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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同成長篇 
首席人才和多元化總裁 Teedra Bernard 

歡迎辭

相對於近代的任何一年，2020 年讓我們前所未有地意識

到多元、平等與共融的重要性。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我

們目睹了全球少數群體間驚人的健康及財富差距。我們亦

看到人們對長期存在的種族不平等待遇現象出現發自內心

的反應，特別是在美國。其實，我們可以做得更好。而令

人鼓舞的是，面對社會、職場、學校及家庭中系統性的問

題，大家都挺身而出、勇於面對。在環聯，我們不能忍受

任何形式的不平等待遇。

在 2020 年，我從環聯的人力資源職務中，接手人才和多

元化方面的工作，致力以高度透明的方式來著手跟進這些

迫切問題。多元、平等與共融是一個複雜的議題，亦前所

未有地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在環聯，所有人皆有機會找

到切實可行的辦法來貢獻自己的力量並取得具意義的進

展。我們應當互相理解、消除分歧，合力營造共融的職場

及世界。

在環聯，我們提倡和而不同，讓我們變得更好、更強、更

富同理心、更成功。我們致力聆聽員工的聲音及經歷，攜

手促進共融性。我們團結一心，時刻準備應對一切挑戰。

此時此刻，沒有什麼比為環聯的堅毅和未來而創造真正平

等的環境更重要。

值得高興的是，我們已取得不錯的成績，但是創造平

等的環境任重道遠，絕非一蹴而就。對於環聯在此方

面的努力及無間斷的支援與倡導，我感到非常認同及

驕傲。我們真誠擁護及提倡不同的態度及政策，以支

持女性、性少眾社群、所有種族及族裔人士以及其他

少數群體。展望未來，我們將熱切為推動我們的目標

努力，堅定實現甚至超越我們對公司的願景，成為一

間以實現公平、公義的為榮的企業。

–  Teedra Bernard 
首席人才和多元化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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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2020

各級管理層（包括經理、總監及高級管理層）中，代表性不足的少數群體比例穩定在 10%。我們將
「代表性不足群體」（美國）定義為識別為黑人或西班牙裔的人士。

我們一同承諾篇
我們的多元化計劃及承諾 

在環聯，我們致力培養共融、友好及回報每一位創造價值

的員工的文化。我們在 2019 年已作出承諾，力爭高級階

層在 2030 年前實現全球性別平等，並為代表性不足群體

在各級管理層的參與實現逐年增長的目標。在本報告中，

您將了解我們在 2020 年取得的進展，以及我們持續推進

多元、平等與共融的目標的相關計劃及措拖。爲了確保每

位員工都感到被重視、聆聽及欣賞，環聯必定持之以恆，

絕不言棄。

我們承諾： 

全球員工中的 

女性比例

40%

全球性別

35%

全球經理級階層中的 
女性比例

全球總監級階層中的 
女性比例 

33% 30%

全球高級管理層中的 
女性比例

在各級管理層中代表性不足群體 
（美國）逐年增長

經理 總監 高級管理層

11% 8% 9%

11% 10% 9%

2

全球女性高級管理層比例

2030 年實現高級管理層中 
全球性別平等

27%

3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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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聯的結構代表說明

全體員工 經理
17% 的美國員工屬於 

代表性不足群體
11% 的美國經理屬於 

代表性不足群體

60% 8% 17%

9%

20%

2%

70% 

5%
11%

17%

5%

3%

美國種族/族裔

識別為白人的人士

識別為其他種族類別的人士

識別為亞裔的人士

識別認為屬於代表性不足群體的人士

識別為黑人的人士

識別為西班牙裔的人士

在本報告中，您將看到環聯為了加強企業文化，讓全體

員工都能茁壯成長及大展所長而作出的行動。我們將為

您介紹旨在為所有同事創造豐富體驗的各項計劃、方案

及流程，及為女性及其他代表性不足群體量身定制的 

支援。

為了實現 2030 年全球高級管理層的性別平等之目標，

我們已於 2019 年成立性別平等指導委員會。該小組

由首席財務官 Todd Cello 及首席策略與規劃官 Cathy 

Madden 領導，確保在招聘、晉升、繼任規劃等機會中

如何達到目標
採取積極行動，提高女性的領導地位。疫情期間，委員會一直

保持敏銳意識，主動了解及應對職場女性的新需要與新挑戰。

為了支持代表性不足群體的員工發展，我們設計了專門的計

劃及資源，涵蓋員工職業生涯中的各個階段，包括如何僱

用、發展及獎勵員工。我們的使命是讓所有員工從入職第一

天就開始掌握成功所需的工具與技能。

未來，我們將繼續勇往直前，讓環聯變得更加多元、平等及

共融。

總監 

10% 的美國總監屬於 

代表性不足群體

75% 

5%
10%

14%
5%

2%

高級領導層
9% 的美國高層領導屬於 
代表性不足群體

79% 

7%

9%10%
3%

2%

董事會 

10% 的董事會成員屬於 
代表性不足群體

80% 

10%10%

10%

百分比以四捨五入計算至最接近的整數，加總計算結果未必等於實際累積百分比。「其他」種族包括美國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夏威夷原住民或其他太平洋島民、

雙種族或多種族人士。我們將「代表性不足群體」（美國）定義為識別為黑人或西班牙裔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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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性別平等
林嘉儀 (Claire)，香港區行政總裁

