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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摘录 

 

「除从人性化角度了解员工需要外，企业亦应按本身执行能力作出应变支援。」 

福楼集团执行董事黄杰龙 

 

「关顾员工应以行动表达，并度身订造切合他们所需的良好人事管理措施。」 

百丽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港澳区人力资源总监李丽萍 

 

「构思良好人事管理措施时，特别着重员工感受，希望他们感到被重视和得鼓励。」 

敦豪国际速递（香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副总裁江秀娴 

 

「制定措施时要学懂聆听不同声音，亦要鼓励各阶层抒发己见，营造一个开放的工作环境。」 

娱艺院线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黄嗣辉 

 

「以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及专业知识为目标，能令员工增强归属感。」 

瑞安建业有限公司旗下建筑系人力资源经理袁秀珍 

 

「以待客之道关怀员工，陪伴他们走过人生每一个重要时刻。」 

香港港丽酒店人力资源总监黄婉雯 

 

「藉『以爱传爱』的精神，将公司对员工的关爱，传递到他们的家人。」 

康泰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黄进达 

 

「员工在人生不同阶段各有需要，公司特设弹性福利措施，确保惠及所有员工。」 

星展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人力资源主管郑绮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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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以雇员为本」、「符合法律规定」和「平等公正」是良好人事管理的三大原则。企业在

招聘、培训、职业安全、员工沟通，以及终止合约的安排等不同范畴的人事管理实践这三大

原则，能有效促进和谐的劳资关系。而在现今讲求工作和家庭生活平衡的趋势下，家庭友善

雇佣措施亦成为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雇员除了有 机构员工的身份，在家中亦担当如父母、子女等不同家庭角色。雇主若能

体谅雇员的多重角色，与雇员真诚沟通，以切合他们需要的良好人事管理措施，协助雇员取

得工作和家庭间的平衡，雇员必能感到雇主的诚意，而更投入工作。 

 

  在推动良好人事管理、有效劳资沟通和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方面，劳工处一直担当促进者

的角色，透过不同的渠道和多元化的教育及宣传活动，向社会人士持续宣扬有关信息及措施。

然而，措施的成效能否彰显，关键乃在于不同持分者，包括雇主、雇员及大众对这些措施的

理解、认同、尝试和实践。 

 

   本小册子由劳工处委托香港经济日报，走访 8 间不同行业的企业，分享他们实践良好人

事管理措施的经验结集而成，以供各行业雇主及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借鉴，按照企业的条件和

雇员的需要，尝试和落实推行各项良好人事管理措施。小册子中的实例分享，都说明了在企

业能力许可下实施良好人事管理措施并非难事，而措施不但能增加雇员对公司的归属感、加

强双方合作和支持，更有助企业挽留人才和于现时人力资源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招贤纳士。本

处期盼雇主及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将良好人事管理措施付诸实行，让劳资双方共享香港经济繁

荣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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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饮食业经营特点 福楼 推双赢方案  

 

  别以为饮食业年终无休，就难以实践良好人事管理措施。只要计划构思周详，并顾及企

业的执行能力，要推出相关措施并不困难。 福楼集团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向业界示

范如何兼顾公司业务和员工需要。 

 

  「饮食业是人情味很浓的行业。」 福楼集团执行董事黄杰龙认为，要在饮食业顺畅地推

行良好人事管理措施，除了从人性化角度了解员工需要，亦视乎企业本身的执行能力能否支

持措施推行及提供应变支援。 

 

大学生义工 为员工子女补习 

  集团现约有 1,500名员工，近 10年来已推出多项良好人事管理措施，如生日假及优于法

例的侍产假等，于业界可谓少数。较早前，集团再创新猷，推出「员工子女补习计划」，由大

学生在落场时间于店内为员工子女义务补习。计划现有 3位导师，为 5名就读小学的员工子

女补习。 

 

