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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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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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健康及安全

吸納人才 人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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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展現更高效率的工作環境。同時，我們持續於員工發展方面投放

資源，致力為員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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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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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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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進展

以人為本工作小組由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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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涵蓋的六個重點範疇 ─ 吸納人才；人才管理；薪酬獎賞；職業健康及安全；多元化與共融；以及義工

服務。

2021年，我們繼續努力實現2025年關鍵績效指標。今年的具體成果包括加強保障太古地產及供應鏈

企業的工作場所健康與安全，以及進一步優化我們的人力資源政策，創造共融、安全、健康的工作場

所。

2025年關鍵績效指標的進展簡述如下。

進展摘要

• 提高僱主淨推薦值10%3 • 我們已於「2020年員工參與度調查」

量度此指標，未來亦會定期進行意

向調查跟進改善情況。我們的人才

管理附屬小組現正擬定策略，致力

提升這方面的表現。

2025年關鍵績效指標 2021年進展

• 每名員工每年培訓時數增加25%4 • 2021年完成超過164,000小時培

訓，每名員工平均培訓時數為26.4
，相比2016基準年增加116% 。

2025年關鍵績效指標 2021年進展

吸納人才

人才管理

僱主品牌

學習與發展

3  與2020基準年比較。

4  與2016基準年比較。

2021年進展 員工概覽

職業健康及安全

吸納人才 人才管理

多元化與共融 義工服務

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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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參與指數評分達至90%或以上 

• 員工流失率降低5.5%5

• 「2 02 0年員工參與 度調查」錄得

88%員工參與指數評分。

• 2021年員工流失率為23.3%，與

2018基準年比較改善1.2%。

2025年關鍵績效指標 2021年進展

參與

• 保持非酒店業務工傷引致損失工時

比率(LTIR)於1.2或更低；保持酒店

業務工傷引致損失工時比率於2.0
或更低

• 保持員工零工傷死亡數字及零嚴重

事故
6 
數字

• 太古地產非酒店業務工傷引致損失

工時比率為0.67；酒店業務工傷引

致損失工時比率為1.55。

• 保持員工零嚴重事故數字及零工傷

死亡數字。

2025年關鍵績效指標 2021年進展

安全

職業健康與安全

5  與2018基準年比較。 

6  根據《太古股份有限公司死亡及嚴重事故匯報政策》，嚴重事故指與業務直接相關，以及對員工生命造成威脅或對其生  

  活造成重大改變 (導致永久性殘疾，或對日常生活造成永久性的改變)的傷害事故。

• 保持高級管理層的男女比例均衡

• 維持1:1的男女員工薪金比率

• 49%高級管理職位由女性擔任。

• 2021年男女員工薪金比率為1:1.07 
(女性對比男性)。

2025年關鍵績效指標 2021年進展

政策、策略和管治

多元化與共融

•  

2021年進展 員工概覽

職業健康及安全

吸納人才 人才管理

多元化與共融 義工服務

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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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概覽 GRI
2-7, 2-8, 401 
 
HKEX 
KPI B1.1

太古地產共有6,200名員工7，包括約3,100名香港員工、2,800名中國內地員工及300名美國邁阿密員

工。

按性別劃分的員工數目

3,684 (59%) 2,518 (41%)
男性 女性

按年齡組別的員工數目

1,407 (22.7%)
1,276 (20.6%)

3,519 (56.7%)

30歲以下
50歲以上

30-50歲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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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僱傭合約的員工。

按地理位置劃分的員工數目

3,082 (49.7%) 300 (4.8%)

2,815 (45.4%)

香港 美國邁阿密

中國內地

5 (0.1%)
其他

2021年進展 員工概覽

職業健康及安全

吸納人才 人才管理

多元化與共融 義工服務

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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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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古地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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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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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選定一個職務評估平台，輔助我們建立太古地產的薪酬理念，確保員工薪酬侍遇符合公平原

則，同時保持在業界的競爭力。年內我們已完成職務評估，接下來將全面檢討薪酬和福利，據此制定

行動計劃實現2025年關鍵績效指標。

為確保可吸引和留住人才，太古地產於2020年推行僱主品牌宣傳策略。我們已將吸納人才和人才留任

納入2025年關鍵績效指標，致力實現在2030年成為「首選僱主」的長遠目標。

我們自2020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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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半數入職培訓都透過內部平台網上授課。

