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营造
通过积极营造社区并着眼长远发展，我们将继续改善公
司项目所在社区，为其创造价值，同时亦保留社区特
色、关顾社群并提升社区人士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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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地产深知我们构建及守护的社区对社会具有重大影响。正因如此，我们冀盼构建理想社区，
从而改善物业所在地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活力社区，确保发展项目平衡美学、功能、生态及文化影

响。

与此同时，社区的长远发展亦离不开持续优化、维护和管理这些资产，从而令在公司发展项目内

居住和工作的社群不断提升生活质量，并惠及周边社区。

重要议题

本地经济发展 社会共融

社区建设参与 改善社区

本支柱的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如下：

SDG 8
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

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
就业，及为员工提供体面

工作。

SDG 9 
发展、创新和基础设施

建造具备抵御灾害能力的基
础设施，促进具有包容性的
可持续工业化，推动创新。

SDG 11 
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
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 

社群。

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

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社区建设 宜居性 连通度

社区营造效益报告

本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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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荟城
太古广场

太古坊

太古城中心

GRI  
102-2, 102-4, 102-6

香港 中国内地 新加坡

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美国迈阿密

香港

太古坊

太古集团在区内扎根超过一个世纪，见证太古坊从

早年的太古船坞和糖厂衍变成为充满活力的商业中

心。

太古坊近年持续进行重建，工程现已进入最后阶

段。楼高48层的高效能办公楼太古坊一座于2018年

落成，标志太古坊重建计划第一期竣工。第二期经

已动工，将会兴建太古坊二座及70,000平方尺绿化 
休憩空间，预计于2021或2022年完工。

2019年9月，太古坊在国际设施管理协会主办的亚太地区卓越奖2019夺得环境管理组别亚军。在

RICS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香港年度大奖中，太古坊管理团队获颁发项目管理团队奖，而太古坊一

座取得可持续发展成就团队及商厦代理团队大奖。同年太古坊一座并于环保建筑大奖2019取得殊

荣。

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

社区建设 宜居性 连通度

社区营造效益报告

本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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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城中心

太古城中心是香港岛最大的购物商场之一，楼高六

层，位于港铁太古站上盖，交通方便。商场共有170
多家商店及餐厅，另有戏院和室内溜冰场。

太古城中心的一家餐饮租户是太古地产香港发展项

目中首间参与“绿色厨房”计划的餐厅，取得二叶评

级。

我们过去曾与太古城中心131个租户合作进行废弃物

收费先导计划，按废弃物体积和重量收费。我们到

租户的营业场所视察并提供意见，与租户衷诚合作，结果在六个月的试验期内参与的租户的废弃

物量下降18%，回收率则上升15%。

东荟城

东荟城名店仓于2019年8月完成扩建，包括474,000平

方尺的新翼。项目于港铁东涌站上盖，邻近香港国际

机场及港珠澳大桥，运输网路四通八达，享有策略性

地理优势，游客从东荟城前往香港多个着名景点均十

分方便。

香港

太古广场

2 0 1 9 年 是 太 古 广 场 开 幕 3 0周年志庆。本 报 告 

“实践可持续发展”章节正以太古广场为题，叙述 

我们多年来用心营造和优化社区的历程。今年，太

古广场在环保建筑大奖2019夺得“既有建筑 ─ 施管

理类别”大奖，表扬项目持续改善基本屋宇设备、
提供卓越的租务服务及全面推行节能措施。

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

社区建设 宜居性 连通度

GRI  
102-2, 102-4, 102-6

社区营造效益报告

本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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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中国内地 新加坡

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美国迈阿密

北京

上海
成都

广州

颐堤港 北京

颐堤港是以零售为主导的综合发展项目，包括一个购

物商场、一座甲级办公楼及一间酒店。颐堤港是全

球首个取得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评级(LEED)(既有建

筑：营运与保养4.1版)最终铂金级的综合发展项目。
颐堤港的屋顶菜园成为城中焦点，先后举行多项可持

续发展主题活动，成绩斐然。

三里屯太古里 北京  

三里屯太古里是我们在中国内地的首个项目位于北京

市朝阳区中心。项目担当关键角色，促成三里屯衍变

为结合文化、零售、餐厅和酒店的商务中心，今年三

里屯太古里积极参与区内的先导计划，与政府携手在

三里屯推广夜间活动，发展当地夜经济。

中国内地

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

社区建设 宜居性 连通度

GRI  
102-2, 102-4, 102-6

社区营造效益报告

本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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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

