各地将推出 20 多个新项目，继续
以爱传爱，贡献社会 

2016年 首届「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的持续发展奖、人类
福祉奖及正能量奖分别颁授予袁隆平教授、无国界医
生及吉米‧卡特 (James Earl “Jimmy” Carter, Jr)，嘉许
三个奖项的获奖者对促进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 ;    
同年，吕博士获香港大学颁授名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2017年   嘉华建材将营运超过半世纪的安达臣道石矿场交还予
香港特区政府，完成其历史任务。除修复石矿场的生
态环境，更打造一幅约 40公顷的城市发展用地，让
政府规划发展成一个约 2.5 万人居住的全新小区，造
福社会 

 

 

近年于教育、科技及慈善领域主要的捐助项目 (1988年起) 

 

中国内地 

教育： 

 江门五邑大学－创校赞助人之一、(1988 年)吕志和礼堂、 

(1993 年 )教育基金； (1995 年 )十友楼及吕志和科技楼、  

(1998 年)兴建网球场、(2007-2011 年及 2013年)吕志和优秀新

生奖学金、(2010年) 资助行政大楼建设、(2018 年) 五邑大学

校董会学生综合服务中心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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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广州市教育基金(百万行) 

 1995年：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吕志和教学基金 

 上海复旦大学－任校董逾 20 年、(1995-2002年)大学基金及其

他教学设施、(2004 年)光华楼志和堂、(2008 年)吕志和楼、 

(2013 年)赞助香港的中文 MBA课程 

 2003 及 2005年：南京大学－游泳馆 

 2005年：中国教育部－于八个省份兴建修缮 122所中小学 

 2007年：广西贫困教育基金会 

 2008年：北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吕志和演讲厅 

 2008 年：精进基金－资助内地农村大学生完成 4 至 5 年学位

课程 

 2016 年：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嘉行学校及「嘉华鼓舞教育基

金」 

 2017 年：上海交通大学－设立「嘉华城市治理研究基金」以

支持建设「嘉华大数据中心」 

 2017年：北京大学 - 任北京大学名誉校董，成立「吕志和生

命科学学院基金」以支持生命科学学院的发展及建设生命科学

科研大楼，冠名为「吕志和楼」 

 2018年：清华大学 - 捐资兴建清华大学生物医学馆两座全新

大楼，冠名为「吕志和药学楼」及「吕志和医学楼」，为师生

提供优质科研及教学设施，助力生命科学、医学及药学的研究

与创新可持续发展 

 

科技： 

● 1995年：「吕志和星」国际编号 5538 (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

文台发现) 

 

慈善： 

● 2020 年：透过银河娱乐集团基金会，支援湖北省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病的紧急防控及救援，并支持中国内地的长期防护工

作 

● 2021 年：透过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协

助，捐款支持河南省抗洪救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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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 

教育： 

 澳门大学－(2007年)大学发展基金会、(2010年)珠海横琴新校

区吕志和书院 

 

慈善： 

 2014年：银河娱乐集团基金会 

 2020 年：透过银河娱乐集团基金会，支援澳门的新型冠状病

毒病防控工作 

 

香港 

教育： 

 香港中文大学－(2002 年) 冠名赞助 K. Wah Hotel Forum、

(2012 年)吕志和创新医学研究所、吕志和临床医学大楼、  

吕志和博士创新医学杰出讲座教授计划、(2015 年)吕志和卓越

青年学者奖励计划及吕志和卓越青年学者研究奖学金 

 香港理工大学－(2004年)中西荟萃之康复科学中心、(2006 年) 

嘉华奖学金及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吕志和酒店及旅游资源

中心」、(2008 年)吕志和楼、(2009 年)吕志和伉俪膝关节康复

中心 

 2010年：香港大学－吕志和法律图书馆 

 

慈善： 

● 2011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爱基金 

● 2015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零爱滋」慈善跑 

● 2020 年：捐资东华三院作为设立「医用口罩无尘工场」的启

动基金 

● 2021年：捐款予东华三院支持接种疫苗津助计划 

 

海外 

教育： 

● 1995年：美国史丹福大学－医学院「吕志和研究实验室」 

● 2001年：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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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加拿大康克迪亚大学－吕志和博士奖学金 

● 200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 

● 2009-2013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大学基金 

● 2013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州立大学－大学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