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將繼續設計、建造和管理高質素
的發展項目，務求為項目所在社區及

環境作出積極貢獻。

環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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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地產將繼續設計、建造和管理高質素的一流物業項目，務求為項目所在社區及環境帶來裨益。我

們致力加強環境保護方面的政策和管理策略，除了關注業務對環境構成的直接影響，我們也進一步

關注公司旗下項目所在社區的重大環境議題，包括氣候變化、能源管理、資源及循環和節約水資源。

與此同時，我們盡力向業界的本地、地區和國際的持份者倡導環保及其他可持續發展議題的領先思

維，分享最佳實踐經驗。

環保建造/ 

翻新工程

能源效益 氣候適應及 

抗禦力

減碳

資源及循環 可再生能源 室內空氣質素訪客/用戶的健康 

和福祉

重要議題



夥伴協作社區營造 以人為本 環境效益 經濟效益

2021 可持續發展報告 117

目錄

政策

太古地產訂有多項政策，明確闡述我們的環保原則、方針及承諾。

《環保政策》

此政策訂明一套基本原則，

並據此擬定減低營運對環境

影響的管理方針。

《資源循環政策》

《環境及能源管理體系》

此政策為項目的設計施工階

段，以至旗下樓宇日常營運和

管理提供減廢指引。

透過符合ISO 14001及ISO 50001等國際標準的環境及能源管理體系，我們於業務不同範疇中融入環境因

素。2021年，我們約86%12香港及中國內地資產已符合ISO 14001及ISO 50001體系標準。我們相信可以

透過此等管理體系組成的穩健框架，有效管理公司的環境及能源表現。

《氣候變化政策》

我們深明氣候變化對業務構

成重大風險，此政策闡明我

們致力在所有業務層面管理

氣候變化風險，並制定適當策

略以減緩、適應及抗禦氣候

變化對業務的影響。

《水資源政策》

此政策闡明我們承諾擬定高

效率的水資源管理措施以降

低耗水強度，並會遵從所有與

用水相關的法律規定披露用

水數據，同時採取其他措施。

《能源政策》

此政策闡明我們的能源管理

方針。太古地產所有發展項目

在整個生命週期均充分考慮

能耗因素，適當地應用各類技

術之餘亦鼓勵租戶、員工和其

他合作夥伴建立節能習慣。

《生物多樣性政策》

此政策訂明太古地產在業務

營運上充分考慮生物多樣性，

盡量減低業務對生物多樣性

和生態系統的影響，同時積極

配合與維護生物多樣性及自

然保育相關計劃，並向公眾推

廣維護生物多樣性和其他保

育議題，以及採取其他措施。

GRI 
301-3, 305-7 

HKEX 
層面  A1, A2, A3, 
A4 
KPI A3.1

12   按總樓面面積計算。

環境效益

生物多樣性

政策 2021年進展 氣候變化環境影響概覽 能源

環境效益

資源及循環 水資源 用戶健康 建築物/資產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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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先思維

與香港綠色建築議會並肩推動香港走向淨零碳

香港綠色建築議會舉辦香港首個「

邁向淨零」構思比賽，由太古地產擔

任首席合作夥伴。本比賽支持世界綠

色建築委員會的全球「邁向淨零」倡

議，同時支持香港政府致力爭取在

2050年前達到碳中和的目標。比賽

在全球徵集設計作品，推進建築環

境及其他領域變革，邁向美好未來。

我們為參賽者提供位於太古坊的太古坊一座及濠豐大廈兩幢綠色樓宇收集所得的真實數

據資料，讓參賽團隊深入分析實際情況，從而構思務實而創新的設計方案，以助香港這類

高樓大廈林立的高密度城市實現淨零碳。太古地產更派出代表加入比賽的籌備委員會、

技術委員會及評審團。

參與比賽的22個團隊來自58間機構和企業，作品水準極高，當中不乏富啟發性的前瞻設

計。比賽分為「未來建築」及「既有建築」組別，評審團最後選出三個大獎和五個優異獎。

比賽的得獎及優異作品於2021年12月在太古坊林肯大廈有蓋行人天橋公開展覽，另收錄

於香港綠色建築議會網站刊載的電子書。

為進一步推動業界支持淨零碳排放，太古地產年內參加香港綠色建築議會舉辦的「邁向

淨零」網上研討會系列，分享我們配合「1.5°C」聯署運動推行的減碳策略的心得、創新技

術和隱含碳管理方法。

太古地產也獲香港綠色建築議會邀請在2021年11月舉行的「碳中和國際會議」發表演說。

我們的行政總裁彭國邦在會上參與專家小組討論，分享公司如何發揮領導力推動社會走

向淨零。我們多位同事亦在會上發表個案研究，闡述太古地產如何實現科學基礎減碳目標

以及在全球物業組合實行淨零策略，並介紹三里屯太古里的開創性能源管理措施。

此外，我們很榮幸獲世界綠色建築委員會的「Building to COP26 Thought Leadership Series」
專題介紹我們的減碳措施。該研討會提倡各界共同合作應對氣候變化，是2021年11月格

拉斯哥「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的前奏活動。

環境效益

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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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nzideassubmission3.hkgbc.org.hk/
https://buildingtocop.org/2021/10/28/swire-properties-determined-to-fight-climate-change-with-a-new-1-5c-aligned-science-based-target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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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致力在香港、亞太區以至全球的地產業擔當指引和領導角色，分享我們的經驗與專業

知識，此外亦在香港和其他地區眾多會議和研討會宣揚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以及承諾實

踐可持續發展。我們冀盼透過分享願景，啟發其他企業努力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2021年，

我們參與多個會議及研討會並發表演說，包括：

• 香港總商會主辦的「環境、社會和企業管治作為未來人事管理策略」網上研討會

• 香港綠色建築議會主辦的「新建建築與室內裝修的可持續採購策略」網上研討會

• 美國綠建築協會在上海舉辦的「邁向2060碳中和目標，房地產行業的路徑與機遇」論

壇及頒獎典禮

• 綠色商業銀行聯盟、香港金融管理局與國際金融公司協辦的「與CEO對話：『建築』綠

色未來」虛擬講座

• ReThink Hong Kong主辦的「HKGBC Session – Rethinking Built Spaces at ReThink HK 2021」

• 香港貿易發展局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環境局合辦的「亞洲環保會議－香港邁向資源

循環之路」

• 城市土地學會主辦的「ULI  Asia  Pacific REIMagine – Industry Leaders Response Panel on 
Decarbonisation」

• 香港會計師公會舉辦的「透過有效的環境、社會和企業管治報告創造共享價值」網上

研討會

環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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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進展
環境效益工作小組由28個來自太古地產不同部門的代表組成，負責制定七個環境及資源管理重點範

疇的關鍵績效指標。

今年我們繼續朝著2025年及2030年關鍵績效指標努力，以經批核的1.5°C科學基礎減碳目標作為指

引，在公司內部全面推行相關措施。2021年的進展摘要如下。

進展摘要

氣候變化

氣候變化

• 營運碳排放(範圍一及二科學基礎減

碳目標)：降低絕對溫室氣體排放量

25%13

• 減低範圍一及二絕對溫室氣體排放

量：

2025年關鍵績效指標 2021年進展

23%

• 價值鏈溫室氣體排放(範圍三科學基

礎減碳目標-下游出租資產)：下游出

租資產租戶控制部分每平方米碳強

度降低 28%14

• 減低下游出租資產租戶控制部分碳

強度：

2030年關鍵績效指標 2021年進展

34.6%

• 價值鏈溫室氣體排放(範圍三科學基

礎減碳目標-資本商品)：大型新發展

項目每平方米(建築面積)隱含碳強

度降低25%15

• 減低大型新發展項目的隱含碳強

度：將於2022年太古坊二座落成時

匯報

13  與2019基準年比較。

14  與2018基準年比較。

15   與2016-2018基準年比較。

環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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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節約能源

