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oject /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 Job Reference  
項 目 管 理 
(Last Update: 2008-11-18) 

序 年份 項目名稱 業主 工作性質 

1. 2008 何文田爵士花園覆式單位 業主 設計、項目管理及現場質量監理 

2.  正平大廈天面翻新 大業主 項目管理 

3.  大夫第室內翻新及維修 大業主 項目管理 

4.  金山電腦大廈外牆翻新 大業主 項目管理 

5. 2007 澳門交通運輸局大樓 澳門特區政府 監察服務 

6.  德惠行大廈維修 大業主 項目管理 

7.  南灣坊 5-19 號地盆平整及地基工程 大業主 施工管理 

8.  堅尼地城茶餐廳 茶餐廳東主 項目管理 



9.  香港布力徑獨立屋 業主 項目管理 

10.  太平道正平大廈專家評估報告 大業主 項目管理 

11.  香港基督少年軍羅亞方舟 基督少年軍 設計、項目及合約管理 

12. 2006 香港加州豪園獨立屋 業主 項目管理、現場質量監理 

13.  澳門氹仔澳娛『停車場及倉庫』 澳娛 施工管理 

14.  澳門氹仔『威尼斯人』園藝工程 威尼斯人集團 合約管理 

15.  太古廣場測量工程 太古集團 施工管理 

16.  南京街三文治店 東主 項目管理及出牌 

17. 2005 澳門『英皇娛樂酒店』 英皇集團 項目管理 

18.  新界大埔『童軍水上活動中心』浮橋工程 香港童軍總會 設計、現場質量監理 

19.  大埔坪朗村基督少年軍訓練營舍 基督少年軍 設計、現場質量監理 



20.  香港薄扶林『貝沙灣第三期』地基工程 盈衍地產 施工管理 

21. 2004 香港灣仔『合和中心』商場翻新工程 合和集團 施工管理、現場質量監理 

22.  九龍尖沙咀『君臨天下』精裝修工程 恒隆集團 施工管理 

23.  香港灣仔『齊安大廈』翻新工程 萬宜集團 施工管理 

24.  香港『康蘭居』室內翻新工程 恒隆集團 施工管理、現場質量監理 

25. 2003 九龍旺角『雅蘭中心』改建工程 恒隆集團 施工管理、現場質量監理 

26.  香港鰂魚涌『太古社區會堂』 太古集團 施工管理 

27. 2002 香港灣仔『竹林苑』室內翻新工程 希慎集團 施工管理 

28.  香港鰂魚涌『太古公園』 太古集團 施工管理 

29. 2001 九龍尖沙咀『聖安德烈教堂』翻新工程 聖安德烈教堂 施工管理、現場質量監理 

30.  香港大埔『映月灣』改善工程 英皇集團 施工管理、現場質量監理 



31. 2000 東莞塘廈『富豪花園』 域豐集團 項目管理、現場質量監理 

32.  廣東開平『置富花園』 域豐集團 項目管理、現場質量監理 

33. 1999 東莞塘廈『東港城花園』 域豐集團 項目管理、現場質量監理 

34. 1998 九龍土瓜灣『康寧花園』 域豐集團 項目管理、現場質量監理 

35.  河北省津化電廠 星加坡吉寶集團 項目管理、現場質量監理 

36.  廣州埃爾夫潤滑油廠房 埃爾夫集團 設計、項目管理、現場質量監理 

37. 1997 馬來西亞吉隆坡高級住宅 域豐集團 項目管理 

38. 1996 香港西灣『康和花園』 域豐集團 項目管理、現場質量監理 

39.  廣東新會花園 榮豐國際 項目管理、現場質量監理 

40.  香港上環均益大廈 榮豐國際 項目管理、現場質量監理 

41.  馬已仙峽道 15 號 榮豐國際 項目管理、現場質量監理 



42.  馬已仙峽道 17 號 榮豐國際 項目管理、現場質量監理 

43. 1995 香港粉嶺安樂村工廠大廈 域豐集團 項目管理、現場質量監理 

44.  香港西灣『康福閣』 域豐集團 項目管理、現場質量監理 