  黄杰龙表示，计划是由一位主动接触他的基层家庭大学生构思。「他小时候成绩并不理想，

幸得母亲胼手胝足工作为他请补习老师，成绩才大大改善。他深明学童须有明灯指引学习的

重要，亦体会基层家庭聘请补习老师的经济压力，故希望以己之力帮助有需要的儿童。我觉

得他的构思甚具意义，遂推出计划。」他补充，计划目标为员工就读小学的子女，集团除借出

场地，亦为义工配对学生。「反正食店每天都有落场时间，用作补习地点最适合不过。」 

 

  现任知客的温红焕，日间大部分时间在店内工作，每天能与子女共处的时间不多。她认

为在店内进行「补习计划」，既有导师指导子女，亦增加她与子女见面时间。「这是一项体贴

的福利。参加计划后，子女成绩不但进步了，更获班主任嘉许。」黄杰龙喜见计划既帮助员工，

又能实践年青人回馈社会的抱负。他更希望藉此鼓励同业推出类似计划，令此双赢方案有更

广泛的影响。 

 

突破以往模式 灵活设计职位 

  集团为贯彻「以人为本」理念，最近推出一项创新招聘计划。有别传统由雇主先订立职

位要求、工作地点及时间等模式，新计划下应征者可按自身情况及需要，向集团建议工作条

件。集团会按其建议和工作经验等设计最合适的职位，如一些家庭主妇只能在子女上学时在

家附近工作几小时，集团便尽量安排应征者期望之地点工作，及其要求设计职位，方便她们

上班。「这既解决饮食业因工时过长而难以请人的问题，亦善用社会劳动力，乃另一项双赢方

案。若此计划试验成功，应可突破饮食业招聘的困局，为业界带来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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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特色 

● 秉持「以人为本」理念，从员工需要和公司能力出发，构思可行性高，而且价值大的良

好人事管理措施。  

● 管理层乐于采用崭新的构思，尝试推行业界少见的措施。若成功可发挥牵头作用，为业

界树立榜样；若有改进的空间，亦愿意投放资源和时间，令措施更臻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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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丽国际灵活编工时 雇员工作生活得平衡 

 

   每逢假日，当商店挤满购物人潮，正是零售业最忙碌的时刻。经营零售鞋业的百丽国际

控股有限公司在管理层的支持下，藉良好人事管理彰显对员工的重视与关怀。透过提供特别

假期与灵活工作安排，让须在假日上班的店铺员工，妥善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 

 

   深明重视人才不能光说不做，百丽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港澳区人力资源总监李丽萍指出，

配合行业性质及公司情况，公司不断构思为员工度身订造的良好人事管理措施，将其关爱和

支持传送至每一位员工的心坎，好让他们愉快工作，面对顾客自然会流露由心而发的笑容。 

 

关顾家庭假期 自选放假日子 

   「港澳区现有 100多间店铺，各店铺均实行编更制度，由主管按既定人手及淡旺季，编

排员工在不同时段上班。但因行业性质没有固定上下班时间，且每逢公众假期更是顾客最多

的时候，故员工的休息日多安排在平日。」李丽萍直言，为协助员工平衡工作与生活，腾出更

多时间享受家庭乐，公司继 5年前推出生日假后，去年更增设关顾家庭假期，容许员工因应

家庭事宜，如子女开学日、照顾父母等，全年任选一天放假。 

 

     李丽萍补充，这个假期弹性甚大，员工只需提早申请，说明原因，便可多享这一天特

别假期。「特别假期的设立，除让员工感到自己与家人同受关顾，他们亦会体会公司对人才的

珍视，有助提升归属感，工作亦会更投入，待客自然更真诚，可谓缔造员工、顾客与公司共

同获益的多赢局面。」 

 

  百丽国际员工 Janice 表示，随着公司新增关顾家庭假期，她可善用这天与家人相处，早

前便申请假期偕母亲回乡探亲。「由于以往难迁就假期，妈妈多是独自回乡，而今年我可请假，

与妈妈同往家乡，她也感到高兴。」 

 

