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先大獎 Grand Award
誤工作。但他戒煙後，便能
集中精神，工作更有效率。
為加強宣傳效果，酒店
逢星期四定為戒煙日。當天

公司
簡介

於1991年開業的港島香格里拉大酒店，坐落於中區
金融中心的太古廣場，樓高56層，合共有超過565間
客房，員工約有830人。除了住宿設施外，酒店內還
有多間達國際級水準的餐廳，提供各地美饌。此外，
酒店亦備有會議和宴會配套，以及一系列的商務及消
閒設施。

所有員工的電腦屏幕桌面均
會顯示戒煙信息，當中包括

▲ 酒店自行設計多款海報，宣揚戒煙信息。
The hotel has designed various posters to spread the smoke-free messages.

   上行下效、以員工為本，向來是商業管理之道，原
來將之放諸工作間宣揚無煙信息皆準。這是港島香格里
拉大酒店（下稱酒店）推廣無煙工作間的經驗。酒店透
過教育讓員工明白吸煙的害處，從而認同酒店的無煙文
化；此外，酒店更自行設計不同的無煙宣傳物品如短
片、海報等，以鼓勵員工戒煙。自無煙措施推出以來，
酒店至今已有10名員工成功戒煙。

▲ 酒店在員工「打卡」處擺放戒煙香口珠，
供有意戒煙員工使用。
The hotel provides free nicotine gum at staff
entrance to encourage staff to quit smoking.

港島香格里拉

獨家設計 無煙宣傳見成效

大的鼓勵。

戒煙的方法、好處、小貼士

酒店還特

等。此外，酒店又自行設計

別拍攝鼓勵戒

多款戒煙海報，並張貼於特

煙的短片，

別的出入口處來提醒員工。

於員工餐廳播

酒店更邀請醫護人員主持健

放，而管理層

康講座，幫助員工戒煙。

與成功戒煙的

托馬斯形容，當孩子知

員工更參與拍

道胡亂過馬路危險，日後他

攝，令短片更

們過馬路便會守規則。同

具感染力。此

樣，讓員工明白捲煙內的成

外，健康豐盛

分如何損害身體健康，他們自然也想戒煙。

以同理心 堅定戒煙決心

▲ 酒店自行拍攝鼓勵戒煙短片，於員工飯堂內播
放。
The hotel has produced a smoking cessation short
video clip and showed at the staff restaurant.

的生活，也有助建立無煙文化，因此，酒店經常舉辦不
同類型的員工活動，如植樹日、龍舟比賽等，以鼓勵員
工追求健康的生活。

管理層以身作則戒煙，固然能為員工樹立好榜樣，

自酒店推出無煙措施後，共有10名員工成功戒煙，

而透過教育亦能大大提升員工的無煙意識。不過煙癮難

托馬斯對此成績感到滿意，但強調仍可做得更好。而除

耐，要成功協助員工戒煙並非易事。托馬斯認為，管理

了過往的鼓勵戒煙措施後，酒店亦計劃向員工徵詢意

層必須有同理心，明白員工戒煙的難處，然後提供一個

見，了解怎樣能更有效幫助他們戒煙。

既便利又可行的途徑助員工戒煙。

托馬斯又強調，無煙文化對整個酒店業和服務業都

因此，酒店特別在員工「打卡」處擺放了戒煙香口

有好處。他說︰「試想像，若顧客到酒店品嚐一份名貴

珠，免費供有意戒煙員工使用。而在戒煙日，酒店也會

的6道菜晚餐，但服務員身上卻傳來陣陣煙味，令顧客留

為員工提供健康餐單。每名員工都會獲贈溫馨錦囊，內

下壞印象。而隨着愈來愈多地方開始實行無煙措施，我

有健康小食、減壓球及管理層的支持信，以給予員工更

相信無煙已成為社會大趨勢。」

由

2007年開始，酒店已落實無煙工作間，並由原本400多間吸
煙房間，大幅減少至約100間。於2010年，酒店進一步推廣

無煙文化，透過宣傳教育，講解吸煙的害處之餘，還推出多種措

Island Shangri-La, Hong Kong:
     Tailor-made promotion brings smoke-free Shangri-La

施鼓勵和幫助員工戒煙。

每周戒煙日 信息根深蒂固
港島香港里拉大酒店酒店經理托馬斯（Thomas SchmittGlaeser）表示，酒店在落實無煙措施初期，確有部分吸煙
員工感到抗拒。不過，隨着有關法例推行，酒店推廣無煙概
念也變得順理成章。「即使沒有法例約束，無煙文化絕對值
得宣揚，員工變得健康，從而可提升生產力，酒店也因而得
益。」
曾有吸煙習慣的托馬斯以自身經驗指出，過往他時刻都在尋
找機會吸煙，以致難以專注辦公，加上要走到室外吸煙，便會耽
30

▲ 托馬斯強調，無煙文化對整個酒店業和服務業都有好處，而
無煙亦已成為社會大趨勢。
Thomas Schmitt-Glaeser emphasises that hotel and services
industry will reap the rewards from a smoke-free culture which
has also become a trend in the society.

World-class accommodation and food and beverages

Thomas Schmitt-Glaeser, Hotel Manager, emphasises that

provider Island Shangri-La, Hong Kong, opened in 1991,

the hotel management is very supportive of the smoke-free

has implemented the smoke-free workplace since 2007. The

culture and is always looking for effective and feasible ways to

hotel enhanced its smoke-free promotion in 2010 and made

help staff quit smoking. The hotel provides free nicotine gum at

every Thursday a “Non-smoking Day”. On which, smoking

staff entrance and shows a tailor-made promotion video clip at

cessation message pops up on all the computer screens in the

staff restaurant to boost staff’s determination to quit smoking.  

hotel office and a special healthy menu is provided in the staff

Each staff will also receive a gift pack of healthy snacks, a stress

restaurant. The hotel also designs its own series of posters

ball and a support letter from the hotel's management. A total of

with information on smoking hazards, benefits and tips of

10 staff members have quitted smoking successfully since its

smoking cessation.  

smoke-free policy has been laun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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