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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報告
香港賽馬會（下稱「馬會」）欣然發表
2019年度環保報告，此雙年報涵蓋馬

會2017/18及2018/19兩個財政年度（即

由2017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

環保表現。

本報告參照「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

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標準》的「核心」選

項而編製，重點披露馬會在環保及資源

管理方面的績效和措施。本報告補充馬

會年報內的資料，二者應一併閱讀。

馬會網站(www.hkjc.com)亦載述大量資

訊，特別是關於企業社會責任及可持

續發展方面的資料，例如企業管治、

有節制博彩、員工身心健康，以及公

益慈善捐獻等範疇。

本報告涵蓋馬會擁有其營運控制權的所

有實體，包括香港以外的業務，亦涵

蓋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下稱「基

金」）支持的環保項目。更多有關基金及

馬會財務表現的內容，請參閱馬會年報

及網站。馬會及其有關實體資料詳列於

2019年財務報告。此外，本報告的「其

他業務」涵蓋賽馬會滘西洲公眾高爾夫

球場及大館－古蹟及藝術館。

馬會過去發表的環保報告，可透過下

列連結，於馬會網站閱覽：

http://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

c h i n e s e / h i s t o r y - a n d - r e p o r t s /

environmental-sustainability.aspx。

馬會歡迎就本報告作出回應。相關查詢

或意見，請電郵至：

sustainability@hkjc.org.hk。

香港業務

 馬場 (2)

 辦公大樓 (3)

 
其他業務 (5) /  
公眾騎術學校 (3)

	 會所 (3)

 場外投注處及 
電話投注中心 (102)

內地業務

1. 香港賽馬會從化馬場

2. 北京香港馬會會所

3. 深圳技術開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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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賽馬會（「馬會」）持續改善營運措施，從而確保在積極拓展業務的同時，能夠
有效運用資源，並透過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各個環保項目，與社區同心同步同
進，共建可持續發展的綠色香港。

馬會積極履行建設更美好社會的宗

旨，致力減少其環境足跡，並繼續支

持香港邁向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過去九年，馬會業務持續增長，也

同時透過能源效益設計及科技項目

投資，成功減少了其香港業務的碳

足跡。在2018/19年度，馬會的碳排

放總量與2009/10基準年度相比下跌

6.3%。馬會定當繼續努力，未來進一

步著力減碳。

過去兩年，馬會亦不遺餘力減少消耗

及避免垃圾。馬會各場所，特別是馬

場及會所已逐步停用即棄塑膠產品。

同時，馬會推行各項措施，務求減少

紙張使用量及廚餘；無法再分配的食

物則會送往政府新設的有機資源回收

中心O·PARK1，轉化為生物氣及堆肥。

馬會支持香港推行「都市固體廢物收

費」計劃的建議。該建議旨在減少送往

堆填區的廢物量，而馬會亦已展開相

關預備工作，就其都市廢物量及廢物

處置措施進行了為期12個月的審計，

從而釐定需要調整的廢物處理流程及

外判合約措施。

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項目是馬會支持

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一環，其中一例是

基金於2018年與香港中文大學攜手成

立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

絡」（SDSN）香港地區分會，以協調各

個相關項目，務求實踐聯合國可持續

發展目標。報告中亦更詳細闡述其他

的項目的成果。

展望未來，有賴會員及社區夥伴的支

持，加上全體員工的努力，馬會定可

進一步為環保出力。我相信，馬會將

繼續堅守建設更美好社會的宗旨，貢

獻社群，共建可持續發展的綠色香港。

最後，我衷心感謝馬會可持續發展委

員會各委員過去兩年來的支持及努力。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主席報告

馬會宗旨：

致力建設更美好社會的世界級
賽馬機構

核心價值：

	卓越領導

	堅守誠信

	持續進步

	服務社群

資訊科技事務及持續發展執行總監、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

簡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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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馬會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導馬會在環境方面的管治，並直接向馬會管理委員會負
責。可持續發展委員會負責檢討馬會各個營運範疇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工作，並協調
各個部門，共同實現馬會的環保目標。