成都远洋太古里 成都

成都远洋太古里坐落于成都市锦江区，面积达220万

平方尺，是一个以零售为主导的综合发展项目。成

都远洋太古里毗邻千年古刹大慈寺，荟萃古今建筑

风格，是别具特色的潮流休闲地标。项目获得能源

与环境设计先锋评级(LEED)(“既有建筑：营运与保

养”(EBOM)类别)4.1版铂金级认证，成为全球首个取

得该评级认证的开放式街区商业项目。

前滩太古里 上海

前滩太古里坐落于上海浦东前滩国际商务区，总楼

面面积约130万平方尺。项目采用开放式布局，设计

以“自然主义”作概念，荟萃自然元素与现代建筑。
前滩太古里已取得WELL核心与外壳铂金级预认证及

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评级(LEED)金级预认证，第一期

预计于2020年开业。

太古汇 广州

太古汇是广州市天河区的高档生活休闲地标，项目的

购物商场是全球首个取得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评级

(LEED)“既有建筑：营运与保养”铂金级认证的密闭

式商场。

兴业太古汇 上海

兴业太古汇位于上海的主要购物商圈南京西路，毗

连三条地铁线，交通便捷。项目包括两座甲级办公

楼(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评级(LEED)最终铂金级认证)

和一个购物商场(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评级(LEED)最

终金级认证)，另有两间酒店 ─ 镛舍及上海素凯泰酒

店。项目设计是将该区发展成为崭新的商业、购物及

休闲热点。

图片仅为构想图

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

社区建设 宜居性 连通度

GRI  
102-2, 102-4, 102-6

社区营造效益报告

本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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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美国

香港 中国内地 新加坡

Brickell City Centre

Brickell City Centre 迈阿密

2016年开幕的Brickell City Centre是我们在美国迈

阿密的地标性综合发展项目，也是公司首个获得

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评级(LEED)"社区发展”类别

(Neighbourhood Development)金级认证的发展项

目。项目的亮点之一是破格创新的环保建筑设计

Climate RibbonTM，由钢铁、玻璃及纤维组成的高架棚

架能为访客遮挡阳光，保持通风及收集雨水，并为购

物中心提供自然照明。

美国迈阿密
`

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

社区建设 宜居性 连通度

GRI  
102-2, 102-4, 102-6

社区营造效益报告

本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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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EDEN 新加坡

EDEN是太古地产于新加坡发展的首个顶级豪华住宅

项目，独树一帜的公寓大楼由Thomas Heatherwick设

计，其灵感源自新加坡“花园城市”的愿景。天然通

风是项目的主要环保特色，大楼的空中阳台能够提

供遮荫效果，单位三面窗户亦有助增加对流通风，从

而减少对空调的使用和能源消耗。项目的环保特色于

2018年荣获新加坡建设局(BCA)颁授绿色建筑标志白

金奖评级。

香港 中国内地 新加坡

EDEN

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美国迈阿密

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

社区建设 宜居性 连通度

GRI  
102-2, 102-4, 102-6

社区营造效益报告

本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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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营造效益报告》

我们于2018年开展研究如何界定及评估“优质社区”，首先在太古坊进行先导性研究，根据关

键指标评估效益。我们现正根据研究所得制定一套方法评估、衡量和汇报公司项目的效益。

我们于2020年初发布首份《社区营造效益报告》，从社区活力、经济民生、社群福祉及社区抗

御力四个范畴探讨“优质社区”的定义。

在编制《报告》的过程中我们广泛征询城市规划师、设计师、地产业界专家、可持续发展顾

问、经济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士的意见。《社区营造效益报告》分别研究太古地产发展项目的有

形与无形特质，以创新方式评估我们营造和发展社区的效益。评估结果应有助我们日后在营造

及发展社区的工作上精益求精。

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

社区建设 宜居性 连通度

社区营造效益报告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本地经济

https://www.swireproperties.com/-/media/files/swireproperties/publications/2020-places-impact-report.as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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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建设 GRI  
203, 413

