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人為本
我們用心創造一個能讓員工更健康、愉

快地工作，展現更高效率的工作環境。

持續投放資源在員工發展，致力提供良

好的職業發展機會，務求打造一個多元

共融及領先業界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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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協作以人為本 環境效益社區營造目錄 經濟效益

重要議題

吸納入才/人才留任
職業健康及安全 

(職安健)
員工福祉

2020年進展 員工概覽

安全、健康及福祉

吸納人才 人才留任

多元化與共融 義工服務

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

我們深信員工的貢獻是「2030可持續發展策略」和公司業務成功的關

鍵，因此我們一直用心創造一個能讓員工更健康、愉快地工作，展現更

高效率的工作環境。持續投放資源在員工發展，致力提供良好的職業發

展機會，務求打造一個多元共融及領先業界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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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協作以人為本 環境效益社區營造目錄 經濟效益

2020年進展

進展摘要 

以人為本工作小組由19位來自太古地產不同職能部門的代表組成，主要職責是推進以人為本支柱所

涵蓋的五個重點範疇 ─ 吸納人才；人才留任；安全、健康及福祉；多元化與共融；以及義工服務。 

2020年，除義工服務時數外，2020年關鍵績效指標近乎全部達標。年內，因為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關

係，多項活動不得不取消，需要面對面舉行的活動及人群聚集亦受到限制，這對義工服務時數及其他

關鍵績效指標均帶來影響。然而，相較過去數年的表現，2020年仍有明顯上升趨勢。我們現正努力實

現2025年及2030年目標 ，繼續朝著最終目標邁進 ─ 到2030年成為可持續發展表現領先全球同業的

發展商。

2020年關鍵績效指標的進展簡述如下。

• 優化宣傳策略，打造優質僱主品牌

• 引入全新的數碼招聘平台

• 檢討薪酬與福利

• 已制定全新的網上僱主品牌宣傳策略，

現正在香港及中國內地推展。

• 推出太古酒店求職申請網站。 

• 已選定職務評估平台，有助我們建立太

古地產的薪酬理念。薪酬與福利檢討

將由香港開始，然後推展到中國內地和

酒店物業組合。

吸納人才

僱主品牌

招聘流程

薪酬與福利

2020年關鍵績效指標

2020年關鍵績效指標

2020年關鍵績效指標

2020年進展

2020年進展

2020年進展

2020年進展 員工概覽

安全、健康及福祉

吸納人才 人才留任

多元化與共融 義工服務

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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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協作以人為本 環境效益社區營造目錄 經濟效益

• 每名員工每年培訓時數增加 25%3

• 檢討獎勵機制

3  與2016基準年比較。

4  因疫情關係，數字較往年為低。

• 將「2030可持續發展策略」融入員工的

年度工作目標及發展評估中

• 2020年完成超過126,000小時培訓，

每名員工平均培訓時數為20小時4。

• 2019年完成超過169,000小時培訓，較

2016基準年增加112%。

• 已選定職務評估平台，有助我們建立太

古地產的薪酬理念。薪酬與福利檢討

將由香港開始，然後推展到中國內地和

酒店物業組合。

• 自2019年起太古地產辦公室員工的年

度工作目標必須配合「2030可持續發展

策略」各支柱。

人才留任

學習與發展

獎勵機制

工作表現及發展評估

2020年關鍵績效指標

2020年關鍵績效指標

2020年關鍵績效指標

2020年進展

2020年進展

2020年進展

2020年進展 員工概覽

安全、健康及福祉

吸納人才 人才留任

多元化與共融 義工服務

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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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協作以人為本 環境效益社區營造目錄 經濟效益

