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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可持續發展回顧及二零一四年目標

社區參與

我們的方針
我們創立太古集團

我們的營運公司透

我們一直重視社區參與，

慈善信託基金（太古

過各自的社區計劃

基金），以提供長期

支持營運所在社

因為我們深信，若營運

資助作慈善用途

區， 而 員 工 亦 付 出
時間參與義工活
動， 並 利 用 個 人 專

所在社區繁榮安定，
我們亦能受惠。我們的
營運公司希望為營運
所在社區作出貢獻。

長回饋社區

太古基金
太古基金於一九八三年成立，由太古公司常務董事
主持的慈善理事會負責監督。太古基金絕大部分的
收益來自太古集團旗下公司，並主要向位於香港及
中國內地的非牟利機構提供長期資助作慈善用途。
太古基金致力推動教育、環境及藝術文化活動。二
零一三年，太古基金捐贈了港幣超過四千三百六十
萬元予慈善項目。
今年是太古基金創立三十周年的日子。過去五年，
太古基金每年向約五十間非牟利機構捐贈高達港
幣四千萬元作慈善用途。二零一三年，太古基金的
新資助項目包括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清風福
康計劃及全球海洋委員會。有關太古基金的資助詳
情，可參閱第103頁的「二零一三年太古集團慈善
信託基金的主要受助機構」。
二零一三年是太古小學創校九十周年紀念。太古小
學最初為太古員工的子女而設，現時已屬政府資助
的公立學校，並擁有二十六班共六百名學生。太古
基金每年為學校提供財務資助，太古公司則參與學
校校董會的事務。二零一三年，香港管弦樂團聘用
新音樂總監並開展第四十屆樂季，繼續為香港大眾
提供世界一流的音樂會。自二零零六年起，太古基
金一直是樂團的首席贊助者。於二零一三年舉辦的
免費年度音樂會「港樂 • 星夜 • 交響曲」更吸引超
過一萬八千名觀眾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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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基金明白非牟利機構需要妥善管理，才能提供

我們的社區活動善用員工的專長。太古地產透過

有效的服務及計劃。因此，太古基金除了支持非牟

「維修特工隊」計劃，派出技術團隊為弱勢家庭提

利機構的項目外，亦協助中小型非牟利機構提升能

供家居維修服務。雅潔洗衣公司為居住在唐樓及板

力。這些中小型非非牟利機構大都缺乏資源自行提

間房的弱勢家庭，提供免費洗衣及毛氈清潔服務。

升能力，太古基金提供資助強化這些組織的管治能
力及技巧，從而改善其效率及可持續性。

太想家
「上樓」是香港許多弱勢家庭的

融入社區

夢想。太古地產愛心大使與「人人
我們積極推動配合業務發展的社區計劃。二零一三

設計」合作，幫助一位六十二歲

年，國泰航空籌辦「香港精神 • 一起飛」活動，鼓

父親及其女兒設計面積二百一十

勵市民提交影像展示香港獨特的一面。該活動收到

平方尺的新居。愛心大使製作了

超過五千張參賽作品，當中最優秀的一百一十位得

三個書架，並重用辦公室租戶留下

獎者的剪影更成為國泰航空「香港精神號」客機的

的設備和傢俱，協助他們粉飾及

機身圖案。自二零零七年起，太古資源一直透過贊

翻新居所。太古地產員工還捐贈了

助及員工參與，支持香港樂施毅行者計劃。太古可

電視組合、雪櫃及DVD播放機。我們其中一個租戶 — 中華煤氣公司亦

口可樂香港則於二零零四年開展社區健跑活動。

捐贈了廚房抽油煙機罩。該計劃能配合我們的業務，員工及非牟利
機構亦能參與其中，並有效運用我們的專業和資源。

我們與非牟利機構合作，以提升我們的社區活動的
影響力。二零一三年，國泰航空飲食服務公司與香
港聖公會東涌綜合服務緊密合作，以支持東涌區內
的長者和弱勢家庭。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服務公司
與東九龍區的非牟利機構合作，以了解社區的需要
及確立義務工作的方向。
我們支持緊急救援工作。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太古
公司集團在颱風海燕吹襲菲律賓後，籌得合共港幣
我們於鄰近營運所在地區開展項目，以支持當地社

八百一十萬元的善款，當中包括太古基金捐贈的港

區。國泰航空義工為東涌區內的中學開展「英語啟

幣二百萬元、員工捐贈及公司配對的善款共港幣四

航」計劃，並與鄰舍輔導會東涌綜合服務中心合作

百七十萬元，以及國泰航空透過其「零錢布施」計

舉辦長者家庭探訪及慈善義賣活動，以幫助東涌區

劃捐贈的港幣一百四十萬元。

的弱勢家庭。二零一三年，這些活動讓約八百名東
涌居民受惠，並吸引約二百五十名國泰航空的員工

我們鼓勵員工參與社區活動，部分營運公司更透過

參與。太古地產則在港島東發展區開展「書」出愛

為員工提供休假來推動員工參與。我們會定期在會

心義賣活動、「白色聖誕市集」、「左鄰右里」及「小

議上分享最佳社區活動的案例，並於公司內聯網及

小工程師」計劃，並得到員工、業務夥伴及客戶鼎

義工通訊中傳達社區工作的成效。

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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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可持續發展回顧及二零一四年目標