HKEX 
层面 B8
KPI B8.1, B8.2

作为“2030可持续发展策略”的一部分，我们矢志投资于旗下物业的所在社区，并积极建设促

进未来的发展。于2019年，我们致力推行多项社区活动及社区改善计划，并且尽可能为不同地

区度身设计活动，务求迎合当地社区的兴趣和需要。

支持文化及艺术发展

我们致力在旗下发展项目安排艺术及文化表演，支持艺术家和表演者，今年继续举办更多这类

活动。太古地产各发展项目经常举行社区活动和推广各类计划，努力构建及孕育活力盎然的本

地社区。

艺术月

2019年艺术月，太古地产在香港的各发展项目于3月及4月举办数场活动。亮点包括：

LUMENous GARDEN

太古广场展出LUMENous GARDEN互动艺术

装置，两座动力学雕塑会随着观众移动而

伸开展合。

Urban Playgrounds

太古坊ArtisTree举行Urban Playgrounds展

览，结合视觉艺术与摄影作品，并在公共

区域举行期间限定表演，让观众享受互动

的高质量感官体验。

You Are My Other Me

在太古广场三座外展出700磅重的You Are 
My Other Me环保艺术装置，由回收旧衣物

制成，借此推广减少纺织废料的环保意识。

Spectrum

太古地产贵宾室“Spectrum”在巴塞尔艺

术展香港展会展出。

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

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宜居性 连通度社区建设

社区营造效益报告

本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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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ree Selects: Theatre Bites

为期11天的剧场系列共有20场表演，带来

五部英式短剧，结合喜剧、音乐剧及形体

艺术剧。当中，If Not Me, Who?生态剧旨在

启发观众思考纯素食主义、速食时装和气

候变化等环境议题。

ArtisTree Selects: Moving Pieces

20场舞蹈表演，邀请了挪威、威尔斯、法

国及香港著名舞蹈团献艺，并于8月至9月

举行多场互动舞蹈工作坊。

ArtisTree
太古坊康桥大厦的ArtisTree别具活力的多用

途艺术场地，经常举行世界级艺术活动、
展览和表演，推广新派艺术、创新意念及

新浪潮艺术表演。

2019年的活动亮点如下：

Beyond Fashion

为期37天的展览及一系列沉浸式活动，让观众以融合艺术、时装和美食的崭新方式欣赏时

装摄影作品。

社区营造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

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宜居性 连通度社区建设

社区营造效益报告

本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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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与北京国际音乐节合作

2019年是我们第十年与北京国际音乐节合作，为北京的乐迷呈献一系列音乐表演。我们希

望将独树一帜的创新体验带给北京市民，让更多人欣赏音乐之余，也令社区洋溢活力。

亮点包括：

•	 Michel van der Aa的虚拟音乐节目EIGHT连续18天在三里屯太古里北区作亚洲首演。

•	举行一系列English Traditions and Russian Retrospective演奏会，表演者包括  

 Vladimir Ashkenazy、沈洋及马勒室内乐团(Mahler Chamber Orchestra)。

•	  颐堤港邀得北京国际音乐节少儿节日乐 

  团(BMF Children Festival Orchestra)及北 

  京爱乐合唱团演出奥芬巴赫的经典歌剧 

  Les Contes d’ Hoffmann。

广府文化体验工作坊

2019年，广州太古汇推出广府文化体验工

作坊。我们的爱心大使联同专业新闻工作

者和暨南大学学生筹办多项活动，推广广

府五大文化：服饰、美食、建筑、习俗与

康乐、艺术和工艺。

为积极参与保育和推进本地艺术与文化，
我们安排了以下活动：

•  时装业租户展出以广府文化作灵感的时尚设计；

•  餐饮租户参与的广东美食活动；

•  太古汇总经理介绍太古汇的建筑特色，灵感源于广东文化；

•  太古汇多个春节节庆活动推广广府艺术及工艺。

广州一份主流报纸专题报导了广府文化体验工作坊，我们亦拍摄了五套短片分享至太古地

产“2030可持续发展策略”微信公众平台。

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

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宜居性 连通度社区建设

社区营造效益报告

本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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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屯文化艺术节

2019年，三里屯街道办事处秉承传统，
主办第18届三里屯文化艺术节。三里屯太

古里多年来积极支持这项年度盛事，并协

助安排筹办艺术及时尚活动，掀起城中热

话。今年我们除了提供红馆作场地举行文

化艺术节，还安排多元化的喜剧演员及乐

手表演，传神演绎三里屯文化艺术节的主

题 ─ 潮文三里。

精彩表演包括：

•	本地小学生演出京剧。

•	融合弗拉明戈舞与传统中国舞的舞蹈表演。

•	本地及国际专家发表艺术和文化专题演讲。

“舍区侠”

我们的社区融合计划旨在鼓励社区邻里与上班一族一同为社区增添活力，加强大家对所居所聚

社区的凝聚力。

，
舍区侠

“舍区侠”是一项社区融合计划，让社区成

员通过参与艺术、文化等创意生活项目歌颂

他们热爱的社区。

今年的亮点之一是为期六个月的“创想家”

