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造業安全獎勵計畫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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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利建築有限公司 
西北九龍填海區第6號地盤及發祥

街西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銀獎 俊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白田邨第十一期公共租住房屋重

建項目建築工程 

銅獎 惠保(香港)有限公司 廣華醫院重建第一期地基工程  

優異獎 
中國海外房屋工程有限

公司 

火炭坳背灣街資助出售房屋發展

計劃 

優異獎 有利建築有限公司 
粉嶺第49區公共租住房屋發展計

劃建築工程 

最佳高處工作

安全表現獎 

有利建築有限公司 
粉嶺第49區公共租住房屋發展計

劃建築工程 

惠保(香港)有限公司 廣華醫院重建第一期地基工程  

良好表現証書 

興勝建築有限公司 
沙田碩門邨二期公共房屋發展計

劃建造工程 

禮頓建築(亞洲)有限公

司 

屯門曾咀設置靈灰安置所及紀念

花園 



良好表現証書 安保工程有限公司 
沙田第16區火炭禾上墩街資助出

售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樓宇建造地盤（私營合約）  

獎項 承建商 工程項目 

金獎 
Gammon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Company 

Limited 

將軍澳工業邨數據中心二期發

展項目 

銀獎 新福港營造有限公司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的西九公園

的主建築工程合約 

銅獎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

公司 

香港中文大學醫院設計及建築

工程 

優異獎 協興建築聯營 香港科學園擴建項目一期 

最佳高處工作

安全表現獎 

Gammon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Company 

Limited 

將軍澳工業邨數據中心二期發

展項目 

良好表現証書 

新世界建築有限公司 英皇道704-730號上蓋發展項目 

新利地基工程有限公司 
南丫島發電廠11號發電機組地基

擴建工程 

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觀塘新九龍內地段第6512號商業

發展項目 

 

 

 

 

 

 

 

 

 



土木工程建造地盤  

獎項 承建商 工程項目 

金獎 三星 - 新昌聯營 九龍城段車站及隧道工程 

銀獎 寶嘉 - 布依格聯營 
銅鑼灣避風塘至金鐘站鐵路隧道建造

工程 

銅獎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

公司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 基礎設施第2

期(南面部份)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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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高處工作

安全表現獎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

公司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 基礎設施第2

期(南面部份) 

良好表現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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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和 - 上隧 - 浩隆聯營 
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發展的土地平整

及基礎建設工程 

新昌營造廠有限公司 康城路高架路橋及行人天橋工程  

  



裝修及維修工程  

獎項 承建商 工程項目 

金獎 輝固土力工程有限公司 
地政總署南部地區斜坡場地勘

探工程 

 

銅獎 

德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前中區政府合署西座翻新工程

以作律政司及法律相關組織辦

公室用途 

金門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港鐵站及車廠更換風冷制冷機 

最佳高處工作

安全表現獎 
輝固土力工程有限公司 

地政總署南部地區斜坡場地勘

探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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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署九龍東(II)區域維修及翻

新工程2017/2020 

銀獎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房屋署大埔、北區、沙田及西貢

(一)分區保養合約2015/2017 

華營建築有限公司 

2017至2020年度黃大仙、青衣及

荃灣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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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銅獎 金城營造有限公司 
中華電力小型建築 / 土木工程

合約 

優異獎 中國地質工程集團公司 

長遠防治山泥傾瀉計劃2016年K

組，香港島、九龍、新界及離島

防治山泥傾瀉工程 

最佳高處工作

安全表現獎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房屋署九龍東(II)區域維修及翻

新工程2017/2020 

 

 

參與証書 

 

 

信興系統工程有限公司 將軍澳綫傳輸系統維修服務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2017到2020年度黃大仙、青衣、

荃灣及離島 (物業管理服務小

組) 保養、改善及空置單位翻新

工程的分區定期合約(一) 

信興系統工程有限公司 
交通管制及監測系統維修保養

及改善工程 



獎項 承建商 工程項目 

 

 

 

 

 

 

參與証書 

 

 

 

 

 

有利建築有限公司 

為合約指定區（黃大仙、觀塘及

西貢）內由教育局負責的津貼學

校、建築物、土地及其他物業進

行改建、加建、保養及維修工程

的定期合約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為建築署負責的政府設施及資

助的小型工程進行設計及建造

工程的定期合約  

俊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湖景邨和長青邨升降機塔及相

關工程 

智達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香港璧如花園大廈外牆更換紙

皮石工程 

新進建築有限公司 南山別墅公用地方維修 

俊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醫院管理局2015年度小型工程定

期合約 - 港島東及港島西 

新進建築有限公司 
青衣清甜街4-6號A樓强制驗樓計

劃規定維修工程  

 

  



樓宇建造地盤  - 次承判商  

獎項 次承判商 工程項目 

金獎 金門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灣仔軒尼詩道1號寫字樓發展工程 

– 冷氣及電器安裝工程 

銀獎 大師有限公司 灣仔軒尼詩道1號寫字樓發展工程 

銅獎 
蕭強記鋼鐵工程有限公

司 

粉嶺第49區公共租住房屋發展計

劃建築工程 

優異獎 明泰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英皇道704-730號上蓋發展項目 

最佳高處工作

安全表現獎 

明泰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英皇道704-730號上蓋發展項目 

蕭強記鋼鐵工程有限公

司 

粉嶺第49區公共租住房屋發展計

劃建築工程 

良好表現証書 金門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觀塘新九龍內地段第6512號商業

發展項目 

  