在 2020 年，環聯欣然任命林嘉儀為環聯香港區業務的行

政總裁。作為一名成績斐然的卓越領導者，她為整個組

織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同時，她個人亦致力在環聯以至

更廣的領域，支持為女性及少數群體提供職業發展的機

會。Claire 現為「Women Chief Executives Hong Kong」

的一員，該團體由多名金融服務界的女性領導所組成，旨

在促進性別多元化，以及培養更多的女性領導。

過往十年間，我對倡導女性領導地位的興趣日益濃

厚。我於某次與八歲的外甥女談話後才恍然大悟，發

現原來今時今日仍有很多女孩被灌輸這樣的意識：她

們必須在事業與當一個好母親之間作出抉擇。幸運的

是，我的母親豎立一個很好的例子，告訴我們女性既

可以追求事業，也可以妥善照顧家庭。而我從未被迫

決定這些取捨。我希望其他人亦有相同的感受。

因此，能為一間公開承諾推進多元化、共融及性別平

等議程的公司工作，我感到十分自豪。這不僅為我們

的員工及社群做正確的事，對企業亦有好處——研究

顯示，女性高層比例超過 30% 的公司多數能取得超

越同行的業績。在環聯，我們從高層發出多元、平等

與共融訊息並滲透公司每個角落。從加入環聯開始，

我就感受到環聯的共融容與相互尊重文化。一個簡單

的分享邀請已足夠令我增加對公司的歸屬感。

我們為女性代表性不足群體提供職業發展
的培訓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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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同發展 
潛能篇 
我們如何僱用、發展及獎勵員工

我們深知，越追求背景、經驗及觀點上的多元化，就越

能全面及豐富作為人的質素，且更能在工作中突破極

限。因此，環聯相信眾人聲音皆重要、皆應被聆聽。 

我們希望環聯成為員工活出真我、能發揮所長、盡己所能

的地方。

我們將多元、平等及共融文化貫穿員工職業生涯的每個階

段，從招聘與錄用，到發展及獎勵在日常工作中貢獻才華

的所有人才。我們致力為每位員工提供必要的支援，幫助

他們為自己選擇的事業去奮鬥，並憑藉出色的工作及貢獻

獲得公平的報酬。

招聘與錄用

要創造一個更多元共融的工作場所，首先從招聘人才開

始。在招聘過程中，我們格外著重吸引各種背景、經驗、

性別及種族的人才。我們從培訓招聘經理和面試小組成員

掌握有關共融的招聘實務，並對全球人才招聘團隊進行招

聘流程與技巧培訓，旨在專注為環聯網羅精英人才。

我們致力增加女性和少數群體在公司各個階層的代表性，

同時要求所有總監級別及以上職位的候選人名單需多元

化。招聘流程的每一步都貫徹共融性的理念，包括提高管

理層和領導層的多元化程度。

在美國，我們要求所有董事級別及以上職
位的候選人名單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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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多元人才資源， 
創建未來成功之路
Andrew Lee，人才招聘顧問，多元平等及共融
（美國）

在 2020 年，環聯在人力資源部人才招聘團隊中，增設專門

負責多元化招聘顧問一職。Andrew Lee 在此職位上負責構

建、實施及評估「多元、平等及共融」的招聘策略，旨在吸

引和招募頂尖人才。

為了持續創新和發展，我們需要擁有與時並進的觀點與想

法。我們致力投資於校園招聘項目，吸引並培育與我們志同

道合的下一代精英。相應地，我們亦會借鑒他們的獨特觀點

與經驗，讓我們可以不斷學習，奠基未來。

在美國，我們與各地的傳統黑人大學持續建立關係。在 

2020 年，我們參加了多場虛擬職業博覽會，並舉辦專業發

展工作坊，教育和引導胸懷大志的學生。我們繼續贊助和參

與由少數族群支援團體組織的外部合作活動，其中包括性小

眾社群和專注於科技發展的女性社群。

我們將校園招聘和實習計劃作為新晉人才的培育渠道，把我

們與公司未來的創新者、創造者及領導者聯繫起來。我們熱

衷培育青年，提供具意義且平等的就業機會。

健康及安全是環聯最優先考慮的因素，遺憾地，我們不得不

取消 2020 年的暑期實習計劃。雖然我們對於這個卓越的計

劃引以為榮，然而受疫情所限，今年我們無法為實習生帶來

豐富的親身工作體驗。為此，我們於年內透過特別發展計劃

及網絡交流機會，為原本打算參與我們實習計劃的學生提供

支持。

我們從來不是一間墨守成規的公司。從採用新技

術到擁抱新流程，我為環聯勇於挑戰現狀而自

豪。我們的企業多元化計劃反映出環聯真切重視

員工及作出正確投資。多元、平等及共融不只是

一個流行語，也並非無足輕重，它正在融入我們

的企業文化和身份認同之中。我期待擴大我們與

少數人群團體的合作關係，為員工提供晉升發展

機會，並運用嶄新方法來增加人才庫的多元性，

以減少招聘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偏見。

我們專注提高女性及代表性不足群體在入
門級 STEM 職位上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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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每個人都能參與到 
資訊科技的職業
Giedrius Kaleckas，首席商業智能開發專員 

（立陶宛）

作為首席商業智能開發專員，在開發數據庫的工餘時間， 

Giedrius Kaleckas 更義務支持立陶宛考那斯中不斷發展的

科技群體。Giedrius 作為 Kaunas IT (KIT) 俱樂部的創始人

之一以及「Women Go Tech」的活躍導師，Giedrius 正在

留下自己的印記，並為未來一代的 STEM 精英鋪路。

KIT 俱樂部於 2015 年成立，當初是為有志從事數

據庫開發工作的專業技術人員提供交流平台。隨

着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我們將關注範圍擴大到

所有科技領域。考那斯是立陶宛的第二大城市，

我們希望它成為科技人才的熱土，吸引各地的專

業人才及環聯這類的企業。此外，作為「Women 

Go Tech」的導師，我亦熱衷幫助女性在資訊科技

及工程領域開展職業生涯，協助她們迅速成長。

「分享就是關懷」是我生活的座右銘，我確信只

要我們摒棄舊有的思維模式，分享自己的知識並

與別人互相支持，我們方能真正成就偉大的事

情。在資訊科技寬闊的領域，每個人都皆大有可

為，不分種族，不分性別。我們共同創造、學習

和探索。我願意成為推動變革的一份子。

7%
7%

2%

51% 

33%

科技員工

美國種族/族裔

識別為白人的人士

識別為其他種族類別的人士

識別為亞裔的人士

識別為屬於代表性不足群體的人士

識別為黑人的人士

識別為西班牙裔的人士

百分比以四捨五入計算至最接近的整數，加總計算結果未必等於實際

累積百分比。「其他」種族包括美國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夏

威夷原住民或其他太平洋島民、雙種族或多種族人士。我們將「代表

性不足群體」（美國）定義為識別為黑人或西班牙裔的人士。

14%

為全球科技技術員工中的女性
比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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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與發展 