• 職安健培訓總時數增加5%5 

• 在網上學習平台為所有員工進行強制性

職安健培訓

• 保持零工傷死亡數字

• 香港及中國內地物業組合7採用ISO 
45001標準以取代OHSAS 18001標準

• 保持工傷引致損失工時比率(LTIR)6低於

2.0

• 合共安排約23,870小時職安健培

訓。2019年，我們合共安排約28,600
小時培訓，增加21%。

• 設立高級管理人員網上學習平台，提供

強制性職安健培訓，完成課程比率達

100%。我們於2020年分階段擴展此

網上平台，涵蓋前線及辦公室員工。

• 工傷引致損失工時比率為1.25。

• 保持零工傷死亡數字。

• 香港的安全管理制度數年前已開始採

用ISO 45001:2018標準，而中國內地的

四個物業項目亦於2020年開始採用新

標準。

安全、健康及福祉

安全

2020年關鍵績效指標 2020年進展

5  與2015基準年比較。

6    工傷引致損失工時比率指每100名員工每年發生工傷事故的次數。該比率是將工傷事故總數乘以200,000再除以工作總時數

計算得出。因子200,000代表每100名員工每年的工作時數，按照每年50個星期，每星期40個工時計算。

7/8  僅適用於非合資公司(即廣州太古滙及北京三里屯太古里)。

• 為所有員工進行參與度問卷調查

• 在中國內地8所有辦事處推行僱員支援

計劃

• 此問卷調查於2020年進行，對象為香港

及中國內地物業組合所有員工，整體回

覆率達97%。 

• 繼續推行辦公室及前線僱員支援計

劃。

滿意度

2020年關鍵績效指標 2020年進展

2020年進展 員工概覽

安全、健康及福祉

吸納人才 人才留任

多元化與共融 義工服務

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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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協作以人為本 環境效益社區營造目錄 經濟效益

• 制定健康及福祉政策框架 • 繼續在香港及中國內地物業組合推行

僱員健康計劃，包括在香港設立資助基

金，資助員工成立公司內部康樂及體育

興趣小組。疫情期間，興趣小組活動納

入僱員健康計劃。

健康及福祉

2020年關鍵績效指標 2020年進展

安全、健康及福祉

• 採用多元共融政策

• 成立多元共融委員會

• 推出正式的員工申訴政策

• 已採用多元共融政策。

• 已成立多元共融委員會，繼續致力推行

多元共融政策和相關措施。

• 申訴程序及匯報規定已載於《企業行

為守則》。

政策、策略和管治

2020年關鍵績效指標 2020年進展

多元化與共融

• 為高級管理人員進行多元共融意識培訓

• 披露性別、年齡、職級、薪酬及種族資料

• 制定彈性工作政策和相關指引

• 已舉辦高級管理人員的多元共融意識

培訓。

• 已於本報告的統計數據摘要披露2020
年的性別、年齡、職級及薪酬資料。

• 繼續推行彈性工作政策，除彈性工時安

排外，亦推出職場休假計劃。

文化

資料披露

工作環境

2020年關鍵績效指標

2020年關鍵績效指標

2020年關鍵績效指標

2020年進展

2020年進展

2020年進展

2020年進展 員工概覽

安全、健康及福祉

吸納人才 人才留任

多元化與共融 義工服務

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

https://www.swireproperties.com/zh-hk/sustainable-development/policies/diversity-and-inclusion-polic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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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協作以人為本 環境效益社區營造目錄 經濟效益

• 員工提名項目數量增加20%11 • 年內基金資助兩個防疫抗疫相關項目，

詳見社區抗禦力。

社區關懷基金

2020年關鍵績效指標 2020年進展

• 義工服務時數增加20%(>9,300 小

時)9

• 於新員工入職培訓時推廣愛心大使計劃

• 今年香港、中國內地及美國邁阿密的愛

心大使合共提供超過2,000小時義工

服務10。2019年太古地產愛心大使提供

逾7,000小時義工服務。 

• 自2017年起，愛心大使計劃簡介已列入

北京及香港新員工入職培訓。

愛心大使計劃

2020年關鍵績效指標 2020年進展

義工服務

9/11  與2016基準年比較。 
 
10     因疫情關係，數字較往年為低。

2020年進展 員工概覽

安全、健康及福祉

吸納人才 人才留任

多元化與共融 義工服務

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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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協作以人為本 環境效益社區營造目錄 經濟效益

員工概覽 GRI
102-8, 102-41, 401 
 
HKEX 
KPI B1.1

太古地產共有6,330名員工12,包括約3,200名香港員工、2,700名中國內地員工及300名美國邁阿密員

工。

12   數字為香港物業、中國內地物業、美國物業及太古酒店訂有長期及固定期限/臨時僱傭合約的長期員工。

 

按性別劃分的員工數目

按年齡組別員工數目

按地理位置劃分的員工數目

香港 
3,241 (51.2%)

中國內地 

2,754 (43.5%)

美國邁阿密 

329(5.2%)

其他 10 (0.1%)

2020年進展 員工概覽

安全、健康及福祉

吸納人才 人才留任

多元化與共融 義工服務

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

女性 

2,549 (40.2%)
男性 
3,785 (59.8%)

