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造業安全獎勵計畫2016/2017 

比賽得獎結果 

 

樓宇建造地盤（公營合約）  

獎項 承建商 工程項目 

金獎 協興工程有限公司 前葵涌已婚警察宿舍公屋工程 

銀獎 協興工程有限公司 
房屋署大嶼山銀礦灣路東及銀

礦灣路西 

銅獎 有利建築有限公司 
設計及建造九龍將軍澳道4號觀

塘職員宿舍 

優異獎 
俊和建築工程有限公

司 

設計及承造葵涌醫院重建計劃

(第一期) 

最佳高處工

作安全表現

獎 

有利建築有限公司 
設計及建造九龍將軍澳道4號觀

塘職員宿舍 

  



獎項 承建商 工程項目 

良好表現

証書 

惠保(香港)有限公司 

沙田火炭禾上墩街居者有其屋

計劃發展項目地基及地盤平整

工程 

俊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柴灣連城道出租公屋發展建造

項目 

安保工程有限公司 
香港東涌第三十九區公共房屋

發展計劃 

建業建築有限公司 
北角百福道前丹拿道警察宿舍

地盤的兩所24班小學建造工程 



樓宇建造地盤（私營合約）  

獎項 承建商 工程項目 

金獎 
中國海外房屋工程有限公

司 

屯門掃管笏屯門市地段第427號

住宅發展項目 

銀獎 

興勝營造有限公司 
火炭樂林路沙田巿地段第603號

住宅發展項目 

Gammon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Company 
Limited 

太古坊2A發展項目 

銅獎 惠保(香港)有限公司 沙田大圍車站地基工程C區 

優異獎 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東涌38地段酒店發展項目地基

工程 

最佳高處

工作安全

表現獎 

惠保(香港)有限公司 沙田大圍車站地基工程C區 

  



獎項 承建商 工程項目 

良好表現

証書 

惠保(香港)有限公司 沙田大圍車站地基工程A區 

保華建造有限公司 西貢酒店發展項目 

新輝城建工程有限公司 卑路乍街97號 

俊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香港房屋協會資助出售房屋項

目工程(ST36C) 

 

 

  



 

土木工程建造地盤  

獎項 承建商 工程項目 

金獎 寶嘉 - 布依格聯營 
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 - 北面連接路

海底隧道段 

銀獎 中國建築 - 安樂聯營 
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昂船洲污水處

理改善工程污泥脫水設施 

銅獎 禮頓 - 中建聯營 
將軍澳-藍田隧道-主隧道及相關建造

工程 

優異獎 三星-新昌聯營 
沙中綫工程合約1109 - 九龍城段車站

及隧道工程 

最佳高處

工作安全

表現獎 

寶嘉 - 布依格聯營 
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 - 北面連接路

海底隧道段 

良好表現

証書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

公司 
中環灣仔繞道八號連接路段隧道工程 

香港寶嘉建築有限公司 
蓮塘/香園圍口岸土地平整及基礎設

施工程 - 工程合約2 

  



獎項 承建商 工程項目 

良好表現

証書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

公司 
香港機場北商業區前期工程 

利達-怡和機器聯營 

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 - 沙灣，數碼

港，華富，香港仔及鴨脷洲基本污水

處理廠改善工程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

公司 

西貢公路改善工程第一期 - 清水灣

道至匡湖居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

公司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基礎建設第二期

(南面部份)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

公司 

港珠澳大橋香港接線-觀景山至香港

口岸 

 

  



裝修及維修工程  

獎項 承建商 工程項目 

金獎 中國地質工程集團公司 東鐵綫斜坡改善工程第五期甲 

銀獎 有利建築有限公司 

2015至2017年度大埔、北區、沙

田及西貢保養、改善及空置單位

翻新工程分區定期合約(二) 

銅獎 利基建築有限公司 九龍塘站改善工程 

優異獎 同昌環保顧問有限公司 
搬遷沙田污水處理廠往岩洞– 

污水及污泥處理工序測試 

最佳高處

工作安全

表現獎 

有利建築有限公司 

2015至2017年度大埔、北區、沙

田及西貢保養、改善及空置單位

翻新工程分區定期合約(二) 

良好表現

証書 

有利建築有限公司 

2015至2018年度九龍西及香港

(3)區保養工程及空置單位翻新

工程的分區定期合約 

新昌室內裝飾(香港)有限

公司 
美麗華商場加改建及翻新項目 

  



小型裝修及維修工程  

獎項 承建商 工程項目 

金獎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2015至2017年度大埔、北區、沙

田及西貢保養、改善及空置單位

翻新工程分區定期合約(一) 