招聘只是第一步，我們還投資於有意義的培訓與發展計

劃，以保留人才。我們希望環聯成為一個所有人皆有學

習機會、成長並取得成功的地方。

在 2020 年，我們推出全新系列的學習及發展計劃

Learning @ TU，旨在支援員工的職業發展。透過發表

自選文章、Podcast、全年培訓及導師授課課程，員工

可掌握實用的技能，在工作中學以致用。除此之外，他

們亦有機會聆聽公司各部門領導人就不同話題發表的遠

見，以培養自己的商業觸覺及軟實力。年內，員工還學

會了如何在遙距工作中管理個人品牌及運用虛擬演示 

技巧。

為了幫助員工於現職崗位中開拓技能，並為下一階段的

職業生涯做好準備，我們在 2020 年額外推出了技能培

訓訓練營 (Skill Building Bootcamp)。在這個實踐工作

坊中，員工夥拍人力資源部人才發展團隊共同制定個性

化學習計劃，培養工作相關的技能或軟性技巧。當然，

此計劃並不會取代我們常駐職業顧問每年提供的一對一

輔導。

我們的全球領導計劃涵蓋了從前線經理到高級行政人員

的各級職位，協助領導人員推動我們的業務及文化。他

們可能掌握成為高效並具包容性的領導人的必備技能、

工具及見解，當中包括應對招聘、面試、輔導等關鍵時

刻的領導人。仰賴卓越的領導團隊，我們能夠為員工創造

優質的工作環境，帶領環聯取得偉大成就。所以，多元、

平等及共融貫穿我們所有學習及發展計劃的主軸。

在環聯，各業務部門主管亦制定了具策略性及針對性的計

劃，為自身部門招聘、發展及擢升多元人才。具體例子包

括：在分配特別工作項目時作深思熟慮的安排、提供導師

輔導機會、利用「跨級」關係組建多元化面試小組及開展

繼任規劃等。總括而言，我們的目標是提高透明度及倡導

領導力，同時建立一個，以收集關於個人職業目標、體驗

及意見反饋的交流平台。
我們正為女性及代表性不足群體制定總
監以上級別的發展計劃，並確保環聯的
各項重要活動均有適當的多元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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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聚黑人專才， 
分享真知灼見
Tammie Jackson，副總裁， 

市場開拓策略及銷售（美國）

在 2020 年，環聯為公司黑人領導人提供了參加麥肯錫公

司「黑人領導力學院」(Black Leadership Academy) 的機

會，課程旨在培養黑人領導者掌握核心領導力、管理能力

和職能培訓，幫助他們實現職業抱負。Tammie Jackson 第

一次與其他 30 多位領袖一起參加這個令人振奮的課程。 

她期待藉此機會深造技能，拓展人脈，持續進步，最終實

現個人職業目標。

41%

2020 年，女性員工於我們
的全球職位晉升及職位變
動中，所佔的比例

39%

2020 年，少數族裔員
工於我們美國的職位 
晉升及職位變動中

在環聯任職的 16 年期間，我已對公司產生深厚

的歸屬感，更以公司對員工的大力栽培為榮，而

我便是其中的一員。因此，當我聽說這個課程

時，便立即表示有興趣參加。我期待認識志同道

合的黑人專業人士，彼此分享見解及解決難題，

向充滿活力的講師學習，了解他們的成功經驗和

心路歷程。作為一名有色人種的職業女性，能在

環聯這個和諧共融的環境工作，實屬難得。這課

程讓參加者學習自信自在地活出真我，我知道它

將幫助我成為一個更加出色的環聯領袖。

我們正在完善架構與管治，確保整個組織
的晉升決策能貫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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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及福利

除了具意義的工作及成長機會，我們還致力提供完善的

「全方位薪酬待遇」(Total Rewards) 計劃，貼心照顧員

工及他們的親人。我們每年評估薪酬福利方案，以確保環

聯的共融性與市場競爭力。我們精心設計全球福利架構，

例如提供體貼的彈性休假、領養援助及性別確認程序醫療

保障，無論如何，我們務求照顧並滿足員工的整體需要。

不育保險 高於市場的  
醫療計劃設計

401(k) 計劃 
公司高額供款

Care@work 
提供育兒及養老支援 

配對
補助金計劃

性別確認程序 
涵蓋所有 TransUnion 美國醫療計劃選擇的程序

學費 
報銷

領養援助

有薪育兒假彈性及遙距 
工作安排

彈性休假
允許員工按需要休假，而取代每年累計一定天數

員工購股計劃  
(ESPP)

寵物 
保險 

我們的薪酬及晉升制度一絲不苟，杜絕任
何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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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繼續提供專門的資源及發展機會，並以高度透明的

方式，在公司內部分享多元化目標的最新進展。因此，

在 2020 年，我們的人力資源系統為美國員工增加新的選

項，讓他們可以自定性取向及性別。

我們將繼續尋找機會，為世界各地的員工
提供更多的共融性福利。2020 年，我們
在菲律賓引入了同居伴侶福利。我們的目
標是確保所有員工及其家庭得到充分的照
顧及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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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與榮譽

環聯的企業文化著重共融、賞識及接納員工，因而榮膺卓

越工作場所。

2020 Built In Chicago  

100 強企業獎

2020 年最佳工作場所 - 

Great Place to Work® 

Institute (Mumbai)