推出半职工作 体谅双职员工 

  百丽国际致力臻善人员管理制度，李丽萍称，目睹不少员工由毕业入行，至结婚并成为

父母，步入人生另一阶段。「很多双职母亲需照顾年幼子女，又希望继续工作，帮补家计及扩

阔生活圈子，两者难以取舍。」 

 

  为此，百丽国际特别推出半职工作，供在职员工及求职人士申请。李丽萍解释，半职即

每日只需上班 5小时，员工可配合子女上学或配偶工作情况，选择上班时间，方便兼顾工作

与家庭。「至今已有数名同事的申请成功获批，公司亦会尽量协调，待同事的子女成长后，亦

可转回全职；相对聘请兼职，公司在编更上较易安排，更可挽留资深员工，让他们指导年资

浅的员工工作，一举两得。」 

   



《职场好人事》系列特刊 
 

8 
 

措施特色 

● 管理层鼎力支持，藉上行下效，成功将「重视人才」的公司理念，融入为员工度身订造

的良好人事管理措施。  

● 通过电邮及焦点小组等传统渠道，配合新兴社交网络广纳员工意见，确保所推行的特别

假期及灵活工作安排，皆切合他们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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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L 传递爱心 推母乳喂哺友善政策 

 

  物流业廿四小时运作，业务范畴广，运作部门多，企业要为员工提供完善的良好人事措

施殊不容易。敦豪国际速递（香港）有限公司（下称 DHL）便从员工角度出发，构思配合其

需要的良好人事管理措施，令他们愉快工作，从而提升工作质素。 

 

  物流业是服务性的行业，员工待客态度代表着公司的形象。「员工是公司的重要资产，故

在构思良好人事管理措施时，特别 重员工感受，希望他们感到被重视和得鼓励。」敦豪国际

速递（香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副总裁江秀娴期望，相关措施能令员工感受到公司的关爱，

从而更投入工作。 

 

灵活安排授乳妈妈值班时间 

  坊间或认为，物流业是男性主导的行业，惟事实是女性员工亦为数不少。DHL留意到不

少女性员工都是在职妈妈，故推行「建立关爱母亲工作间」的方针，就女性员工因新生婴儿

的需要定立了「工作间授乳支援政策」，以及投放资源，于九龙湾总办事处及青衣运作中心增

设「授乳室」及母乳贮存设施，其余 3个运作中心及位于机场的中亚区枢纽中心亦善用会议

室，让授乳同事优先使用，并提供母乳贮存设施，在软硬件配套上给予支援，让女性员工履

行母亲的天职。 

 

  「以九龙湾总办事处为例，女性员工以往要使用办公室所在商场的授乳室，但上落楼颇

费时间，非常不便。」江秀娴形容，现时公司的授乳室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有齐电插座、

小型雪柜、桌椅及洗手盆等设备，全面配合授乳妈妈的需要。 

 

  软件配套方面，DHL允许女性员工于值班时间内弹性使用授乳室。「同事若于办公时间授

乳，部门主管会安排其他同事适时补位，以应付个别工作岗位的需要。」江秀娴补充，员工可

于分娩后一年内，在工作期间享有合理的授乳时间。 

 

  高级顾客服务代表李慧贞便是受惠员工之一，她认为授乳室环境舒适，使用时不怕受到

骚扰。「最重要的是，免却到商场轮候使用授乳室的麻烦，同时可弹性规划自己的工作时间。」 

 

体现关顾 办感谢祭为员工盛饭 

  此外，DHL定期举办「感谢祭」。管理层会在为期一周的活动中，亲自到各个服务点如运

作中心，与前线员工一同用膳，藉直接沟通的机会，向他们表达谢意及欣赏。「管理层更会穿

起厨师制服，亲自为前线员工盛饭，拉近与员工之间的距离之余，亦让他们感到被重视。」江

秀娴续指，为贯彻重视员工感受的理念，管理层参与此活动不限于朝九晚五的办公时间，而

是根据各服务点运作而定。 

 