銀獎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中華電力物業小額建築 / 土木

工程合約 

銅獎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香港島西區、南區及大嶼山改

建、加建、保養及維修工程的定

期合約 

優異獎 俊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2015年度醫院管理局港島東及

港島西醫院聯網小型工程定期

合約 

最佳高處

工作安全

表現獎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2015至2017年度大埔、北區、沙

田及西貢保養、改善及空置單位

翻新工程分區定期合約(一) 

  



獎項 承建商 工程項目 

最佳高處

工作安全

表現獎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中華電力物業小額建築 / 土木

工程合約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香港島西區、南區及大嶼山改

建、加建、保養及維修工程的定

期合約 

參與証書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深水埗、荃灣及葵青教育局學校

改建、加建、保養及維修工程的

定期合約 

新合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房屋署區域建築保養工程合約 / 

九龍西及香港(4) 2015/2018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屯門及元朗改建、加建、保養及

維修工程的定期合約 

金城營造有限公司 小型土木設計及建築工程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2014至2017年度黃大仙、青衣、

荃灣及離島保養、改善及空置單

位翻新工程的分區定期合約(一) 

  



獎項 承建商 工程項目 

參與証書 

俊和建築有限公司 
奧海城二期大廈外牆瓦仔維修

工程 

中國地質工程集團公司 
長遠防治山泥傾瀉計劃2012年J

組防治山泥傾瀉工程 

智達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長江物業維修合約2016-2018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2014至2017年度黃大仙、青衣、

荃灣及離島(分區保養辦事處)保

養、改善及空置單位翻新工程的

分區定期合約(一)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香港島、大嶼山、離島(南)小型

工程設計及建造工程的定期合

約 

宏勝建築有限公司 
市建局定期維修合約 - 卑利街

／嘉咸街及汝州西街 

新進建築有限公司 長康商業中心消防改善工程 

  



獎項 承建商 工程項目 

參與証書 

新進建築有限公司 
美孚新邨第1, 2期重鋪行車道及

更換地底喉管工程 

祥記馮祥建築有限公司 理工大學保養維修合約 

新進建築有限公司 香港公開大學B7樓層伸延工程 

鴻圖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華欣閣水電保養工程 

新進建築有限公司 嘉湖山莊樂湖居緊急維修 

 

  



 

樓宇建造地盤  - 次承判商  

獎項 次承判商 工程項目 

金獎 
洪昌建築地基(集團)有限

公司 

沙田火炭禾上墩街居者有其屋

計劃發展項目地基及地盤平整

工程 

銀獎 定安工程有限公司 
柴灣連城道出租公屋發展建造

項目 

銅獎 
安樂機電設備工程有限公

司 
太古坊2A發展項目 

優異獎 

金碧電器 
房屋署大嶼山銀礦灣路東及銀

礦灣路西 

新昌營造廠(工程)有限公

司 

太古坊2A發展項目 - 林肯大廈

停車場翻新工程 

最佳高處

工作安全

表現獎 

洪昌建築地基(集團)有限

公司 

沙田火炭禾上墩街居者有其屋

計劃發展項目地基及地盤平整

工程 

  



獎項 次承判商 工程項目 

良好表現

証書 

文輝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設計及承造葵涌醫院重建計劃

(第一期) 

迅達升降機(香港)有限公

司 
卑路乍街97號 

恒光工程有限公司 卑路乍街97號 

寛景基建工程有限公司 
香港東涌第三十九區公共房屋

發展計劃 

順昌電器工程有限公司  
北角百福道前丹拿道警察宿舍

地盤的兩所24班小學建造工程 

 

 

 
  



 

土木工程建造地盤  -  次承判商  

獎項  次承判商 工程項目 

金獎 盈發地基工程有限公司 
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 - 北面連

接路海底隧道段 

銀獎 明泰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沙中綫工程合約1109 - 九龍城

段車站及隧道工程 

銅獎 法國地基建築有限公司 
啟德發展計劃 - 前跑道南面發

展項目的基礎設施工程2期 

優異獎 安樂工程有限公司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車輛通

關廣場、輔助建築 物及設施 

最佳高處

工作安全

表現獎 

盈發地基工程有限公司 
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 - 北面連

接路海底隧道段 

 

 

  



 

裝修及維修工程  -  次承判商  

獎項 次承判商 工程項目 

金獎 和威工程有限公司 

新界區路旁人造斜坡/擋土牆防

護維修計劃 (2016 – 2019) 鞏

固/改善工程 

銀獎 信譽工程有限公司 
中華電力物業小額建築 / 土木

工程合約 

銅獎 中興水務工程有限公司 
水務工程定期合約 - 地區L - 

大嶼山及離島 

優異獎 成就斜坡工程有限公司 東鐵綫斜坡改善工程第五期甲 

最佳高處

工作安全

表現獎 

和威工程有限公司 

新界區路旁人造斜坡/擋土牆防

護維修計劃 (2016 – 2019) 鞏

固/改善工程 

良好表現

証書 
聯發工程公司 鑽石山站樓宇設備 

 