此平台現已成為新員工入職的常規培訓工具。新同事可隨時使用平台閱讀文章、完成測驗及觀看部

門代表經驗分享的短片，藉此加深對太古地產的認識。這種高效率的學習模式很受員工歡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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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員工打造領先業界的工作環境

HKEX 
層面 B1

按地理位置劃分的新聘員工總人數

人數 百分比

1,516總數

660 43.5%香港

677 44.7%中國內地

179 11.8%美國邁阿密

2021年進展 員工概覽

職業健康及安全

吸納人才 人才管理

多元化與共融 義工服務

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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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地產獲評為優越僱主

2020年太古地產在Randstad舉辦的

僱主品牌調查中獲評選為香港最具

吸引力僱主，2021年我們亦排名第

四，連續五年在Randstad僱主品牌獎

高踞首位或頭四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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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根據數千名本地上班

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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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等。 

Randstad的Standing Out 2021 Report專題介紹了我們人力資源董事唐安娜和人力資源及行

政總監郭翠雯，探討太古地產如何建立強大的僱主品牌。查看報告全文請按此。

此外，太古地產亦於上海著名人力資源媒體公司HRoot舉辦的2021年大中華區人力資源管

理卓越大獎獲頒「大中華區卓越僱主獎」。本屆獎項共有超過480家企業接受評估，而太

古地產是唯一榮獲該獎項的商業地產企業。

2021年進展 員工概覽

職業健康及安全

吸納人才 人才管理

多元化與共融 義工服務

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

https://workforceinsights.randstad.com/download-rebr-standing-out-2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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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人力分析軟件

我們的人力資源分析軟件運用先進

的大數據技術，協助人力資源部管

理人力資本。現時該軟件應用於多個

範疇，提供資料讓我們作出明智的

決策，以改善人才管理及提升業務表

現。軟件的用途包括：

策略性人力資源規劃

太古地產根據人力資源分析結果作出策略性部署，滿足目前和未來的人力資源需要，識別

現存的技能缺口，確保每個職位由擁有適切能力的員工擔任，輔助團隊可達成公司未來的

目標。

招聘

我們在招聘流程使用招聘狀態儀表板，系統內置數據庫，可讓我們識別內部員工的相關技

能。與此同時，我們亦經常評估各種招募渠道、平台和計劃，確保外部招聘有效進行。

評估員工的表現

我們利用網上系統收集、分析、總結及匯報關於員工表現的實時數據和資料。系統可分析

公司所有員工的表現趨勢及能力水平，讓我們識別優秀人才，以及回應任何培訓和發展需

要。

機構網絡分析

我們採用網上系統分析及衡量員工參與水平。此系統亦可分析公司內部的資訊流動，以及 

了解溝通和合作渠道。

2021年進展 員工概覽

職業健康及安全

吸納人才 人才管理

多元化與共融 義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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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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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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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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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範疇的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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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續舉措包括成立成員來自不同職級員工的工作小組。工作小組每年舉行兩次會議，與部門主管商

討各類改善策略及制定行動方案，部門主管負責跟進並每季匯報。設立工作小組後，香港及中國內地

各部門制訂逾100個創新及優化工作流程、表揚員工及促進個人發展、加強團隊合作和構建健康工作

間的跟進行動。

我們決定未來將以創新及培力展能為企業焦點。我們在香港與前線職員及經理等不同職務的員工進

行培能育才小組討論，他們的寶貴意見可助我們在公司上下推行更多改革和優化措施。我們準備在

2022年進行意向調查，持續監察成效和作出改善。

所有措施都朝向實現2025年關鍵績效指標，即將員工參與率達到90%或以上。

HKEX 
層面 B3

2021年進展 員工概覽

職業健康及安全

吸納人才 人才管理

多元化與共融 義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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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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公司在網上推出更多現成的內部培訓課程供員工報讀，鼓勵同事們隨時隨地自學，培養上進心。

我們在公司內聯網設立「前線員工學習資源中心」，提供學習平台，培訓課題包括職業健康與安全、

顧客服務及其他合規培訓，方便前線人員提升與職務相關的知識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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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管理及領袖培訓計劃