• 減少能源耗量強度16： • 減少能源耗量強度：

2025年關鍵績效指標 2021年進展

20%18 7%

13%18 3%

香港物業組合17 香港物業組合

中國內地物業組合19 中國內地物業組合

• 繼續在香港及中國內地物業組合和

酒店推行節能措施。

可再生能源

• 太古坊二座約6%的業主物業能源

耗量將來自可再生能源。

• 成都遠洋太古里和博舍以及 廣州

太古滙所有電力均採購自可再生來

源。

2025年關鍵績效指標 2021年進展

16   節約能源的2025年關鍵績效指標已根據經批核的1.5°C相關科學基礎減碳目標更新。能源耗量指我們在建築物中提供公

共服務及在公用空間的用電量。 

17   香港物業組合指香港的辦公樓及零售物業組合和酒店。

18   與2019基準年比較。

19   中國內地物業組合指中國內地的辦公樓及零售物業組合和酒店。

環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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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個別已落成新建辦公樓發展項目

中，4%至6%的業主物業能源耗量

為可再生能源或清潔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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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回收及廢物分流

2025年關鍵績效指標 2021年進展

資源及循環

廢物分流率：

• 香港物業組合(包括酒店)： 
30%商業廢物

• 香港物業組合(發展中項目)： 

85%拆卸廢物 

70%建築廢物

• 中國內地(發展中項目)： 

50%總廢物量

廢物分流率：

• 香港物業組合(包括酒店)： 

23.6%商業廢物

• 香港物業組合(發展中項目)： 

深水灣道6號 - 94.6%拆卸廢物 

皇后大道東46-56號商業大廈發展

項目 - 84.5%建築廢物(地基工程

階段)

• 中國內地(發展中項目): 
前灘太古里 - 84.5%建築廢物 

三里屯太古里西區 - 60.3%建築

廢物

廢物回收率：

• 中國內地物業組合(包括酒店)： 

41.6%商業廢物

廢物回收率：

• 中國內地物業組合(包括酒店)： 
40%商業廢物

環境效益

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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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香港與中國內地物業組合：與2016年正常營運(BAU)基準比較; 酒店：與2018/2019年基準年比較。

整合

• 在50%新發展項目進行生物多樣性

研究

• 制定指引將生物多樣性因素納入新

發展項目

• 太古坊重建項目已完成城市生物多

樣性研究，研究結果和建議經討論

後已經與各部門分享，以改善現有項

目及發展中項目的生物多樣性。我們

將參照研究結果制定指引，將生物

多樣性考慮因素整合到未來的新發

展項目。

2025年關鍵績效指標 2021年進展

生物多樣性

節約用水

• 減少耗水強度20: • 減少耗水強度

2025年關鍵績效指標 2021年進展

10%

8%

香港物業組合(立方米/平方米) 香港物業組合(立方米/平方米)

酒店(立方米/入住晚數) 酒店(立方米/入住晚數)

20%

水資源

中國內地物業組合(立方米/平方米) 中國內地物業組合(立方米/平方米)

4.7%

20.1%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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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質素管理

• 90%香港物業組合21或中國內地物

業組合22建築物的公共空間分別達

至香港室內空氣質素計劃卓越級別

和中國內地的室內空氣質素標準

• 公共空間：香港物業組合約82%建

築物達到香港室內空氣質素計劃卓

越級別。

• 中國內地物業組合約80%建築物

達到中國內地的室內空氣質素標

準。

2025年關鍵績效指標 2021年進展

用戶健康

環保建築物評核計劃23

• 100%全資擁有的新發展項目24取

得環保建築物評核計劃的最高級別

• 90%全資擁有的現有發展項目24取

得環保建築物評核計劃的最高級別

• 100%發展中項目取得最高級別。

• 86%現有發展項目取得最高級別。

香港物業組合

• 東薈城擴建項目取得綠建環評新建

建築1.2版最終金級。

中國內地物業組合

• 頤堤港一座及頤堤港商場均取得中

國綠色建築設計標識兩星級別。

• 前灘太古里取得WELL健康建築核心

鉑金級(核心體) v2 試行版認證。

2025年關鍵績效指標 2021年進展

建築物/資產投資

21   香港物業組合指香港的辦公樓及零售物業組合和酒店。

22   中國內地物業組合指中國內地的辦公樓及零售物業組合和酒店。

23   綠建環評(BEAM PLUS)/能源與環境設計先鋒評級(LEED)/中國綠色建築設計標識/WELL健康建築認證；根據項目所在地點

選用最適合的環保建築物評核計劃。

24   不包括合資項目及出售物業。

環境效益

生物多樣性

政策 2021年進展 氣候變化環境影響概覽 能源

環境效益

資源及循環 水資源 用戶健康 建築物/資產投資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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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概覽

2021年，我們的總碳排放較2020年減少13%，香港、中國內地及美國物業組合和酒店物業的總碳強度

亦較2020年低25%。

公司最大的碳排放源頭是用電所產生的範圍二排放。由於我們採取多項措施，包括應用創新低碳科

技，同時致力優化能源管理，而廣州太古滙及成都博舍的可再生電力採購比率亦提高至100%，因此

這類排放較2020年減少13%。

有關我們實現科學基礎減碳目標的進展及減碳措施的成效，請查看。

碳排放

2017-2021年物業組合碳排放

HKEX 
KPI A3.1

GRI
305

HKEX 
KPI A1.2, A1.5

環境效益

生物多樣性

政策 2021年進展 氣候變化環境影響概覽 能源

環境效益

資源及循環 水資源 用戶健康 建築物/資產投資

範圍二排放範圍一排放

碳
排

放
 (

公
噸

二
氧

化
碳

當
量

)

180,000

150,000

120,000

90,000

60,000

30,000

0

範圍一
1,496
範圍二
94,892

範圍二
127,749

範圍一
2,778

範圍二
121,952

範圍一
1,679

範圍二
110,557

範圍一
1,461 範圍二

112,364

範圍一
3,630

範圍一
5,679
範圍二
40,254

範圍二
53,090

範圍一
4,585

範圍二
46,252

範圍一
4,550

範圍二
64,379

範圍一
6,057

範圍二
46,166

範圍一
4,865

香港物業組合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中國內地物業組合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碳
排

放
 (

公
噸

二
氧

化
碳

當
量

)

120,000

90,000

60,000

30,000

0

範圍一
4,064
範圍二
26,703

範圍二
26,210

範圍一
3,430

範圍二
29,545

範圍一
3,984

範圍二
35,421

範圍一
4,675

範圍二
27,735

範圍一
3,599

酒店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範圍二
7,133

範圍二
7,664

範圍一
51

範圍二
4,924

範圍二
3,706

範圍一
33

範圍一
17

美國物業組合
2018 2019 2020 2021

範圍一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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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1年物業組合碳強度

環境效益

生物多樣性

政策 2021年進展 氣候變化環境影響概覽 能源

環境效益

資源及循環 水資源 用戶健康 建築物/資產投資

碳
強

度
公

噸
二

氧
化

碳
當

量
每

年
每

平
方

米
 (

香
港

、
中

國
內

地
及

美
國

物
業

組
合

)

公
噸

二
氧

化
碳

當
量

每
年

每
賓

客
入

住
晚

數
 (

酒
店

)

2020 20212017 2018 2019

0.14

0.12

0.10

0.08

0.06

0.04

0.02

0.00

香港物業組合

中國內地物業組合

美國物業組合

酒店

太古地產意識到我們在價值鏈各個階段的直接和間接排放。除了量度範圍一排放(即燃燒能源產生的

直接排放)及範圍二排放(即用電的間接排放)，我們自2018年亦為範圍三排放(即價值鏈沿線的間接排

放)進行了全面審查，以了解我們的碳排放源，並界定需管理和報告的相關主要類別。

透過我們的審查，我們發現範圍三排放的最主要來源是第2類 ─ 資本商品和第13類 ─ 下游出租資

產(按照《溫室氣體核算體系》的分類)：

碳排放 ─ 範圍三

為應對範圍三的兩大最主要排放的類別，我們訂立了科學基礎减碳目標(SBTs)，於2030年前資本商品

和下游出租資產的每平方米排放量分別减少25%和28%。

為了更全面地呈現公司在價值鏈沿線上的碳足跡，我們在本報告中披露範圍三排放，並從2020年起

進行報告，詳情請查看統計數據摘要。儘管太古地產可能對部分範圍三排放類別的影響或控制有

限，我們將持續監測這些排放，尤其是如果它們佔我們總碳足跡的比例有所增加。

按類別劃分的範圍三碳排放

其他 11.7%

第2類︰資本商品 

（上游）36.8%

第13類︰下游出租資產 
35.6%

第1類︰外購商品服務 

（上游）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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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302 

