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優質公共房屋建造及保養維修大獎 2021 
得獎名單 (新工程項目) 

                                                                                  
A1: 新工程項目 – 傑出承建商 

組別 獎項 獲獎公司 
建築 銀獎 華營建築有限公司 

銅獎 興勝建築有限公司 

地基  Gammon Building Construction Limited 

園林種植   雅景有限公司 

屋宇裝備指

定分包商 

 

電力裝置 三馬工程有限公司 

消防及水泵 雄偉(張氏)有限公司 

升降機及自

動電梯 

通力電梯(香港)有限公司 

樁柱測試材料試驗所 香港土力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土地勘測 Gammon Building Construction Limited 

自選分包商 

 

澆灌混凝土 進展工程有限公司 

 屯門第 54 區 1 及 1A 號地盤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亨通建造有限公司 

 沙田石門安睦街第一期資助出售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柴灣柴灣道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馬鞍山路資助出售房屋發展計劃及馬鞍山第 86B 區恆泰路

第一期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混凝土模板 梁杯板模工程有限公司 

 柴灣柴灣道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沙田石門安睦街第一期資助出售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安裝鋼筋 寶安工程有限公司 

 柴灣柴灣道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批盪及 

鋪砌瓷磚 

日桂浩貿建築有限公司 

 沙田石門邨第二期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水管工程 建榮水喉渠務工程有限公司 

 屯門第 54 區 3 及 4（東）號地盤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

程 

排水渠工程 顯森建築有限公司 

 沙田石門邨第二期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髹漆 四國化研﹙香港﹚有限公司 

 觀塘彩福邨第三期公共租住房屋發展項目和體育館建築工

程 

 東涌第 27 區資助出售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東涌第 54 區資助出售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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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裝窗戶 麗斯鋁質雜項有限公司 
 柴灣柴灣道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自選分包商 

 
安裝門  
(木門) 

大華營造有限公司 

 沙田石門邨第二期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屯門第 54 區 3 及 4（東）號地盤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

程 

 皇后山第一號地盤（第一期及第六期部分地盤）公共租住

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青衣青鴻路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德士古道資助出售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皇后山一號地盤（第二期、第四期、第五期及第六期部分

地盤）公共租住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暨清河邨改動及加

建工程 

 火炭坳背灣街資助出售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工資發放監

察系統 
總承建商  建築 安保工程有限公司 

地基 泰昇地基工程有限公司 
指定分包商 電力裝置 保華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消防及水泵 威時工程有限公司 
升降機及自動

電梯 
其士(香港)有限公司 

自選分包商  
 

亨通建造有限公司 

 屯門第 54 區 3 及 4（東）號地盤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

程 
 沙田石門安睦街第一期資助出售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柴灣柴灣道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智盛工程有限公司 
 葵涌近荔景山路公共租住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東涌第 54 區資助出售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建築信息模

擬技術應用

於施工階段 
(總承建商)  

傑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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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進建築有限公司 

 大埔大埔第9區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優異獎 華營建築有限公司 

 沙田石門安睦街第一期資助出售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新福港營造有限公司 
 東頭邨第八期公共租住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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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工程  

  



 
 

建築工程的

創新方案 
機器人應用 協興工程有限公司 

 屯門顯發里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啟德2B2用地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東涌第 99區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東涌第 100區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安保工程有限公司 
 粉嶺第36區公營房屋發展計劃第四期建築工程和清河邨改

建及加建工程 

工地抗疫 優異獎 安保工程有限公司 
 屯門第54區1及1A號地盤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屯門第54區3及4（東）號地盤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青衣青康路北第一期和第二期公營房屋發展計劃 
 青衣青鴻路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華營建築有限公司 
 沙田石門安睦街第一期資助出售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協興工程有限公司  

 大埔頌雅路東公共租住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皇后山第一號地盤（第一期及第六期部分地盤）公共租住

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柴灣柴灣道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有利建築有限公司 
 皇后山一號地盤（第三期及第六期部分地盤）資助出售房

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A2: 新工程項目 – 傑出地基項目 
獲獎項目及團隊 
項目名稱 粉嶺第 36 區第四期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地基工程 
項目隊伍 房屋署總結構工程師(一) 
糾紛預防及調解顧問 張志雄 
總承建商 新利地基工程有限公司 

 
 

A2: 新工程項目 – 傑出建築項目 
獲獎項目及團隊 
項目名稱  火炭㘭背灣街居屋發展項目 
項目經理 房屋署總建築師(七) 

