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  

 

發展局和運輸及房屋局轄下甲級工務工程項目  

由工務部門直接批出的主要顧問合約資料  

(2018-19 立法年度 ) 

 

工程計劃

編號 

工程計劃名稱 顧問公司 顧問費 1 

(百萬元) 

4425DS 搬遷沙田污水處理廠往岩洞－工地

開拓及連接隧道工程 

艾奕康有限公司 

莫特麥克唐納香港有限公司 

21.7 

7822CL 啟德發展計劃－前跑道及南面停機

坪發展項目的基礎設施工程 

艾奕康有限公司 

英環香港有限公司 

23.8 

7832CL 啟德發展計劃－前北面停機坪第 5B

期的基礎設施工程 

艾奕康有限公司 

凱淇環境顧問有限公司 

16.2 

7747CL 古洞北新發展區及粉嶺北新發展區 

前期地盤平整和基礎設施工程 

艾奕康有限公司 

莫特麥克唐納香港有限公司 

53.0 

7759CL 古洞北新發展區及粉嶺北新發展區 

第一期地盤平整和基礎設施工程 

艾奕康有限公司 

莫特麥克唐納香港有限公司 

2.8 

7835CL 古洞北新發展區及粉嶺北新發展區 

餘下地盤平整和基礎設施工程－詳

細設計及工地勘測 

阿特金斯顧問有限公司 

艾奕康有限公司 

博威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174.9 

7793CL 缸瓦甫警察設施土地平整及基礎建

設工程 

艾奕康有限公司 

凱淇環境顧問有限公司 

8.3 

6863TH 蓮麻坑路西段（平原河至坪輋路）

擴闊工程 

奧雅納工程顧問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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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和運輸及房屋局轄下甲級工務工程項目  

由工務部門直接批出的主要顧問合約資料  

(2019-20 立法年度 ) 

 

工程計劃

編號 

工程計劃名稱 顧問公司 顧問費 1 

(百萬元) 

7785TH T2 主幹路及茶果嶺隧道-建造工程 

 

安誠-邁進聯營 

英環香港有限公司 

15.1 

7833CL 啟德發展計劃－前跑道及南面停機坪發

展項目的餘下基礎設施工程第一期 

安誠-邁進聯營 0.8 

9357WF 將軍澳海水化淡廠第一階段設計及建造 博威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深明顧問有限公司 

74.0 

6188TB 近港鐵九龍灣站 B 出口的行人天橋 

 

科進顧問(亞洲)有限公司 1.6 

5051TF 重建南丫島北角碼頭 

 

凱淇環境顧問有限公司 0.2 

B780CL 元朗橫洲公營房屋發展之工地平整及基

礎設施工程 

奧雅納工程顧問 4.2 

4186CD 地下雨水渠修復工程第 2 階段 

 

博威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1.6 

4171CD 活化翠屏河 

 

阿特金斯顧問有限公司 5.4 

3468RO 臨華街遊樂場及其鄰近範圍改善工程 

 

TLS & Associates Limited 2 0.7 

7846CL 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第二階段工程－

詳細設計和工地勘測 

奧雅納工程顧問 37.5 

7845CL 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前期工程第一及

第二期－工地平整和基礎設施，以及前

期工程第三期－詳細設計和工地勘測 

奧雅納工程顧問 

艾奕康有限公司 

31.6 

7796CL 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第一階段工程－

工地平整和基礎設施 

莫特麥克唐納香港有限公司 4.1 

7831CL 西九龍填海計劃－主要工程(餘下部分)

－位於深水埗深旺道與興華街西交界處

的行人天橋 

莫特麥克唐納香港有限公司 5.4 

B795CL 薄扶林南公營房屋發展之工地平整及基

礎設施工程 

奧雅納工程顧問 11.0 

7666CL 屯門第 54 區的土地平整、道路及渠務

工程－第 1 期第 2 階段 

深明顧問有限公司 

潘衍壽顧問工程師有限公司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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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計劃

編號 

工程計劃名稱 顧問公司 顧問費 1 

(百萬元) 

7844CL 屯門第 54 區的土地平整、道路及渠務

工程－第 2 期第 4B 階段工程 

深明顧問有限公司 

潘衍壽顧問工程師有限公司 

2.0 

B812CL 油塘碧雲道公營房屋發展之工地平整及

基礎設施工程 

科進顧問(亞洲)有限公司 7.1 

6875TH 加士居道天橋隔音罩 

 

莫特麥克唐納香港有限公司 1.0 

6853TH 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擴闊工程 

 

艾奕康有限公司 4.1 

9181WF 沙田濾水廠原地重置工程(南廠)－主項

工程 

艾奕康有限公司 40.5 

9368WF 上水及粉嶺東江水管 P4 改善工程 

 

邁進基建環保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4.3 

9369WF 上黃宜坳食水供應系統提升工程－第一

期 

邁進基建環保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4.3 

9196WC 建設智管網 博威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邁進(香港)有限公司 

9.4 

6850TH 新橫塘河橋 

 

深明顧問有限公司 0.3 

7265RS 連接新界西北及新界東北之單車徑－三

門仔伸延部分 

何田顧問工程師有限公司 0.3 

4185CD 元朗區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程－第 1 階

段 

阿特金斯顧問有限公司 0.8 

5052CG 新界西南及東北綠化總綱圖－優先綠化

工程 

傲林國際設計有限公司及安誠工

程顧問有限公司聯營 

莫特麥克唐納香港有限公司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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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和運輸及房屋局轄下甲級工務工程項目  

由工務部門直接批出的主要顧問合約資料  

(2020-21 立法年度 ) 

 

工程計劃

編號 

工程計劃名稱 顧問公司 顧問費 1 

(百萬元) 

3133KA 於長沙灣污水泵房的渠務署辦公大

樓 

杜志成父子有限公司 11.9 

7765CL 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發展－餘下行

人連繫設施工程 

艾奕康有限公司 2.1 

3129KA 柴灣水務署總部暨香港及離島分署

及懲教署總部大樓 

呂元祥建築師事務所(香港)有限公司 

利比有限公司 

36.7 

7716CL 將軍澳進一步發展－將軍澳第一期

堆填區基礎設施 

艾奕康有限公司 1.9 

4445DS 搬遷沙田污水處理廠往岩洞－主體

岩洞建造和上游污水收集系統工程 

艾奕康有限公司 37.2 

B857CL 屯門中公營房屋發展之工地平整及

基礎設施工程－第一期 

博威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5.7 

7856CL 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第一期主體

工程－工地平整及基礎設施工程 

艾奕康有限公司 34.5 

4172CD 地下雨水渠修復工程－餘下工程 

 

博威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2.4 

B858CL 元朗錦田南公營房屋發展之工地平

整及基礎設施工程－第一期 

艾奕康有限公司 8.7 

 

備註： 

1. 由該工程計劃項目支付的顧問費。 

2. 該顧問公司未有提供中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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