22020 年促進性少眾平等 

最佳工作場所 – HRC 

Corporate Equality Index

商界展關懷（香港）

好僱主約章 2020 及 
「友」「家」好僱主（香港）

2020 年 100 個最佳領養友善 
工作場所 - Dave Thomas 

Foundation for Adoption

2020 年印度 50 個最佳女性
職場 - Great Place to Work® 

Institute (GCC)

女性高管論壇 2020 企業獎 
決賽入圍獎

100 Best 
Adoption-Friendly 

Workplaces

Great 
Workplace 

in 2020
GCC

2020年最佳職場 -  

Great Place to Work® 

Institute (GCC)

「積金好僱主」獎項 
（香港）

2020 年印度 25 個最佳 IT  

及 IT-BPM 工作場所 - Great 

Place to Work® Institute. (GCC)

100 top 
companies

LGBTQ 
Equality  

2020

Hong 
Kong

Good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Employer

Caring 
 CompanY

Good 
Employer

Hong Kong

25 Best 
Workplaces 

in IT and  
IT-BPM

50 Best 

Workplaces 
for Women  

in India

Great 
Workplace 

in 2020
Mumbai

Executive 
Women’s 

Forum 2020  
Corporate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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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同團結篇
我們對待種族公正問題的態度 

「我們絕不容忍種族主義。種族主義在環聯沒有立足之

地。」在 2020 年，種族公正問題矛盾不斷，而環聯主

席兼行政總裁 Chris Cartwright 再次確認環聯為致力打

造一個相互尊重、相互共融的工作場所定立的堅定承

諾。秉持此承諾，我們聆聽、體察及支持我們的員工，

特別是分享第一手親身經歷和故事的黑人員工。

環聯讓每位員工在各方面的體驗中都能感受到重視及共

融，這才能讓我們真正受益。因此，我們下定決心，在

員工的僱傭、薪酬、晉升及發展中消除偏見。我們致力

於以所知所學來促進平等，並透過針對性的培訓計劃及

教育資源來支持我們的員工。

擁抱變革

Chris Cartwright 於 2020 年簽署了「CEO 促進多元與共

融行動」承諾書，這是目前最大規模以 CEO 為首的企

業行動承諾，旨在推進工作場所的多元、平等與共融。

環聯有幸加入這超過 1,000 間企業的行列。透過「CEO 

行動」，我們將向在這領域的領先企業學習，同時分享

自己的經驗與見解。借鑒這些學習成果，我們繼續打造

一個優良環境，支持並鼓勵員工就複雜甚至棘手的多元

性話題進行公開對話。

在 2020 年，我們成立了特別工作組，將
多元化、平等及共融作為一切工作的重中
之首，其中包括我們塑造的文化，以及我
們對消費者及社區的整體影響。種族平等
工作小組的重點任務是在環聯對內對外推
進種族公平及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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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充滿挑戰。個人而言，最艱難的是面對和處

理今天仍然普遍存在的系統性種族主義。我前所未有

地接受很多關乎自身的現實，並接納自己的黑人身

份。這些挑戰讓我更加明白要堅持不懈地成為變革推

動者，並帶領我步入種族平等研究員的角色。

我很高興有機會憑藉熱誠去解決問題，並與其他近 

200 位研究員並肩奮戰。我們將研究、制定及促進可

擴展、可持續的公共政策和企業參與策略，以解決系

統性的種族主義及社會不公問題，造福整個社會。我

深信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的道理，這正是激發我工作

熱誠的源泉。

擁護種族公正
Akyla Catlin，種族平等研究員（美國）

繼簽署「CEO 行動」承諾書後，我們很榮幸地委任 Akyla 

Catlin 為「CEO 行動」種族平等研究員。在這新設立的角

色上，Akyla 正與其他研究員合作，透過公共政策促進種

族平等，並將學習成果應用到環聯。在擔任研究員一職的

同時，她亦是人力資源團隊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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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Block, My Hood, My City 讓貧困青年有機

會認識世界，走出家門去拼搏奮鬥。

支援倡導種族公正的組織

為了促進種族公正及平等，我們在美國推出一項專門的

配對補助金計劃，承諾為五個支持種族公正的組織提供

配對捐贈。在活動過程中，我們的員工慷慨捐贈了超

過 60,000 美元。加上環聯的企業捐贈，我們合共捐贈

近 50 萬美元，進一步打擊種族不平等。

我們知道，世界各地存在很多形式的不平等現象，雖然這

項計劃解決了美國當前面臨的挑戰，但我們仍在繼續尋找

方法，為所有員工提供資源來學習、成長並捍衛正義。

Thurgood Marshall College Fund 透過獎學

金、職業及領導力發展計劃，改變傳統黑人大

學以及黑人主體院校的學生的生活。

Genesys Works 透過提供培訓、工作經驗及

關係網絡，為弱勢社群的高中生鋪就職業成功

之路。

Mercy Home for Boys and Girls 是一個庇護

機構，讓受虐待及被疏忽照顧的兒童獲得成長

與健康、自信和有貢獻的成年人所需的安全，

鼓勵，技能和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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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始於覺悟

我們相信，要克服種族偏見與不公，首先必需提高覺

悟，從最高領導層開始，滲透到整個組織的每個層面。

在 2020 年，我們為全球所有經理舉辦了一個新的培訓

項目：暢談差異性 (Getting Comfortable Talking about 

Difference)。在培訓期間，他們接受了關於偏見和種族等

關鍵問題的教育，並學習應對高難度對話的技能。每位經

理還要制定個人承諾，促進所屬團隊的共融性。

我們相信這些領導人員能夠激發積極的變革，藉由他們擁

抱不安，採取行動，努力推動團結。環聯作為支援，我們

致力為他們提供所需的工具及培訓，務求帶來契合環聯文

化與價值觀的員工體驗。

雖然變革始於高層，但所有員工均有機會及責任發揮其影

響力。為此，我們在內聯網上開設了一個嶄新專欄，提供

多元性、平等性及共融性資源，其中包括精心策劃的教

育資源、podcasts 及討論區，讓員工可以安心地交流發

問。最初，這專欄主要關注美國黑人面臨的問題，但我們

會繼續投入資源於其他議題，例如：種族、民族、性別、

年齡、殘疾、性取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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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參加了「在咖啡中對談」(Coffee & Conversation) 