30歲以下 

1,460 (23.1%)
50歲以上 

1,357 (21.4%)

30-50歲 

3,517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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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協作以人為本 環境效益社區營造目錄 經濟效益

吸納人才

我們為員工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待遇及多項福利。在香港，員工享有醫療服務、退休計劃及酌情花

紅；而在中國內地，員工福利則包括社保和住房基金，並可享有醫療服務及酌情花紅。

我們致力確保每位員工均定期獲安排作客觀、公平和具透明度的評估，並按照工作表現酌情給予嘉

獎。太古地產設有工作表現及發展評估機制，使評估過程更精簡，同時確保公司整體評估的一致性。

太古地產辦公室員工的年度工作目標必須配合「2030可持續發展策略」的各大支柱。年內我們亦選定

一個職務評估平台，有助我們建立太古地產的薪酬理念，確保員工薪酬符合公司內部的公平原則，

保持在業界的競爭力。接下來我們準備全面檢討薪酬和福利，先在香港開始，然後推展至中國內地

及酒店物業組合。

2020年，太古地產推行新的僱主品牌宣傳策略，幫助我們繼續吸引和留住人才，亦增設有關僱主品牌

的新目標，致力實現在2030年成為「首選僱主」的長遠目標。

我們亦在2020年為新入職的實習生和見習生引入混合學習模式。除了到訪太古地產旗下物業參觀，半

數入職培訓都透過內部平台網上授課。新員工可隨時使用平台閱讀文章、完成測驗及觀看部門代表

分享經驗的視頻，藉此加深對太古地產的認識。這種學習模式可減省入職培訓所需人手，也可作為日

後招聘的藍本，靈活地為新同事提供培訓，不受入職日期或地點限制。

繼續盡心關顧僱員

HKEX 
層面 B1

按地理位置劃分的新聘員工總人數

人數 百分比

1,077
總數

415 38.5%

106 9.9%美國邁阿密

556 51.6%中國內地

香港

2020年進展 員工概覽

安全、健康及福祉

吸納人才 人才留任

多元化與共融 義工服務

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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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協作以人為本 環境效益社區營造目錄 經濟效益

太古地產在Randstad舉辦的2020年僱主品牌調查中獲評選為香港最具吸引力僱主。我們

已連續五年在Randstad僱主品牌獎位列前茅，今年共有75間按僱員人數評定的香港大型

企業角逐這項殊榮，大會根據數千名在港任職

員工及求職者的意見作出評選。受訪者對太古

地產多方面均評價甚高，包括企業財務健康狀

況、公司信譽及就業保障。

太古地產人力資源董事唐安娜代表公司感謝

各界認可：「每一位員工的支持及參與，都有助

實現我們構建的社區。我們的政策強調靈活應

變、團結互諒，因此即使面對2019冠狀病毒病

疫情等嚴峻挑戰，我們仍能迎難而上、並肩同

行。」。

太古地產榮膺香港最具吸引力僱主

今年我們推出網上入職平台，以提升現有的入

職培訓流程，讓新同事在正式上班前獲得重

要的企業資訊，了解太古地產的核心價值和文

化。新入職員工可使用手機隨時登入平台，方便

之餘還可節約用紙。平台於三月開放予辦公室

員工使用，並於九月開放予前線員工使用。

全新網上入職平台

2020年進展 員工概覽

安全、健康及福祉

吸納人才 人才留任

多元化與共融 義工服務

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

https://sd.swireproperties.com/2019/zh-hk/people/talent-at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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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協作以人為本 環境效益社區營造目錄 經濟效益