《职场好人事》系列特刊 
 

10 
 

措施特色 

● 针对物流行业的特色，构思及推行配合员工需要的良好人事管理措施。例如让须轮班工

作的顾客服务部员工选择 5天或 5天半工作，并于编制更表时予以配合。  

● 推出各式各样措施，如戒烟及健康检查计划、节日派发食品或礼物、员工子女奖学金等，

让员工感受公司对他们和家人的尊重和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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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 戏院 笑容运动 缔造融洽气氛 

 

  戏院是人们消闲的好地方，但可知道戏院光与影的背后，是一群员工的默默耕耘。员工

一直是公司与顾客沟通的重要桥梁，因此他们的士气对戏院的氛围至关重要。娱艺院线有限

公司（下称 UA）推行「Smile Campaign」（笑容运动），让员工能够开心工作，将笑容传递给

每名客人。 

 

  以人为本是 UA恪守的人事管理原则之一。UA 董事总经理黄嗣辉表示，公司一直提倡良

好人事管理及家庭友善文化，除以灵活的工作安排支援员工的生活所需外，更会举办各类团

队训练活动和培训进修课程。他强调：「员工做得开心，公司才留得住优秀人才。每个岗位的

同事都有不同才能，公司要做好人才管理，协助员工发挥所长。」 

 

管理层体会前线工作 

  有见及此， UA今年首办「Smile Campaign」，当中包括「管理层前线体验日」，让管理

层体验前线员工的日常工作。在活动中，黄嗣辉向前线同事学习并担当戏院服务员，体验了

从带位至售票及卖小食等工作。「术业有专攻，原来看似简单的『斟可乐』都讲求技巧。」体

验活动令他更明白前线同事的难处。 

 

  「体验前线工作可令管理层在制定企业政策时更能设身处地，戏院运作也会更畅顺！」为

了纾缓同事的工作压力，公司亦举办各类康体活动及兴趣班等，让员工得以玩乐放松。 

 

  UA戏院遍布全港各区，如何加强与各地前线员工的沟通是 UA制定人事管理措施时主要

考虑的因素。黄嗣辉表示，前线员工日常工作繁忙，压力颇大，故公司将趣味比赛融入于工

作之中，举办「微笑员工比赛」、「爆谷比赛」、「票房比赛」、「带位比赛」及「Guests' Angels」

等增进各同事间沟通了解的活动，表现出色的同事可获表扬及奖励。「如『Guests' Angels』

活动中，全线戏院均设有意见收集箱，客人可直接表扬他们欣赏的员工，表现卓越的同事可

获奖赏并于内部通讯中分享待客之道，砥砺互进。」 

 

弹性工作安排 促可持续发展 

  黄嗣辉强调，每个人均需付出时间和精力照顾家人。管理层如能易地而处，善待员工，

员工长远而言亦会为公司带来更多的回报。一位育有子女的 UA员工表示:「很感谢公司理解

我的情况，作出相应的灵活工作安排，让我可腾出更多时间照顾子女和家人。」UA同时为员

工举办康乐活动和兴趣小组，助他们保持身心健康。UA深信，人才是公司赖以成功的资本，

因此鼓励员工终身学习，以推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除了内部培训以外，员工参与由其他机

构开办的课程，亦可申请公司的教育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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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特色 

● 建立愉快的工作环境，藉内部比赛及午饭聚会等活动加强员工交流，提高工作士气。管

理层可设身处地了解员工所需。 

● 设公司团购、节日利是、电影赠券等员工福利及奖赏，另推出康体活动平衡工作与生活。 

● 重视员工培训，设 Business Associate Programme 培育有志投身戏院业的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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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建业 培训技能 建筑安全梦 

 

  每一项建筑工程，都经过建筑师及工程师精心计算，再由建筑工人把设计概念逐一实践，

方能完成。而专业知识和工地安全在整个过程中极为重要。瑞安建业有限公司以提高员工安

全意识和专业知识为目标，推出多项良好人事管理措施，与员工一起坚守业界标准。 

 