環節，因為我相信，人難免會無意識地對他人產

生偏見看法，我自己亦是如此。這些對話道出了

每個人的心底話，同時也說明，我們可以更好地

理解與我們不同的人，甚至與他們建立美好的友

誼，這才是最重要的。

透過討論，我改變了我的觀念，並對勇敢分享個

人經歷的同事更感同身受。這讓我產生了前所未

有的感悟。環聯一直致力創造更和諧的工作場所

及環境，我為此深受鼓舞。

淨澈心靈與觀念
Miguel Martinez，分析員，質量保證客戶支
援（墨西哥）

2020 年，全球人力資源擁護者及 D&I 領袖在為期兩星期

的時間裡舉辦了十場題為「種族真實話」(Getting Real 

About Race) 的虛擬圓桌會議。這些交流會通常僅限 30 人

參加，好讓每個人的發言均會被聆聽。會議的目標是聆

聽、學習和領略不同的觀點與經驗，從而讓我們可以在日

常生活中實踐同理心，以促進環聯的包容文化，並為做得

更好而持續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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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正值封城期間，由於時局動蕩，公司實施遙距工

作。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 死亡事件發生後，種族

對峙、搶劫及騷亂此起彼伏，很可能影響所有性別及

國籍的環聯同事。為此，公司建立了一個安全的交流

空間，以供小組討論。

懇談會令我確信，環聯高層認真對待黑人社群所發生

的一切。後來，DE&I 的結構性空間不斷改進，進一

步體現了對我們這個群體的支持。公司讓我們有機

會幫助喚起變革。在環聯，能夠就影響公司的黑人社

群的付出給予反饋，讓我感受到成為這個進程中的一 

份子。

擴大黑人變革之聲
Cleopatra Cowley，高級顧問，批量信貸
服務（美國）

回首 2020 年，面對動蕩與分裂的世界，我們希望環聯

成為一個安全的港灣，讓員工能被理解、重視及包容。

儘管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體會與挑戰，我們還是希望聆聽

和體察黑人員工社群。環聯行政總裁及高層管理團隊舉

辦了一系列懇談會，公司還邀請心理學家舉辦了心理健

康輔導會。這些對話雖然並不容易，但對員工和領導人

來說至關重要。我們的目標是提供一個安全的空間，讓

黑人員工可以自由地表達個人經歷，向領導人提供切實

可行的反饋，並掌握相關技能來應對工作及生活中的種

族壓力。

Cleo Cowley 參加了 Chris Cartwright 的一次懇談會，題

為「關於種族的對話」 (Conversations About Race)。

環聯希望收集黑人員工的第一手資料，作為我們未來策

略的標尺。

六月節，又稱「自由日」，是美國紀念
奴隸制結束的日子。2020 年的六月節
提醒大家，各地的黑人社群仍在為自由
和平等而奮鬥。為了紀念這個重要日
子，所有美國員工放假半天，讓他們可
以有時間反思及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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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同堅韌篇 
我們如何應對新冠肺炎疫情 

疫情重創全球，迫使每個人作出調整，以適應快速變化的

形勢。在這個前所未有的高壓和困難時期，我們全心全意

投入，確保全球員工盡可能順利地適應在家工作，並在各

方面照顧員工的福祉。

這場危機對每個人的影響都不同，正正突顯了員工在工作

以外及以內所面臨的各項挑戰。對此 - 本著健康及安全至

上的原則，環聯於 3 月在全球各辦公室統一實施了在家工

作安排。我們為世界各地的員工提供量身定制的支援，以

幫助他們適應不同的生活環境及經歷，當中既有需要照顧

孩子的在職父母，也有需要安全地堅守崗位的同事，還有

需要照顧年邁親人的員工，以及需要克服孤獨感的一群。

我們希望為每位員工提供所需的工具與關懷，解決個人及

工作的需要同時，在不同個人情況下均保持安全、滿足及

維持生產力。無論前路有多坎坷，大家守望相助，同舟共

濟，必能渡過難關。

全面關懷

身體健康 心理健康 財務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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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健康

隨着疫情資訊的增加，公司內聯網發佈了一份特別福利指

南，旨在提供一站式有關新冠肺炎的醫療問題及資源服

務。我們提供的美國遙距醫療福利，允許員工在非緊急情

況下透過電話、流動應用程式或線上視訊進行全天候尋醫

問診。在部分地方，作為醫療福利計劃之一，員工還可以

享受居家護理。在美國及其他數個地區，員工及受保家庭

成員更可以免費獲得醫療必需的新冠肺炎檢測服務。罹患

新冠肺炎的員工可享有薪病假。儘管只能留在家中，我們

仍可向前邁進。全球健康經理 Ron Lynch 及其他健身愛好

者舉辦了虛擬健身、瑜伽和冥想課程。我們還組織了膳食

營養與健康習慣網絡研討會，並透過照片尋寶遊戲開展趣

味散步活動，及提供在家工作技術設備和辦公椅，以提高

舒適度及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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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