人才留任

我們非常重視吸納及培育人才，並致力協助他們在太古地產追求長遠的事業發展。

2020年8月，我們進行「員工參與度調查」，邀請香港及中國內地逾4,000位同事參與，整體回覆率高

達97%。調查問卷涵蓋21個分類，包括企業核心價值、溝通及參與、可持續發展、多元化與共融、以及

數碼轉型等。調查結果有助我們了解員工需要，為營造理想工作環境提供寶貴指引。

調查結果概要：

• 參照「全球房地產/物業及資產管理規範」，太古地產的整體表現優於業界

• 五大優勢範疇：人才留任、當責與賦權、績效管理、嘉獎及福利、以客為本

• 88%員工有參與感，首要動力因包括當責與賦權、高層領導力及工作環境

• 在員工參與度方面，比對全球地產業的數據，我們在18個類別中均表現出色

• 91%員工堅信我們的企業願景與價值，比例遠高於業界一般水平，表明員工認同太古地產的發展

方向

後續舉措包括組織小組討論及定期進行「意向調查」，以持續監察措施成效及制定行動方案。

我們提供不同年期的見習生培訓計劃，涵蓋建築測量、工程及管理等範疇。例如，太古酒店設有為期

18個月的營運管理見習生計劃，讓員工在公司旗下於香港、中國內地及美國邁阿密的酒店獲得不同

工作體驗。

公司其他學習與發展計劃包括：

• 在職培訓；

• 內部調職；

• 師友計劃；

• 海外派駐機會；及

• 管理及領袖培訓計劃。

學習與發展計劃

GRI 
401, 404
 
HKEX 
層面 B3

2020年進展 員工概覽

安全、健康及福祉

吸納人才 人才留任

多元化與共融 義工服務

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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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參照「克伯屈培訓評估模式」構建培訓評估框架，以助分析和評估太古地產各學習與發展計

劃的成效。

與此同時，我們亦檢討了個別領袖培訓計劃，例如「卓越管理培訓計劃」(Achieving Excellence Programme, 
AEP)。該計劃為期兩年，透過舉辦工作坊和各類型的輔導教育，重點提升員工的領導力和溝通技巧，

培養指導才能及策略性思維，促進團隊合作和管理工作表現，協助管理人員拓展事業。

我們已採用包括360度反饋機制在內的多維評估系統，以收集個別員工的反饋意見，包括我們的學習

與發展計劃如何為他們的事業發展提供幫助，以及這類計劃能否促進人才留任和提高工作效率。

學習與發展計劃新設評估框架

培訓總時數及開支

 

按性別劃分的平均培訓時數 按聘用職位組別劃分的平均培訓時數

18.1 20.5

22.8 19.8

2020 2020

男性 管理層

女性  非管理層

HKEX 
KPI B3.2

20小時>126,000小時
培訓總時數 每名員工平均培訓時數 培訓總開支

港幣480萬元

2020年4月，我們邀請辦公室員工參與學習與發展綜合調查，藉此找出現有培訓安排與實際及未來培

訓需求之間的缺口。網上調查涵蓋技術知識、個體效率和能力、領導技巧、學習方法喜好等範疇。

我們根據調查結果擬定了新的學習路線圖和課程，務求使員工更投入培訓及提高學習效率。緊接著，

我們將繼續收集用戶意見，因應不斷變化的員工發展及業務需求調整及完善培訓活動。

培訓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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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們繼續舉辦一系列工作坊，協助市場推

廣團隊應對當前的市場挑戰，包括識別最新的

數碼市場推廣趨勢及加強太古地產的數碼市

場推廣能力。三月，太古地產數碼市場推廣團

隊舉辦首個2020網上數碼工作坊，題為「手機

應用程式開發及成長黑客要訣」，其後再邀請

專家導師主講網上工作坊，課題包括「搜尋引

擎行銷及優化訓練營」、「增長營銷要訣」及「

敏捷式項目管理速成」。 

緊貼最新趨勢：數碼工作坊承先啟後

我們格外認同「學習不應局限於課室」，而最近推出的e-Learning Hub網上圖書館正正鼓勵同事分享知

識及培養「自學」文化。員工可在網上圖書館：

• 借閱印刷書籍；

• 使用e-Learning Hub Kindle賬戶；

• 瀏覽專享電子書及視頻；及

• 預約高級管理人員、同事和個別議題專家徵詢建議。

我們已於2020年底與Innovation Accelerator計劃合作推出試驗版e-Learning Hub，正式版本將於2021
年初推出。

開設網上自修知識庫

太古地產於2020年展開全新的「卓越領導計

劃」，目的是建立更強大的物業管理團隊領

袖，同時採取更有系統的方針，促進員工和物

業管理領袖梯隊發展。

計劃的重點是提升物業管理團隊主任級人員

的人事管理能力。我們根據多次小組討論的結

果設計了四個單元，分別回應培養領導力的不

同需要。單元一及單元二已先後於2020年9月底

和11月初推出，我們希望物業管理團隊所有目

標人員均可在四年內完成計劃。

物業管理團隊卓越領導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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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健康及福祉

我們非常重視工作場所的健康及安全，視之為業務營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的《健康及安全政