    该公司一直重视人才发展，致力为员工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之余，亦关顾其生活

与工作平衡。瑞安建业有限公司旗下建筑系人力资源经理袁秀珍表示，建筑工程讲求专业、

认真、细心，而且要在指定时间内竣工，这对业界从业员构成不少的压力。故在构思良好人

事管理措施时，都会从专业培训、减压、安全及健康的角度出发，让员工工作时更得心应手。 

 

学习专业知识 确保安全第一 

  「建造业人手短缺，人才竞争激烈，故我们特别 重给予员工培训机会，希望增加其归

属感。」袁秀珍指出，瑞安建业除提供内部培训课程外，更设有「培训资助计划」，鼓励员工

报读坊间其他培训课程，持续进修以装备自己。现职屋宇设备见习工程师的陈启耀，便透过

该计划的资助，参加业界研讨会。「公司会资助我们参加香港工程师学会主办的研讨会，对于

增进专业知识，以及个人事业发展均有莫大帮助，参与这些专业研讨会亦是考取工程师资格

的要求之一。」 

 

  此外，公司设有职安健部门，配合各项建筑工程，积极提倡「安全第一」的信念。该部

门于公司内建立安全文化，亦筹划各项讲座如「安健环指标研讨会」，与外判商、地盘工人及

判头等合作伙伴，分享业界最新安全资讯、法例规条等资料。 

 

自组工作坊 减压建员工关系 

  除了支持员工参与各种培训及讲座外，瑞安建业还十分 重生活与工作平衡。他们成立

了「兴趣发展基金」，让员工按自身兴趣自组工作坊，藉 另类学习减轻工作压力。该计划的

自由度甚大，员工只需提交计划书，并注明兴趣班内容、师资及所需资金等资料，交予公司

审批便可。袁秀珍坦言，虽然资助金额不多，但相关的支持能推动员工的学习，并同时纾缓

工作上的压力。 

 

  行政助理傅静仪入职近 20年，她喜见公司的良好人事管理措施不断优化。「我也曾参加

多个兴趣班。不同部门的同事透过这些活动有机会互相认识，关系更加和睦、融洽，为日后

工作上的合作建立更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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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特色 

● 深明建造业对项目施工安全及员工健康的要求，特别设计提倡职业安全、身心健康及完

善工作环境的良好人事管理措施，以回应业界标准。 

● 积极鼓励及支持员工持续进修及学习，无论是专业认可资格或兴趣活动，既提升员工的

专业水平，同时协助他们平衡工作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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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酒店资源 港丽酒店待员工如客人 

 

  酒店业长期缺人，员工流失率较高已是常态。但若能倾听员工心声，并善用酒店资源，

留住员工的心亦非难事。香港港丽酒店便将待客之道延伸至员工管理，以丰富多元的良好人

事管理措施，赢得员工乃至其亲朋友好的赞赏。 

 

  香港港丽酒店现有 600 多位员工，平均年资为 8年，其中逾 1/3更是年资达 10年之久的

「元老级员工」，这与酒店提供的良好人事管理不无关系。香港港丽酒店人力资源总监黄婉雯

表示，「从员工的角度出发，是我们制定所有人力资源管理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发挥场地优势 举办员工活动 

  香港港丽酒店所有员工除可享公众假期外，更有特别假期如生日假、婚假及恩恤假等，

远优于法例规定及大部分同业的水平，打破了人们对于酒店工时长、休假少的固有印象。但

黄婉雯指出，假期或薪金并非良好人事管理的单一指标，酒店大可利用自身资源为员工提供

不同福利，达致双赢。「例如酒店员工可以超值的价钱预订总公司希尔顿酒店集团旗下在世界

各地 4,700多间酒店，其亲属及好友亦可享特惠订房优惠。」 

 

  员工活动方面，香港港丽酒店亦充分利用其场地优势，在酒店宴会厅举办员工生日会及

亲子活动等，而员工亦可以优惠价在酒店举行婚礼及宴请亲朋。「酒店可说是见证了同事的成

长。从他们刚踏进社会、发展事业、组织家庭到生儿育女，酒店都陪伴 他们走过人生每一

个重要时刻。」 

 

