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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食環署、康文署及房屋署在2018年及2019年就有關服務合約已／將重新招標的資料 
 

採購部門: 食環署 
 

 
新合約  

開始日期  
涉及服務地區  現有／前任承辦商名稱   新承辦商名稱  

1.   1.1.2018 運輸組的車房  羅氏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友誠業務有限公司  

2.   1.1.2018 深水埗區保安道市政大廈和九龍城區

紅磡市政大廈  
莊臣有限公司  碧瑤清潔有限公司  

3.   1.1.2018 觀塘區的街市  莊臣有限公司  世界環衞服務有限公司  

4.   1.1.2018 荃灣區的街市  莊臣有限公司  莊臣有限公司  

5.   1.1.2018 屯門區的街市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碧瑤蟲害管理有限公司  

6.   1.1.2018 灣仔區 (東 )的公眾地方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莊臣有限公司  

7.   1.1.2018 灣仔區 (東 )的公眾地方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8.   1.2.2018 沙田區的街市  莊臣有限公司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9.   1.2.2018 離島區的街市  莊臣有限公司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10.   1.3.2018 本港的公眾地方  服務系統環保 (香港 )有限
公司  

服務系統環保 (香港 )有限公司  

11.   1.3.2018 灣仔區 (東 )的公眾地方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碧瑤清潔有限公司  

12.   1.3.2018 中西區 (東 )中環 (西 )和部分半山區的
公眾地方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碧瑤清潔有限公司  

13.   1.3.2018 中西區中環 (東 )、金鐘和部分半山區
的公眾地方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碧瑤清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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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合約  

開始日期  
涉及服務地區  現有／前任承辦商名稱   新承辦商名稱  

14.   1.4.2018 屯門區的公眾地方  碧瑤蟲害管理有限公司  莊臣有限公司  

15.   1.4.2018 沙田區的公眾地方  莊臣集團綠色害蟲管理有

限公司  
友誠業務有限公司  

16.   1.4.2018 西貢區的公眾地方  超創蟲控服務有限公司  超創蟲控服務有限公司  

17.   1.4.2018 元朗區的公眾地方  羅氏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18.   1.5.2018 東區柴灣市政大廈  碧瑤清潔有限公司  寶潔清潔服務公司  

19.   1.5.2018 葵青區的街市  莊臣有限公司  嘉捷香港有限公司  

20.   1.5.2018 西貢區的街市  莊臣有限公司  嘉捷香港有限公司  

21.   1.5.2018 本港的公眾地方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服務系統環保 (香港 )有限公司  

22.   1.5.2018 本港的公共道路 /街道  服務系統環保 (香港 )有限
公司  

服務系統環保 (香港 )有限公司  

23.   1.5.2018 油尖區 (南 )的公眾地方  羅氏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羅氏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24.   1.5.2018 油尖區 (北 )的公眾地方  羅氏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莊臣有限公司  

25.   1.5.2018 大埔區的公眾地方  鴻發清潔搬運有限公司  中太有限公司  

26.   1.6.2018 北區聯和墟市政大廈  佳年 (麥氏 )服務有限公司  碧瑤清潔有限公司  

27.   1.6.2018 油尖區官涌市政大廈  莊臣有限公司  碧瑤清潔有限公司  

28.   1.6.2018 南區香港仔市政大廈、赤柱環境衞生

分處和防治蟲鼠辦事處  
碧瑤清潔有限公司  碧瑤清潔有限公司  

29.   1.6.2018 本港的特別地點 /地區、未經憲報公布
的泳灘和沿岸地區  

佳年 (麥氏 )服務有限公司  
丞美服務有限公司  

羅氏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30.   1.6.2018 灣仔區和離島區的街市  天源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天源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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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合約  

開始日期  
涉及服務地區  現有／前任承辦商名稱   新承辦商名稱  

31.   1.6.2018 中西區和東區的街市  天源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聯邦保安有限公司  

32.   1.7.2018 本港的垃圾收集站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置恒服務有限公司  