1 62 7 8 9 10 11 12 133 4 5

1. 賽馬日營運、 

跑道及賽馬設施部主管 

- 夏俊思

2. 資訊科技營運服務高級經理 

- 楊煜東

3. 賽馬活動市務及 

贊助高級經理 

- 陳秀珊

4. 持續發展經理 

- Gina L i t t le fa i r

5. 策略採購部主管 

- 林智宏

6. 持續發展高級經理 

- 郝雪麗

7. 資訊科技事務及持續發展執行總監 

- 簡志宏

8. 公共事務部主管 

（企業及慈善傳訊） 

- 陳文端

9. 物業設施管理部主管 

- 高亞光

10. 慈善事務高級經理 

（體育及環保） 

- 鄧詠茵

11. 零售及電話投注事務部主管 

- 鄭德銓

12. 沙田會所總經理 

- 郭鳳華

13. 暫代物流及運輸高級經理 

- 李維平

14. 兩地馬房營運及馬主服務部主管

- 鄭奇龍（沒有刊登其相片）

綠色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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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會的宗旨及核心價值不僅主導其決

策和營運方針，亦應用於環保政策及

措施的管治和執行。

過去兩年，馬會的環境足跡延伸至新

落成的從化馬場及大館－古蹟及藝術

館。馬會必須持續檢討其影響及環保

策略，以確保相關的政策及措施能持

續和廣泛地在各個營運範疇中落實。

例如，馬會必須檢視其物業發展及數

碼化等業務運作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馬會從化馬場亦已成立環境委員會，

並由身兼馬會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委員

的從化馬場總經理出任主席。從化馬

場於全面投入運作前，確保符合環境

影響評估（「環評」）的各項要求，並於

2019年7月獲發竣工驗收認證。馬會

相信，秉持嚴謹的環保標準及堅守良

好管治原則，是從化馬場的發展優勢

及創造價值的基礎。在未來數年，從

化馬場將量度其環保基準，並制定目

標，持續改善環保績效。

在營運層面上，馬會的可持續發展策

略藉由一系列環保政策及指引闡明。

馬會定期審閱其政策及指引，並持續

更新。各事務處和部門主管有責任確

保其轄下的業務，在運作過程中符合

環保規範。

綠色管治
良好管治的其中一個關鍵，是確保全

體員工瞭解其職務要求，並擁有所需

技能。馬會為全職員工提供環保教育

課程，更於2018年引入兩個有關環

保政策及指引的網上自修課程，供新

入職的員工報讀，與實體培訓課程相

輔相成；每年一度的廢物管理合規課

程，為負責相關工作的主要員工提供

技術培訓。如有需要，兼職員工亦會

獲得適當的培訓。

此外，自2019年4月起，會員事務處入

職培訓課程－「卓越之旅」已加入環保

培訓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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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會環保承諾

1. 為員工提供教育及培訓，鼓勵他們

工作時積極考慮環保責任。

4. 遵守各項適用的法例及與馬會設施

相關的其他環保要求。

2. 在馬會各項服務以及設施的規劃、

設計、建造、運作和維修方面，融

入環保元素。

3. 防止污染；透過源頭減廢及回收再

造，把廢棄物減至最少；以及節省

天然資源。

5. 鼓勵業務夥伴、供應商、承辦商及

分判商達至相同的環保水準。

6. 支持社區環保工作及保育計劃。

綠色管治

馬會環保承諾 馬會的環保承諾與核心目標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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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處理的議題、重要性及
風險
馬會定期連繫各界持份者，每年透過業