 

  



安全隊伍  

獎項 承建商 工程項目 

金獎 安保工程有限公司 
香港東涌第三十九區公共房屋發

展計劃 

銀獎 中國建築 - 安樂聯營 
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昂船洲污

水處理改善工程污泥脫水設施 

銅獎 俊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2015年度醫院管理局港島東及港

島西醫院聯網小型工程定期合約 

 
 
 
 
 
 
 
 

優異獎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

公司 
香港機場北商業區前期工程 

金門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顯徑站、馬仔坑通風樓及鳯德緊

急救援通道樓宇設備 - 顯徑站

地盤 

Gammon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Company 
Limited 

太古坊2A發展項目 

興勝營造有限公司 

火炭樂林路沙田巿地段第603號

住宅發展項目 

 

  



獎項 承建商 工程項目 

優異獎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

公司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基礎建設第

二期(南面部份) 

寶嘉 - 布依格聯營 
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 - 北面連

接路海底隧道段 

惠保(香港)有限公司 
沙田火炭禾上墩街居者有其屋計

劃發展項目地基及地盤平整工程 

協興工程有限公司 前葵涌已婚警察宿舍公屋工程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屯門及元朗改建、加建、保養及

維修工程的定期合約 

泰昇地基工程有限公司 

黃大仙豐盛街公共租住房屋發展

計劃的地基工程及葵涌公共運輸

交匯處的建造工程 - 黃大仙豐

盛街地盤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香港島西區、南區及大嶼山改

建、加建、保養及維修工程的定

期合約 

  



獎項 承建商 工程項目 

優異獎 

泰昇地基工程有限公司 

柴灣永泰道公共租住房屋發展計

劃的地基工程及馬鞍山第90B區

恆健街資助出售房屋發展計劃的

地基工程 - 馬鞍山恆健街地盤 

協興工程有限公司 
房屋署大嶼山銀礦灣路東及銀礦

灣路西 

利基建築有限公司 九龍塘站改善工程 

俊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柴灣連城道出租公屋發展建造項

目 

惠保(香港)有限公司 沙田大圍車站地基工程C區 

明興水務渠務工程有限公

司 

水務工程定期合約地區W - 新界

西 

新輝城建工程有限公司 卑路乍街97號 

俊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設計及承造葵涌醫院重建計劃

(第一期) 

  



獎項 承建商 工程項目 

良好表現

証書 

有利建築有限公司 

2015至2018年度九龍西及香港

(3)區保養工程及空置單位翻新

工程的分區定期合約 

中國港灣工程有限責任公

司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車輛通

關廣場、輔助建築 物及設施 

禮頓 - 中建聯營 
將軍澳-藍田隧道-主隧道及相關

建造工程 

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東涌38地段酒店發展項目地基工

程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

公司 

西貢公路改善工程第一期 - 清

水灣道至匡湖居 

俊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香港房屋協會資助出售房屋項目

工程(ST36C) 

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搬遷沙田污水處理廠往岩洞 - 

土地勘測 

 
  



 

安全工友  

 
安全工友 承建商 

1 GURBINDER-SINGH 保華建造有限公司 

2 何買安 有利建築有限公司 

3 佘帥 三星-新昌聯營 

4 余冠文 中國海外房屋工程有限公司 

5 李春褀 中國地質工程集團公司 

6 李偉芳 禮頓 - 中建聯營 

7 肖國鳳 惠保(香港)有限公司 

8 周十五 泰昇地基工程有限公司 

9 馬九四 協興工程有限公司 

10 梁亞輝 三星-新昌聯營 

11 梁景濤 和興建築有限公司 

12 陳天生 協興工程有限公司 

13 陳華仔 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14 黃永亮 協興建築有限公司 

15 黃海俊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16 黃益民 惠保(香港)有限公司 



 
安全工友 承建商 

17 黃添 大陸工程-捷章建築聯營 

18 賴小茵 保華建造有限公司 

19 賴跟時 禮頓建築(亞洲)有限公司 

20 蘇來金 惠保(香港)有限公司 

21 蘇捷 惠保(香港)有限公司 

 
得獎結果只提供中文版本，如有查詢可致電2852 3565。 

The result of the site safety competition is only provided with Chinese version, for any 

enquiry, please contact 2852 35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