學習與發展計劃

培訓總時數及開支
HKEX 
KPI B3.2

按性別劃分的平均培訓時數

24.3

29.4

2021

男性

女性

按聘用職位組別劃分的

平均培訓時數

28.0

25.8

2021

管理層

非管理層

~164,000
小時

培訓總時數

26.4
小時

每名員工平均培訓
時數

培訓總開支 每名員工平均培訓
開支

港幣800
萬元

港幣1,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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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地產參照「克伯屈培訓評估模式」構建了培訓評估框架，以助分析和評估太古地產各學習與發

展計劃的成效。

年內我們繼續改良多個領袖培訓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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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提升員工的領導力和溝通技巧、策略性思維及管理工

作表現，協助管理人員拓展事業。同時，我們亦引入360度反饋機制在內的多維評估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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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我們首次為物業管理及物業組合工程部同事設計系統性領導力培訓課程。兩套新課程旨在

增進主任級人員的人力資源管理技能與知識，讓他們在日常工作中學以致用。

學習與發展計劃評估框架

新設「前線員工學習資源中心」

「前線員工學習資源中心」平台於2021年4月投入運作，為前線人員提供度身設計網上學

習教材，包括培訓短片及與工作相關的簡短閱讀材料，主題包括顧客體驗和職業健康與安

全等類別。

該平台旨在提高前線員工培訓的環境和效率，讓公司在網上提供電子學習教材。我們的前

線員工可自行研習並進行網上測驗，整個網上學習流程精簡流暢，效率更高。

該平台的目標包括加強推廣「隨時隨地」自學進修的文化，培養創新思維，利用數碼科技提

升學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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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貼最新趨勢：數碼工作坊承先啟後

今年我們繼續舉辦一系列工作坊，向

團隊介紹當前及未來的數碼發展趨

勢，增進他們的知識和數碼市場推廣

才能。

2020年，我們的數碼市場推廣團隊主

辦首個網上數碼工作坊，由於大獲好

評，2021年工作坊再度舉行，並加入

多項新元素，提倡創新和智能化業務

流程。最新的工作坊邀得著名創新科

技導師主講，與同事們探討如何構思實用意念然後在公司實踐。此外，我們邀請了一位用

戶體驗(UX)專家分享經驗和講解提升產品UX的秘訣。

最後並安排多場大師班，講題包括社交媒體趨勢、香港數碼市場的重點及優先事項、應用

程式增長及分析等。

物業管理團隊領導卓越之旅

太古地產於2020年底展開「領導卓越

之旅」計劃，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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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培訓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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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養所需的領導技巧。

今年我們首次在物業組合的工程部

推行同類的「工程主任領導卓越之旅」培訓計劃。計劃在2021年11月展開，合共六個單元，

沿用物業管理團隊培訓計劃的方針，但加入了為工程部同事度身設計的內容。兩項培訓計

劃協助主任級人員掌握並提升人力資源管理方面的技能和知識，在職場活學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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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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活動和運動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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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顧員工身心健康

2021年僱員健康計劃亮點

太古地產一向重視員工的身心健

康。年內，我們安排多項活動促進

同事的身心健康。

「1 & All Sports Challenge」是今年

最大型活動，在公司旗下所有香港

和中國內地物業廣泛推行，鼓勵人

人參與，強健體魄。活動於11月舉

行，吸引來自各物業組合23個部門

共831位同事參加，記錄每次運動的

持續時間及燃燒的卡路里，表現最

傑出的員工可獲獎品嘉許，成功達到指定卡路里里程的同事也會獲表揚及獲贈禮物。同

事的成績令人鼓舞，運動總時數高達14,873小時，在一個月的挑戰活動中燃燒超過三百

萬卡路里。

三里屯太古里於5月舉辦「健康月」系列活動，促進員工保持身心健康，包括安排中醫師

問診及治療、健康生活工作坊和品茶會，並邀請專科醫生為員工進行全面身體檢查，以

及向個別員工提供健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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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以人為本的健康工作間