糾紛預防及調解顧問 關南偉 
總承建商 中國海外房屋工程有限公司 
園林種植承建商 怡生花園有限公司 
指定分包商 電力裝置       金碧電器 

消防及水泵裝置 科藝防火保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升降機裝置 蒂升電梯香港有限公司 

直接承建商 垃圾處理系統安裝 安樂工程有限公司 
自選分包商 
 

澆灌混凝土 展鵬工程有限公司 
混凝土模板 譽承岸工程有限公司 
安裝鋼筋       蕭強記鋼鐵工程有限公司 
批盪及鋪砌瓷磚 宇佳工程有限公司 
水管工程       中國建築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排水渠工程     瑞榮工程有限公司 
髹漆           裕昌工程有限公司(乳膠漆);高聯物料有限公

司(亞加力漆) 
安裝窗戶 大華鋁質工程有限公司 
安裝門(木門) 大華營造有限公司 

 
 
 
 
 
 
 
 
 
 
  



 
 

A3: 新工程項目 – 最佳工地安全 
組別 獲獎項目及公司 

全期工地安全 (建築)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柴灣永泰道公共租住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全期工地安全 (地基/
土木工程) 

俊和地基工程有限公司 

 屯門第 29 區西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地基工程 

施工中工地安全進步

(建築) 
新福港營造有限公司 

 馬鞍山路資助出售房屋發展計劃及馬鞍山第 86B 區恆泰路第一期

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匯報閃失事故(全期) 
(建築) 

西松建設株式會社 
 毗連新蒲崗公共房屋發展計劃的地區休憩用地建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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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報閃失事故 (地基/
土木工程) 

Gammon Building Construction Limited 

 馬鞍山第 86B 區恆泰路公營房屋發展計劃第二期地基工程 

安全創意 法國地基建築有限公司 

 沙田石門安睦街第一期資助出售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大埔第九區公共租住房屋發展計畫地基工程、地盤平整

工程、道路及渠務工程  

保華建築營造有限公司 

 皇后山一號地盤（第二期、第四期、第五期及第六期部分地盤）

公共租住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暨清河邨改動及加建工程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柴灣柴灣道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有利建築有限公司 

 皇后山一號地盤（第三期及第六期部分地盤）資助出售房屋發展

計劃建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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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 新工程項目 - 傑出工友 
姓名 工種 所屬公司 
吳啟賢 (特別嘉許) 搬土機機手 俊和地基工程有限公司 

陳學寧 地盤電王 有利建築有限公司 
陳述宏 混凝土工 亨通建造有限公司 
鄭勝 岩土勘探工 香港土力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張帶就 水喉匠 新福港營造有限公司 
張子謙 混凝土工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黃美容 雜項工人 精進建築有限公司 
許聯對 雜工 華營建築有限公司 
李金明 炮機手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吳烈雄 雜項工人 安保工程有限公司 
王建軍 吊運督導員 新福港營造有限公司 
王文霞 雜工 俊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A5: 新工程項目 – 傑出工地管工 
姓名 所屬公司 
周熙煒(特別嘉許) 有利建築有限公司 

陳毅奇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鄭冠華 新福港營造有限公司 

張瑋霖 俊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張益豪 天科工程有限公司 

何子揚 盈電工程有限公司 

高劍勇 精進建築有限公司 

闕文生 安保建築有限公司  

林卓熙 惠保(香港)有限公司 

羅勁聰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譚增球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尹九如 通力電梯(香港)有限公司 

 
 

A6: 新工程項目 – 傑出入伙收樓大使 
姓名 
高凱欣 
劉子進 

 
 
 
 



 
 

優質公共房屋建造及保養維修大獎 2021 
得獎名單 (保養維修及改善項目) 

 
B1: 保養維修及改善項目– 傑出承建商 

組別 獎項 獲獎公司 
分區定期合約 金獎 新合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銀獎 偉工有限公司 

銅獎 港澳(亞洲)工程有限公司 

屋邨粉飾工程 創業建築有限公司 

升降機現代化工程 三菱電梯香港有限公司 

電力裝置保養 新藝工程 

升降機保養 長安工程有限公司 

冷氣及通風系統保養 盈電工程有限公司 

供水系統及消防裝備保養 百威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工資發放監察系統 - 分區定期合約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工資發放監察系統 - 保養維修及改善工程合約 盈信建築有限公司 