HKEX 
KPI A2.1, A2.3

2021年進展 2025年目標26

中國內地物業組合 

(包括酒店)

2021年全球物業組合的能源耗量強度25與2008基準年比較降低了35%，由每年每平方米194千瓦小時

降至每年每平方米126千瓦小時。

2021年，香港物業組合(包括酒店)的能源耗量強度較2019基準年低7%。

2021年，中國內地物業組合(包括酒店)的能源耗量強度較2019基準年低3%。

有關我們節能措施的詳細內容，請查看。

能源耗量強度

2021年進展能源耗量

能源耗量

2025年目標26

香港物業組合

(包括酒店)

7% 20%

3% 13%

25   能源耗量強度指我們在建築物中提供公共服務及在公用空間的用電量(每平方米)。 

26 與2019基準年比較。

環境效益

生物多樣性

政策 2021年進展 氣候變化環境影響概覽 能源

環境效益

資源及循環 水資源 用戶健康 建築物/資產投資

2017-2021年各物業組合的間接能源耗量強度

間
接

能
源

耗
量

強
度

  
千

瓦
小

時
(每

年
每

平
方

米
)(

香
港

、
中

國
內

地
及

美
國

物
業

組
合

)

千
瓦

小
時

(每
年

每
賓

客
入

住
晚

數
)(

酒
店

)

2020 20212017 2018 2019

240

200

160

120

80

40

0

香港物業組合

中國內地物業組合

美國物業組合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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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香港及中國內地物業組合的總耗水量較2020年減少3.8%，上述物業組合的總耗水強度亦下

降，原因之一是2021年3月我們與多個政府部門、區議員及一間物業管理公司溝通後，於2021年3月更

換了故障水管。

旗下酒店業務2021年的耗水強度較2020年減少，我們認為原因之一是2021年內疫情曾一度緩和，其

時每賓客入住晚數亦相應增加。

若以2025年關鍵績效指標作準則，2021年香港物業組合整體的耗水強度較2016年正常營運(BAU)基

準水平上升4.7%。耗水強度增加主因是2021年東薈城名店倉擴建部分開幕，而該商場的耗水強度較

高。

中國內地物業組合的耗水強度較2016年正常營運(BAU)基準水平減少20.1%。耗水強度下降原因是旗

下建築物安裝了分錶加強監察，此外並持續回收中水及雨水。

旗下酒店2021年的耗水強度較2025年關鍵績效指標採用的2018/2019年基準水平增加6.6%，主因是

疫情嚴重影響旅遊業，導致每賓客入住晚數少於基準水平。

耗水量

環境效益

生物多樣性

政策 2021年進展 氣候變化環境影響概覽 能源

環境效益

資源及循環 水資源 用戶健康 建築物/資產投資

2017-2021年物業組合耗水量及耗水強度

總耗水量 耗水強度

總
耗

水
量

(千
立

方
米

)
耗

水
強

度
香

港
、

中
國

內
地

及
美

國
物

業
組

合
：

立
方

米
(每

年
每

平
方

米
)

酒
店

：
立

方
米

(每
年

每
賓

客
入

住
晚

數
)

總
耗

水
量

(千
立

方
米

)
耗

水
強

度
香

港
、

中
國

內
地

及
美

國
物

業
組

合
：

立
方

米
(每

年
每

平
方

米
)

酒
店

：
立

方
米

(每
年

每
賓

客
入

住
晚

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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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水強度

2021年進展 2025年目標

香港物業組合

中國內地物業組合

酒店

註：

• 香港物業組合指香港辦公樓及零售物業組合，不包括酒店；中國內地物業組合指中國內地的辦公樓及零售物業組合，不

包括酒店；美國物業組合指美國邁阿密的零售物業組合，不包括酒店。

• 香港物業組合及中國內地物業組合制定的減低耗水強度目標以2016年正常營運(BAU)耗水量作基準水平。

• 酒店制定的減低耗水強度目標以2018/2019年耗水量作基準水平。

• 美國物業組合2018年總耗水量及耗水強度已作調整，租戶耗水量不計算在內。

註：

• 「發展中項目」指現時在建或處於預認證階段的項目。

• 包括所有物業組合中的發展中項目，包含合資項目及非合資項目。

• 「柴油耗用量」包括生物柴油的用量。

採用的建築材料

547立方米
木材

14,613公噸
鋼筋

1,193,053公升
柴油耗用量

73,148立方米
耗水量

75,741立方米
混凝土

2,572兆瓦小時
用電量

4.7%

20.1%

6.6%

10%

20%

8%

環境效益

生物多樣性

政策 2021年進展 氣候變化環境影響概覽 能源

環境效益

資源及循環 水資源 用戶健康 建築物/資產投資

按2021年發展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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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

我們明白氣候變化會為我們的業務帶來風險，同時也帶來重大機遇，因此我們致力減緩氣候變化的

影響，全面優化業務營運的資源效益。

我們已採取減緩、適應和抗禦氣候變化的應對措施，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如下：

SDG 13 ─ 氣候行動

採取緊急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及其影響。

GRI 
305 

HKEX 
層面 A1, A2, A3, A4
KPI A1.5, A3.1, A4.1

我們的《氣候變化政策》闡明我們致力在所有業務層面管理氣候變化風險，並按照全球業界最佳舉

措制定策略，以減緩、適應及抗禦氣候變化對業務的影響。

環境效益

生物多樣性

政策 2021年進展 氣候變化環境影響概覽 能源

環境效益

資源及循環 水資源 用戶健康 建築物/資產投資

成為香港和中國內地首間目標獲批的地產發展商， 
致力將全球暖化升幅控制在1.5°C以內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最新發表的報告指出，若要將全球暖化升幅控制

在比工業革命前水平高攝氏1.5度，從而避免氣候變化產生災難性後果，全球必須在2030
年前將碳排放減半，然後於2050年前達致淨零碳排放。

太古地產正加倍努力應對氣候變化。我們新訂多個符合《巴黎協定》的科學基礎目標，比

2019年我們原訂將全球暖化升幅控制在2°C的科學基礎減碳目標提高約50%27。科學基礎

目標倡議組織(SBTi)已在2021年9月正式批核我們的新目標，令太古地產成為香港及中國內

地實現這個里程碑的地產發展商。

太古地產矢志減低範圍一及二的絕對溫室氣體排放量，同時致力達成企業價值鏈(上游及

下游)的範圍三減排目標，多措並舉減少碳排放。

我們經批核的1.5°C科學基礎減碳目標如下：

範圍一及二 
(營運溫室氣體排放)

範圍三 
(間接上游及下游溫室氣體排放)

2025

2030

• 將絕對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25% (以2019年為基準年)

• 將絕對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46% (以2019年為基準年)

不適用

• 資本商品 (新建發展項目隱含碳排

放) 每平方米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25% (以2016年至2018年為基準年)

• 下游出租資產 (租戶碳排放) 每平

方米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28% (以

2018年為基準年)

27   按照原訂將全球暖化升幅控制在2°C以內的科學基礎減碳目標與新批核將升幅控制在1.5°C內的科學基礎減碳目標絕對溫

室氣體排放量之差計算。

https://www.swireproperties.com/zh-hk/sustainable-development/policies/climate-change-policy/


夥伴協作社區營造 以人為本 環境效益 經濟效益

2021 可持續發展報告 131

目錄

科學基礎減碳目標進展順利

*   我們將於2022年太古坊二座落成後匯報範圍三排放 ─ 資本商品科學基礎減碳目標的進展。

2021年，我們繼續朝著新的科學基礎減碳目標穩步前進：

2021年的進展 - 對比2025年及2030年範圍一及二目標

環境效益

生物多樣性

政策 2021年進展 氣候變化環境影響概覽 能源

環境效益

資源及循環 水資源 用戶健康 建築物/資產投資

23%

12%

25%

46%

目標 目標基準年

1.5°C減碳目標

2019 2020 2021 2025 2030

0

-10

-20

-30

-40

-50

2021年的進展 - 對比2030年範圍三 - 下游出租資產目標*

10.7%

27.6%

34.6%

28%

減碳目標

目標基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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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一及二排放