務規劃過程檢討進展、評估議題優先次

序及制定清晰的環境績效指標。

除了定期溝通外，馬會與政府緊密合

作，試行「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及其他

提升建築及能源效益的計劃。馬會亦繼

續與其他組織及業內夥伴合作，包括支

持致力減少即棄塑膠飲料瓶棄置的本地

聯盟「免『廢』暢飲」。

本頁的可持續發展議題重要性分佈圖，

按全球報告倡議綱領原則擬定，展示

馬會及其持份者最重視的環保及社會

議題。

目前，馬會有三個優先處理的環境可持

續發展範疇：碳排放、能源和廢物。馬

會在這三方面的績效表現和現行工作，

將於本報告的「管理我們的『蹄印』」一

節中詳細披露。績效概要和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內容索引則載於本報告最後

部分。

馬會更進一步界定環境風險的重要性，

並持續予以檢視，再根據不同風險和機

遇，訂立清晰的目標。

可持續發展議題重要性分佈圖

較高

對持份者的重要性 較高

對馬會的	
重要性

物料

遵守環保法規 碳排放

能源

廢物

社區投資

誠信

有節制博彩

防止貪污

利益衝突

水資源

員工多元化

職業安全及健康

培訓和教育

遵守社會法規

環境 經濟

綠色管治

優先處理的議題、	
重要性及風險

072019 年度環保報告香港賽馬會



管理	
我們的「蹄印」

碳足跡及碳排放

馬會肩負環保責任，竭盡所能管理其

「蹄印」。這份堅持反映於各個營運範

疇，包括善用能源、水及其他天然資

源。通過制定一系列環境績效指標，

並於內部實施「用者自付」原則，使各

營運範疇更積極對環保負責。

此外，馬會從多方面鼓勵員工、顧客

及廣大社群，同心攜手支持環保倡

議，為改善環境出一分力。

碳足跡及碳排放
撇除報告年度內尚處於施工後段及營

運前期的從化馬場，馬會在2018/19年

度錄得的碳排放，與上一個年度大致

相同，較2009/10基準年度減少6.3%。

整體而言，二氧化碳排放當量在過去

九年有所下跌，可見我們在能源效益

方面作出了明智的投資。所匯報的排

放量中，超過九成來自電力排放，因

此，我們著重改善能源效益，主要的

措施包括使用更高效的空調系統、照

明及資訊科技基礎設施。

碳排放（二氧化碳排放當量－公噸）

2018/19 2017/18 2016/17
2009/10
基準年度     

香港業務(1) 109,879 109,896 111,836 116,434     

內地業務(2) 7,357 7,451 7,599 8,765     

其他業務     

滘西洲公眾高爾夫球場 4,694 4,737 4,874 2,741     

公眾騎術學校 562 579 672 469     

大館—古蹟及藝術館 (3 ) 5,131 – – –     

(1) 過往數據已按照財務匯報範圍作出修改。

(2) 採納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應對氣候變化司發佈的電力系統排放系數。

(3) 2018/19是大館—古蹟及藝術館首個完整營運的年度，相關數據只涵蓋賽馬會文物保育有限公司

管理及營運的建築物及公共空間。

馬會在2018/19年度錄得
的碳排放當量較2009/10
基準年度減少6.3%。

6.3%

馬會肩負環保責任，竭
盡所能管理其「蹄印」。
這份堅持反映於各個
營運範疇，包括善用
能源、水及其他天然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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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會透過主動管理設施及通過樓宇管

