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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1.		 損失工時受傷定義為因工傷引致損失最少一個工作日的受傷事故數目。

2.		 損失工作日：損失工作日為當醫生診斷一名員工不適合工作時開始計算。損失工作日數從員工受傷後的第一天開始計算，並在該員工復工、轉換職位或離職時結束。

3.	 損失工時受傷率代表每年每一百名僱員當中因工傷引致損失工時的人數。其計算方法為總損失工時受傷事故乘以二十萬，然後除以其總工時。該二十萬為一百名員工的全年總工時，乃根據每週工作四十小時及每年工作五十週所計算。	

4.		 損失工作日比率代表每年每一百名僱員當中因工傷而損失的擬定工作日數。其計算方法為總損失工作日乘以二十萬，然後除以其總工時。該二十萬為一百名員工的全年總工時，乃根據每週工作四十小時及每年工作五十週所計算。	

機身 客艙設計整裝方案 部件 發動機 港機集團總計

單位 2020 2019 2018

工時（全體員工參與時數總計） 數目 	25,984,950	 	764,613	 	1,617,571	 	3,267,678	 	31,809,787	 	36,166,310	 	34,351,854	

工作有關的死亡事故（僱員） 數目 	-			 	-			 	-			 	-			 	-			 	-			 	-			

損失工時受傷事故1 數目 	121	 	3	 	2	 	3	 	129	 	200	 	222	

輕傷事故／急救個案 數目 	302	 	3	 	8	 	16	 	329	 	711	 	647	

總損失工作日2 數目 	5,733	 	134	 	35	 	76	 	6,008	 	7,751	 	8,264	

損失工時受傷率3 	0.93	 	0.78	 	0.25	 	0.17	 	0.81	 	1.11	 	1.29	

損失工作日比率4 	44.35	 	35.05	 	4.33	 	4.39	 	37.77	 	42.86	 	48.11	

社會表現

表現數據
表現數據的收集及計算方法

我們一般的做法是要求數據擁有者通過書面證明或以過去業績，確認其數據的準確性。

數據經由內部及外部批核，以確保沒有任何重大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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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機集團總計

單位 2020 2019 2018

僱員總人數 人數 14,520  15,187  14,708 

按年齡劃分

三十歲以下 人數 2,971 	3,519	 	3,458	

三十至五十歲 人數 8,404 	8,399	 	8,057	

	五十歲以上 人數 3,127 	3,269	 	3,193	

按性別劃分

男性 人數 11,881 	12,414	 	12,026	

女性 人數 2,639 	2,773	 	2,682	

按地區劃分

香港 人數 6,788 	7,224	 	6,961	

中國內地 人數 5,386 	5,476	 	5,361	

美國 人數 2,320 	2,462	 	2,375	

其他 人數 26 	25	 	11	

社會表現

僱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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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機集團總計

單位 2020 2019 2018

按僱傭合約、僱傭類型及性別劃分

長期僱員	—	全職（男性） 人數 11,268 	11,660	 	11,424	

長期僱員	—	全職（女性） 人數 2,580 	2,689	 	2,581	

長期僱員	—	兼職（男性） 人數 39 	34	 	20	

長期僱員	—	兼職（女性） 人數 40 	48	 	60	

長期僱員總人數（男性） 人數 11,307 	11,694	 	11,444	

長期僱員總人數（女性） 人數 2,620 	2,737	 	2,641	

固定期限及臨時合約僱員（男性） 人數 574 	720	 	582	

固定期限及臨時合約僱員（女性） 人數 19 	36	 	41	

僱員總人數（男性） 人數 11,881 	12,414	 	12,026	

僱員總人數（女性） 人數 2,639 	2,773	 	2,682	

社會表現



可持續發展報告 2020

社會表現

港機集團總計

單位 2020 2019 2018

按僱傭合約及地區劃分

長期僱員（香港） 人數 6,218 	6,468	 	6,468	

長期僱員（中國內地） 人數 5,386 	5,476	 	5,215	

長期僱員（美國） 人數 2,302 	2,462	 	2,305	

長期僱員（其他） 人數 21 	25	 	15	

固定期限及臨時合約僱員（香港） 人數 570 	756	 	563	

固定期限及臨時合約僱員（中國內地） 人數 	-			 	-			 	7	

固定期限及臨時合約僱員（美國） 人數 18 	-			 	-	

固定期限及臨時合約僱員（其他） 人數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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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離職數目及離職率 港機集團總計

單位 2020 2019 2018

按年齡劃分

	三十歲以下 人數 438	(13.3%) 657	(19%) 754	(21.2%)

	三十至五十歲 人數 402	(4.9%) 537	(6.7%) 697	(9.0%)

	五十歲以上 人數 457	(16.4%) 364	(12.9%) 335	(12.3%)

按性別劃分

	男性職員 人數 1,023	(8.9%) 1,231	(10.7%) 1,413	(12.4%)

	女性職員 人數 274	(10.1%) 327	(12.2%) 373	(14.1%)

按地區劃分

香港及澳門 人數 549	(8.6%) 675	(10.5%) 841	(13.1%)

中國內地 人數 223	(4.1%) 296	(5.5%) 363	(6.9%)

美國 人數 519	(21.6%) 584	(23.9%) 582	(24.9%)

其他 人數 6	(26.7%)

總計 人數 1,297 (18.6%) 1,558 (10.9%) 1,488 (12.7%)

社會表現

僱員離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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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機集團總計

單位 2020 2019 2018

按年齡組劃分

三十歲以下 人數 300	(10.0%) 1,125	(32.1%) 1,051	(30.4%)

三十至五十歲 人數 266	(3.2%) 591	(7.3%) 579	(7.4%)

五十歲以上 人數 78	(2.8%) 157	(5.7%) 235	(8.5%)

按性別劃分

男性職員 人數 529	(4.7%) 1,463	(12.6%) 1,488	(13%)

女性職員 人數 115	(4.4%) 410	(15%) 377	(14.3%)

按地區劃分

香港及澳門 人數 181	(2.9%) 809	(12.6%) 714	(11.3%)

中國內地 人數 95	(1.8%%) 440	(8.1%) 506	(9.5%)

美國 人數 358	(15.2%) 619	(25.2%) 652	(27.5%)

其他 人數 10	(38.5%)

總計 人數 644 (4.6%) 1,873 (13%) 1,872 (13.3%)

社會表現

新僱員僱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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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機集團總計

單位 2020 2019 2018

培訓的平均小時總數 小時 53.27 52.61 57.36

僱員類別分佈

級別	1 小時 51.38 58.34 -

級別	2 小時 72.68 33.58 -

級別	3 小時 18.72 20.96 -

級別	4 小時 8.24 27.47 -

社會表現

培訓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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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表現

集團管理團隊多元性

港機集團總計

單位 2020 2019 2018

按年齡組劃分

三十歲以下 人數 - - -

三十至五十歲 人數 2 4 4

五十歲以上 人數 10 8 8

合計 人數 12 12 12

按性別劃分

男性職員 人數 10 10 10

女性職員 人數 2 2 2

合計 人數 12 12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