2021年，太古地產全球物業組合的絕對碳排放量與2019基準年比較減少23%。年內，我們

繼續採取創新的低碳技術和管理措施，並繼續與清華大學及其他機構合作，投放資源進

行節能研發。 

我們已檢討和更新節能目標，並擬定個別物業組合的行動方案和策略，在未來十年各司其

職，努力實現最新的1.5°C科學基礎減碳目標，此外並將相關的財務要求納入年度預算。 

截至2021年7月1日，太古滙發展項目已全面使用場外風力發電場產生的可再生電能，太古

滙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因此下降1.2萬公噸，為業主和租戶營運實現年度淨零碳用電。

太古酒店旗下的成都博舍亦已於2021年1月全面使用可再生電能。截至2021年底，中國內

地所有物業組合的可再生電能組合已提高至約47%。

範圍三排放 ─ 下游出租資產

2021年排放量錄得34.6%減幅，成因包括：

• 太古滙及成都遠洋太古里租戶營運分別於2021年及2020年全面使用可再生電能

• 租戶耗能強度有所改善 

• 部分租戶因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採取遙距工作安排

我們在2021年與商業租戶緊密合作，舉辦多項租戶參與活動協助他們縮減碳足跡，包括：

• 提供免費能源審核，協助租戶發掘更多節能機會。本措施自2008年推行至今

• 透過「綠色廚房」計劃向商場內餐飲租戶提供可持續發展設計及營運指引，相關指引有

助租戶降低能源及食水耗用量，並可鼓勵減廢

• 2021年推行專為香港辦公樓租戶而設的「智能減廢先導計劃」，採用科技追蹤和有趣的

遊戲方式，促進減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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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三排放 ─ 資本商品

太古地產採用多種工具和軟件計算及分析新發展項目的前期隱含碳排放，包括建造業議

會碳評估工具。我們可利用這些工具評估工程項目的碳表現是否符合我們的科學基礎減

碳目標，評估結果亦有助比較各種可行設計方案的碳表現，讓我們早於設計階段優化結構

和選用低碳物料。

為減低旗下發展項目整個生命週期的隱含碳排放，我們已為香港未來發展項目的混凝土、

鋼筋及結構鋼材制定以隱含碳表現為本目標。這套目標是以詳細市場研究作依據，並已諮

詢建造業議會等行業協會。

我們於2020年將建材納入按照ISO 14067等國際標準制定的低碳採購規格，當中包括含粉

煤灰或粒化高爐礦渣的混凝土建材和含再造物料的鋼筋及結構鋼材。

2021年，我們繼續與承建商和供應商緊密合作，確保順利採購上述低碳建材，提升旗下建

築地盤的能源管理，包括太古坊二座及即將在皇后大道東興建的辦公樓。

太古地產是香港首間在新發展項目合約訂明必須採用低碳建材的地產發展商，我們現正

研究在中國內地的項目推行本措施。

我們將於2022年太古坊二座落成後匯報範圍三排放─資本商品科學基礎減碳目標的進

展。

科學基礎目標倡議組織(SBTi)淨零標準

太古地產今年成為其中一間參與試行科學基礎目標倡議組織(SBTi)淨零標準的企業。我

們支持科學基礎目標倡議組織(SBTi)開發第一套科學基礎全球標準，指引企業訂立淨零目

標，朝著「1.5°C」目標邁進。我們在試驗過程中取得不少心得，了解到制定短期及長遠科學

基礎目標以減低價值鏈排放和支持氣候科學所帶來的挑戰與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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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地產氣候風險評估

我們的氣候風險評估研究旨在識別

氣候變化對公司業務營運構成的主

要風險，以及未來氣候環境帶來的商

業機遇。  

實體風險評估

實體風險評估就不同氣候情境下的

極端及慢性實體風險進行資產層面

建模分析，指定時期涵蓋短期至長遠

未來－2030年、2050年及2100 年，此

外亦進行詳細的資產層面評估，評定

個別樓宇對已識別氣候風險潛在影響的敏感度和適應能力。

根據分析結果，我們全球物業組合在所有評估氣候情境下出現水浸、熱壓力、缺水及極端

強風的風險為低至中度。風險水平偏低，全因太古地產旗下建築物的適應能力相對較強，

並設有各種紓緩措施。

我們亦為個別樓宇選定多項短及中期措施，藉此紓減風險和鞏固所有物業組合抗禦氣候

變化的能力。例如：

• 加強水浸防護措施及警報系統

• 提高冷凍機效率

• 定期檢查玻璃外牆

• 安裝智能監察系統

日後我們將在新發展項目的規劃及設計階段引入部分抗禦措施，確保太古地產的資產持

續具抗禦力，可以應對未來不同的氣候情境。

轉型風險和機遇評估

隨著全球轉型至低碳經濟，我們已根據不同的氣候情境，全面評估國際、國家和地方政府

的政策，包括2021年發佈的《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以及監管、市場與科技趨勢。

我們識別了多項可能於「淨零」(攝氏1.5度)、與「巴黎協定一致」(攝氏2度)及「溫室地球」

(攝氏3度)三個氣候情境下對太古地產業務構成財務影響的風險和機遇，包括建築物能源

守則及指引收緊、市場對環保和節能建築以及可抗禦氣候變化影響的物業需求增加。

環境效益

生物多樣性

政策 2021年進展 氣候變化環境影響概覽 能源

環境效益

資源及循環 水資源 用戶健康 建築物/資產投資



夥伴協作社區營造 以人為本 環境效益 經濟效益

2021 可持續發展報告 135

目錄

分析顯示，在向低碳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我們可憑藉現有業務及可持續發展策略有效管理

已識別的轉型風險並把握當中機遇。有關策略如下： 

• 實踐1.5°C 科學基礎減碳目標，推動長期減碳

• 投資及發展符合認證標準的綠色建築，達致最佳能源效益和氣候變化抗禦力

• 投放資源在所有物業組合推行可再生能源措施

• 廣泛應用創新環保科技

• 致力推動綠色金融

• 與供應鏈、租戶和其他相關持份者合力抗禦氣候變化及推行可持續發展措施

年內，我們就已識別主要低碳轉型風險和機遇的潛在財務影響進行定量評估，據此制

定風險管理及策略性規劃，有關詳情請查看「與氣候相關的財務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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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設計鞏固氣候變化抗禦力

氣候變化的影響近年日趨明顯，及

早 在項目設計階段加入 氣候 緩 解

措 施 倍見 重 要。我們 在 雅 加 達的

Savyavasa新發展項目採用多種防洪

措施，由於雅加達地勢低窪，經常發

生水浸，所以此類措施尤其必要。我

們在項目範圍內及周邊採取一系列

針對性措施，包括：

• 超越洪水位設計：發展項目L1樓層的設計高度超過預測洪水位一米，此乃公認的有效防

洪措施。

• 45%綠化率：廣泛綠化可提高泥土浸透率，對降雨量頻繁時期尤其有用。網球場及緩跑

徑均選用透水地台物料，泥土深度達三米，可種植大樹和加快吸收雨水。

• 地盤四周設有集水井及集水坑：可在雨天發揮儲水箱作用，在項目範圍內收集雨水讓其

浸透，從而控制雨水排至附近公共運河的速度，確保不會淹沒渠道。

• Savyavasa現由於項目四周有運河，會影響排往下游的雨水量，運河現正進行改善工程，

加快水流改善衛生及排水狀況。

• 運河最低點現正建造圓筒形水管，藉以改善旱季的衛生環境，此外運河入口及項目地盤

內的排水口亦會安裝垃圾隔離裝置，隔濾廢物保持運河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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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力行保護邁阿密海岸

2021年1月，美國陸軍工兵部隊提出

計劃，以應對風暴潮和Biscayne Bay
及邁阿密市中心海平面上升帶來的

風險。上述兩區均鄰近太古地產的

Brickell City Centre發展項目，建議的

解決方案雖然符合工程技術準則，但

可能影響海濱的功能和未來面貌。

太古地產為此聘請工程公司研究、設

計及建議較天然和長遠的環保解決

方案，以保護邁阿密的城市海岸。方

案已於2021年2月正式發表，建議建造一系列屏障消散大浪能量，包括在海灣建立水底蠔

礁和防洪土堤。此方案同樣符合工程技術準則，可提供平台讓市政機關商討以天然為本的

可行解決方案，是建造實體防洪屏障以外的選擇。

此方案功能與美感兼備，設計上可應對未來30至50年的極端天氣事件。隨著海平面上升，

政府可加高屏障的層數。方案可靈活變通，因此具成本效益，而且設有多種干預措施，防

範風險效能更佳。

邁阿密-戴德縣正考慮建議解決方案，並已否決現行的防洪堤方案，意味著美國陸軍工兵

部隊和邁阿密-戴德縣將與當地社群攜手合作，共同制定大眾樂於接受的方案，結合以天

然為本的企劃，鞏固氣候防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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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商界環保協會(BEC)低碳約章Power Up Coalition

