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



超強颱風「山竹」襲港，對本港多區造成嚴重破壞，在社區重建的工作上，建造業界義工正好能夠善用專業所長，及時協助災後緊急服務，發揮「建義勇為」的服務精神。

建造業界義工隊於風災後立刻出動處理各區急需，由清理道路上、公共設施及學校範圍的塌樹和垃圾、借出物資，以至為社福機構進行緊急維修，到處可見建造業義工的身影，竭力協助盡快恢復社會運作，為各階層市民帶來方便和安全的環境。

本特輯匯集了建造業界義工在風災過後於全港各區所作的一些義舉，鼓勵所有建造業從業員繼續弘揚義工精神，共同對社會作出貢獻。 1



中電緊急服務組成員於颱風期間駕車前往大澳工作，途經大嶼山嶼南路時，看

見有警員在逆線行車道路清理阻塞路面的塌樹。緊急服務組成員隨即下車，與

警員一起合力清除塌樹，令道路重開。

另外，中電帶電工作隊成員工作期間，駕車途經元朗山下路，發現前方有樹倒塌，

並有兩名市民正在清理。隊員立即下車協助清理樹木，使路面回復正常，獲元

朗區議員張木林先生讚賞。

中電農林護理隊成員有一晚在上水古洞街市完成工作後，駕車途中發現路旁一

位婆婆求助，原來婆婆的居所外有架空電纜被樹壓住，希望中電人員為她處

理。隊員即時協助處理，以解婆婆之憂。其後他們看見婆婆的家門亦被塌樹

阻塞，導致出入居所困難，於是「行多步」協助鋸開及移走塌樹。

颱風過後，往大圍架空天線訓練學校的山路被大量塌樹阻塞。為免增

加前線同事的工作量，一眾新入職的員工齊心合力清除塌樹，經

過兩日的努力，終於打通前往學校之路，亦方便行山人士和

市民使用道路，利己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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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寶嘉

香港寶嘉於颱風過後積極組織義工團協助清理各區的塌樹。公司旗

下的「蓮塘 / 香園圍口岸」工程派出了 20 多名員工同心協助清理共

80 棵塌樹；另外「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工程的多名員工也參與了

屯門市中心附近的塌樹清理工作。大家無私的付出和努力令馬路得

以恢復通車，行人路暢通無阻。

此外，於中秋節當天，香港寶嘉的「沙中綫」工程員工亦到了維多

利亞公園響應清理塌樹的工作，公司管理層更提供工程指揮車和夾

斗車，以便盡快移走折斷的樹幹和枝幹，好讓市民盡快於安全的情

況下使用公園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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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建築中九龍幹線 - 啟德西工

程團隊身體力行，以行動關愛工

程所在的九龍城區。於颱風除下

後團隊隨即群策群力，清理區內

的塌樹。

工程團隊並協助校園範圍的善後

清理工作，借出水馬等物資，

圍封受影響位置以確保市民的安

全。金門團隊略盡綿力回饋社

會，市民亦為之感動，在義工服

務期間主動送贈飲品以表感謝，

展現獅子山精神。

興勝建築旗下上水彩園路地盤 3

及 4 的公共房屋發展項目工地及

大埔第 1 區的體育館、社區會堂

及足球場發展項目的工地員工在

風災過後擔任義工，協助清理鄰

近工地路面及學校的塌樹。

義工們的「建義勇為」令區內交

通路面及居民的生活迅速恢復正

常。為此，大埔區區議員向興勝

建築和員工送上感謝狀，感謝工

程人士對社區無私的貢獻。

興勝建築

金門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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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令市面交通癱瘓，

市區不少的主要道路都

因為禮頓建築 ( 亞洲 )

於 金 鐘、 中 環、 流 水

響、打鼓嶺、何文田和

九龍塘協助清理塌樹，

重建城市面貌。

威勝利香港、盈發地

基 工 程 義 工 隊， 以

專 業 服 務 社 群， 帶

同物料協助維修「信

義會 - 鞍山探索館」 

因颶風「山竹」破壞

後的緊急維修工程。

工程部首先進行現場評估，以專業角度提出修葺建議，經確定

後隨即進行緊急維修，防止意外發生。由於環境所限，義工們

以人力方法運送把一包又一包的英泥、材料及工具運到現場。

登山路徑有百多級石階，真是費盡氣力，感謝我們的義工朋友

作出的努力！

禮頓建築(亞洲)

威勝利香港、盈發地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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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造學院