策》涵蓋員工、承辦商、租戶和訪客，包括其工作或工作場所由本公司控制的人士。政策闡明太古地

產矢志發揮穩健卓越的領導力，完善管理旗下所有業務，推展從設計、規劃到營運的職業健康與安

全，務求達到零損傷。

安全、健康及福祉是我們的業務及「2030可持續發展策略」不可或缺的環節。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是：

我們設於香港的安全督導委員會由太古地產健康及安全經理和安全工作小組領導，定期監察和評估

公司香港業務的安全表現，中國內地的安全工作小組則由技術統籌及可持續發展總監領導，並會經

常舉行會議，密切監察和評估公司的安全表現。香港及中國內地的安全工作小組成員均包括每個物

業的技術團隊和物業管理團隊員工。

我們要求員工遵守安全管理制度規定，一旦發現工作場所有任何危險狀況立即向上級報告。我們並

會定期進行工作場所巡查和風險評估，以及採取跟進行動防範意外和確保各建築物、設備及設施安

全運行。巡查後我們會編製報告呈交安全督導委員會，並且追蹤跟進行動的成效。

我們已實施多項計劃處理意外調查，務求找出意外成因，以採取措施防止同類事件重演。一旦發生意

外，相關業務部門的經理級或以上的管理人員會在正式調查完成後發佈意外報告。

截至2020年12月31日，香港共有六個物業項目而中國內地共有四個物業項目的安全管理制度達到更

為嚴謹的ISO 45001:2018新標準要求。

SDG 3 — 良好健康與福祉
確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進福祉。

安全管理制度

GRI 
403
 
HKEX 
層面 B2
KPI 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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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地產自2003年開始披露健康與安全資料至今，一直維持員工零工傷死亡數字，此外亦無任何確

認違反提供安全工作環境和保障員工免受職業風險的相關法律或規例，以及對太古地產構成重大影

響的事件。

我們的2020年關鍵績效指標之一是維持員工的工傷引致損失工時比率(LTIR)低於2.0。作為防止工作

場所意外的管理方針一部分，我們為員工舉辦多場與不同業務範疇相關的主題教育及意識推廣講

座，例如香港物業組合前線員工的貨車吊機送貨管理措施、中國內地物業組合員工的防止滑倒、絆倒

或跌倒講座，以及建築工地工人的施工安全、高空工作和預防中暑講座。

2020年，我們的工傷引致損失工時比率(LTIR)較2019年下降23.3%，工傷引致損失工作日比率(LDR)13則

較2019年上升12.9%。有見及此，我們已採取改善措施並修改了中國內地前線員工的強制性入職安全

培訓。

2020年健康與安全表現

工傷引致損失工時比率(LTIR)及工傷引致損失工作日比率(LDR)
2018

工傷引致損

失工時比率 

(LTIR)

2019 2020

1.47 1.63 1.25
↑ 2.8% 

按年變動百分比

↑ 10.9%
按年變動百分比

↓ 23.3% 
按年變動百分比

54.47 43.28 48.80
↑ 12.6% 

按年變動百分比

↓ 20.5%
按年變動百分比

↑ 12.8%
按年變動百分比

HKEX 
KPI B2.1, B2.2

2020年按地理位置劃分的工傷引致損失工時比率(LTIR) 
及工傷引致損失工作日比率(LDR)

工傷引致損失工時
比率(LTIR)

工傷引致損失工作日
比率(LDR)

1.0 55.63香港

0

2.07

0

59.80

美國邁阿密

酒店

0.62 25.05中國內地

工傷引致損

失工作日比

率(LDR)

13  每100名員工每年損失的預定工作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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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我們在香港及中國內地推出公司內

部獎項計劃，嘉許職安健表現傑出的物業辦事

處，希望進一步加強太古地產安全至上的工作

文化。

本計劃設有多個獎項：

1. 「零損失工時事故獎」：根據各物業辦事

處的健康及安全表現評定，設有三大類

別，即連續180天、連續500天及連續1,000
天零損失工時事故獎。今年中國內地的成

都遠洋太古里、頤堤港及三里屯太古里和

香港的太古廣場及東薈城獲頒發180天零

損失工時事故獎，而廣州太古滙及香港港運城則獲得500天零損失工時事故獎。 

2. 「傑出職安健表現獎」：嘉許該年度職安健管理表現最佳的物業辦事處。2019年得獎

物業是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和香港太古城中心。

3.  過去三年每年舉辦「緊急事故演習視頻比賽」，記錄不同情境下的緊急應變措施，包

括消防滅火、救援升降機被困乘客、以及密閉空間救援行動。今年得獎物業是廣州太

古滙。

公司內部健康與安全表現獎

我們達成並超越了2020年關鍵績效指標，即與2015基準年相比增加5%職安健培訓時數。我們於2020
年共安排23,870小時職安健培訓。培訓涵蓋多個主題，包括防止滑倒、絆倒或跌倒、貨車吊機送貨管