要營造有益身心的工作場所，必須

有理想的環境配合。2021年，太古

地產在所有物業組合廣泛推展此概

念。

在香港，我們在ideas@work創意大

賽的提案啟迪下，建立了港島東中

心的Inspiration Corner靈感角，提供

一個舒適放鬆的靜思空間，讓大家

可心無旁騖地動腦筋，想出新意念

和合作創作。茶水間亦完成翻新，

加設豆袋椅、高身桌椅和植物，創造不受打擾的小天地，激發靈感思路。

北京頤堤港為員工打造健康空間，員工可依照牆上貼紙的詳細指示做伸展運動，又或躍

起拍拍天花板吊著的球，還可閱讀有關情緒及精神健康主題的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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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健康及安全(職安健)

我們非常重視工作場所的健康及安全，視之為業務營運和實踐「2030可持續發展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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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和社區人士，包括其工作或工作場所由本

公司控制的人士。

太古地產的職安健政策嚴格遵從最新的「零傷害」願景和框架，訂明必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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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是：

SDG 3 — 良好健康與福祉
確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進福祉。

太古地產設有安全管理制度，藉以維持健康安全的工作環境，盡量避免我們的業務對健康及安全構

成損害。截至2021年12月31日，香港和中國內地各有六個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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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員工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場所對公司的長遠成功至關重要。2021年，我們推出多項新策略，將健康

與安全因素納入業務的每個層面中。這套方針得到高級管理層大力支持並負責統籌，執行委員會每

月例會均會討論健康與安全及其績效，董事局季度會議亦會討論相關議題。

我們設於香港和中國內地的安全管理制度督導委員會，分別由香港的健康及安全高級經理和中國內

地的技術統籌及可持續發展總監領導，成員包括每個物業組合的代表。兩地的委員會會定期舉行會

議，密切監察和評估公司的安全表現。安全管理制度督導委員會的指示及最新通告會透過香港及中

國內地的各物業組合的健康與安全工作小組傳達。工作小組由物業組合的總經理或後備同事領導，

成員包括每個物業組合的工程部及物業管理團隊代表。工作小組亦會定期舉行會議，以監察和評估

公司的安全表現。

我們要求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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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立即向上級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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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跟進行動的成效。

安全管理制度

「零傷害」是公司全面實踐的最新承諾，我們矢志防止工傷意外，範圍涵蓋所有僱員及各級管理層成

員，不論年資或職級。在這項承諾下，全體員工不僅要做到合規，還要更進一步，主動和持續地消除

危害，一同創造安全的工作環境。

若要達致零傷害，必須上下一心。零傷害是指公司的業務營運零死亡事故、零工傷及職業病，以及對

健康零傷害。2021年，我們全力構建零傷害框架和藍圖，並擬定四個參與範疇：領導力、結構、流程及

文化。我們亦已擬出領先和落後的指標清單，用以量度長期表現。

我們的零傷害承諾

GRI 
403
 
HKEX 
層面 B2
KPI 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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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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我們開始推行「管理層安全巡查」，由高級人員親自巡視物業尋找任何潛在危險，顯示 

在健康與安全方面追求卓越的決心。與此同時，我們亦開設「險生意外及危害通報系統」，員工 

可利用此網上平台通報所屬物業的險生意外事件或危險狀況。通報具有重大作用，可讓我們早著先

機，在發生故事及工傷之前作出必要調整。

我們以員工的健康與安全為重，並以太古地產安全至上的工作文化引以為傲。

2021年健康與安全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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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關鍵績效指標之一是達致和維持非酒店業務員工的工傷引致損失工時比率(LTIR) 

於1.2或更低，以及將酒店業務員工的工傷引致損失工時比率(LTIR)維持於2.0或更低。作為防止工作場

所意外管理方針的一部分，我們於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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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我們的工傷引致損失工時比率(LTIR)較2020年下降23.2%，工傷引致損失工作日比率(LDR)8 

則較2020年下降26.5%。

健康與安全表現

8  每100名員工每年損失的預定工作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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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EX 
KPI B2.2

2021年按物業組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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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59.35酒店

1.0 35.55香港

0.13 4.96中國內地

0 0美國邁阿密

工傷引致損失工時比率(LTIR)及工傷引致損失工作日比率(LDR)

2019

工傷引致損

失工時比率 

(LTIR)