土木工程建造地盤  -  次承判商  

獎項  次承判商 工程項目 

金獎 成達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九龍城段車站及隧道工程 

銀獎 中科興業有限公司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基建二期

(南面部分) 

銅獎 宏達地基有限公司 
將軍澳唐明街與唐德街之間的

高架行人道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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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高處工作

安全表現獎 
成達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九龍城段車站及隧道工程 

 

 



裝修及維修工程  -  次承判商  

獎項 次承判商 工程項目 

金獎 全盛建築公司 

長遠防治山泥傾瀉計劃 2016年

K組，香港島、九龍、新界及離

島防治山泥傾瀉工程 

銀獎 江葉土力工程有限公司 場地勘探 - 新界西 

銅獎 聯合工程公司 
中華電力小型建築 / 土木工程

合約 

最佳高處工作

安全表現獎 
均增工程有限公司 

為建築署(物業事務處)負責的建

築物、土地及其他物業進行改

建、加建、保養及維修工程的定

期合約[合約指定區:大埔、北區

及離島(北)] 

 

 

  



安全隊伍  

獎項 建商 工程項目 

金獎 有利建築有限公司 
粉嶺第49區公共租住房屋發展計

劃建築工程 

銀獎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

司 

香港中文大學醫院設計及建築工

程 

俊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2012至2013年度水務署斜坡預防

性維修、 改善及勘探工程 

中國地質工程集團公司 東鐵綫斜坡改善工程第五期甲 

銅獎 俊和 - 上隧 - 浩隆聯營 
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發展的土地

平整及基礎建設工程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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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

司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基建二期

(南面部分) 

興勝建築有限公司 
沙田碩門邨二期公共房屋發展計

劃建造工程 

金門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黃竹坑道8-10號商業發展工程  

俊和 - 浩隆聯營 皇后山發展 - 道路及渠務工程 

金門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灣仔軒尼詩道1號寫字樓發展工

程 – 冷氣及電器安裝工程 



獎項 建商 工程項目 

 

 

 

 

 

 

 

 

 

 

優異獎 

華營建築有限公司 

2017至2020年度黃大仙、青衣及

荃灣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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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嘉 - 布依格聯營 
銅鑼灣避風塘至金鐘站鐵路隧道

建造工程   

禮頓 - 中建聯營 
將軍澳 - 藍田隧道 - 主要隧道

及相關工程 

中國海外房屋工程有限公司 西鐵朗屏站(南)物業發展項目 

Gammon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 Company 

Limited 

太古坊第2A期發展項目 

興勝建築有限公司 
上水彩園路3號和4號地盤公屋發

展計劃的建築工程 

安保工程有限公司 
沙田第16區火炭禾上墩街資助出

售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良好表現証書 

浩隆建築有限公司 上水及粉嶺供水改善計劃 

禮頓 - 中建聯營 會展及西面鐵路隧道建造工程 

華營建築有限公司 
灣仔軒尼詩道1號寫字樓發展工

程 

新世界建築有限公司 英皇道704 - 730號上蓋發展項目 

利達土木 - 顯豐工程聯營 
為道路構築物提供暢道通行設施 

- 第一組第一份合約 

興勝建築有限公司 
大埔第一區體育館、社區會堂及 

足球場建造工程 



獎項 建商 工程項目 

良好表現証書 

保華建造有限公司 薄扶林道128號住宅發展項目  

三星 - 新昌聯營 九龍城段車站及隧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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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保(香港)有限公司 場地勘探 - 新界西 

遜傑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地基工程 

中國建築 - 安樂聯營 

大埔濾水廠及附屬原水和食水輸

送設施擴展工程 - 設計及建造

新設二號水道 

 



安全工友  

 
安全工友 承建商 

1 AKRAM, Shahid 俊和 - 中冶聯營 

2 GURUNG, Nishan Sambo E & C Company Limited 

3 GURUNG, Warkaji 心文工程有限公司 

4 
SARWAR, Shan  

(阿文德) 
寶嘉 - 布依格聯營 

5 方亮 興勝建築有限公司 

6 王清泳 毅源建築有限公司 

7 俞偉榮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8 徐偉賢 新利地基工程有限公司 

9 曹偉民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10 莫樹穩 禮頓 - 中建聯營 

11 曾巧顏 協興建築有限公司 

12 馮志榮 天和工程有限公司 

13 黃君偉 華營建築有限公司 

14 黃景源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15 黃銘輝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16 戴浩文 安保工程有限公司 

17 譚啟邦 永強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18 葉志明 安保工程有限公司 



 
安全工友 承建商 

19 鄭雙水 宏達地基有限公司 

20 LIMBU, Ganga Prasad VINCI Construction Grands Projects 

21 梁韞鏘 新福港營造有限公司 

22 丁寶如 新福港營造有限公司 

23 林業偉 瑞榮工程有限公司 

24 黃裕庭 中國地質工程集團公司 

25 
MURUKKUWA, Dura 

Priyantha 
盈發地基工程有限公司 

26 梁永基 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27 何華 協興建築聯營 

28 陳志秋 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29 鍾啟榮 興勝室內及維修有限公司 

30 盧錦耀 昇柏營造廠(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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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