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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僱主嘉許典禮 

表彰建造業僱主培訓貢獻 
 

 

香港• 2018 年 4 月 20 日  ─  建造業議會（議會）及香港建造學院（學院）

今天舉辦 2017 年度僱主嘉許典禮（典禮），以表揚去年鼎力支持議會及學

院培訓工作的僱主，也藉此向業界推廣優良文化和分享培訓經驗。典禮由發

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韓志強工程師主禮。  

 

典禮獲超過一百名得獎公司代表、得獎導師、商會代表、僱主，以及嘉賓出

席支持。建造業議會主席陳家駒先生感謝各僱主提供機會予學院畢業生。建

造業不同的工種需要 2 至 3 年時間由「中工」培訓成為「大工」，議會或者

是建造學院培育「中工」後，仍有賴各僱主支持，才能成功培訓出一班有實

力的大師傅。  

 

本年度共設有 7 個組別的獎項：  

 

全日制課程  

1.   2017 年度聘用最多畢業生之承建商及分包商  

2. 2017 年度聘用最多工種之承建商及分包商  

3. 2017 年度簽署最多學徒合約之僱主  

合作培訓計劃  

4. 2017 年度積極參與之承建商及分包商（培訓中工）  

5. 2017 年度積極參與之承建商及分包商（培訓大工）  

6. 2017 年度成功培訓最多畢業學員之承建商及分包商  

7. 2017 年度最優秀導師  

 

本年度各得獎公司名單詳列於附件。  

  

新 聞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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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公司的代表及建造業議會畢業生上台分享培訓心得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韓志強工程師（前排右十一）、建造業議會主席陳家駒先生

（前排右十）、建造業議會執行總監鄭定寕工程師（前排左十一）及其他主禮嘉賓與得

獎公司合照  

 

 

  



建造業議會  

香港九龍觀塘駿業街 56 號中海日升中心 38 樓  

電話： (852) 2100 9000 ｜傳真： (852) 2100 9090 ｜電郵： enquiry@cic.hk ｜網址： www.cic.hk 

 

 

  

附件：2017年度僱主嘉許典禮得奬公司名單 

 

 

全日制課程 

2017 年聘用最多畢業學員之承建商及分包商  

承建商 分包商 

金奬 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金奬 永光（合作）有限公司 

銀奬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銀奬 明泰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銅奬 俊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銅奬 煇煌扎鐵工程有限公司 

卓越奬 禮頓建築（亞洲）有限公司 卓越奬 天和工程有限公司 

卓越奬 有利建築有限公司 卓越奬 星浩工程有限公司 

卓越奬 其士（建築）有限公司 卓越奬 永光油漆工程有限公司 

卓越奬 其士（建築）有限公司 卓越奬 盈暉創業有限公司 

卓越奬 新昌營造集團有限公司 卓越奬 鴻海工程有限公司 

卓越奬 新輝建築有限公司及新輝(建築管理)有限公司 卓越奬 錦泰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卓越奬 精進建築有限公司 卓越奬 久記建設有限公司 

 

2017 年聘用最多工種之承建商及分包商  

承建商 分包商 

金奬 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金奬 偉泰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銀奬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銀奬 星浩工程有限公司 

銅奬 俊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銅奬 錦泰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2017 年簽署最多學徒合約之僱主 

金奬 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銀奬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銅奬 東方創業工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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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培訓計劃 

2017 年度積極參與之承建商及分包商（培訓中工） 

承建商 分包商 

金奬 有利建築有限公司 金奬 天和工程有限公司 

銀奬 中國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銀奬 高聯物料有限公司 

銅奬 新福港營造有限公司 銅奬 建達電業工程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積極參與之承建商及分包商（培訓大工） 

  

承建商 分包商 

金奬 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金奬 德昌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銀奬 俊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銀奬 超記鋼鐵工程有限公司 

銅奬 新輝建築有限公司 銅奬 天和工程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成功培訓最多畢業學員之承建商及分包商 

承建商 分包商 

新福港營造有限公司 天和工程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最優秀導師 (排名不分先後) 

何永年（有利建築有限公司）  

鍾慶財（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蘇錦源（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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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建造業議會 

建造業議會根據《建造業議會條例》（香港法例第 587 章）於 2007 年成立，由一位

主席及 24 名成員組成，成員來自代表業內各界別的人士，包括僱主、專業人士、學者、

承建商、 工人、獨立人士和政府官員。  

 

議會的主要職能是就長遠的策略性事宜與業界達成共識、向政府反映建造業的需要及期

許，提供專業培訓及註冊服務，並作為政府與建造業界之間的主要溝通渠道。  

 

如欲查詢更多有關建造業議會的資料，請瀏覽 www.cic.hk。 

 

關於香港建造學院 

為配合香港建造業的改變及進程，香港建造學院（學院）於 2018 年成立，並會於 2018 

年 9月 3 日舉行成立典禮。學院為建造業議會的機構成員，提供一系列的建造課程（包

括全 日制及兼讀制課程）供有意從事建造業的年青人、轉業人士與富經驗的從業員就

讀，銳意打造一批「知識型」的從業員。 

 

如欲查詢更多有關香港建造學院的資料，請瀏覽 www.hkic.edu.hk。 

 

 

傳媒查詢 

祝芷欣／楊琇然 

機構傳訊部  

電話： (852)2100 9080 /2100 9092 

傳真： (852)2100 9090 

電郵： corpcomm@cic.hk 

 

http://www.cic.hk/
http://www.hkic.edu.hk/
mailto:corpcomm@cic.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