精神健康是全人健康的關鍵。我們深知，員工及其家庭正

面臨着意想不到的挑戰和變化。因此，我們迅速採取行

動，提供工具及資源幫助員工抵禦焦慮、壓力和孤獨感。

為了支持環聯員工，我們邀請臨床心理學家舉辦小組討論

會，發佈關於精神健康的特別 podcasts，舉辦「將壓力

轉化為靭性」(Turning Stress into Resilience) 在家學習課

程，並在多個地區組織「精神健康週」活動。我們還為美

國的黑人員工提供專門的精神健康輔導課程，重點化解種

族壓力的影響。在一對一支援方面，我們的員工援助計劃 

(EAP) 在多個領域提供免費及保密諮詢服務。總括而言，

畢竟我們經歷過共同的挑戰，也體會過不同的艱辛，我

們的目標是創建一個溝通平台，讓大家可以相聚、交流和

傾訴。

特別假期：休息與充電

在家工作可以提供更大的靈活性，有助改
善生活質素，但也會令家庭與職場間的界
限變得模糊，讓人難以從工作中抽離。每
個人都應該暫時放下日常生活的責任和義
務，預留時間給自己和親人。為了感謝所
有員工的辛勤及貢獻，環聯在 2020 年特
設兩天全球「放鬆日」。在 11 月 3 日，
美國員工還獲得選舉日假期，鼓勵他們行
使民主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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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次全球脈搏調查中，我們詢問了員工的遙距工

作體驗，以便我們能夠採取行動，提供更多的支援

和必要的資源。

「您可以舒適地維持目前的在家工作安排多長 

時間？」

「我的經理提供了必要的靈活性以平衡我的工作量

與家庭需求。」

財務健康

很幸運地，我們全球大部分的員工都能遙距工作，並繼續

取得出色的業績，然而也有一些同事的親人意外失業。為

了提供幫助，我們聘請外部求職教練，舉辦一場免費網絡

研討會，指導大家從容應對動盪的就業市場。在 90 分鐘

的研討會中，參加者學會了如何評估市場所需的技能、識

別合適的行業、撰寫具吸引力的履歷表及準備面試等。

財務健康的另一個重要部分是關注個人信貸報告，這也是

我們的專業之一。從 2020 年 4 月開始，環聯為消費者及

員工每星期免費提供信貸報告。我們還與一間員工福利提

供機構合作，提供有關財務基本資訊交流網絡研討會，以

應對市場動盪並為突發事件做好準備。
66%
員工表示  

「無限期」

2020 年 5 月

80%
員工表示  

「無限期」

2020 年 8 月

84%
員工  

同意或非常同意

2020 年 8 月

脈搏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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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好員工和他們的家人

今年，我們在工作與家庭方面有很多責任。因此，為員工

提供更大的靈活性和支援，幫助他們管理好個人生活及事

業至關重要。很多員工有着多重身份：員工、父母、照顧

者、供書教學等等。他們的辛勤付出和壓力並沒有被忽

視，我們要讓員工知道，我們是真正理解他們所面對的。

無論從哪一方，我們都支持員工，不管任何個人情況，我

們都會支援各位員工，包括：

在職父母 

我們為在職父母提供學習課程、社區討論、podcasts 及

內聯網資源，透過不同工具以幫助他們平衡家庭生活的責

任。參加者學會制定可行的時間表、與團隊加強溝通以表

達期望、學習管理壓力以及尋找可供孩子在家娛樂的活

動。在美國及加拿大，Care@work 福利為員工提供長達

十天的育兒及養老支援。員工可透過發出即時通知，要求

安排經認證的護理人員提供服務。

公司當值員工 

我們需要一定數量的同事在公司執行關鍵的工作職能，而

健康和安全是我們最優先考慮的問題。為了支援他們，公

司實行輪班工作制及社交距離指引，提高辦公室清潔標

準，並提供防疫用品如口罩、手套及消毒搓手液。我們還

提供膳食津貼，以及提供交通津貼以鼓勵同事選擇較安全

方法往返公司。

新入職員工 

加入一間新公司難免令人緊張，何況是在疫情期間。為了

支援新員工，我們加強了入職體驗，增設聯繫及社交互動

環節，以幫助新同事更瞭解我們的員工、文化及可用資

源。在新員工入職的第一天或之前，我們就將手提電腦寄

送到他們家中，而環聯的援助中心亦會專門安排時間，幫

助新員工設置公司設備及解決技術疑難。此外，我們還為

新員工指定一名虛擬「友伴」，安排他們參與入職輔導

的遙距工作討論。對於新上任的領導人，我們指派專責

入職教練提供支援，幫助他們盡快建立重要的工作關係與

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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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 

為了適應新的工作方式，我們為經理階層提供了虛擬學習

課程，內容包括遙距管理、決策權運用及目標為本的的領

導。他們可了解如何更有效地溝通，並為不同地點和時區

的虛擬團隊成員創造一個具共融性的互動環境。透過經理

社群對話，他們可以討論如何調整工作實踐模式，包括編

定任務的優先次序，以及靈活安排工作。我們還在「經理

學習」的內聯網頁面上提供了點播文章及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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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生活在環聯」的虛擬生活更多姿多彩

2020 年是充滿挑戰的一年，但亦讓員工學會在虛擬環境

中建立新的社交方式。我們透過視像分享自己的家庭生

活，還邀請員工的家人、子女及寵物作為特別嘉賓出席我

們的會議。從唱歌、演奏樂器、烹飪到主持健身課程，世

界各地的同事展現了自己的才藝。

環聯全球的員工以新穎的方式相聚相守，同心抗疫。雖然

大家未必能聚在一起，但是我們用實際行動證明，「生活

在環聯」並不局限於辦公室，而是深入到每個人心中。

用個人經歷代替年終績效考核

我們認為數字評分並不足以反映同事在 
2020 年作出的非凡努力與貢獻。今年，每
位員工經歷的考驗非數字能代表。為此，我
們取消了 2020 年的年終績效考核的評分，
讓員工在無需承受不必要壓力的環境下處理
最重要的事情，繼續兼顧個人及工作上的優
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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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世界傳遞正能量
Joe Williams，經理，網絡工程（美國）