理、高空作業和安全使用絞刀裝置。

此外，我們為高級管理層設計了網上學習平台，提供強制性職安健培訓。平台於2019年3月啟用，完

成率高達100%。其後，我們於2020年擴展網上學習平台，向所有前線及辦公室員工開放，務求早日實

現100%員工完成強制性職安健培訓。該計劃是為各業務部門的員工設計，旨在增進同事的職安健知

識，加深他們對公司現行健康與安全實務的認識，令健康與安全至上的文化深植於太古地產。

在中國內地，我們舉辦高級管理層及部門主管培訓課程，幫助他們向下屬傳達安全優先的訊息，並在

健康與安全議題上發揮領導作用。此外，我們在中國內地物業組合舉行多次緊急事故演習，涵蓋保安

管理、人群管控及設施管理等範疇，此外並舉辦了消防安全培訓短片比賽、安全運動會和安全問答比

賽，以配合培訓發揮最大成效，鼓勵員工參與。

安全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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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減少使用重型梯及手動工作平台的潛在風

險，太古城中心特別購置電動工作平台，令日

常維修工作更安全簡便。新平台體積較小、伸

展範圍較大，因此適用於商場大部分地方，而

且結構穩固，每次可承載兩名工人，大大提升

作業效率和安全。

太古城中心商場購置電動工作平台

員工是我們的寶貴資產，我們鼓勵員工積極參與公司內外各類有益身心的活動。這些活動不但有助

增進員工健康及福祉，也可促使同事間融洽共處，提升員工參與度。

員工健康及福祉

太古地產旗下所有物業辦事處都深明員工的健康至為重要，因此各辦事處均因應當地情況設計特訂

的計劃和運動機會，照顧員工的身心健康。

我們在公司內聯網向員工發佈關於健康作業守則及辦公室安全的資訊，我們亦會應員工要求評估工

作位置設計是否符合人體工學、屏幕亮度和視覺舒適感。

此外，我們亦開設「僱員支援計劃」提供輔導服務和學習機會，安排專業人員面談輔導及提供24小時

電話支援，同時經常為員工舉辦活動，例如午間講座及培訓，提醒員工注重身心健康和作息平衡。

保障員工的健康及福祉一向是我們的重中之重。疫情期間，僱員健康計劃難以按原有方式舉行。儘

管困難重重，但我們靈活應變，以新形式確保員工可投入參與計劃，將面對面工作坊及分享會改為網

上舉行，並將興趣小組活動納入僱員健康計劃，向小組成員以外的所有員工開放。

關顧員工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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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地產一向重視員工的身心健康，疫情期間更

是如此。年內，我們積極安排各類網上活動及分

享會，為同事打氣。

在香港，我們推出「Let’s Stay Fit@Home」居家健

身一分鐘系列教學短片，另舉辦「自製口罩和口

罩袋」工作坊及「正念曼陀羅杯墊工作坊」，讓參

加者交流心理療癒貼士。

香港東隅於六月至九月推出「全球健康月」系列

活動，並於6月13日以「全球健康日」打響頭炮。

系列活動包括健康主題社交攝影比賽、七月「健

康食品月」和數個健康工作坊，幫助員工保持身心健康。

奕居於「全球健康日」舉辦「613大挑戰」，參加者可選擇在六天內每天上落10,000級樓梯、三

餐茹素或任選三天做一分鐘平板支撐運動，完成挑戰即可獲得健康禮包。於「全球健康日」當

天，團隊為同事們準備了健康飲品並分享保健貼士。

中國內地方面，鏞舍環保隊Green Team成功招募12位來自不同部門的員工代表，另於員工走廊

設置「環保牆」，宣傳數項促進可持續發展的意念及措施，並展出員工創作的樹葉畫。

2020年僱員健康計劃亮點

2020年6月，廣州太古滙全新打造的員工活動

中心「SWITCH」正式啟用，讓同事以最佳狀態

迎接工作和生活的挑戰。活動中心配備各式運

動及消閒設施，包括健身室、自助水吧、按摩

椅、遊戲機及飛鏢板。

員工只需掃描二維碼登入手機應用小程式，即

可預訂健身室時段，省減管理成本之餘亦有助

保持衛生。

廣州太古滙啟用全新員工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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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太古地產在中國內地啟用兩個新辦公