青年展能实习计划，同时亦是新成立的“

太古地产舍区创梦圆”的活动之一。共有

14位来自本港多家大学学生参与，并在多

位太古地产高级管理人员、商界领袖、学界、建筑师和社会福利机构组成的导师指导下

实习，一同筹办白色圣诞市集(活动于2019年因社会活动取消)，以及学习活动管理知识， 

包括：

•	设计及策划；

•	创造社会价值；

•	鼓励持份者参与；

•	活动策划及执行。

“舍区侠”亦推出社区音乐短片制作和创意烹饪项目，共吸引70位大学生参加。

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

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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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关怀基金

太古地产通过社区关怀基金(CCF)支持香港知名度较低的社区组织。受惠机构由我们的员工提

名，从基金拨款资助规划和推行社区为本的计划及外展项目。

社区关怀基金由2013年至今的资助活动

赞助112项社区为本计划和

外展项目
捐款 港币1,270万元

2018/2019年度社区关怀基金的资助活动

艺术及文化 16%

教育 38% 
健康护理 11.5%

社会共融 17%

环境 6.5%
扶贫 11%

捐款总额： 

港币120万元

获资助社区为本计划和 

外展项目： 

15项

2019年社区关怀基金共资助15个新项目， 

包括：

•	 Get Redressed Campaign：收集捐赠的 

 服饰，在太古坊举办Sort-a-thon衣物 

 分类行动，支持 Redress再分派二手 

 衣物，帮助有需要的社群。

•	香港小脑萎缩症协会的复康护理计划， 

 为小脑萎缩症患者提供言语治疗服务。

•	太古地产支持和参与高锟慈善基金的 

 “脑伴同行教育计划”，制作木偶教 

 育小学学童关于退化症的病征，从而培 

 养他们对年老患者的同理心。

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

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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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社区

作为“2030可持续发展策略”一部分，我们致力改善社区，通过优化基础设施提升居民的生活

质量，并于设计、发展和长期管理物业时致力保护文化遗产。

成都跨城市义工服务

太古地产的目标之一是为社区提供服务，
致力促进香港与中国内地爱心大使沟通与

合作。2019年6月中旬，我们安排了48位爱

心大使参与香港仁人家园在成都开展的“

地球村建屋计划”。义工队首先前往成都

附近乐至县的偏远农村，辛勤工作整整两

天为当地村民建造家园，过程虽然辛苦但

非常满足。
义工们忙于搬运建材、搅拌混凝土和砌

砖，齐心协力为两户村民建筑家园。随后

爱心大使们前往当地学校教授英语和参与

建造两座村屋，再到四川竹创社区中心与

138名学生一起即兴创作艺术。行程结束

时，太古地产行政总裁惊喜现身为义工队

打气。

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

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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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扶贫项目

太古地产响应朝阳区政府号召开展重点项

目扶贫解困，支持三里屯街道办事处发起

的内蒙古卓资县扶贫行动，并为内蒙苏尼

特右旗的重点扶贫项目提供经费，用于为

博爱小学诊所配备AED除颤仪，致力改善当

地幼稚园的健康和卫生情况。此外，我们

亦到河北省张家口市实地考查太古地产另

一重点扶贫项目的实施情况。

我们亦捐出人民币120,000元，支持兴宁市慈善会及广州天河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在兴宁市

开展助教计划和复修一幢破旧村屋。

建设屋顶花园打造绿色社区

北京颐堤港和广州太古汇的屋顶菜园是充分

利用闲置天台空间的模范例子，既可栽种蔬

果，又可推广城市耕作。我们先后招待多个

儿童及社会福利机构到屋顶菜园参加环保工

作坊，学习环境生态、废弃物管理和可持续

发展等绿色课题。

2019年，颐堤港将购物商场的屋顶菜园打造

成为3,000平方尺的生态农庄，采用有机种植法培植多种农作物，包括茄子、灯笼椒、辣椒

和各类香草等。2019年10月底，农作物均已成熟，收割后送至位于北京的东隅酒店餐厅用

作食材，烹制美味午餐。

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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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性