2020 2021

1.63 1.25 0.96
↑ 10.9% 

按年變動百分比

↓ 23.3%
按年變動百分比

↓ 23.2% 
按年變動百分比

43.28 48.80 35.86
↓  20.5%  

按年變動百分比

↑ 12.8%
按年變動百分比

↓ 26.5%
按年變動百分比

工傷引致損

失工作日比

率(L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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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內部健康與安全表現獎

自2019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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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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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廣州太古滙贏得連續1,000天零損失工時事故獎；香港的太古城中心及太

古城、和中國內地頤堤港及興業太古滙獲頒發連續180天零損失工時事故獎；北京三里

屯太古里則奪得連續500天零損失工時事故獎，此外，2021年4月三里屯太古里西區因整

個建築期維持零損失工時事故而獲嘉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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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得獎物

業是廣州太古滙和香港東薈城。兩個物業組合的安全標準均備受讚賞，過去也多次贏

得零損失工時事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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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投放大量時間和資源舉辦安全培訓，確保旗下物業所有範圍安全，保障員工、租戶及顧客。

2021年我們共安排約26,650小時職安健培訓，相比2020年增加11.6%。培訓涵蓋多個職安健主題，包

括防止滑倒、絆倒或跌倒、防火、高空作業和預防中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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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0%員

工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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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們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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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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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提升中國內地物業組合應對緊急事故的能

力，年內並舉辦識別危害和消防安全問答比賽，配合培訓發揮最大成效，鼓勵員工參與。除此之外，

我們推出應用虛擬實境(VR)技術的培訓課程，模擬健康及安全危害和情境，確保員工訓練有素，遇到

真實緊急事故時能夠正確應對。

安全培訓

安全培訓

香港東隅為員工安排防止滑倒、絆倒或跌倒培訓

2021年年中，香港東隅與香港中文大

學及職業安全健康局合辦為期12週

的防止滑倒、絆倒或跌倒自我導向

練習培訓。是次培訓計劃旨在改善

參加者的平衡力及體能，設有兩次評

估，包括15分鐘簡報及培訓環節，以

及透過手機應用程式觀看預先錄製

的練習示範片段。本課程和其他同類

培訓可促進實現2025年健康與安全

關鍵績效指標，讓太古地產酒店業

務維持工傷引致損失工時比率(LTIR) 

於2.0 或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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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與共融

多元共融是我們冀盼可擔當先導角色的範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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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太古公司多元共融事務委員會則負責制定政策及提供指引，致力

促進人力資源多元化，全面在太古集團打造共融的工作環境。

2021年，太古地產成為慈善組織CareER的企業會員，該組織專門為殘疾及有特殊學習需要的人士提

供職涯發展支援。我們亦參與CareER的企業傷健共融指數，該指數是評估企業傷健共融政策措施的

檢測工具，促使本地企業推動職場傷健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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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公司承諾致力為所有員工創造共融及有利其發展的工作環境，不論

年齡、性別或改變性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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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不斷進步，我們的《多元共融政策》亦因時制宜不斷調整。今年，因應太古地產的工作場所日趨

多元化，我們分別推出多項關於工作間互相尊重、員工申訴和親職假的新政策，營造有利於所有員工

盡展個人潛能的共融工作環境。這樣的工作場所杜絕了騷擾及欺凌，而且設有完善程序，確保可公平

有效地處理員工的不滿和投訴。

多元共融政策

GRI 
2-21, 405, 406 
 
HKEX 
層面 B1

最新的《工作間互相尊重政策》務求讓所有員工以有尊嚴和被尊重的方式對待，並以同樣態度對待

別人。相關政策闡明我們對員工的期望，冀能共同致力建立一個充滿信任和尊重的環境，行事方式不

會冒犯他人或被他人合理地認為具冒犯成分，並顧及他人的背景、文化價值觀和信仰。公司絕不容忍

任何違反本政策的行為，並會對違規員工採取紀律處分，嚴重者會被解僱。

《工作間互相尊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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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親職假政策及指引》表明太古地產承諾在員工組織家庭或增添家庭成員時給予支持，突顯