室，分別位於北京頤堤港及成都遠洋太古里。

頤堤港

太古地產北京新辦公室位於頤堤港一座，面積

逾21,500平方呎，充分體現我們的可持續發展

理念：

• 盡可能採用環保物料及裝飾，例如地氈是

用回收的漁網編織而成。

• 將舊辦公室傢俱捐贈予河北省白合鎮中

學。

• 裝設先進的智能照明系統，可按照不同時段和自然光水平自動調節環境光線。

• 所有廢物處理容器均須對可回收物料進行分類。

成都遠洋太古里

新辦公室於2020年底啟用，採用「社區概念」營運，引入多個協作區促進溝通和參與，例

如員工工作間採用矮間隔屏，以及設計成戶外休閒咖啡座式的員工餐廳，此外亦設有育嬰

室及健身室，細意照顧員工所需。新辦公室現正申請WELL健康建築標準金級認證，彰顯

其環保設計及以人為本的理念。

新辦公室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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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與共融

多元共融是我們冀盼可擔當領導角色的範疇，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是：

我們積極提倡工作環境多元化，有關承諾已明文載於《企業行為守則》及《平等機會政策》，並收錄

於員工手冊，以向員工清楚傳達。太古集團母公司英國太古集團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香港太古集

團有限公司，設有平等機會及多元化事務委員會，負責鼓勵和倡導太古集團的平等機會與多元化。

SDG 5 — 性別平等
實現性別平等，增強所有婦女和女童的權能。

太古地產的《多元共融政策》重申公司致力為所有員工創造共融及有利其發展的工作環境的承諾，不

論年齡、性別或變性別、性向或性取向、婚姻狀況或家庭狀況、殘障、種族(包括族裔或國籍)、宗教或

政見，均一視同仁。

我們已成立由人力資源董事領導的多元共融委員會，每季度向執行委員會匯報。多元共融委員會負責

確保公司營運符合平等機會原則、提倡公平不偏頗的招聘程序、促進員工發展和增值，以及監察各工

作場所實踐多元共融的成效。多元共融委員會亦是管治機構，負責處理關於歧視的申訴。

多元共融政策

由女性擔任管理職位的百分比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39 %
的執行委員會成員為女性

51%
的管理職位由女性擔任

GRI 
405 
 
HKEX 
層面 B1

2020年男女薪酬比率

1 至 1.05
(女性對比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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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r.swireproperties.com/zh-hk/cg/pdf/equ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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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營造真正以人為本的靈活工作環境，我們於2019年7月1日開始實行彈性工作政策。在靈活工作時間