33.   1.7.2018 深水埗區的街市  世界環衞服務有限公司  友誠業務有限公司  

34.   1.7.2018 中西區的街市  怡泰清潔有限公司  嘉捷香港有限公司  

35.   1.7.2018 九龍城區的街市  怡泰清潔有限公司  友誠業務有限公司  

36.   1.7.2018 元朗區 (東 )的公眾地方  萬成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羅氏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37.   1.7.2018 元朗區 (西 )的公眾地方  萬成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羅氏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38.   1.8.2018 北區的街市  怡泰清潔有限公司  友誠業務有限公司  

39.   1.8.2018 北區石湖墟市政大廈和聯和墟市政大

廈  
中基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聯邦保安有限公司  

40.   1.8.2018 灣仔區駱克道市政大廈  天源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威智護衞有限公司  

41.   1.8.2018 荃灣區楊屋道市政大廈  威智護衞有限公司  聯邦保安有限公司  

42.   1.9.2018 油尖區的街市  怡泰清潔有限公司  莊臣集團綠色害蟲管理有限公司  

43.   1.9.2018 灣仔區的街市  嘉捷香港有限公司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44.   1.9.2018 九龍的公眾地方  碧瑤廢物處理及回收有限

公司  
丞美服務有限公司  

45.   1.9.2018 香港、離島和新界的公眾地方  碧瑤廢物處理及回收有限

公司  
碧瑤廢物處理及回收有限公司  

46.   1.9.2018 西貢區西貢的公眾地方  碧瑤清潔有限公司  羅氏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47.   1.9.2018 旺角區 (東 )的公眾地方  萬成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萬成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48.   1.9.2018 旺角區 (西 )的公眾地方  萬成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莊臣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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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合約  

開始日期  
涉及服務地區  現有／前任承辦商名稱   新承辦商名稱  

49.   1.10.2018 本港的公眾墳場  劉榮記石廠  恆溢工程有限公司  

50.   1.10.2018 元朗區的街市  世界環衞服務有限公司  友誠業務有限公司  

51.   1.11.2018 黃大仙區的街市  碧瑤蟲害管理有限公司  利興環境服務有限公司  

52.   1.11.2018 大埔區大埔綜合大樓  亞太保安服務有限公司  聯邦保安有限公司  

53.   1.11.2018 大埔區的公眾地方  羅氏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羅氏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54.   1.11.2018 葵青區的公眾地方  羅氏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羅氏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55.   1.11.2018 沙田區的公眾地方  力信服務有限公司  根記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56.   1.12.2018 西貢區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  佳年 (麥氏 )服務有限公司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57.   1.12.2018 大埔區大埔綜合大樓  富聲貿易有限公司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58.   1.12.2018 灣仔區駱克道市政大廈  碧瑤清潔有限公司  丞美服務有限公司  

59.   1.12.2018 本港的公眾墳場  恆溢工程有限公司  恆溢工程有限公司  

60.   1.12.2018 旺角區的街市  友誠業務有限公司  利興環境服務有限公司  

61.   1.2.2019 深水埗區北河街市政大廈  莊臣有限公司  莊臣有限公司  

62.   1.2.2019 中西區上環市政大廈及士美菲路市政

大廈  
碧瑤清潔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63.   1.2.2019 深水埗區保安道市政大廈及文錦渡食

品管制辦事處  
威智護衞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64.   1.2.2019 黃大仙區、旺角區及觀塘區的街市  威智護衞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65.   1.4.2019 離島區的公眾地方  莊臣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66.   1.4.2019 運輸組的車房  威智護衞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67.   1.4.2019 南區的公眾地方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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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合約  

開始日期  
涉及服務地區  現有／前任承辦商名稱   新承辦商名稱  

68.   1.4.2019 中西區的公眾地方  羅氏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69.   1.4.2019 灣仔區及離島區的公眾地方  栢麗服務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70.   1.4.2019 東區的公眾地方  莊臣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71.   1.4.2019 深水埗區的公眾地方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72.   1.4.2019 旺角區的公眾地方  時運服務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73.   1.4.2019 油尖區的公眾地方  友誠業務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74.   1.4.2019 九龍城區的公眾地方  栢麗服務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75.   1.4.2019 公眾墳場、火葬場及靈灰安置所  碧瑤園藝工程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76.   1.4.2019 公眾墳場、火葬場、靈灰安置所及紀