2019年，商界環保協會(BEC)推出低

碳約章，動員商界促進香港長遠減

碳。太古地產支持倡議，承諾制定及

實踐多項科學基礎減碳目標。

2021年，商界環保協會( BEC)推行

「Power Up Coalition」約章倡議建築

地盤在施工前盡早接駁臨時供電。

太古地產是首批簽署Power Up約章的

企業之一，承諾優化用電及避免使用

柴油發電機和其他高排放電源。太古

地產答應以身作則，分享我們的知識及最佳措施，同時與各方合作盡早安排建築地盤接駁

電力，向廣大商界推廣Power Up概念。

我們亦承諾在可行的情況下，於旗下建築地盤減碳，方案如下：

• 過渡至完全不使用柴油發電機

• 廣泛應用大容量儲能電池

• 提供電動車充電基本設施

• 提供電力/儲能電池系統

• 提高能源效益及倡導改變習慣

• 支持進一步電動化及使用更多以電力驅動的機器及設備

• 在無法電氣化的情況下選用低碳的替代燃料，包括生物柴油、天然氣或氫

• 安裝可再生能源系統

• 利用綠色金融為上述方案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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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我們致力持續減少香港和中國內地物業組合及酒店項目的能源耗量。我們於2021年應用多種技術和

策略以實現此目標。

公司部分物業裝設可再生能源發電設施，以供電自用，其中一個物業更可將產生的電力輸往公共電

網。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如下：

SDG 7 ─ 經濟適用的清潔能源

確保有可靠和可持續的能源供應。

GRI 
302 

HKEX 
KPI A1.5, A2.3, A3.1

可再生能源

項目內可再生能源發電

我們其中一項2025年關鍵績效指標

是個別新建辦公樓發展項目4-6%的

業主物業能源耗量為可再生能源或

清潔能源。太古坊二座將會安裝太陽

能板、一部風力發電機和轉廢為能的

三聯供系統，估計可供應業主物業

能源耗量約6%的可再生能源。

我們將繼續探索其他途徑，增加旗

下物業組合內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量，

例如在頤堤港、太古滙及三里屯太古里等現有發展項目屋頂安裝太陽能光伏板。我們早於

2019年在頤堤港增設高效能太陽能光伏板，太古坊各大廈亦會分階段安裝。此外，多盛大

廈65千瓦太陽能光伏系統的安裝工程已於2022年初完成。

EIGHT STAR STREET是太古地產最新住宅項目，亦是公司首個採用太陽能光伏板的住宅項

目，估計每年可產生2,110千瓦小時可再生電能。該項目踏出了重要一步，為未來住宅項目

作先導模範。

2021年可再生能源產量

196,600  
千瓦小時
 頤堤港

35,100 
千瓦小時
太古滙

179,600 
千瓦小時
太古坊一座

7,200 
千瓦小時
三里屯太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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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可再生能源

整個太古滙項目，包括商場、兩座辦公樓及酒店，已於2021年7月開始全面使用從第三方購

入、場外風力發電場產生的可再生電能。2021年6月廣東省政府推行新政策，允許企業從認

可售電公司購買可再生電能，令廣州太古滙成功實現「淨零碳」用電。

太古地產是廣東省首批實現業主和租戶營運年度淨零碳用電的地產發展商，立下重要里

程碑。此舉不僅使項目的總碳排放量每年減少超過1.2萬噸，更將太古地產中國內地項目的

可再生電能佔比提升至約47%。

智能能源管理平台

我們於2019年與施耐得電氣共同研

發雲端智能能源管理平台，分多個階

段啟用，目前已在太古坊、太古廣場、

太古城中心、太古滙、頤堤港及成都

遠洋太古里實施，最終將在香港及中

國內地所有物業全面應用。

平台採用物聯網、大數據分析、人工

智能及雲端電腦技術，以建築物營運

數據作依據，提供能源管理及節能

的深入分析。

太古城中心的平台加入數碼對映技術，創造商場的數碼圖像，讓我們找出更多能源管理機

遇。截至目前為止，太古城中心已透過系統於2021年6月至9月期間減少逾20萬千瓦小時用

電，相等於500個四人家庭的每月用電量。

2021年採購的可再生能源

15,219,000
千瓦小時
太古滙

5,146,100
千瓦小時
博舍

10,965,700 
千瓦小時
成都遠洋太古里

環境效益

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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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策略

使用雲端智能能源管理平台監測及改善能源耗量

• 太古坊

• 太古廣場

• 太古城中心

• 太古滙

• 頤堤港  

• 成都遠洋太古里

重新校驗採暖通風和空調系統(HVAC)及進行能源審核提高採暖及製冷效率

• 太古城中心

• 興業太古滙

• 鏞舍

進行採暖通風和空調系統(HVAC)空調風櫃升級工程；更換傳統風機，改用直流無刷式無
殼風機，提高效益及可靠度

• 太古坊 (預計每年可節省583,800千瓦小時能源) 

• 太古廣場 (預計每年可節省33,000千瓦小時能源)

• 太古城中心商場 (預計每年可節省63,000千瓦小時能源)

• 東薈城名店倉 (預計每年可節省26,000千瓦小時能源)

• 太古滙  (預計每年可節省100,000千瓦小時能源)

我們致力持續減少香港和中國內地物業組合及酒店項目的能源耗量。我們於2021年應用多種技術和

策略以實現此目標。

租戶的用電量約佔物業總能源耗量50%至60%。太古地產與租戶合作無間，從多方面協助他們減少

用電量，例如提供免費能源審核。

環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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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智能診斷優化採暖通風和空調系統(HVAC)

• 興業太古滙 (預計每年可節省278,000千瓦小時能源)

更換高效能風冷式冷凍機 

• 栢克大廈 (預計每年可節省249,000千瓦小時能源)

安裝變速驅動器水泵

• 太古廣場二座次級冷凍水泵 (預計每年可節省70,000千瓦小時能源)

• 太古廣場三座冷凝水泵 (預計每年可節省86,000千瓦小時能源)

• 太古城中心冷凝水泵 (預計每年可節省300,000千瓦小時能源)

• 軒尼詩道28號冷凝水泵 (預計每年可節省32,000千瓦小時能源)

更換照明裝置，改用高能源效益的發光二極管(LED)以提高效益及減少製冷所需的能源

• 太古城中心商場 (預計每年可節省242,000千瓦小時能源)

• 鏞舍 (預計每年可節省25,000千瓦小時能源)

• 博舍 (預計每年可節省15,000千瓦小時能源)

升降機優化工程

• 太古廣場一座及太古廣場二座 (預計每年可節省300,000千瓦小時能源)

• 太古城中心 (預計每年可節省50,000千瓦小時能源)

翻新空調系統  ─ 改裝分散式熱泵系統成為中央製冷及採暖能源機組

• 三里屯太古里 (預計每年可節省3,000,000千瓦小時能源)

進行停車場通風系統升級工程，改用直流無刷式無殼風機，提高效益及可靠度

• 太古廣場停車場 (預計每年可節省500,000瓦小時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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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與清華大學協作

我們自2011年起與北京清華大學合

作成立「建築節能與可持續發展聯

合研究中心」，合作研發和測試創新

方法，以提高各項目的能源效益及環

境表現。該合作令我們能持續顯著

提升節能表現，並與員工、合作夥伴、

同業及研究人員交流分享最新知識

和最佳實務。

2019年5月，我們與清華大學的合作

項目延長三年。雙方團隊繼續突破傳

統建築物管理的界限，共同研發新穎的人工智能技術和改善室內空氣質素管控措施，並且

加強生產和使用可再生能源，以及推行其他措施提高物業組合的能源效益及可持續發展

表現。

2021年的主要合作項目包括：

• 在上海鏞舍進行能源審核及識別能源管理機遇。

• 研發利用人工智能科技優化機器的方案和推行智能式設施管理。

• 研發冷凝水系統的節約用水策略。

• 擬備直流微電網指引及進行先導計劃的設計評審。

• 開發計算工具量度新發展項目整個生命週期的碳排放。

環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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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微電網：利用及生產綠電