Joe 是網絡工程部的經理，二十多年來，他一直在為公司

貢獻自己獨特的影音技能與才華。疫情大大改變了 Joe 

及工程團隊的日常工作方式，但他仍以熱情及創意適應各

種轉變。除了改變在虛擬環境中使用技術的方式，他還引

入了新的聯繫方法，包括廣受歡迎的「#FeelGoodFriday 

DJ」合輯。

多年以來，在「日常工作」之餘，我還兼職擔任 DJ。

有同事提議我把這項專長應用到公司中，我立即回

答：「榮幸之至！」於是，「Feel Good Fridays」DJ 

應運而生。我開始主持跨類型、跨文化和跨年代的 DJ 

合輯；有些是專門為各種活動和文化節日準備的，例

如西班牙裔傳統月、排燈節、驕傲月等。

對我來說，音樂是一種把所有人凝聚在一起的國際語

言。無論是甚麼類型的音樂，都能打破障礙，喚起熱

情，表達不同的內涵。音樂沒有邊界、限制或偏見。

能夠為一間可以接納「企業 DJ」的公司工作，感覺非

常美妙。環聯明白重視健康的企業文化對惠及公司的

經營業績很重要。當有人說「我真的很需要它」或者

「我期待着你星期五的節目」時，我再次確信，音樂

就是我人生的一部分，我很樂意以這個身份為環聯的

同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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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聯全球才藝表演

疫情期間，在家工作不一定索然無味。透過別出心裁的比

賽、手工製作、趣味猜謎等活動，我們全球的員工前所未

有地相聚在一起。在平衡工作與家庭事務之餘，我們亦要

尋找樂趣，並去享受環聯風格的好時光。亮點一瞥： 

孟買：實踐環聯信念

區域總裁每天主持一小時的廣播節目，透過播放音樂、講

故事及訪問特別嘉賓來聯繫大家。員工還參加了「實踐環

聯信念」虛擬挑戰賽。他們組成不同的組別來完成任務，

以展現他們如何實踐環聯的信念。

欽奈：保持高昂士氣

為了保持及鼓舞士氣，大家制定了「Work N' Life@ TU」

計劃。該計劃包括舉辦線上尊巴舞課程、冥想課程、遊

戲、比賽等。他們還邀請家人參加「幼兒相聚」，這是專

為兒童舉辦的一系列虛擬活動，包括展示和講述、才藝表

演等。

加拿大：團結在一起

幾位同事展示了他們的音樂才華，並為所有堅守在前線的

環聯員工製作了一段特別的影片。他們創作的靈感來自加

拿大樂隊 Spirit of the West 的《Home for a Rest》。

南非：才藝炫技

借鑒熱門電視節目，南非同事安排了「環聯才藝表演」。

大家競相展示才能及熱誠，並在比賽中培養友誼。

巴西：搖滾巴西

員工展示了他們的音樂才華，演繹了一首動人的《Stand 

By Me》。樂隊成員來自環聯的多個部門，這首歌曲被錄

製成短片，在員工大會中播放。

香港：家庭溫馨

香港同事組織了「環聯好聲音」，這是一個充滿趣味的線

上才藝表演，不同年齡的兒童均獲邀參加表演。

英國：健康工作，健康生活

普拉提課程、膳食營養網絡研討會以及健康小貼士，幫助

同事在家工作既保持活力，亦可以享受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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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事中認識彼此 
Priyank Arya，人力資源業務夥伴，學習及
組織發展（印度）

過去一年，很多在職父母都面臨一個挑戰：讓子女在家中

過得既充實又有趣。幸運的是，一個美妙的故事總能吸引

子女的興趣。在學習與發展專家 Priyank Arya 的帶領下，

世界各地的環聯員工都來為小朋友講述了家鄉的故事。

在這個艱難時期，家庭始終是所有人的力量源泉。

我們藉助虛擬技術來聯繫及支援環聯的員工，與此

同時，我們也意識到，應該讓員工的家人參與其

中。這個講故事的活動由人力資源專家與公司各部

門的義工合力完成。

活動的成果不僅是製作出很多有趣的短片，看到小

朋友的笑容，更讓員工釋放生活壓力和見識其他不

同文化。我很自豪能為一間以人為本的公司工作。

它激勵我每天精力充沛地去發揮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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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G 建立聯繫 

環聯在全球建立十個網絡資源組 (NRG) 社群，旨在加強

興趣相投、背景相似的員工之間的聯繫與友誼。透過具創

意的虛擬活動、項目及合作，這些小組振奮了人心，並聚

攏世界各地的同事，讓大家保持緊密的歸屬感和凝聚力。 透過不同資源教育及宣揚非洲後裔 

文化。

將多元性倡議傳播至整個環聯，創造一

個包容所有人的工作環境。

為性小眾及其盟友創建一個平台，讓他

們能在開放、接納及尊重的環境中活出

真我。

致力於建立及開發社群，讓環聯的員工

能夠更了解亞洲文化並建立聯繫。

由退伍軍人及其支持者創建並為其服務

的團體。

支持及倡導女性在企業內部擔任各級領

導崗位和職業發展。

教育、啟發及賦能員工從基本方式把生

活與可持續發展的實踐保持一致，並注

重環保意識。

宣揚西班牙裔民族文化，促進員工在環

聯的專業發展。

旨在為未來的環聯領導者在其職業生涯

早期提供與其他同事建立關係的機會。

通過調整身心營造一個正念、和平、快

樂和具生產力的工作環境。

FUTUROD&I Forum Green @ TU

Pride @ TU

Women @ TU

312020 年多元化報告



具紀念意義的節日

透過視像對話、時事通訊、podcasts 及其他創意渠道，每個

小組都迅速地重塑了他們與成員間的互動方式。他們在各種

節日為社群組織虛擬活動與交流，以達到教育、慶祝及聯繫的 

目的。

黑人歷史月 

「非洲僑民聯盟」特邀 TEKsystems 的多元及共融性總監 Franklin Reed 探討「掩飾」這個概念，討

論人們如何改變自己的外表或行為以適應環境。他以感人至深的演講告訴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為公司

