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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佈] 

社商賢匯揭曉2021年度香港同志共融僱主及大獎 

 

【2021年5月24日】一直致力推廣社會企業責任及職場多元共融的社商賢匯於上星期五以網上直播形式揭曉

十大香港同志共融僱主及五項香港同志共融大獎的得獎結果。是次線上晚宴由喜劇演員阿V (Vivek 

Mahbubani)主持，典禮加插Petticoat Lane 駐場DJ表演、 Penicillin 創辦人Agung Prabowo的鷄尾酒教學環節，並

有四位變裝皇后Gigi Reyes、Kween Mocha Diva、Miss Tina Uglyhaira和Violette Blanche帶來舞蹈表演，為整個

晚會生色不少。 

 

香港同志共融大獎創立於2015年，旨在表彰社會各方包括企業、機構及個人在推動本港職場及社區的同志

平權與共融上的重大貢獻，並為入圍者及得獎者提供一個平台，宣揚他們在同志共融工作上所付出的努力。

所有提名項目均就策略性、積極性、影響力、持續性及傳承五大範疇進行考核。 

 

而香港同志共融指數於同年起隔年推行，以可靠及嚴謹的標準評估企業及機構為同志僱員創造共融

工作間而推行的政策和實例，是亞洲首創的相關基準指數。今屆有37間來自金融、酒店服務業、科

技、法律、傳媒及地產等不同界别的企業及機構參與評估。 

 

社商賢匯行政總裁施進（Peter Sargant）表示：「在過去兩年間，企業促進香港及亞洲社會同志共融的工

作變得越來越重要。我們明白在疫情下，少數群組的負擔尤其重；而令人驚嘆的是，不少企業能再次應

對工作場所上的不平等挑戰。我們亦很榮幸能表彰每一位參與指數的企業及機構的成就，更對能躋身十

大同志共融僱主的企業及同志共融大獎的得獎者引以爲傲。感謝各位為同志社會及下一代的同志員工營造

更好的環境，成功引領、啓發並推動了其他人，改變這個社會。」 

 

2021香港十大同志共融僱主 

12間企業在本年度指數中獲評為金章級別。湯森路透為香港同志共融僱主之冠，從上屆的第五位攀

升至本届的榜首。而這更是歷届首次由一家傳媒公司獲得此項殊榮。 

以下為全港十大同志共融僱主名單： 

 

1  湯森路透 

2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3  年利達律師事務所 

4  摩根大通 

5  安理國際律師事務所 

6  宏利 

7  安永 

8  法國興業銀行 

9  紐約梅隆銀行 

10  富而德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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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章、銀章及銅章級別 

 

除了上述的排名外，社商賢匯制定了金章、銀章及銅章級別，這些級別展示公司在整體指數的表

現水平。2021香港同志共融指數中分別達至金章、銀章及銅章級別的公司(按英文名稱字母次序排

列)如下。請注意：並非所有機構願意公開名稱，故此下表並非完整名單。 

   

• 安理國際律師事務所 
(Allen & Overy) 

• 紐約梅隆銀行 (BNY 
Mellon) 

• 花旗銀行 (Citibank N.A.) 

• 安永 (EY) 
• 富而德律師事務所 

(Freshfields Bruckhaus 
Deringer) 

• 摩根大通 (J. P. Morgan) 
• 年利達律師事務所 

(Linklaters) 
• 宏利 (Manulife) 
• 法國興業銀行(Société 

Générale) 
• 渣打銀行香港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Hong 
Kong) Limited) 

•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
公司 (The Hong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 湯森路透 (Thomson 
Reuters) 

• 安睿順德倫國際律師事務

所 (Eversheds Sutherland) 

• 富達國際 (Fidelity 

International) 
• 霍金路偉 (Hogan Lovells) 
• 畢馬威 (KPMG) 
• 穆迪公司 (Moody’s 

Corporation) 
• 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 
• 尼爾森 (Nielsen) 

• 野村國際 (Nomura) 

• 貝麥·堅時國際律師事務所(Baker 
McKenzie) 