隨著我們旗下物業場內及場外可再

生能源用量擴大，我們需要發掘更多

新途徑，確保可有效應用太陽能及

風能，皆因此類能源的供應並不穩

定，而且極受天氣影響。其中一項創

新解決方案是以直流微電網作電力

集群，將分散式發電、負載及儲能裝

置聚集在鄰近地點。在此設計下，場

內太陽能光伏板可安裝在電池儲能

及燃料電池旁。中國政府最新發表的

《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亦建

議採用直流微電網。

為推廣這項新技術，太古地產已獲太古公司可持續發展基金撥款於北京三里屯太古里進

行試驗，將在2022年於指定地點推行這套突破性解決方案，估計碳排放較傳統能源系統

少10%。

環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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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邁阿密BE305 Challenge接受挑戰

2021年3月，太古地產的美國邁阿密

營運部團隊參加佛羅里達州邁阿密-

戴德縣舉辦的Business Efficiency 305 
Challenge(BE305)，邀請全美企業接

受挑戰，在2026年前將用電和用水量

減至比2019基準年低25%。

2021年，團隊採取以下措施實現目標：

• 更換傳統照明裝置，改用能源與環境設計先鋒評級(LEED)建議的照明裝置。

• 安裝照明管理系統，全面定時控制整個照明系統。

• 安裝能源管理系統，讓團隊專心處理和釐清高用電量的範圍。

• 更換灌溉系統，改用高效能計時鐘及閥門，灌溉漏水及浪費水資源的情況因此減少約

15%。

• 在儲水箱安裝自動水閥，提升雨水使用率約30%。

按全年計算，整個項目的電費較2019年減少310萬千瓦小時或20%，耗水量亦比2019年減少

7%，共節省17,312立方米。邁阿密團隊有信心可在2026目標年達到BE305目標。

值得一提的是，錄得上述減幅期間，物業增設四間新食肆(通常耗水量極大)，訪客量亦比

2019年多5.5%，取得佳績實在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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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及循環

太古地產承諾在整個營運過程中有效管理和減少棄置廢物，以及推動資源循環再造，從而促進循環

經濟轉型。我們旨在評估公司業務所產生的廢物所帶來的影響，制定目標持續改善廢物管理表現，並

在採購過程中充分考慮減廢因素。

我們於2017年制定《廢物管理政策》，為項目的設計及施工階段，以至旗下樓宇的日常營運及管理提

供減廢指引。

2020年，太古地產開始檢討政策，重新思考如何善用資源及推動循環再造。今年，我們發佈《資源循

環政策》，更著眼於由設計源頭開始杜絕資源浪費和鼓勵重用，同時繼續加強資源回收。

我們從資源運用和管理的角度看廢物，鼓勵員工、租戶、供應商及與我們有業務往來的其他各方同商

共議，發揮積極思維與創意，在耗用資源之前充分考慮。這方針促進我們轉型至循環經濟，在2050年

前實現「零廢堆填」目標。注重資源循環亦有助公司和租戶為未來實施的法例作好準備，例如近年在

中國內地主要城市推行的強制性垃圾分類法規，以及香港即將實施的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條例。

我們在香港及中國內地均成立了資源循環工作組，成員來自技術統籌及可持續發展部門、物業管理團

隊和旗下酒店。工作組定期舉行會議，評估太古地產的資源管理策略、分析廢棄物料數據、檢討實現

2025及2030年關鍵績效指標的進度，以及協調舉辦推廣資源循環的新活動。

全力推動資源管理及循環再造

GRI 
306 

HKEX 
層面  A1, A2, A3
KPI A1.6, A3.1

我們監測和收集辦公樓及零售租戶、酒店住客及住宅用戶產生的20多類廢棄物料數據。我們致力了

解每種物料的下游流程，與回收商夥伴攜手合作，確保收集所得的回收物料得到妥善處理。

廢物分流率

23.6%
香港物業組合的 

商業廢物分流率

41.6%
中國內地物業組合的 

商業廢物回收率

3,340公噸
香港物業組合

9,394公噸
中國內地物業組合

回收物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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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餘回收及再利用

香港每日運往堆填區的廢物中，廚餘

佔頗大比重。我們早於2005年便在香

港其中一間商場裝設第一部廚餘分

解機，自此便與旗下酒店、餐廳及租

戶合作，積極推廣減少和回收廚餘的

措施。2021年，太古地產香港及中國

內地物業組合連同酒店合共回收逾

9,200公噸廚餘，較2020年增加25%。

太古地產獲香港政府環境及自然保

育基金資助推行新計劃，鼓勵租戶回

收廚餘，並於年內獲得逾七成來自東薈城名店倉、太古城中心、港運城商場、太古廣場及

太古坊餐飲租戶的支持。此外，參與計劃的辦公樓租戶樓層數目亦較去年增加三成。

在香港，大部分收集所得的廚餘均運往政府的有機資源回收中心O · PARK1轉化為堆肥及生

物氣。2021年11月，我們邀請員工及租戶組成導賞團到O · PARK1參觀，深入了解他們日常回

收廚餘的下游處理。

今年我們亦推出多項新措施，將廚餘轉化為實用物品。香港東隅與本地一間釀酒廠合作，

利用30公斤來自酒店餐廳的剩餘麵包轉化為自家品牌啤酒。另外，為支持聯合國的「國際

糧食損失與浪費問題宣傳日」，太古地產聯同香港一間惜食社福機構合辦兩場「食得唔怕

醜」果醬工作坊，提醒大家關注全球糧食浪費問題。

環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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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員工及租戶工作間引入智能減廢科技

太古地產旗下物業逾九成廢物來自

租戶和其他物業用戶。2021年，我們

推出香港首個「智能減廢挑戰」計

劃，利用智能磅及數碼互動平台，以

遊戲 化方式鼓勵員工和租戶積極參

與，一同實踐可持續發展。比賽共有

15支公司團隊參與，分別來自太古

坊、太古廣場和東薈城十個辦公樓租

戶以及我們的辦公室團隊，讓3,400
位同事在六個月的挑戰期於工作場

所努力減廢鬥一番。

參賽隊伍：

• 獲取如何改良辦公室垃圾桶設計及佈局的建議。

• 以中央分類回收點取代放置員工座位的獨立垃圾桶。

• 於每個垃圾桶下裝有智能磅，收集廢物產生及回收的即時數據。 

• 設置展示屏實時顯示減廢進展，並與其他公司隊伍的進度作比對。

比賽期間，我們不時舉辦線上及線下活動為參加減廢挑戰的隊伍打氣，包括：

• 七場線上工作坊，分享妥善廢物分類回收及減少廚餘的方法。

• 四場租戶論壇，邀請參與租戶的環保團隊分享於可持續發展方面的最佳實踐及遇到的

挑戰。

• 舉辧「Waste? No More!」回收遊戲攤位，共有250多位來自太古地產旗下五個辦公室的員

工參加。

先導計劃完結後，在減廢方面取得傑出成績，以及員工參與度最高的團隊均獲表揚。

環境效益

生物多樣性

政策 2021年進展 氣候變化環境影響概覽 能源

環境效益

資源及循環 水資源 用戶健康 建築物/資產投資

項目成果

14% 
人均總廢物量減少*

41% 
廢物分流率達至

先導計劃獲太古公司可持續發展基金撥款資助。未來我們將繼續應用智能科技監察租戶

的廢物產生量，因應趨勢擬定面向租戶的資源循環倡議活動。

*   與計劃開始時錄得的基準數據比較。



夥伴協作社區營造 以人為本 環境效益 經濟效益

2021 可持續發展報告 148

目錄

太古酒店以減廢為先

 