念花園  
碧瑤園藝工程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77.   1.5.2019 中西區的公眾地方  惠康環境服務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78.   1.5.2019 全港指定火葬場  凱聯環保服務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79.   1.5.2019 荃灣區的公眾地方  莊臣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80.   1.6.2019 東區柴灣市政大廈  亞太保安服務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81.   1.6.2019 東九龍區及西九龍區的場地  威智護衞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82.   1.6.2019 東區 (西 )的公眾地方  碧瑤清潔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83.   1.6.2019 東區 (東 )的公眾地方  碧瑤清潔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84.   1.6.2019 深水埗區 (東 )的公眾地方  羅氏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85.   1.6.2019 深水埗區 (西 )的公眾地方  羅氏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86.   1.6.2019 本港的特別地點 ⁄地區、未經憲報公布

的泳灘和沿岸地區  
羅氏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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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合約  

開始日期  
涉及服務地區  現有／前任承辦商名稱   新承辦商名稱  

87.   1.7.2019 南區的街市  天源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88.   1.7.2019 大埔區的街市  碧瑤蟲害管理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89.   1.7.2019 南區的街市  碧瑤蟲害管理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90.   1.7.2019 沙田區 (東 )的公眾地方  莊臣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91.   1.7.2019 沙田區 (西 )的公眾地方  莊臣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92.   1.7.2019 離島區的公眾地方  莊臣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93.   1.7.2019 西貢區將軍澳的公眾地方  莊臣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94.   1.7.2019 離島區的公眾地方  碧瑤清潔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95.   1.8.2019 新界各區的街市及小販市場  天源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96.   1.8.2019 中西區西營盤、石塘咀及堅尼地城的

公眾地方  
立邦保安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97.   1.9.2019 九龍城區紅磡市政大廈及油尖區官涌

市政大廈  
佳保護衞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98.   1.9.2019 觀塘及油尖區的小販市場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99.   1.10.2019 中西區上環市政大廈及士美菲路市政

大廈  
佳保護衞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100.  1.10.2019 九龍城區 (北 )的公眾地方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101.  1.10.2019 九龍城區 (南 )的公眾地方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102.  1.10.2019 觀塘區的公眾地方  羅氏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103.  1.10.2019 黃大仙區的公眾地方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104.  1.10.2019 (香港及九龍 )公眾墳場、火葬場及靈 友誠業務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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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合約  

開始日期  
涉及服務地區  現有／前任承辦商名稱   新承辦商名稱  

灰安置所  

105.  1.10.2019 北區上水的公眾地方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106.  1.10.2019 北區粉嶺的公眾地方  萬成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107.  1.11.2019 東區的街市  莊臣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108.  1.11.2019 南區的市政大廈  立邦保安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109.  1.11.2019 東區的市政大廈  聯邦保安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110.  1.11.2019 南區的公眾地方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111.  1.11.2019 觀塘區 (北 )的公眾地方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112.  1.11.2019 觀塘區 (南 )的公眾地方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113.  1.11.2019 本港的公眾地方  服務系統環保 (香港 )有限
公司  

未重新招標  

114.  1.12.2019 屯門區的公眾地方  萬成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115.  1.12.2019 荃灣區的公眾地方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116.  1.12.2019 北區的公眾地方及 (新界 )公眾墳場、
火葬場及靈灰安置所  

碧瑤蟲害管理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117.  1.12.2019 葵青區的公眾地方  友誠業務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118.  1.12.2019 大埔區的公眾地方  莊臣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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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名稱: 康文署 
 

 新合約  
開始日期  

涉及服務地區  現有／前任承辦商名稱   新承辦商名稱  

1.   1.3.2018 港島區草木修剪服務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2.   1.3.2018 九龍區、沙田區及西貢區草木修剪服

務  
海記國際工程有限公司  海記國際工程有限公司  

3.   1.3.2018 離島區、葵青及荃灣區、屯門及元朗

區草木修剪服務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海記國際工程有限公司  

駿景園藝有限公司  

4.   1.3.2018 北區及大埔區草木修剪服務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振興園藝工程有限公司  