45. 1994 東莞常平『紫荊花園』 晶苑集團 項目管理 

46.  東莞常平『晶苑工業城』 晶苑集團 項目管理 

47.  東莞常平『晶苑娛樂中心』 晶苑集團 項目管理 

48.  九龍塘天樂園翻新工程 大業主 項目管理、現場質量監理 

49. 1993 香港銅鑼灣『新豪閣』 域豐集團 項目管理、現場質量監理 

50.  香港北角『秀明中心』 越秀集團 項目管理 

51.  香港灣仔『秀華商業大廈』 越秀集團 項目管理 

52.  香港上灣『秀平商業大廈』 越秀集團 項目管理 



53.  九龍新蒲崗『越秀廣場』 越秀集團 項目管理 

54.  九龍荃灣『荃灣國際中心』 越秀集團 項目管理 

55. 1992 香港灣仔『恒威商業大廈』 越秀集團 項目管理、現場質量監理 

56.  香港鴨脷州『洪聖大廈』 域豐集團 現場質量監理 

57.  香港西灣『士美菲閣』 域豐集團 項目管理、現場質量監理 

58.  香港灣仔『文石大廈』 域豐集團 項目管理、現場質量監理 

59.  香港鰂魚涌『濱海大廈』 星架坡地產 施工管理 

60.  香港灣仔『京都大廈』 域豐集團 項目管理、現場質量監理 

 

  



Contract Administration - Job Reference 
合 約 管 理 

序 年份 項目名稱 業主 工作性質 

1. 2008 香港布力徑 6-8 號園藝工程 園藝工程承判商 合約管理 

2.  金山電腦大廈外牆翻新 大業主 合約管理 

3. 2007 澳門威尼斯人水喉工程分判合約 水喉工程分判商 合約管理 

4.  九龍站上蓋防水工程索償 防水工程分判商 合約管理 

5.  南灣坊 5-19 號地盆平整及地基工程 地盆平整及地基工程承判商 合約管理 

6.  堅尼地城茶餐廳 茶餐廳東主 合約管理 

7.  香港基督少年軍羅亞方舟 基督少年軍 合約管理 

8. 2006 香港加州豪園獨立屋 業主 合約管理 

9.  澳門氹仔澳娛『停車場及倉庫』 澳娛 施工合約管理 



10.  澳門氹仔『威尼斯人』園藝工程 威尼斯人集團 合約管理 

11.  政府斜坡維修工程索償 斜坡維修工程分判商 合約管理 

12.  夢幻之城預製牆板工程索償 預製牆板工程分判商 合約管理 

13.  德福廣場翻新工程索償 翻新工程分判商 合約管理 

14.  康樂園獨立屋精裝修工程索償 精裝修分判商 合約管理 

15.  東薈城鋼結構行人橋工程索償 鋼結構工程分判商 合約管理 

16. 2005 澳門『英皇娛樂酒店』 英皇集團 施工合約管理 

17.  扎鐵承判商 扎鐵承判商 合約管理 

18.  大埔坪朗村基督少年軍訓練營舍 基督少年軍 合約管理 

19.  香港薄扶林『貝沙灣第三期』地基工程 地基工程承建商 合約管理 

20. 2003 香港華特迪士尼公園園藝工程 園藝工程承建商 合約管理 



21. 2000 東莞塘廈『富豪花園』 域豐集團 合約管理 

22.  廣東開平『置富花園』 域豐集團 合約管理 

23. 1999 東莞塘廈『東港城花園』 域豐集團 合約管理 

24. 1998 九龍土瓜灣『康寧花園』 域豐集團 合約管理 

25. 1996 香港西灣『康和花園』 域豐集團 合約管理 

26. 1995 香港粉嶺安樂村工廠大廈 域豐集團 合約管理 

27.  香港西灣『康福閣』 域豐集團 合約管理 

28. 1994 九龍塘天樂園翻新工程 大業主 合約管理 

29. 1993 香港銅鑼灣『新豪閣』 域豐集團 合約管理 

30. 1992 香港鴨脷州『洪聖大廈』 域豐集團 合約管理 

31.  香港西灣『士美菲閣』 域豐集團 合約管理 



32.  香港灣仔『文石大廈』 域豐集團 合約管理 

33.  香港灣仔『京都大廈』 域豐集團 合約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