我們持續減廢及回收廢物之餘，亦

不斷鼓勵旗下酒店推行新的可持續

發展措施。

太 古 酒 店 及 太 古 餐 廳 響 應 我 們 

的「綠色廚房」計劃，與設計團隊

及承建商緊密合作，在旗下場所採 

用《綠色廚房技術指引》所載的建

議，例如選用能源及節約用水效益

較高的電器，以及預留足夠空間擺放

廚餘及玻璃樽回收箱。2021年，香港

及中國內地的酒店共有八間食肆獲得「綠色廚房」嘉許，當中七間更取得三葉評級。

為提倡循環使用資源，我們將廢物管理列為優先要務，分別採取多種方案避免製造和減

少廢物，包括：

• 香港東隅、北京東隅、邁阿密東隅及奕居超過800間客房加裝房內濾水系統，取代派發

樽裝水，每年膠樽用量因此減少逾16公噸。

• 北京東隅入住及退房流程實現無紙化操作。

• 香港東隅的賓客可使用印有二維碼的數碼餐牌點菜，全程無接觸，餐廳及水吧部因此

節省約七成餐牌用紙。 

• 香港東隅FEAST餐廳安裝設有感測器的雪櫃，附近沒有顧客便會自動把櫃門關上，讓食

物可保持更長的新鮮時間，減少變壞浪費。

我們將不斷找尋方法從設計源頭杜絕資源浪費，以減少酒店業務所產生的廢物，為顧客帶

來可持續的酒店體驗。

環境效益

生物多樣性

政策 2021年進展 氣候變化環境影響概覽 能源

環境效益

資源及循環 水資源 用戶健康 建築物/資產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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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塑膠循環經濟

在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下，各項目

所在社區的即棄餐具和包裝品用量

激增。2021年，我們繼續擴展各類措

施，全力推廣重用及即棄塑膠產品

的回收。

2020年11月，我們與一間初創公司合

作，在太古坊推出香港首個智能環保

杯借用系統。該計劃於2021年擴大

規模，成功落戶太古坊八間食肆。此

外，我們亦開始在太古酒店旗下的 

一間餐廳清洗和消毒杯具，成功於太古坊全面「close the loop」。智能環保杯借用系統推出

至今已減少棄置逾12,000個即棄咖啡杯。

除此之外，我們也與業界及回收業夥伴共同推動膠樽回收，將廢膠再造成為符合食品級別

容器的原料。2021年，我們繼續在太古坊 The Loop 及太古廣場三座放置智能膠樽回收機，

全年合共收集超過255,100個膠樽。另外，我們亦開始在太古坊各處設置膠樽專用回收箱，

支持廢物源頭分類理念。

9月份，我們再度於星街小區舉辦「減塑小區」活動，參加者回收清空及潔淨的膠樽，即可

換取時尚生活及餐飲獎賞。這項短期限定活動在三星期內回收逾500公斤塑膠，共吸引 

700位社區人士參與。

環境效益

生物多樣性

政策 2021年進展 氣候變化環境影響概覽 能源

環境效益

資源及循環 水資源 用戶健康 建築物/資產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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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

我們持續監察各物業的耗水情況，並採用各種節約用水系統，例如裝設水錶、水流量限制裝置、自動

水龍頭及自動沖水便盆。2021年，我們簽署參加一家環保團體與香港政府水務署合辦的「商約」惜水

運動，希望更完善地管理太古地產物業的水資源。

我們經常鼓勵員工和租戶節約用水，積極建議租戶制定食水及沖廁水內部指引，按照香港政府自願性

「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作出改善。

我們致力在水資源重點範疇下管理水資源風險及減少整體耗水量，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如下：

SDG 6 — 清潔食水和衛生設施

確保食水供應和環境衛生，持續管理水資源。

SDG 12 — 負責任消費和生產

採用可持續的消費和生產模式。

太古地產制定的《水資源政策》致力降低耗水強度。我們會按照政策在各業務層面制定並推行高效

的水資源管理措施，同時鼓勵員工及租戶節約用水和採取其他行動。

水資源政策

太古地產多個物業已設立中水處理及回收系統。太古坊濠豐大廈收集辦公樓租戶茶水間的廢水，經

處理再作清潔用途，每年回收量為300立方米。中國內地多個物業，包括太古滙、頤堤港、成都遠洋

太古里和興業太古滙，均已安裝系統收集及處理廢水和雨水，用於沖廁及灌溉植物。此外，太古坊一

座亦設有雨水回收系統，收集雨水循環再用於灌溉太古中央廣場及太古坊一座周圍的花園和綠化空

間。

我們不斷物色節約用水的新途徑，包括改善或更改設備的維修程序，或在日常營運引入新措施。我

們除了推行試驗計劃調整冷卻塔的清洗時間表，今年亦與清華大學聯合研究如何減低冷卻塔的耗水

量。研究透過模擬分析用水習慣，然後建議如何優化不同物業組合的措施。此外，我們現正進行水中

和概念的初步研究，目的是正確界定適用於太古地產的範圍，日後可能開始在營運活動推動水中和 

的概念。

廢水回收

GRI 
303 

HKEX 
層面  A2
KPI A2.4, A3.1

環境效益

生物多樣性

政策 2021年進展 氣候變化環境影響概覽 能源

環境效益

資源及循環 水資源 用戶健康 建築物/資產投資

太古城中心新設漏水探測系統

太古城中心2021年推出新的室內空氣質素無線監察平台後，我們現正計劃在平台設置漏

水探測器，一方面減少漏水造成的不良後果，另一方面可在發現漏水時加快採取補救或糾

正措施。新裝置可確保我們及早察覺機房及租戶區域等重要地點的漏水問題，迅速採取行

動阻止漏水和進行修復。這部分系統預計於2022年第二季啟用。

https://www.swireproperties.com/zh-hk/sustainable-development/policies/water-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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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約用水先導計劃

為提高用水效益和增進大家的節

約用水意識，我們 於2 02 0年中啟 

動「節約用水先導計劃」，計劃於

2021年8月圓滿結束。我們邀請了 

1 4個 辦 公 樓 租 戶 參 與 計 劃，在 

辦公室安裝節水配件及租戶無線分

錶監察用水量，以便我們清楚掌握

用戶的用水習慣，拓展更多節約用

水機遇。租戶對計劃反應甚佳，我們

將參考水錶數據的概念拓展《環境

績效約章》的相關內容，未來我們會

為所有辦公樓租戶免費安裝智能水

錶，太古坊將率先推行。

太古滙環保洗手間

廣州太古滙每年都會重新設計和翻

新部分洗手間，今年商場以「可持續

發展」主題重新設計MU層洗手間。

洗手間翻新後，成為廣州首個獲廣州

碳排放權交易所表揚碳中和表現傑

出的商業綜合項目公共廁所設施。

新設計引入多項節約用水及可持續發展措施：

• 大量室內綠化。

• 採用配備特別過濾系統的無水便盆以減少異味。

• 採用新型低流量沖水坐廁，每次沖廁水量由7升減至4.8升。

• 洗手間水龍頭裝設一體式節能乾手機，減少抹手紙用量。

• 廣泛採用可持續發展物料，例如玻璃纖維增強石膏牆及天花、複合水泥牆及高壓層壓

廁格。

是次翻新工程估計每年總體可節省約2,400立方米耗水量。

環境效益

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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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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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

太古地產遵照《生物多樣性政策》，在業務營運中充分考慮生物多樣性並進行相關評估，盡量減低

業務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影響。

儘管我們大部分物業組合均位於市區地段，因此生物多樣性一般不屬於重要議題，但我們亦會評估

全部現有物業及發展中項目，以釐定生物多樣性狀況及其對公司發展項目和周邊自然環境的重要

性。評估結果顯示，太古地產並無任何現有物業涵蓋或位於全球性或全國性重要生物多樣性地區。

太古坊生物多樣性研究

太古坊重建計劃於2020年中完成了

生物多樣性研究，評估重建項目完竣

後的城市生物多樣性狀況。 

此研究由太古地產與香港大學教授合作進行，研究目標如下：

• 制定現有太古坊項目的生物多樣性基準。

• 評估太古坊重建計劃完竣後的城市生物多樣性狀況。

• 在總體規劃中納入建議措施，以於未來進一步改善城市生物多樣性。

研究包括詳盡的文獻綜述以及太古坊生物多樣性基準調查。研究的初步結果如下：

• 太古坊重建計劃可創造佔太古坊35%的大面積綠化休憩園林，對城市綠化帶來重大裨

益。

• 種植大型本地樹種，使太古坊具有更鮮明的城市生物多樣性特色。

2021年中，我們先後與香港物業的項目發展團隊及管理團隊舉行多次會議匯報研究結果並

討論本地物種及生物多樣性，大家均同意必須建造綠色走廊讓雀鳥及蝴蝶在公園之間穿

梭。香港物業組合未來規劃及營運都會充分考慮有關建議。此外，我們並在太古中央廣場

及太古花園的樹木附近裝設二維碼，為訪客提供更多關於個別樹木品種的資訊以及它們

對保育和城市生物多樣性有何幫助。

環境效益

生物多樣性

政策 2021年進展 氣候變化環境影響概覽 能源

環境效益

資源及循環 水資源 用戶健康 建築物/資產投資

GRI 
304

https://www.swireproperties.com/zh-hk/sustainable-development/policies/biodiversity-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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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坊戶外空間重點推廣生物多樣性