5.   1.4.2018 赤柱綜合大樓潔淨及輔 助服務  佳年 (麥氏 )服務有限公司  佳年 (麥氏 )服務有限公司  

6.   1.4.2018 麥理浩 夫 人 度 假 村、西貢戶 外康樂中

心及曹公潭 戶 外康樂中心 游泳池服

務  

博藝體運有限公司  博藝體運有限公司  

7.   15.4.2018 
 

荃灣區大嶼山竹 篙灣發展地區及聯

合欣澳種 植地區園藝服務  
城市綠化有限公司  經緯園藝有限公司  

8.   1.6.2018 香港電 影資料館潔淨及輔 助服務  碧瑤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碧瑤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9.   1.6.2018 香港藝術 館潔淨及輔 助服務  碧瑤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莊臣有限公司  

10.   1.6.2018 茶 具文物館及羅桂 祥 茶藝館潔淨及

輔 助服務  
力新清潔有限公司  力新清潔有限公司  

11.   1.6.2018 石塘咀綜合大樓潔淨及輔 助服務  力新清潔有限公司  莊臣有限公司  

12.   1.6.2018 香港大會 堂及香港文化中心潔淨及

輔 助服務  
莊臣有限公司  莊臣有限公司  

13.   1.7.2018 天光道遊 樂場的草地板 球場草地保 香港板 球有限公司  亞洲高爾 夫 球場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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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合約  
開始日期  

涉及服務地區  現有／前任承辦商名稱   新承辦商名稱  

養及其 舉辦的板 球 賽事 /活 動有關服

務  

14.   1.7.2018 康文署 總部潔淨及輔 助服務  碧瑤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莊臣有限公司  

15.   1.7.2018 鯉 魚門市政大廈及瑞和街市政大廈

護衞服務  
中基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中基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16.   1.7.2018 鯉 魚門市政大廈及瑞和街市政大廈

潔淨及輔 助服務  
莊臣有限公司  莊臣有限公司  

17.   16.7.2018 香港文化中心護衞服務  專業護衞有限公司  私 家安全顧 問有限公司  

18.   16.7.2018 香港大會 堂護衞服務  衞業有限公司  天源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19.   1.9.2018 九龍城及黃大仙區園藝保養及有關

服務  
康翠園藝工程有限公司  怡生花園有限公司  

20.   1.9.2018 觀塘區園藝保養及有關服務  李 家園園藝有限公司  經緯園藝有限公司  

21.   1.9.2018 元州街市政大廈潔淨及輔 助服務  碧瑤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碧瑤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22.   1.10.2018 孫中山紀念館及葛 量 洪 號 滅火輪 展

覽 館管理及輔 助服務  
博藝體運有限公司  博藝體運有限公司  

23.   1.10.2018 高山劇場及新翼潔淨及輔 助服務  佳年 (麥氏 )服務有限公司  好環境服務有限公司  

24.   1.10.2018 香港大球場、旺角大球場及掃 桿埔運

動場潔淨及輔 助服務  
莊臣有限公司  莊臣有限公司  

25.   16.10.2018 香港文化中心 廣場管理及護衞服務  不 適 用 （ 此 為新合約 ）  專業護衞有限公司  

26.   15.11.2018 斧山公園管理及輔 助服務  志 蓮淨苑  志 蓮淨苑  

27.   1.12.2018 離島區及北區園藝保養及有關服務  駿景園藝有限公司  
李 家園園藝有限公司  

城市綠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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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合約  
開始日期  