在中國內地，近三萬人參加了由太古飲料舉辦的社
區健行活動，以推廣運動及均衡飲食的好處。太古
地產將愛心大使計劃擴展至中國內地，為自閉症兒
童及長者舉辦活動。愛心大使參加了由海外志願服
務社舉辦的培訓工作坊，學習如何與中國內地的非

二零一三年目標及進度
目標 | 完善我們在營運所在地區的參與方式
進度 | 進行中
備註 | 我們進行了一項員工調查，以收集香港

牟利機構及弱勢群體合作。

員工對社區參與的意見。調查結果將用以制定

位於美國邁阿密市的太古地產碧琪箕發展項目設置

太古基金正式審議其未來的資助策略

了由古巴雕塑家Manuel Carbonell創作的雕塑，當
中包括一件三十尺高、描繪一位德貴斯塔族印第安
人吹奏海螺的銅像 –「The Centinela del Rio」。自
二零零九年起，太古卡博內爾獎學基金一直為佛羅
里達國際大學修讀藝術本科及藝術歷史的學生提供
獎學金。
量度我們的社區影響力
我們希望為我們的社區活動進行評估，以量度活動
的成效，並確定需要改善之處。國泰航空採用倫敦
基準集團的指引，量度「英語啟航」計劃的成效，
並希望將指引擴展至其他計劃。太古海洋開發集團
透過獎學金為馬尼拉的年輕海員提供寄宿訓練，並
採用了社會投資回報評估量度計劃的財務價值。太
古基金則以國際標準監察其資助項目在質化和量化
方面的成效。
太古義工隊
我們在香港聘用超過三萬七千名僱員。若每名員工
都願意付出數小時參與義工服務，相信我們定能為
營運所在社區帶來顯著改變。二零一三年，我們進
行了一項員工調查，以確保我們的社區參與方針反
映員工的意願，並期望於二零一四年正式成立太古
義工隊。

社區參與的策略

目標 | 招募一名隸屬太古公司總部的員工，
專責協調集團在營運所在地的社區參與事宜
進度 | 已完成
備註 | 委任一位全職經理
目標 | 更有效地就我們的社區工作進行傳訊
的工作
進度 | 進行中
備註 | 透過使用更廣泛的溝通渠道，提升我們
與員工在這方面的溝通
上述的新經理已著手與非牟利機構聯繫，
以傳達我們的社區參與目標及尋求合作機會
二零一四年目標
成立太古義工隊
制定社區參與策略
制定未來的慈善捐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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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太古集團慈善信託基金的主要受助機構
ASIAN CHARITY SERVICES

香港科技大學（太古航天工程教授席）

資助金額 | 港幣二百二十萬元

資助金額 | 港幣一千萬元

目的 | 幫助非政府組織領導層建立慈善組
織能力

目的 | 在香港開辦航天工程學位課程，為
香港學生提供更多專科進修的機會，並提
高香港在學術及航空方面的競爭力

香港展能藝術會

香港科技大學（太古國際青年精英培
訓計劃）
資助金額 | 港幣一千二百四十萬元
目的 | 推動大學校園邁向國際化

生活教育活動計劃
資助金額 | 港幣六百萬元

資助金額 | 每年港幣一百五十萬元
目的 | 推動殘疾人士參與藝術活動及發掘
他們的藝術天賦，並通過藝術推廣平等機
會和促進社會融合

社區英語學習中心
資助金額 | 每年港幣二百萬元
目的 | 透過支持社區英語學習中心為社
區提供免費英語培訓，改善香港人的英語
能力

香港浸會大學
資助金額 | 港幣一百萬元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

資助金額 | 港幣一千四百三十萬元
目的 | 提升中小學生對可持續發展議題的
認識，並鼓勵他們採取環保及可持續發展
的生活模式

目的 | 通過為兒童提供積極的健康教育計
劃，幫助防止物質濫用

廈門大學

兒童樂益會

目的 | 通過協助廈門大學設立海洋研究中
心，以支持中國南海的海洋科學研究

資助金額 | 港幣一千六百二十萬元
目的 | 於中國內地雲南省三十個村落開設
全面的兒童先導教育中心，促進完善的兒
童福利系統

資助金額 | 港幣六百九十萬元

清風福康計劃

聖雅各福群會
資助金額 | 港幣四百四十萬元
目的 | 透過營辦食物銀行，援助香港弱勢
社群的即時及基本需要

太古小學

資助金額 | 港幣一百八十萬元

目的 | 為來自中國外交部及中國外交學
院的學生提供六個獎學金，攻讀翻譯碩士
學位

目的 | 為患上痲瘋病的學生提供教育支援

香港管弦樂團

目的 | 支持委員會就海洋環境於二十一
世紀面臨的主要威脅、挑戰和變化進行研
究工作，包括透過協助委員會在香港舉辦
會議

全球海洋委員會
資助金額 | 港幣三百萬元

資助金額 | 每年港幣一百七十萬元
目的 | 加強學校的英語及普通話教學，並
支持特別項目

美麗中國
資助金額 | 港幣三百五十萬元
資助金額 | 港幣三千九百萬元
目的 | 在香港及其他地區鼓勵及推動更多
人欣賞音樂

目的 | 招募美國及中國頂級大學畢業生到
中國雲南省及廣東省的農村學校任教，以
應付教育不平等的問題，並培訓領袖推動
平等教育

註一： 上述某些數字為我們已承諾捐贈的金額。在
這種情況下，最終資助金額取決於實際支出
及 ╱ 或滙率。
註二： 資助時間可能長達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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