理系統（BMS），監察及優化轄下所

有建築物、會所及馬場的能源效益。

其中，沙田通訊及科技中心的樓宇管

理系統配備約12,000個監察及調控網

點，以及超過300個能源計量器，協助

將能源成本分攤予不同部門。此外，

馬場亦合共安裝了近70,000個監控網

點；而紙張、廢物處理及其他環保徵

費，亦可按「用者自付」原則攤分。

馬會用電量與2009/10基準年度比較減

少約0.5%，而同期的煤氣用量則維持

不變。雖然汽油耗用量減少，但由於從

化馬場投入運作，運送馬匹的車輛來

往從化及沙田馬場，導致柴油的耗用

量增多。

由於沙田馬場的區域供冷系統持續擴

建，自2017/18年度起覆蓋沙田綜合大

樓及其他營運區域，致使2018/19年度

錄得節能成效。此外，位於沙田馬場

的能源中心已為空調系統加裝變速驅

動裝置，而樓梯間亦安裝了配備動態

感應器的LED燈，使這些區域在無人使

用時自動將光線調暗四成。

能源使用情況

2018/19 2017/18 2016/17

2009/10

基準年度     

香港業務     

電力（千瓦時）(1) 174,006,240 174,290,097 171,590,670 174,835,923     
煤氣（度） 873,354 873,496 857,637 798,673     
柴油（公升） 273,910 181,759 164,258 420,343     
B5生物柴油（公升） 217,691 222,180 200,424 –     
汽油（公升） 53,238 62,514 70,647 77,833     
石油氣（公升） 0 6,881 12,462 11,685     

內地業務(2)
     

電力（千瓦時） 7,965,973 8,056,567 8,212,671 9,383,904     
天然氣（立方米） 228,808 236,587 232,993 230,748     

(1) 過往數據已按照財務匯報作出修改。數據自2019年報已更新。

(2) 數據涵蓋北京會所（自2009/10年度）及深圳辦公室（自2016/17年度）的業務運作。2009/10基準

年度的數據已按照排放系數調整而更新。

個能源計量器，讓沙田通訊及
科技中心可以向使用部門按用
者自付原則徵收成本

> 300

管理	
我們的「蹄印」

能源使用情況及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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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我們的「蹄印」

能源使用情況及效益（續）

營運設施的升級及擴展，對能源使用

情況造成一定的影響，例如於2018年

6月啟用的沙田會所新餐廳及廚房，導

致二氧化碳排放當量較上一個年度增

加67公噸。

馬會用電量與 2009/10
基準年度比較減少約
0.5%，而同期的煤氣
用量則維持不變。

為提升照明及供冷系統的效益，位於

沙田的數據中心值班班次由三班優化

至一班，使照明系統的使用時數削減

約六成。在營運方面，會所及馬場自

2011年起一直增加使用LED照明裝置。

燃料使用情況
自從化馬場於2018年8月全面投入運作

以來，在兩地雙向營運模式下，燃料

用量亦有所增加。由於日後將有更多

馬匹進駐從化，預計燃料用量上升趨

勢將會持續。在過去一年，馬會的二

氧化碳排放當量增加約240公噸。

雖然運輸燃料用量上升，但佔馬會整

體能源消耗量不足3%（請參閱下頁的圖

表）。然而，馬場設施能源耗用量卻佔

整體的五成。故此，為提高能源效益

和節能，馬會持續集中投放資源於影

響較大的物業中（包括馬場、辦公室、

住宅及會所），並主要針對供冷系統及

照明所使用的電力。

102019 年度環保報告香港賽馬會



管理 
我們的「蹄印」

能源使用情況及效益（續）

能源使用情況

2018/19 2017/18 2016/17
2009/10
基準年度     

總能源消耗（千兆焦耳） 70,289 48,039 48,298 21,081     

其他業務     
滘西洲公眾高爾夫球場     
電力（千瓦時） 5,269,113 5,189,831 5,138,762 5,075,433     
柴油（公升）(1) 655,013 680,152 682,981 –     
汽油（公升）(1) 28,346 31,218 30,952 –     

公眾騎術學校     
電力（千瓦時） 992,384 1,034,662 1,135,878 780,391     
B5生物柴油（公升） 3,884 3,458 3,063 –     
大館－古蹟及藝術館(2)