涉及服務地區  現有／前任承辦商名稱   新承辦商名稱  

28.   1.12.2018 葵青區、荃灣區、屯門區、元朗區及

大埔區園藝保養及有關服務  
雅 翠園管舍有限公司  雅 翠園管舍有限公司  

29.   1.12.2018 沙田區園藝保養及有關服務  駿景園藝有限公司  駿景園藝有限公司  

30.   1.12.2018 西貢區園藝保養及有關服務  怡生花園有限公司  怡生花園有限公司  

31.   1.1.2019 創興水上活 動中心潔淨及輔 助服務  佳年 (麥氏 )服務有限公司  新福港屋宇服務有限公司  

32.   1.1.2019 大尾 篤水上活 動中心、賽 馬 會黃石水

上活 動中心、聖士提 反灣水上活 動中

心及赤柱正灘水上活 動中心潔淨及

輔 助服務  

佳年 (麥氏 )服務有限公司  
莊臣有限公司  

莊臣有限公司  

33.   1.1.2019 九龍城區、黃大仙區及觀塘區潔淨及

輔 助服務  
莊臣有限公司  莊臣有限公司  

34.   14.1.2019 香港藝術 館管理及輔 助服務  不 適 用 （ 此 為新合約 ）  博藝體運有限公司  

35.   1.2.2019 晒草灣遊 樂場的草地足 球場兼 棒 球

場草地保養及有關服務  
動力資源有限公司  動力資源有限公司  

36.   1.3.2019 北區及沙田區潔淨及輔 助服務  碧瑤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37.   1.3.2019 西貢區潔淨及輔 助服務  莊臣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38.   1.4.2019 鰂 魚涌市政大廈護衞服務  中基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39.   1.4.2019 曉 光街體 育 館、楊屋道體 育 館及天水

圍 體 育 館管理及輔 助服務  
博藝體運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40.   1.4.2019 東區、灣仔區、中西區及南區潔淨及

輔 助服務  
碧瑤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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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合約  
開始日期  

涉及服務地區  現有／前任承辦商名稱   新承辦商名稱  

41.   1.4.2019 東區、灣仔區及南區公園及遊 樂場潔

淨及輔 助服務  
碧瑤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42.   1.4.2019 中西區公園及遊 樂場潔淨及輔 助服

務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43.   1.5.2019 小西灣綜合大樓護衞服務  中基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44.   1.5.2019 香港電 影資料館及其 宏 昌工廈及海

港工廈倉 庫護衞服務  
中基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45.   1.5.2019 香港視 覺藝術中心和茶 具文物館及

羅桂 祥 茶藝館護衞服務  
私 家安全顧 問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46.   1.5.2019 東區、灣仔區、南區及油尖旺區康樂

場地護衞服務  
中基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47.   1.5.2019 中西區、深水埗區及觀塘區康樂場地

護衞服務  
佳保護衞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48.   1.5.2019 九龍城及黃大仙區康樂場地護衞服

務  
威智護衞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49.   1.5.2019 小西灣綜合大樓潔淨及輔 助服務  碧瑤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50.   1.5.2019 香港大球場護衞服務  衞業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51.   1.5.2019 鴨 脷 洲 體 育 館、彩 虹道體 育 館、北葵

涌鄧 肇堅體 育 館及和興體 育 館管理

及輔 助服務  

博藝體運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52.   1.5.2019 離島區康樂場地護衞服務  衞業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53.   1.5.2019 葵青區、荃灣區、屯門區、北區、大 佳保護衞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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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合約  
開始日期  

涉及服務地區  現有／前任承辦商名稱   新承辦商名稱  

埔區、沙田區及西貢區康樂場地護衞

服務  

54.   1.5.2019 元朗區康樂場地護衞服務  威智護衞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55.   1.6.2019 藍田綜合大樓護衞服務  專業護衞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56.   1.6.2019 屯門康樂 體 育中心園藝保養及有關

服務  
碧瑤園藝工程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57.   1.6.2019 
 

油麻地戲 院管理及輔 助服務  博藝體運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58.   1.7.2019 香港體 育 館及伊利沙伯 體 育 館司閘

及人 群控制護衞服務  
私 家安全顧 問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59.   1.7.2019 香港科 學 館及屯門倉 庫潔淨及輔 助

服務  
好環境服務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60.   1.7.2019 香港海防博物館、香港歷 史 博物館、

李 鄭屋漢 墓 博物館、羅屋民 俗 館、九

龍公園倉 庫及康寧道倉 庫潔淨及輔

助服務  

碧瑤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61.   1.7.2019 鰂 魚涌體 育 館、竹園體 育 館、長沙灣