自選分包商 - 空置單位翻新 金獎 依時裝修工程公司 

銀獎 偉豐工程公司 

銅獎 永盛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自選分包商 - 屋邨小型維修 金獎 依時裝修工程公司 

銀獎 盈輝工程公司 

銅獎 億城工程公司 

抗疫優異獎(工程合約承建商) 新福港營造有限公司 

有利建築有限公司 

合利營造有限公司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新合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成發建築有限公司 

港澳(亞洲)工程有限公司 

怡益工程有限公司 

 
 

B2: 保養維修及改善項目–傑出保養維修及改善項目 
金獎 房屋委員會總部一座及二座更換三號及五號冷凍機工程 

 房屋署支援服務第一組工程團隊 

 承建商：新昌亞仕達屋宇設備有限公司 

 承建商：威電工程有限公司 

銀獎 葵聯邨隔音屏障優化工程 

 房屋署物業管理服務小組(葵涌二) 

 承建商：藝群工程有限公司 

銅獎 南山邨街市粉飾工程 

 房屋署九龍西分區保養辦事處 

 承建商：華生建築有限公司 

 



 
 

B3: 保養維修及改善項目–最佳工地安全承建商 
建築保養 聨力建築有限公司 

屋宇裝備 奧的斯電梯(香港)有限公司 

 
 

B4: 保養維修及改善項目–傑出工程團隊 
建築保養 石硤尾邨重鋪天台防水工程 

 房屋署九龍南分區保養辦事處 

 承建商：萬力建築有限公司 

白田邨晾衣杆安裝工程 

 房屋署九龍南分區保養辦事處 

 承建商：盈信建築有限公司 

屋宇裝備 房屋署大埔及沙田中分區保養辦事處(第二組監工隊伍) 

 電力裝置保養承建商 - 永興電機有限公司 

 供水系統及消防裝備保養承建商 - 安樂工程有限公

司 

 升降機保養承建商 - 三菱電梯香港有限公司 

房屋署元朗(二)分區保養辦事處(第一組監工隊伍) 

 電力裝置保養承建商 - 耀昌電器有限公司 

 供水系統及消防裝備保養承建商 - 李耀記防火工程

有限公司 

 升降機保養承建商 - 奧的斯電梯（香港）有限公司 

 
 

B5: 保養維修及改善項目–傑出承建商監工 
歐國威 合利營造有限公司 

張文健 合利營造有限公司 

劉錦培 蒂升電梯香港有限公司 

梁卓賢 新福港營造有限公司 

龍浩然 港澳(亞洲)工程有限公司 

曾富健 合利營造有限公司 

黃兆聰 新福港營造有限公司 

胡廣賀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袁超明 港澳(亞洲)工程有限公司 

阮樂華 奧的斯電梯(香港)有限公司 

 
 

B6: 保養維修及改善項目–傑出全方位維修大使 
黎詠琛 家居維修大使 葉浩然測量師行有限公司 
盧運駒 家居維修大使 安普測量顧問有限公司 
麥家碧 家居維修大使 安普測量顧問有限公司 

 
 



 
 

B7: 保養維修及改善項目–傑出工友 
分區定期合約 

 
 

陳金祥 水喉工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張偉霞 防水工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劉顯斗 
水喉工、批盪工、鋪

瓦工 
有利建築有限公司 

李俊軒 水喉工 港澳(亞洲)工程有限公司 
廖永信 水喉工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文潤佳 
混凝土修補工(混凝

土剝落) 
新福港營造有限公司 

譚永溢 
鋪瓦工、泥水工(全

科)、混凝土修補工

(混凝土剝落) 
合利營造有限公司 

譚煥昌 水喉工 合利營造有限公司 
楊彬 普通工人 合利營造有限公司 
楊秀琪 普通工人 合利營造有限公司 

保養維修及改善工程

合約 
莊紀南 髹漆及裝飾工(全科) 創業建築有限公司 

吳景威 電氣裝配工 永興電機有限公司 

吳禮棠 電氣裝配工 新藝工程 

黄國芳 
髹漆及裝飾(全科)、

泥水工(全科) 
陶記營造廠有限公司 

張小紅 髹漆及裝飾工(全科) 創業建築有限公司 

升降機保養維修 張國強 升降機技工 三菱電梯香港有限公司 

楊繼財 升降機技工 蒂升電梯香港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