我們致力消除工作間存在的偏見。我們對所有不同類型的家庭單位予以肯定，亦認為照顧孩子的責

任不應只落在女性身上。我們最終希望員工努力追求事業成就，而同時能照顧孩子。為員工提供適當

的親職假，對達成這個目標非常重要。此政策適用於所有家長，不論性別或性取向、如何成為父母(

透過自然分娩、代孕或收養)及家庭單位的性質。

《親職假政策及指引》

由女性擔任管理職位的百分比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50%
的管理職位由女性擔任

42%
的執行委員會成員為女性

男女員工薪金比率

1 : 1.07
(女性對比男性)

行政總裁及僱員薪酬比率

33.6 : 1
*按照行政總裁年度總薪酬及員工薪酬中位數的比率計算

2021年進展 員工概覽

職業健康及安全

吸納人才 人才管理

多元化與共融 義工服務

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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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於2019年中開始實行彈性工作政策。在靈活工作的新安排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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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措施讓員工能夠兼顧工作和私人事務，協助我們構建

更以人為本的工作間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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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推行職場休假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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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年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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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彈性工作政策

太古地產美國附屬公司成立多元平等共融工作組

此新成立的工作組專責制定員工及

社群參與計劃，整體目標是在工作

場所廣泛推動多元平等共融措施，

建立多元共融的文化，確保來自任

何背景的員工均享有平等機會。

工作組由不同部門的員工組成，負

責的議題大致分為六個支柱：

• 性別及性別認同

• 年齡

• 性取向

• 殘障

• 種族及族裔

• 宗教及信仰 

工作組每月舉行會議，最近展開首個名為「太古女性」的網絡群組計劃，11月則邀請全體

員工參與名為「歸屬感評估」的文化調查，以釐定團隊現行多元平等共融元素的基準評

分。調查結果將用於訂立目標，以及根據員工回饋的意見和觀感設計其他多元平等共融

計劃。我們準備於2022年初舉辦「Awkward Lunch」活動，邀請多組員工，鼓勵開懷對話，

討論種族及工作間潛意識偏見等議題。

2021年進展 員工概覽

職業健康及安全

吸納人才 人才管理

多元化與共融 義工服務

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



夥伴協作社區營造 以人為本 環境效益 經濟效益

2021 可持續發展報告 88

目錄

參與2021年太古集團多元共融調查

太古地產今年參加了太古集團的年度多元共融調查。員工可透過參與調查促進集團履行

承諾，為所有僱員創造共融的工作環境，不分年齡、性別、性別認同、殘障、族裔背景、性

取向及其他特點。

我們希望藉此了解員工有多大程度認為公司擁有共融的工作環境，以及願意聽取、支持和

尊重各種想法和聲音，同時蒐集數據，以便加深了解我們的團隊，確保多元共融策略及舉

措照顧到所有員工群組。調查有助公司制定和不斷優化我們的多元共融政策與策略。

三分之一太古地產香港物業組合及香港酒店員工填寫了問卷，初步結果顯示：

• 79%受訪者認同太古地產重視及尊重多元化的意見、觀點和工作方式。

• 76%受訪者認同太古地產創造了理想環境，讓不同背景的人盡展所長。

• 79%受訪者認同公司的高級領導層公開支持和提倡多元共融措施。

• 72%受訪者認同公司不偏不倚地在所有業務實施多元共融政策與程序。

問卷調查的人口數據顯示多個員工多元化指標：

• 約93%受訪者自認是中國人，1%受訪者自認是白人，1%自認是混血兒，2%自認是其

他，3%受訪者不願回應。

• 7%受訪者自認是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或變性者(LGBT+)。

• 2%受訪者自認有殘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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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k Friday 2021

11月19日，太古地產與80多間香港

企業一起參與Pink Friday活動，表達

對LGBT+社群的支持，並展現公司致

力推廣多元共融發展。太古地產員

工紛紛穿上粉紅色服飾響應活動，

我們還舉辦了「Think Pink最佳著裝

評選」，分別向個人獎、團隊獎及特

別獎得主頒發獎品。由11月15日至

19日，糖廠街市集多個攤檔亦售賣

粉紅主題美食，19日當天穿著粉紅

衣飾購買主題食品的顧客可享折扣

優惠，另外，當天於市集的環保精品

店購物可享折扣優惠。

男性盟友網絡

2021年，太古地產在多元共融之路

再拓建重要里程，成立「男性盟友

網絡」。這個網絡與我們的女性創

意網絡相輔相承，透過成立網絡讓

男性致力推動性別平等，為代表性

不足的人發聲，使我們的社區以至

廣大社會更具凝聚力。建立此網絡

亦有助確保我們在招聘人才、彈性

工作安排、擢升及薪酬侍遇等方面

充分考慮多元共融概念。太古地產

相信男性盟友網絡最終可發揮重要

作用，推動性別平等。

11月，男性聯盟網絡成員舉辦首個項目 ─ 「一系列令人不安的對話」，活動包括網上研討

會及講座，重點探討「平等機會」等性別平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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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多元化