體 育 館及振華道體 育 館管理及輔 助

服務  

博藝體運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62.   1.8.2019 九龍公共圖 書 館、屏山天水圍公共圖

書 館、屏山天水圍文化康樂大樓共管

區域、元朗公共圖 書 館、將軍澳公共

圖 書 館、調景嶺公共圖 書 館及東涌公

天源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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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合約  
開始日期  

涉及服務地區  現有／前任承辦商名稱   新承辦商名稱  

共圖 書 館護衞服務  

63.   1.8.2019 馬 鞍山公共圖 書 館、圓 洲角公共圖 書

館及屯門公共圖 書 館護衞服務  
新衞保安服務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64.   1.8.2019 油街實 現和香港視 覺藝術中心管理

及支 援服務  
瑞安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65.   1.8.2019 香港文化 博物館、上窰 民 俗文物館及

香港鐵路博物館潔淨及輔 助服務  
莊臣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66.   1.9.2019 花園街市政大廈潔淨及輔 助服務  莊臣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67.   1.9.2019 西灣河市政大廈潔淨及輔 助服務  莊臣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68.   1.9.2019 鰂 魚涌市政大廈潔淨及輔 助服務  新生精 神康復 會  未重新招標  

69.   1.10.2019 高山劇場及新翼護衞服務  專業護衞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70.   1.10.2019 沙田大會 堂、大埔文娛中心及北區大

會 堂潔淨及輔 助服務  
碧瑤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71.   1.10.2019 屯門大會 堂及元朗劇 院潔淨及輔 助

服務  
羅氏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72.   1.10.2019 葵青劇 院及荃灣大會 堂潔淨及輔 助

服務  
莊臣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73.   1.10.2019 香港太空 館潔淨及輔 助服務  碧瑤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74.   1.10.2019 大角咀市政大廈潔淨及輔 助服務  莊臣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75.   1.10.2019 大角咀市政大廈護衞服務  中基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76.   1.12.2019 香港體 育 館護衞服務  私 家安全顧 問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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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合約  
開始日期  

涉及服務地區  現有／前任承辦商名稱   新承辦商名稱  

77.   1.12.2019 伊利沙伯 體 育 館護衞服務  中基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78.   1.12.2019 藍田綜合大樓潔淨及輔 助服務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79.   1.12.2019 元州街市政大廈護衞服務  天源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80.   1.12.2019 赤柱市政大廈護衞服務  天源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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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部門 : 房屋署 # 
 

 
新合約  

開始日期  
涉及服務地區  現有／前任承辦商名稱  新承辦商名稱  

1.  1.1.2018 樂 華南邨 (潔淨服務 )  英 華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2.  1.1.2018 順天邨 (潔淨服務 )  英 華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民順清潔有限公司  

3.  1.1.2018 華富 (一 )邨 (潔淨服務 )  新力清潔公司  民順清潔有限公司  

4.  1.1.2018 友愛 邨 (潔淨服務 )  新利清潔有限公司  新力清潔公司  

5.  1.1.2018 環翠 邨 (護衞服務 )  康年警衞有限公司  龍衞保安有限公司  

6.  1.1.2018 興民 邨 (護衞服務 )  通 宏護衞有限公司  龍衞保安有限公司  

7.  1.2.2018 天恒邨 (潔淨服務 )  新利清潔有限公司  民順清潔有限公司  

8.  1.3.2018 模 範 邨 (潔淨服務 )  英 華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英華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9.  1.4.2018 牛 頭角下 邨 (物業管理 )  新恆基國際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佳富物業服務有限公司  

10.  1.4.2018 清河邨、祥龍圍 邨 (物業管理 )  創毅物業服務顧 問有限公司  創毅物業服務顧問有限公司  

11.  1.4.2018 啟 晴 邨、德朗邨 (物業管理 )  卓安物業顧 問有限公司  卓安物業顧問有限公司  

12.  1.5.2018 環翠 邨 (潔淨服務 )  真 會記有限公司  新利清潔有限公司  

13.  1.5.2018 高怡邨 (潔淨服務 )         民 順清潔有限公司  香港工商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14.  1.5.2018 麗安邨 (潔淨服務 )       啟發清潔公司  啟發清潔公司  