太古地产在不同地区的社区活动均秉持同一目标：致力创造安全、优质、可持续发展的生活、
工作和休闲空间。

我们相信良好的公共空间对所有在我们旗下物业和周边生活及工作的人士至为重要，可以增进

健康和福利，所以我们设计发展项目时必会加入园林、公众广场及绿化空间。

糖厂街市集

太古地产在2015年开始联合一家社企在太

古坊举办“糖厂街市集”，售卖本地生产

的新鲜食材，包括本地农夫种植的有机蔬

果。市集除了支持本地农夫，还积极向太

古坊的社群，包括公司员工、我们的租户

及邻舍宣传食物循环和可持续生产模式的

重要性。

亮点包括：

•	在林肯大厦行人天桥举行The Great Farm Feast长桌晚宴，五位大厨采用本地农场 

 时令蔬果和可持续的食材，为食客烹饪10道菜式。

•	市集顾客自带可循环再用餐具可享折扣优惠，鼓励大家投入零废弃生活。

•	在太古坊租户办公室举办健康饮食分享会，同场售卖本地新鲜有机蔬果。

•	午间限定植物素肉快餐车。

•	举行咖啡节，八位本地咖啡达人及四位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得奖咖啡 

 烘焙师驻场。

社区营造

宜居性

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社区建设 本地经济 连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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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城中心“Live Well for More 
Happiness”企划

太古城中心于2019年5月推出“Live Well for 
More Happiness”企划，举行多场休闲、运

动及饮食工作坊，包括：

•	由职业跑手领跑的Fat Burn Run；

•	在商场内的烹饪教室举办烹饪班；

•	香氛瑜珈工作坊；

•	在太古城中心冰上皇宫溜冰场举行溜冰及冰壶训练班。

颐堤港一座公共空间

我们认为上班族需要舒适的社区空间，可以

忙里偷闲，松弛一下身心。为帮助他们减

压，颐堤港发挥创意，将颐堤港一座办公楼

大堂打造成为“怡神绿洲”，让上班族在此

轻松片刻、交友聊天。这隅小天地亦可用作

会议和其他聚会的场地。

大堂采用生态设计概念，柔和的自然光线映

照种满植物的绿化墙，并摆放园林家具，另设有试用场地供颐堤港商场的零售租户进行试

验性营销计划。

社区营造

宜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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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经济

我们致力确保发展项目可促进和振兴项目所在地区的本地经济。

GRI  
203

三里屯太古里发展夜经济

朝 阳 区 于 2 0 1 9 年 获 北 京 市 政 府 冠 名 为 

“夜生活之城”，该区亦是北京市首个

实 施 2 0 1 9 - 2 0 2 1年 度 刺 激 地 区 消 费 计 划 

的城区。此计划鼓励商界构思新颖和具创

意的方法发展夜间经济。

三里屯太古里是朝阳区的地标式商业项

目，我们在多方面配合政府计划：

•	改善项目的照明及硬件，以迎接更多顾客在夜间光临；

•	优化项目周围的照明，包括建造屋顶照明设施；

•	接待数个政府参观团，展示我们牵头支持发展夜间经济；

•	突显项目作为国际性购物地标的地位，彰显其为融汇多元文化特色的国际汇点。

社区营造

本地经济

Blueprint 
Blueprint是提供灵活工作空间、多用途活动场地和餐厅的多功能共

享空间。

Blueprint的工作空间包括一个设有90张办公桌的开放式共享工作

室，以及15间大小不一的私人办公室。全层一万平方尺的活动场

地包括讲堂、展览厅和配备可移动式间隔墙的会议室，影音器材完备，另有1,000平方尺
的户外露台。

2019年，我们支持政府的“青年共享空

间计划”，为青年创业者提供优惠价租用 

Blueprint内20张办公桌，除了提供实用空间

和设备支持年轻人实现梦想，我们也希望

Blueprint能加强这些青年创业者与太古坊多

元化租户的联系。

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社区建设 宜居性 连通度

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效益报告



2019 可持续发展报告 64

伙伴协作 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社区营造 以人为本目录

连通度

连通度是创新衍变的要素。我们致力改善人与社区之间的交通和数位联系，深知这对发展项

目、本地社群及公司项目所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举足轻重。

社区营造

连通度

太古坊行人走廊

2018年太古坊一座开幕后，租户及访客

可通过明亮的空调高架行人走廊往来太古

坊各处。行人走廊出自得奖巴黎设计公司

Hugh Dutton Associés手笔。太古坊二座落

成后，九座太古坊办公大楼都会由行人走

廊贯连，四通八达。

成都远洋太古里附近的行人走廊优
化工程

优化工程已于2019年初完成，优化了成都

远洋太古里附近纱帽街西巷约300米街道围

栏。新的街道围栏符合市政府的强制规定，
设计与购物商场互相呼应，营造优美的视觉

效果。此外，市政府最近已批准在纱帽街兴

建设有交通灯的行人过路处。

项目旨在改善成都城区的步行体验和连通度，打造更时尚、以人为本的社区。工程竣工

后，行人可更安全地穿过车水马龙的纱帽街。

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社区建设 宜居性

社区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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