2021 2020 2019

有關董事局成員多元化的詳情請查看太古地產《2021年報告書》。

董事局多元化情況
(截至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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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男性 67%

2021 
男性 69%

2020 
女性 33%

2021 
女性 31%

2019 
男性 67% 

2019 
女性 33%

2021 
50歲以上 

77%

2019 
50歲以上 

75%

2021 
30至50歲 
23%

2019 
30至50歲 
25%

2020 
30至50歲 
25% 

2020 
50歲以上 

75%

2020 
非本地 33%

2020 
本地 67%

2019 
本地 50%

2019 
非本地 50%

2021 
非本地 46%

2021 
本地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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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I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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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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設立至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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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適逢愛心大使計

劃20週年，我們透過舉辦活動與社區一同慶祝這個重要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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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重點範疇劃分的愛心大使計劃義工服務時數

4,811
義工服務總時數

64
支持活動數目

社區 

37%

環境 

 21%

教育 

8%

社會共融  

17%

健康與福祉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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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3,900萬元
現金捐贈總值

港幣2,600萬元
物資捐贈價值

2021年社區投資和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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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建築俠」

2021年夏季，香港的愛心大使隊與

工程項目部協辦「小小建築俠」導

賞活動，介紹建築業從業員如何建

設理想社區，創造美好生活、工作和

消閒空間。

活動由愛心大使擔任導遊，帶領50
位6至12歲的小小大使到鰂魚涌港

島東中心，從高處俯瞰太古坊二座

上蓋的建築工程，並透過互動遊戲

認識太古坊重建計劃，了解施工地

盤實施健康及安全措施的重要性。

前灘太古里愛心大使計劃啟動

前灘太古里的愛心大使計劃提早在

商場開幕前推行，以奪目的公共藝

術品「Please Be Seated(請就座)」打

響頭炮，展示太古地產實踐可持續

發展和聚焦「Wellness」的願景。

前灘太古里愛心大使組成後立即

投入工作，夥拍上海環保企業回收

膠樽。收集所得的廢膠將循環再造

成學生校服布料，捐贈有需要的學

校。隨著項目不斷發展，前灘太古里

勢必成為追求健康生活的中心和社

區聚腳點，而我們的愛心大使則會繼續與附近社區共同合作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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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織」綠色小擺設

2020年聖誕節，太古坊別出心裁，

利用色彩繽紛的天然羊毛製作聖誕

樹裝飾品。佳節過後，太古地產愛

心大使聯同兩間慈善機構夥伴(香

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及離島婦聯)所

招募的30位「鈎針大師」，將毛冷回

收清潔消毒後用於鈎織項目，還僱

用她們將回收所得的7.2公斤毛冷 

「升織」成為逾2,000個環保小飾

品。

母親節週末，我們的愛心大使分別

到太古坊、東薈城名店倉及太古城中心派發環保小飾品和空氣鳳梨小盆栽，與區內社群

共享溫馨。本合作項目除了為社福機構夥伴提供就業機會，他們還教導我們的義工鈎織，

今次合作亦是太古地產推動女性賦權和建立社會抗禦力的一大行動。

透過義工活動促進共融

2021年10月，愛心大使隊與萬鈞匯

知中學、兩間小學和兩間慈善機構

夥伴(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及香

港遊樂場協會)合辦了一場同樂日，

為持續四個月的「飛動人生」人人

皆義工飛鏢計劃寫下圓滿句號。活

動吸引逾500位社區人士入場，分

享玩飛鏢的樂趣，並發放正能量，

鼓勵參加者在毫無壓力下學習新技

能，攜手構建更共融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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