颱風山竹劃過香港翌日，香港建

造學院 - 上水院校的學生立刻身

體力行，為天平山村居民清理塌

樹。學院一直都鼓勵學生出心出

力，貢獻社會，而這次及時伸出

援手對區內的居民及需要進出工

作的人士都幫上不少。

此外，香港建造學院 - 葵涌院校數十位導師及學生亦利用午飯時間，

於學生及市民每天來往的行人路上，幫手清理因颱風造成的塌樹、落

葉及垃圾。僅僅一小時就將環境妥善清理，為區內路人及村民帶來方

便，發揮利人利己的義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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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及民政事務總署

在民政事務總署以及發展局轄下的土木工程拓展

署、路政署、建築署、水務署及機電工程署的協

調和安排下，建造業界義工隊出動到全港各區伸

出援手。

AECOM 義工於北區打鼓嶺簡頭圍清理塌下的竹樹。

利基義工連日在西貢區清理塌樹。

中國港灣工程義工出車出人清理大埔區塌樹。

安保工程義工出動吊機車在深水埗

及沙田清理塌樹及廢物。

朱祥興有限公司義工將鬆脫物件

移離灣仔的安全通道。

中國港灣 - 振華聯營公司義工協

助將軍澳及粉嶺區回復面貌。 7



中國路橋工程義工協助麥理浩

夫人度假村清理場地。

中國路橋工程 - 安誠顧問 - 邁進聯營

公司義工移走九龍灣區一帶的塌樹。

中國建築國際集團動員 50 多名義工

在新界各區進行清理工作。

中國路橋 - 大陸工程 - 基利聯營體義

工清理北區塌樹。

其士（建築）有限公司義工在元朗

及觀塘區大舉清理塌樹。
俊和建築工程義工清理深水埗區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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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寶嘉建築義工在港島東區

進行清理工作。

恆和建築及嘉華建材義工利用

碎木機器協助清理工作。

安洲營造義工清理九龍城

路旁塌樹。

興勝建築義工修理啓德區

內的行人道。

合利營造義工清理中環區塌樹。

協興建築義工協助元朗區

清理工作。

金門建築義工協助西貢區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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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 - 利基聯營公司義工清理

九龍城區的路旁塌樹。

建中機電工程義工利用吊機車

在元朗清理塌樹。

禮頓建築 ( 亞洲 ) 的義工服務

足跡遍及港、九 、新界。

禮頓 - 中國建築聯營公司 ( 港鐵合約 1123) 

義工到將軍澳服務。

康和建築工程義工清理黃大仙

及九龍城區的路旁塌樹。
金城營造義工協助九龍城區

清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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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里運輸工程義工在葵青區清理

了大量塌樹造成的枯枝。

瑞安建業義工清理粉嶺及上水的

行人路及單車徑。
TTI 創科集團為新界多處義工

服務提供電鋸及電燈。

生興土木的義工在北區進行清理工作。

五洋建設義工清理長沙灣區的街道。

生興 - 豐利聯營公司的義工清理

河上鄉一帶的塌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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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才建築工程義工於中西區

進行清理。

永達土木工程義工清理粉嶺

區塌樹。

仁利建築義工協助北區

道路修葺。

宏宗建築義工清理荃灣及

葵青區的公園設施。

保華建業集團義工在各區

協助災後清理工作。

有利建築義工清理大角咀

路旁垃圾。

耀文發展工程出動義工

清理元朗區塌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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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別人的需要上
看見自己的責任。

感謝以下建造業機構於颱風「山竹」過後作出的及時援助：

安保工程控股有限公司 新昌 – 利基聯營公司

AECOM 建中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利基控股有限公司 嘉華建材有限公司

朱祥興有限公司 金城營造集團

其士（建築）有限公司 康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中國港灣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禮頓建築 ( 亞洲 )

中國港灣 - 振華聯營公司 禮頓 - 中國建築聯營公司

中國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萬里運輸工程有限公司

中國路橋工程 - 安誠顧問 - 邁進聯營公司 五洋建設株式會社

中國建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保華建業集團有限公司

俊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生興土木有限公司

俊和聯營公司 生興 – 豐利聯營公司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迅達升降機 ( 香港 ) 有限公司

中國路橋 - 大陸工程 - 基利聯營體 瑞安建築有限公司

發展局 瑞安建業有限公司

香港寶嘉建築有限公司 創科實業有限公司

安洲營造有限公司 創科集團

恆和建築有限公司 德才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威勝利香港、盈發地基工程

興勝建築有限公司 宏宗建築有限公司

協興建築有限公司 永達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民政事務總署 仁利建築有限公司

香港建造學院 有利建築有限公司

合利營造有限公司 耀文發展工程有限公司

( 按機構英文名稱排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