源自「待客之道」的人事管理哲学 

  在工作间授乳支援措施方面，酒店提供了完善具弹性的配套。「我们每天会预留一间客房，

供在职妈妈使用。在员工休息室也设置了专用雪柜，让她们贮存母乳更放心。」这特别安排是

启发自数年前的一封感谢信。黄婉雯表示，「曾有一位抱 婴儿的女士到酒店服务台借用洗手

间进行母乳喂哺，当时职员贴心地安排了一间客房给她免费使用。不久后，女士来函感谢并

盛赞我们的待客之道。我心想，员工除了是我们宝贵的资源，更是最重要的内部顾客。酒店

的待客之道，何不也应用在员工身上？」 

 

  港丽电话服务中心主管卢家敏，现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次子出世后，她有近一年时间受

惠于酒店的授乳支援措施。「能在舒适又有高私隐度的客房为孩子准备母乳，实在非常理想。」

她亦曾带孩子参加酒店举办的儿童派对活动，共享亲子时光。「孩子对我的工作环境了解多了，

不再撒娇要我不上班之余，有时我甚至可以带他们到酒店玩作『奖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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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特色 

● 所有员工享公众假期，另设优于法例及大部分同业的特别假期如生日假、婚假、丧假等。 

● 善用酒店资源，为员工筹划不同活动，分享人生的重要时刻。 

● 以待客之道对待员工，安排授乳员工使用酒店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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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泰多元假期 助员工聚天伦 

 

  香港上班一族每逢长假期大多喜欢举家外游，故旅游业从业员每逢佳节反而是工作最忙

碌的时候，难以与家人欢度。康泰旅行社有限公司（下称康泰）深明此理，故特设多元假期

及进修津贴等良好人事管理措施，让员工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之余，亦能好好地规划自己的

工作前景，从而提升团队的向心力，减少人才流失。 

 

  康泰自创立以来本着为消费者带来愉快游历体验的宗旨，除关顾顾客感受外，亦同样着

重关爱员工。康泰旅行社董事总经理黄进达深信「有开心的员工，才有开心的顾客」，因而致

力发扬「以爱传爱」的精神，冀把对员工的关爱，传递到他们的家人。 

 

灵活假期切合需要 

  「公司设立了社交网络、电邮及书信等沟通渠道，鼓励员工就公司政策畅所欲言，使公

司构思更切合员工需要的良好人事管理措施，缔造友善关爱的工作间，从而建立正面而积极

的团队，为顾客带来宾至如归的服务。」黄进达直言基于行业性质，每逢大时大节，当其他人

与亲朋好友畅聚或乐享天伦时，旅游业的前线员工仍需继续上班，外游领队更因带团离港，

无法与挚爱亲朋共度佳节，引致不少业内人士成家立室后，考虑转投其他行业。 

 

  黄进达指出，康泰留意到此为业界员工流失率较高的因素之一，故于 2012 年推出生日假，

让员工自选生日月份内任何一天放假与家人庆祝，增加彼此相处的时间。此外，他们更于法

定侍产假实施前已推出有薪侍产假。黄进达表示，「我们会为外游领队灵活安排补假，除在旅

游淡季放假外，若遇上带团回港翌日为公众假期，员工可于公假的正日放取；若旅行团乘搭

夜机返港，领队亦可于翌日享半天额外休假，确保有充分休息。」 

 

公司活动享家庭乐 

  「公司除邀请家人出席员工活动外，亦提供度身订造的旅游优惠，希望员工透过公司业

务享受家庭乐。」黄进达补充，康泰更设有进修假期及津贴，鼓励员工攻读学士及硕士学位课

程，持续增值，辅以多元内部培训及公平晋升阶梯，为员工事业发展铺设康庄大道。 

 