15.  1.5.2018 坪石邨 (潔淨服務 )         義合清潔公司  康怡清潔公司  

16.  1.5.2018 沙角邨 (潔淨服務 )      義合清潔公司  怡泰清潔公司  

17.  1.5.2018 和樂 邨 (潔淨服務 )  啟發清潔公司  啟發清潔公司  

18.  1.5.2018 葵涌邨 (潔淨服務 )  怡泰清潔公司  義合清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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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合約  

開始日期  
涉及服務地區  現有／前任承辦商名稱  新承辦商名稱  

19.  1.5.2018 慈 正 邨 (護衞服務 )  通 宏護衞有限公司  龍衞保安有限公司  

20.  1.5.2018 石排灣邨 (護衞服務 )  通 宏護衞有限公司  香港警衞有限公司  

21.  1.6.2018 彩 虹 邨 (護衞服務 )  康年警衞有限公司  香港警衞有限公司  

22.  1.7.2018 興田邨、寶達 邨、德田邨、油塘邨 (物

業管理 )  

創毅物業服務顧 問有限公司  創毅物業服務顧問有限公司  

23.  1.10.2018 鯉 魚門邨 (潔淨服務 )  康怡清潔公司  新利清潔有限公司  

24.  1.10.2018 安定邨 (護衞服務 ) 香港警衞有限公司  九源物業顧問有限公司  

25.  1.10.2018 葵涌邨 (護衞服務 ) 嘉怡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九源物業顧問有限公司  

26.  1.11.2018 澤安邨 (潔淨服務 )    增力服務有限公司  利興環境服務有限公司  

27.  1.11.2018 彩虹邨 (潔淨服務 )     利興環境服務有限公司  新利清潔有限公司  

28.  1.11.2018 南山邨 (潔淨服務 )  新恆基環境美化服務有限公司  利興環境服務有限公司  

29.  1.11.2018 漁灣邨 (潔淨服務 )    利興環境服務有限公司  利興環境服務有限公司  

30.  1.11.2018 葵盛 (西 )邨 (護衞服務 ) 警衞城有限公司  九源物業顧問有限公司  

31.  1.11.2018 澤安邨 (護衞服務 ) 嘉怡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九源物業顧問有限公司  

32.  1.11.2018 美東邨 (護衞服務 ) 九源物業顧問有限公司  九源物業顧問有限公司  

33.  1.12.2018 興華 (二 )邨 (潔淨服務 ) 新利清潔有限公司  新力清潔公司  

34.  1.12.2018 樂富邨 (潔淨服務 )       英華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英華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35.  1.12.2018 華荔邨 (潔淨服務 ) 利興環境服務有限公司  英華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36.  1.1.2019 彩霞邨、彩盈邨、廣田邨、牛頭角上

邨  
(物業管理 ) 

卓安物業顧問有限公司  佳富物業服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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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合約  

開始日期  
涉及服務地區  現有／前任承辦商名稱  新承辦商名稱  

37.  1.1.2019 葵興邨、葵聯邨、葵翠邨、葵盛東邨、 
高盛臺 (物業管理 ) 

卓安物業顧問有限公司  卓安物業顧問有限公司  

38.  1.1.2019 恆安邨、利安邨、耀安邨、錦英苑  
(物業管理 ) 

雅居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雅居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39.  1.1.2019 長康邨 (潔淨服務 )       聯發清潔公司  英華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40.  1.1.2019 彩雲 (一 )邨 (潔淨服務 )    新力清潔公司  創毅物業服務顧問有限公司  

41.  1.1.2019 福來邨 (潔淨服務 )         英華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英華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42.  1.1.2019 葵盛西邨 (潔淨服務 )       英華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英華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43.  1.1.2019 荔景邨 (潔淨服務 )         啟發清潔公司  英華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44.  1.1.2019 樂華北邨 (潔淨服務 ) 香港工商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新利清潔有限公司  