的新安排下，員工可自選彈性的上班及下班時間，但指定的核心工作時間則必須在公司。這項措施讓

員工兼顧工作和私人事務，協助我們構建更以人為本的工作文化。此外，我們認為彈性工作時間有助

提高員工的創造力及生產力。

進一步來說，我們於2020年1月1日推行職場休假計劃，讓員工可以暫時放下工作，並善用一段長假期

為自己充電、應對人生重大轉變、專心處理家庭事務或發展不同範疇的技能。雖然休假期間不獲支

薪，但仍可享有部分員工福利，例如醫療服務、培訓及康樂設施。

疫情期間，我們各地辦公室也啟動了特別工作安排，包括分散辦公、在家工作及遙距辦公等，這些安

排可盡量減少人群聚集和防止交叉感染。除此之外，任何中國內地員工如到訪原居城市以外地方，返

回後必須完成14日隔離方可復工。

推行彈性工作政策

由多元共融委員會成員發起的女性創意網絡

是凝聚職業女性的平台，旨在聯繫和建立一個

社群，支援太古坊社區各專業事務所及企業的

女性僱員。女性創意網絡透過舉辦各類聚會和

持份者參與活動，促進女性在互助互勉的環境

下協作，建立強大的人脈網絡，共同追求性別

平等。

2019年，太古地產聯合兩個太古坊租戶率先

成立太古女性創意網絡(「太古WIN」)，目前共

有300多位個人會員及30個太古坊租戶企業會

員。2020年5月，太古廣場女性創意網絡(「PP WIN」)加入行列，為太古廣場一帶的職業女性

提供支援，計劃於2021年初正式啟動。

太古女性創意網絡

11月20日，太古地產與60多間香港企業一起參

與Pink Friday活動，表達對LGBT+社群的支持，

共同推動多元共融發展。太古地產員工紛紛穿

上粉紅色服飾以示支持。我們舉辦了網上最佳

著裝評選，並為個人獎及團隊獎得主頒發獎

品。我們與太古坊租戶一同在糖廠街市集參與

活動。此外，於11月16至20日，糖廠街市集多個

攤檔亦售賣主題美食，並為11月20日穿著粉紅

衣飾購買主題美食的顧客提供折扣優惠。

Pink Fr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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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董事局多元化政策》申明董事局組成多元化的重要性，並認同一項原則，即董事局應具備適

切的技能、經驗和多樣的觀點角度，以應業務所需。

有關董事局成員多元化的詳情請查看太古地產《2020年報告書》。

董事局多元化政策

董事局多元化情況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按性別劃分

按年齡組別劃分

按本地或非本地劃分

2019 
男性 67%

2020 
男性 67%

2019 
女性 33%

2020 
女性 33%

2018 
男性 64% 

2018 
女性 36%

2020 
50歲以上 

 75%

2018 
50歲以上 

64%

2020 
30至50歲  
25%

2018 
30至50歲 
36%

2019 
30至50歲 
25% 

2019 
50歲以上 

75%

2019 
非本地 50%

2019 
本地 50%

2018 
本地 45%

2018 
非本地 55%

2020 
非本地 33%

2020 
本地 67%

2020 201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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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r.swireproperties.com/zh-hk/ir/reports/ar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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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服務

我們的愛心大使計劃讓員工獻出時間和技能來造福社會及環境。為鼓勵員工積極參與，我們歡迎員工

提名香港知名度較低的社福機構，並透過太古地產社區關懷基金提供支持。員工每累積十小時義工

服務後，可享有一天額外休假(每年最多兩天)。

太古地產愛心大使計劃自2001年成立至今，規模不斷壯大，由最初40人增至超過4,000人，並一直廣獲

員工親友及我們的業務夥伴、租戶、顧客乃至太古集團其他成員公司支持參與。

我們在香港的愛心大使活動以青少年發展、社會共融、社區營造及關顧長者為重點。隨著中國內地物

業組合不斷發展，我們會組織更多跨城市義工服務活動，讓中國內地與香港的愛心大使合作開展更

多聯合義工服務。配合疫情期間對外遊及人群聚集實施的必要限制，年內旗下各物業不得不減少義

工服務。我們期待早日戰勝疫情，儘快恢復所有活動。

持續壯大的愛心大使團隊

GRI 
413 
 
HKEX 
層面 B8
KPI B8.1, B8.2

愛心大使計劃義工服務時數

>2,000小時
義工服務總時數

43
支持活動數目

按重點範疇劃分的愛心大使計劃義工服務時數

社區 43%

環境 39%

長者 7%

健康與福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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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疫情爆發以來，太古地產員工便開始在家

工作，我們的愛心大使藉此機會聯絡本地社區

長者，透過每日問候讓他們感到安心，幫助老

人家保持身心健康。我們與香港基督教女青年

會合辦的「關心老友記」計劃安排愛心大使致

電長者，與他們分享防疫貼士，例如注意個人

衛生和感到不適應即時就醫等。計劃於二月、

三月及八月分三輪進行，合共動員121位義工

致電慰問242位長者。

「關心老友記」計劃 

從2020年初開始，每日外出佩戴口罩已成為生

活一部分。有見及此，太古地產社區關懷基金

與香港七間社福機構聯合發起「可重用口罩 + 

口罩袋」計劃，透過提供更環保的選擇致力減

廢：在非高風險場所佩戴可重用口罩。

2020年成立的「婦女展才」社福計劃召集了80
多位本地婦女共襄善舉，縫製約30,000個可重

用口罩在網上發售和捐贈有需要人士。參與計

劃的婦女亦可透過縫製口罩賺取收入。計劃成

效十分理想，「婦女展才」未來將繼續與長期

社福機構夥伴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培力授能，為更多本地婦女創造就業機會，讓她們盡

展才華。

婦女展才「可重用口罩 + 口罩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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