環境效益

生物多樣性

政策 2021年進展 氣候變化環境影響概覽 能源

環境效益

資源及循環 水資源 用戶健康 建築物/資產投資

Rocky Bank生物多樣性保育措施

Rocky Bank住宅重建項目將現有六

座半獨立屋重建成為兩座豪華獨立

屋。

地盤三分之一面積為植被茂密的天

然斜坡，我們委託香港大學教授進

行基準生物多樣性研究，包括地盤的

動植物普查，以及審視評估項目設計

對生態的影響。

研究報告建議施工時盡量保持地盤

後方斜坡不受影響，以及將兩種具重

要生物多樣性價值的小型植物移植到不受工程影響的位置。其後我們移植了該兩種具重

要生物多樣性價值的小型植物，同時擬備詳盡清單列明地盤內的植物，確保可保存現有的

生物多樣性。團隊亦努力盡量保存現有的樹木，並制定全面策略就因工程移除的樹木進行

補償種植。下一階段，我們將編寫詳細的生態影響緩減報告。

太古坊重建項目的工程之一是營建

新的戶外休憩空間，創造別具格調

的新景觀。我們致力打造特色園境，

種植程序也經過精心安排，旨在促

進生物多樣性和親近自然的設計，鼓

勵訪客接觸大自然。

我們在太古中央廣場及太古花園範

圍內廣行措施，重點推廣生物多樣

性：

• 園內栽種風水林樹種，包括購自本地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的黃桐(Endospermum 
chinense)、肉實樹(Sarcosperma laurinum)及假蘋婆(Sterculia lanceolata)樹苗。

• 建立生物多樣性數據庫記存植物的技術數據，例如植物學名、開花期及其他有趣資料。

多個流動平台如Taikoo Social手機應用程式都能兼容此數據庫，並設有虛擬「綠色導賞

團」帶訪客暢遊太古中央廣場及太古花園。數據庫亦有助長期監察太古地產旗下物業

的生物多樣性狀況。

• 利用藍牙信標等主動定位技術與訪客的裝置互動。例如，訪客站在太古花園某棵樹木

前，智能手機便會自動顯示該樹的資料，和與它相關的生物多樣性及野生動物資訊，創

造引人入勝的趣味體驗，提倡保育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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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健康

我們致力以完善的方式營運和管理旗下物業及工作空間，保障用戶的健康和福祉，相關的可持續發

展目標如下：

太古地產關顧用戶的身心健康及福祉，並充分考慮各方面因素。我們用心設計和建造優質建築，盡量

採用自然光和考慮眩光指數，並選用多元化的照明裝置，務求提升視覺舒適感，減低戶外光線如夜空

輝光、強光及建築物外牆光的不良影響。此外，旗下建築物從設計、建造到營運的每個階段均會考慮

聲浪影響。我們更陸續在太古地產物業組合的空氣處理器安裝紫外線燈。截至2021年12月31日，太

古坊超過650個單位已完成相關的改善工程，既可加強殺菌消毒，亦能改善室內空氣質素。

除了監察現有物業用戶的健康，我們亦在多個新發展項目加入促進健康的特色和措施。

SDG 3 — 良好健康與福祉

確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進福祉。

GRI 
416 

HKEX 
層面  B6
KPI B6.4

持續監察室內空氣質素

今年我們繼續安裝室內空氣質素感

測器，範圍擴展至太古坊及太古廣

場所有建築物的公共區域。感測器可

監察溫度、相對濕度、二氧化碳、微

細懸浮粒子(PM2.5)、可吸入懸浮粒

子(PM10)、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及

臭氧水平。

感測系統與設有高級過濾功能和鮮

風輸送功能的中央空調系統相輔相

承，讓辦公樓上班一族、商場工作人

員和公眾感覺更舒適安心。感測器的安裝和運作均參照WELL健康建築標準，其他持份者

可透過網頁及二維碼實時查看。

此外，太古廣場、太古坊及東薈城一座各辦公樓主大堂的實體顯示屏亦會展示室內空氣質

素數據。

環境效益

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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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效益

資源及循環 水資源 用戶健康 建築物/資產投資

https://iaq.taikooplace.com/zh-hk/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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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資產投資

我們的管理方針是界定和管理旗下物業對環境及自然資源的重大影響，致力確保物業通過相關環保

建築物評核計劃的認證，透過此類計劃的基準和客觀指標評估表現。

我們的「建築物/資產投資」重點範疇積極推動綠色建築的發展，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如下：

SDG 11 — 可持續城市和社區

建設包容、安全、有抵禦災害能力和可持續的城市和社群。

SDG 12 — 負責任消費和生產

採用可持續的消費和生產模式。

我們依照多項國際認可標準及評級計劃的要求，在旗下項目採用集成設計的方針，要求項目團隊成員

在建築設計以至建造及營運等各方面緊密合作。

2021年，太古地產再次跨越重要里程碑，成為香港及中國內地首個加入世界綠色建築委員會企業諮

詢委員會的地產發展商。企業諮詢委員會的成員均是環球可持續發展領袖，企業成員可引導世界綠

色建築委員會的策略和活動方向，讓全球綠色建築發展向前邁進。

我們亦鼓勵租戶參與環保建築物評核計劃，並與他們緊密合作實踐可持續發展策略，支持他們取得

相關認證。

這些計劃包括：

• 香港綠色建築議會(HKGBC)評定認證的綠建環評(BEAM Plus)標準

• 美國綠建築協會(USGBC)設計的能源與環境設計先鋒評級(LEED)體系

• 中國內地建設部頒發的中國綠色建築設計標識

• 國際WELL建築研究院制定的WELL健康建築標準認證計劃

持續引領綠色建築發展

GRI 
417 

HKEX 
層面  A3, B6
KPI A3.1, B6.4

環境效益

生物多樣性

政策 2021年進展 氣候變化環境影響概覽 能源

環境效益

資源及循環 水資源 用戶健康 建築物/資產投資

太古地產物業組合中綠色建築所佔百分比

28   「全資擁有既有建築」不包括合資項目及出售物業，並按總樓面面積百分比計算。

29   「所有既有建築」包括合資項目及出售物業，並按總樓面面積百分比計算。

30   「發展中項目」指現時在建或處於預認證階段的項目，不包括合資項目及出售物業。

98%
全資擁有既有建築28取得綠色

建築認證，其中88%達到最高

評級。

96%
所有既有建築29通過綠色建

築認證，其中82%取得最高

級別。

100%
全資擁有發展中項目30取得

最高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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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建築認證、評級及標識計劃類型和數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34座
建築物31取得建築環境評估

法(BEAM)或綠建環評(BEAM 
Plus)認證，其中27座取得最高

級別認證(卓越或鉑金級)。

38座
建築物獲得能源與環境設計

先鋒評級(LEED)鉑金級或金

級認證。

2個
綜合發展項目取得能源與環

境設計先鋒評級(LEED)「社

區發展」金級認證。

31   指在建築環境評估法於1996年推出後興建、且由太古地產管理或擁有最少一半業權的建築物。同一發展項目中的小型低

密度建築物會視作一座建築物而不會個別計算。

環境效益

生物多樣性

政策 2021年進展 氣候變化環境影響概覽 能源

環境效益

資源及循環 水資源 用戶健康 建築物/資產投資

2021年取得的綠色建築認證

頤堤港一座 

• 二星

頤堤港商場 

• 二星

中國綠色建築設計標識

東薈城二期

• 最終金級(新建建築1.2版)

綠建環評 (BEAM Plus)

能源與環境設計先鋒評級 (LEED)
前灘太古里 

• 最終金級(核心與外殼發展2009版)

前灘太古里

• 鉑金級(核心體) v2 試行版

WELL健康建築認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