的共融文化出一份力，讓所有同事都能自由自在地保持本色。

國際婦女節
由於疫情在三月開始惡化，我們只能在短時間通知下進行有限的慶祝，然而女性 @ TU 仍想出辦法，

為全球的女性同事獻上節日的祝福。該小組在內聯網發表了振奮人心的貼文，將支援、讚賞及賦能的

資訊傳遍每個角落。

西班牙裔傳統月 

以「環球一家」為主題，FUTURO 舉辦了一場小組討論，由環聯的領導人分享他們的個人和職業經驗。

其他團體，包括 TuneUp 及 Peace of Mind 等，則組織了職業發展、瑜伽及靜觀課程，幫助員工利用虛擬技術發展自己的

事業，並在艱難時期保持身心健康。Green @ TU 亦於 12 月展開活動，號召所有熱衷於環保及可持續發展的員工參與。

驕傲月 

儘管身處異地，我們仍不忘團結與友誼。當月，自豪 @ TU組織了各種慶祝活動，包括舉辦虛擬自豪巡

遊 (Virtual Pride Parade) 和自豪小遊戲 (Pride Trivia) 等。

亞太裔傳統月 

飲食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居家隔離期間，最開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與親人聚餐。「聯繫亞太裔」邀

請員工與環聯家庭的其他成員分享最愛的食譜，讓大家領略不同的傳統和文化。

退伍軍人節 

透過一系列的午餐學習會活動，「退伍軍人聯盟」向眾多曾經為國效力的勇士致敬。在活動中，參加者

瞭解了如何與專門的非牟利夥伴合作，支援現役軍人和退伍軍人的信貸教育、職業發展及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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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艱難時期關愛家人
Katie Falzone，總監，全球交付（美國）

在環聯工作最偉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們讓大家互相支持、

團結一致。如果有人不幸患病或感染新冠肺炎，其他同事

就會幫忙分擔工作；如果有人需要傾訴，其他同事亦不離

不棄，一路相伴。

這一年，為了讓環聯員工及其家人能參與其中，在職父母

小組 (Working Parents Group)（由 Women @ TU 贊助）

組織了很多有趣的虛擬活動。當中包括魔術表演、講故

事、藝術節目、展示和講述等，小組為居家隔離的眾多家

庭創造奇妙時刻。Katie Falzone 就是在職父母小組的一

員，她將永遠珍藏與女兒的這些寶貴回憶。

就像很多人一樣，2020 年是我作為父母最困難的一

年。在疫情的最初幾個月，我的女兒在電子學習過程

中難以保持專注，總是想和其他小朋友見面和玩樂，

所以經常鬧情緒。

藉助在職父母小組提供的資源及活動，我獲得力量克

服這些挑戰。小組使我和女兒都充滿期待，那就是我

們迫切需要的歡笑與親情。我們最喜歡的活動之一是

虛擬魔術表演。後來，女兒對我說：「這是我看過的

最好的節目！」。毫無疑問，這些快樂時刻將被她銘

記於心。雖然 2020 年充滿挑戰，但是生活總有一線

生機，我們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家人。我很榮幸能在一

間有人情味的公司工作，並與公司分享共同的價值觀

及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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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語 
Chris Cartwright 的結束語 

主席兼行政總裁

從疫情肆虐全球，到爭取種族平等，2020 年我們都面臨

巨大的挑戰。對環聯來說，這些問題進一步展示，儘管我

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經歷，但是只要大家團結一致，就能

發揮無窮的力量。

整個 2020 年，環聯將員工及社群的健康與安全放在首

位。我們在疫情早期便開始實施在家工作安排，並為員工

提供設備、技術、培訓及支援，讓大家可能順利、高效、

充實地遙距工作。對於少數需要留守在公司工作的前線同

事，我們制定了嚴格的健康工作規程，並提供交通及膳

食福利。我們明白團隊面臨着千變萬化及前所未有的挑

戰，公司需要從身心和財務健康的角度為員工提供嶄新的 

支援。

與此同時，我們積極採取行動擁護種族公正。我們增加了

關於包容性的內部對話及培訓，並成立種族平等工作小

組，任命了環聯有史以來第一位首席人才及多元化總裁，

並向處於平權奮鬥前線的非牟利組織捐款。我們取得了重

要進程，惟未來依然任重道遠。我們將再接再厲，務求每

位員工都能被看到、聽到、被尊重並融入環聯。

儘管大家未必能聚在一起，但我們卻從未如此團結，每位

同事都守望相助，幫助客戶、消費者及家庭共克時艱，並

為創造一個多元、平等與共融的世界不懈奮鬥。

和衷共濟，心手相連，我相信環聯必能更加堅韌及强大，

譜寫新的輝煌。

- Chris Cartwright，主席兼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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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說明：

 →所有人口統計資料（如性別及種族）均以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環聯員工人數為準。

 →僱傭及晉升數據為 2020 年全年數據。

 →若干定義及方法論已於 2020 年更新，可能不適用於 

2019 年之數據。

 →百分比以四捨五入計算至最接近的整數，加總計算結果

未必等於實際累積百分比。

 →本報告中的所有數據均不包括實習生及董事會成員。

 →「高層領導」包括副總裁及以上級別人士。

 →全球的技術類員工包括技術及分析部門在內。

 →種族（美國）： 

 • 目前只能獲得美國的種族數據，我們正努力分類及收

集所有國際區域的此類數據。

 • 「其他類別」種族群體包括美國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

原住民、夏威夷原住民或其他太平洋島民、雙種族或

多種族人士。

 • 在美國，11％ 員工在報告時沒有披露種族/民族，且

已從報告的數據剔除。

 • 我們將「代表性不足群體」（美國）定義為自認是黑

人或西班牙裔的人士。

 →性別（全球）： 

 • 在全球，0.6%（四捨五入為 1%）的員工在報告時沒

有披露性別，且已從報告的數據剔除。

 • 我們從 2020 年第四季度開始收集性別認同資料（美

國）。於報告該數據時，我們尚無足夠資料來完整顯

示美國人口的性別認同。

 →除另有說明外，員工福利資訊僅適用於美國員工。

 →除另有說明外，《多元化報告》中使用的合照或公司現

場相片均為疫情之前拍攝，並由相關同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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