  外人或羡慕领队带团可周游列国，3年半前入职的康泰领队 Emily坦言，从事这份工作，

除轮班外，每个月约有一半时间不在港，每遇长假期更多身在外地，难与家人共度佳节。她

感谢公司提供生日假及出团返港翌日休假，使她可在生日留港庆祝，也可在出团短别后安排

与家人共聚。「公司周年晚宴和员工活动，都会邀请家属参与，让家人更加了解自己的工作，

为我们带来更大支持。在公司活动中也曾有已婚同事与子女一同表演，这不但增进亲子情，

同时感觉公司犹如一个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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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特色 

● 针对行业性质，为员工提供生日假及灵活补假安排，与家人及挚爱共聚，作为在公众假

期及节日上班的补偿。 

● 设进修津贴及假期，鼓励员工持续提升专业水平，为事业发展作更好规划。 

● 相关政策惠及员工家属，如邀请他们参与公司活动及享有旅游优惠等，令他们俨如公司

一份子，为员工带来更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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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展银行重人性化 设弹性员工福利 

 

  待遇与发展前景俱优的银行业，为不少人的理想工作，与此同时，业界为争逐优秀人才

亦费尽心思。星展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下称星展）提倡「以人为本」的理念，透过灵活

且具弹性的良好人事管理措施，关顾员工实际需要，提升公司的竞争优势，以吸纳及挽留人

才。 

 

  银行服务素以专业著称，星展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人力资源主管郑绮青

表示，银行乃一门「人」的生意，故重视与人的关系，当中也包括员工在内。「星展在良好人

事管理上，尤 重构思人性化措施。考虑到员工在人生各阶段的不同需求，按情况引入不同

措施及加入家庭友善元素。」郑绮青指出，公司的「星展关怀员工计划」（「DBS Cares」），紧

扣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工作认同和成就，以及个人健康这三大核心价值，确保措施惠及每

位员工。 

 

自选医疗组合 配合不同需求 

  「我们留意到员工对医疗计划需求不一，较年长的同事会需要监察健康状况的体检服务，

但年轻的却不太热衷参与，反而会较着重保持体态健美。若公司因循地实施套餐式医疗保险

计划，虽投放资源，却未能令整体员工获益。」郑绮青称，星展特设「iFlex Pogramme」健康

福利计划，提供设上限实报实销的多重选项，员工可按自身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组合，包括

︰身体检查、疫苗注射、牙齿保健、配置眼镜及健身中心会籍等。此安排除增加福利措施的

灵活性，更能有效针对不同员工的需要。 

 

  郑绮青补充，公司同时设立「5@5开心星期五」活动，员工逢星期五可提早于五时下班；

星展亦设不同假期如关顾家庭假、生日假等，配合灵活工作安排，提高工作效率，达致雇佣

双赢。「我们准备推出全新流动电话应用程式，让员工随时申请年假及报名参加培训活动；该

程式也设讨论区，促进员工沟通。」 

 

培训提升创意 助拓事业发展 

  针对员工培训及发展，星展银行同样加入创新元素。郑绮青引述，公司透过名「iGrow@DBS」

的互动平台，提供互动游戏、虚拟导师及内部发展机会等资讯；并全力开发课堂外的培训，

从网上及手机学习模式，到体验式学习方案（Experiential Learning）等，让员工不受地域

所限进行多元化学习。 

 

  现任高级副总裁 Boris 入职首年即获公司安排到新加坡工作，翌年返回香港后曾任职不

同部门，助其更了解公司的整体运作。「公司为我们提供不同培训及发展机会，印象最深是

2012 年到蒙古，与不同机构的精英合作开发有关中小企的基金计划。此实战经验令我获益良

多，对现时的管理工作有莫大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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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特色 

● 星展特设人力资本委员会，致力研究并定期检讨与家庭相关的雇佣政策，助员工平衡工

作与家庭生活。 

● 秉承「Making Banking Joyful」的宗旨，管理层有足够自由度构思具弹性的人才政策，

惠及整体员工。 

● 重视员工潜能，透过举办富创意的培训及发展项目，助他们发挥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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