45.  1.1.2019 美東邨 (潔淨服務 )       香港工商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英華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46.  1.1.2019 新翠邨 (潔淨服務 ) 義合清潔公司  創毅物業服務顧問有限公司  

47.  1.1.2019 大興邨 (潔淨服務 )        新利清潔有限公司  新力清潔公司  

48.  1.1.2019 大窩口邨 (潔淨服務 )      新利清潔有限公司  新力清潔公司  

49.  1.1.2019 禾輋邨 (潔淨服務 )  民順清潔有限公司  義合清潔公司  

50.  1.1.2019 業安及宏昌工廠大廈 (潔淨服務 ) 城市專業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工商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51.  1.1.2019 彩雲 (一 )邨 (護衞服務 ) 嘉怡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九源物業顧問有限公司  

52.  1.1.2019 樂富邨 (護衞服務 ) 香港警衞有限公司  嘉怡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53.  1.1.2019 安蔭邨 (護衞服務 ) 安民警衞有限公司  警衞城有限公司  

54.  1.3.2019 石硤尾邨 (潔淨服務 )      義合清潔公司  尚未有資料  

55.  1.3.2019 禾輋邨 (護衞服務 ) 警衞城有限公司  尚未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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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合約  

開始日期  
涉及服務地區  現有／前任承辦商名稱  新承辦商名稱  

56.  1.4.2019 天晴邨、天逸邨 (物業管理 ) 宜居顧問服務有限公司  雅居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57.  1.4.2019 秀茂坪 (南 )邨、油麗邨 (物業管理 ) 宜居顧問服務有限公司  宜居顧問服務有限公司  

58.  1.4.2019 啟業邨 (潔淨服務 )   義合清潔公司  尚未有資料  

59.  1.10.2019 啟田邨、安田邨、平田邨、翠屏 (北 )
邨、翠屏 (南 )邨、雲漢邨、高翔苑及
油美苑 (部份服務 )(物業管理 ) 

雅居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60.  1.10.2019 葵芳邨、麗瑤邨、石籬 (一 )邨、石蔭
邨  
(物業管理 ) 

雅居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61.  1.10.2019 興東邨、田灣邨、東霖苑 (物業管理 ) 佳富物業服務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62.  1.10.2019 竹園北邨、鳳德邨、黃大仙下 (一 )
邨、東頭 (二 )邨、黃大仙上邨 (物業管
理 ) 

中國海外物業服務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63.  1.10.2019 長沙灣邨、何文田邨、紅磡邨、李鄭

屋邨、南昌邨、常樂邨、榮昌邨 (物
業管理 ) 

中國海外物業服務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64.  1.10.2019 建生邨、良景邨、朗屏邨、田景邨、

天慈邨、天華邨 (物業管理 ) 
嘉怡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65.  1.10.2019 健明邨、彩明苑 (物業管理 ) 雅居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66.  1.10.2019 安泰邨 (護衞服務 ) 安民警衞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67.  1.10.2019 樂華 (南 )邨 (護衞服務 ) 安民警衞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68.  1.10.2019 漁灣邨 (護衞服務 ) 卓安物業顧問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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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服務地區  現有／前任承辦商名稱  新承辦商名稱  

69.  1.10.2019 大窩口邨 (護衞服務 ) 創毅物業顧問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70.  1.11.2019 鴨脷洲邨 (潔淨服務 ) 民順清潔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71.  1.11.2019 麗閣邨 (潔淨服務 )  羅氏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72.  1.11.2019 安蔭邨 (潔淨服務 ) 怡泰清潔公司  未重新招標  

73.  1.11.2019 天瑞 (二 )邨 (潔淨服務 ) 雅居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74.  1.12.2019 富昌邨 (潔淨服務 ) 義合清潔公司  未重新招標  

75.  1.12.2019 興民邨 (潔淨服務 )    立高服務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76.  1.12.2019 天悅邨 (潔淨服務 ) 羅氏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77.  1.12.2019 富昌邨 (護衞服務 ) 香港海外華僑服務有限公司  未重新招標  

 
#  房屋署提供的資料只包括公共租住屋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