• 法國巴黎銀行 (BNP Paribas) 
• 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 (British 

Consulate-General Hong Kong)  

• 德勤 (Deloitte)  

• 吉利德科學公司 (Gilead Sciences 

Hong Kong Limited) 
• 仲量聯行 (JLL) 
• 凱易 (Kirkland & Ellis) 
• 麥格理銀行 (Macquarie Group) 
• 寳潔公司 (Procter & Gamble 

Hong Kong Limited) 

• 韋萊韜悅 (Willis Towers Watson) 

 

 

 

按行業分類的三大同志共融機構 

此外，社商賢匯亦在2021香港同志共融指數中表揚最高參與機構數目的金融及法律界的三大同志

共融機構。 

 

 金融 法律 

1 滙豐銀行(HSBC) 年利達律師事務所 

(Linklaters) 

2 摩根大通 

(J.P.Morgan) 

安理國際律師事務所 

(Allen & Overy) 

3 法國興業銀行

(Société Générale) 

富而德律師事務所 

(Freshfields Bruckhaus 

Der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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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香港同志共融指數》發佈詳情 

《2021香港同志共融指數》的完整報告將於七月發佈，內容包括對各參與機構的調查結果、重要

的基準指標和最佳實踐方案。請密切社商賢匯網頁。 

 

 

2021香港同志共融大獎得獎者名單                                                                                                  

 

獎項 得獎者 

最佳同志網絡 

由摩根大通贊助 

 野村國際，LGBT+ Network AEJ 

卓越公司發起人 

由摩根士丹利贊助 

Robert Head，湯森路透 

傑出同志共融大使 

由湯森路透贊助 

 Jasmine Eve Titmuss，瑞士信貸 

 

傑出同志盟友 

由高盛贊助 

 Sören Seitz，宏利 

 

最具影響力同志共融社區項目 午夜藍，性/別小眾媒體報道指引 

 

 

 

所有得獎者的簡介，請參閲此網頁。（只供英文版）  

  

在遴選的過程中，社商賢匯召集了一個評審小組，當中由兩名外來專家、一名來自贊助機構的高級行政人

員（如有）及兩名社商賢匯的代表組成，以提升獎項的專業性及客觀性。有關評審資訊，請參考此網頁。

（只供英文版）  

  

如欲了解更多有關 2020 年香港同志共融大獎的資訊，請瀏覽社商賢匯網頁。（只供英文版）  

 

– 完 – 

 

社商賢匯簡介 

 

社商賢匯是一家非牟利機構（香港慈善機構編號：91/6560），其使命是領導、啟發及支持商界實踐企

業社會責任，發揮企業對人群和社區的正面影響。社商賢匯的工作包括進行調查研究，建立聯繫 網

絡，籌辦活動，主導社會運動和提供顧問諮詢及培訓，在亞洲有關企業責任議題上建立了領導思想的

地位。 

社商賢匯倡議責任營商，其工作主要覆蓋四個範疇： 

• 培育「責任營商」領導思維 

• 改善職場不平等情況 

• 確保員工健康快樂 

• 促進社會多元共融 

http://www.communitybusiness.org/
https://www.communitybusiness.org/latest-news-resources
https://www.communitybusiness.org/programmes-campaigns/2021-hong-kong-lgbt-inclusion-awards-winners
https://www.communitybusiness.org/programmes-campaigns/2021-hong-kong-lgbt-inclusion-awards-judging-panel
https://www.communitybusiness.org/programmes-campaigns/2021-hong-kong-lgbt-inclusion-awards-judging-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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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商賢匯於2003年成立，扎根香港，並於印度設有服務點，同時亦與亞洲、歐洲及美洲的專業合作夥伴

及顧問合作，支援亞洲區不同規模和行業的公司， 匯聚企業力量，推動社會進步。詳情請瀏覽 

www.communitybusiness.org。 

 

媒體聯絡: 

 

林貞儀 Eliana Lam 

傳播推廣主任 

總機: +852 2152-1889/  +852 6600-0299 

電郵: elaina.lam@communitybusine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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