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先大獎 Grand Award
▲

   吸 煙 危 害 健 康 的 信
息早已深入民心，但一
身煙味對工作帶來的負
面影響，卻未必人人
皆知。早於1995年已
推行無煙工作間的美聯
物業，在推行無煙政策
的同時，也為多元措施
注入無限創意，其中以
輕鬆手法帶出吸煙禍害
的自製短片，更直接點
明一身煙味會惹來客戶
反感，令地產代理「簽
單」（地產代理協議）
夢碎，引起不少吸煙員
工關注，從而主動加入
戒煙行列。

美聯集團早於1995年已推行無煙工作
間，為員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並鼓
勵他們培養健康的生活模式。
Midland Holdings has since 1995
implemented a smoke-free workplace
policy to provide its staff a healthy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encourage them to
adopt a healthy
lifestyle.

綫』，讓員工遇上壓力或戒煙問題時，可
致電抒發心聲或尋求意見，以紓緩精神壓
力及困擾，毋須借助吸煙減壓。」

公司
簡介

美聯集團，現於香港、中國內地及澳門擁有逾600家
分行，共有超過7,000名僱員，是香港最大規模上市
的地產代理公司，為客戶提供廣泛的服務，包括住
宅、商用及工業物業的地產代理、移民顧問、財富管
理、按揭轉介、物業估值及投標服務，同時為地產代
理從業員提供專業培訓等。

葉潔儀補充，美聯集團又成立員工俱

地產代理工作的影響，如身上散發的煙味會令客戶嫌

樂部，定期舉辦有益身心的活動及興趣

棄，以致「簽單」失敗等，令員工進一步認識吸煙以至

班，如釣魚同樂日、越野車體驗、球類運

二手和三手煙的害處，同時參考短片內提供的方法戒

動比賽及香薰調校工作坊等，助員工促進

煙。」葉潔儀坦言，有關短片既會在員工活動及內部培

身心健康，並養成良好的興趣與生活習

訓中播出，也會上載到公司的內聯網，讓他們可隨時收

慣。此外，集團對無煙措施的宣傳亦不遺

看，員工普遍覺得輕鬆的拍攝手法十分吸引，也可有效

餘力，除了在辦公室的主要通道、茶水間

宣揚禁煙信息；有員工更因而決心戒煙。

及洗手間等員工經常使用的地方，張貼禁

美聯集團推行無煙措施多年，成效彰顯。葉潔儀直

煙告示及海報外，更特設內聯網專頁，提

言，根據集團的調查顯示，員工吸煙的次數逐漸減少，

供健康資訊、吸煙禍害及戒煙方法，務求

而患有鼻敏感或皮膚敏感的員工，其健康情況亦有明顯

讓吸煙員工在無煙文化的耳濡目染下，加

改善。「美聯物業（澳門）有限公司及港置地產（澳

入戒煙行列。

門）有限公司於去年亦響應由澳門衞生局舉辦的無煙工

計劃奏效 員工健康改善

美聯集團
作

事組成專責隊伍，設立『員工心靈輔導專

作間計劃，其中前者更成為首間參與此計劃的地產代理
公司，足證管理層對實行無煙措施的重視和決心。」

「為鼓勵員工戒煙，集團更於去年拍攝了短片《簽

總結建立無煙文化的成功關鍵，葉潔儀認為，最重

約一身「煙」》，以富趣味的手法和角度，帶出吸煙對

要是集團管理層貫徹理念及策略清晰，加上員工支持和
配合，再透過有效的宣傳和
教育，讓員工清楚認識吸煙

創意短片 激發戒煙決心

的害處。「集團正研究成立
獎勵計劃，鼓勵更多員工戒
煙，並計劃舉辦座談會，邀
請專業人士及成功戒煙的員

為上市企業的美聯集團，一向推崇無煙措施，以樹立專

工現身說法，講解戒煙的心
▲ 以輕鬆手法拍攝的短片，生動傳神地帶出地產代理滿身煙味會惹來客戶反感，播出以來反應熱烈，有員工更決
心戒煙。

業的地產代理形象。美聯集團執行董事葉潔儀指出，深

明員工是公司的重要資產，美聯集團對員工的健康甚為關注，

A light-hearted short film uses a lively approach to emphasis that customers generally dislike the real estate agents
reeked of smoke. The short film draws overwhelming responses from staff and motivated some staff to quit.

因此，在90年代已積極推行無煙工作間，期望為員工締造空氣

路歷程、當中遇到的困難及
戒煙的得着等，以進一步推
廣無煙文化。」

更清新的工作環境，同時鼓勵他們培養健康的生活模式，以便
在工作時更愉快開朗，精神奕奕，帶給客戶更優質的服務。

Midland Holdings: Innovative short film inspires smokers to quit

設專綫減壓除惡習

Midland Holdings Limited is Hong Kong's largest

Kitty Ip, Executive Director, Midland Holdings Limited,

「任何措施皆需要員工上下一心，互相配合，才能順利執

listed real estate brokerage company with business

reveals that the company launched a "spiritual counselling"

行。」葉潔儀強調，美聯集團善用多種不同途徑，如問卷調查

in a wide range of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cluding real

hotline for staff to express concerns and seek advice

estate brokerage in residential,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regarding stress and smoking cessation. The company also

properties, immigration consultancy, wealth management,

produced a short film and used a light-hearted approach to

mortgage referral, property appraisal and tenders. The

raise the awareness among its agents that smoking may fail

company implemented a smoke-free workplace policy back

them in getting a deal. The film provides not only information

in 1995 and set up a staff recreational club to promote

about smoking hazards but also quitting tips which some

healthy lifestyles by organising regular leisure activities for

staffs found it motivating and helpful to stay away from

its 7,000 staff.

tobacco use.

和網上討論區等，收集員工對公司推行無煙措施的意見，並了
解吸煙同事的戒煙需要，以便提供適切的協助。
吸煙往往源於習慣和心癮，葉潔儀直言，地產代理的工時
較長，每天面對不少壓力，情緒易受困擾，有員工因而養成吸
煙習慣。「治本比治標重要，管理層理解到，要鼓勵員工戒
煙，必須先助他們釋放壓力，故集團特別委任人力資源部的同
36

▲ 葉潔儀指出，集團視員工是公司的重要資產，對員工的健康
甚為關注。
Kitty Ip emphasized that the company sees its staffs as
important assets and cares for their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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