     
電力（千瓦時） 6,412,017 – – –     
柴油（公升） 483 – – –     

(1)  涵蓋自2016/17年度以來的數據。

(2) 2018/19是大館首個完整營運的年度，相關數據只涵蓋賽馬會文物保育有限公司管理及營運的建

築物及公共空間。

 50%    馬場

 17%    會所

 15%    辦公室

 13%    場外投注處

 3%    員工宿舍及馬會車輛

 2%    電話投注中心

能源消耗分佈（香港業務）

大館
大館─古蹟及藝術館由賽馬會文物保

育有限公司管理，並掌控其公共及行

政設施。本報告所列出的環保數據，

並不涵蓋由場內租戶、特許經營者及

其他營辦商佔用的空間。在過去12個

月，大館的設施及其環保系統逐步完

善，場內使用率亦逐漸上升。

112019 年度環保報告香港賽馬會



相比2011/12年基準年度，馬會的食水

用量略有增加，主要原因是安裝了更

多節能的水冷式空調系統。此外，由

於區域供冷系統的覆蓋範圍擴大至沙

田通訊及科技中心、沙田綜合大樓及

見習騎師宿舍，導致用水量增加。

馬會的政策是在可行情況下提供飲用

水，以減少樽裝飲用水對環境的影

響。沙田通訊及科技中心摒棄傳統的

樽裝飲用水系統，改用紫外線過濾系

統，直接將過濾後的食水用作飲用

水，估計在大樓長遠運作期間，可節

省合共2億港元。此系統早於沙田通訊

及科技中心落成前，已在會所及近期

翻新的辦公室內使用。

馬會密切監察轄下水管，並在發現漏

水情況時予以維修。在過去兩年，雙

魚河會所及沙田馬場均曾發現漏水情

況，並已施行維修工程以整修損壞的

水管。

用水量
2018/19 2017/18 2016/17 2015/16 2013/14   

香港業務      

水－源自都市供水系統 

（立方米）(1) 2,017,023 1,953,976 1,898,235 1,823,039 1,738,946  

內地業務      

水－源自都市供水系統 

（立方米）(2) 100,712 98,144 99,012 92,021 97,117      

(1) 過往數據已按照財務匯報作出修改。

(2) 數據涵蓋北京會所（自2009/10年度）及深圳辦公室（自2016/17年度）的業務運作。

為確保有效運用水資
源，馬會要求轄下所有
部門恪守水資源管理
指引。

管理	
我們的「蹄印」

水資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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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我們的「蹄印」

水資源管理（續）

其他業務

用水量

2018/19 2017/18 2016/17 2013/14  

耗水量（立方米）－源自都市供水系統
     

滘西洲公眾高爾夫球場 37,947 31,367 35,863 55,163     

公眾騎術學校 8,318 6,880 8,834 9,944     

大館—古蹟及藝術館(1) 18,492 – – –     

(1) 2018/19是大館首個完整營運的年度，相關數據只涵蓋賽馬會文物保育有限公司管理及營運的建

築物及公共空間。

由馬會資助和營運的滘西州公眾高爾

夫球場，配備完全自給自足的灌溉系

統，連接收集和儲存雨水的水塘。流

經北場和南場的雨水，約七成會引入

水塘；至於較近期落成的東場，則擁

有全密閉式排水系統，可將雨水全部

引入五個地底蓄水池和兩個湖中。系

統亦設獨立的污水處理設施，廢水經

淨化後可用作灌溉球場。

滘西州公眾高爾夫球場 
設有自給自足的灌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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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會朝著新目標進發，
在 2022年 7月或之前
將所有私家車輛轉為
電動或混能車。目前，
馬會轄下的私家車，
半數為電動或混能車，
而歐盟五型或以上的
貨車比率更高達八成。

馬會擁有約250輛汽車，包括共乘車

輛、貨車、運馬車及用作跑道維修等

工作的非道路移動機械。

2014年11月，馬會制定政策，規定在

可行情況下只採購電動或混能車，並

以2019年7月以前將載人電動/混能車

比率增至25%為目標。截至2017年3

月，馬會轄下的載人電動/混能車比率

已超逾該目標。在貨車及非道路移動

機械方面，非柴油燃料並不普及，故

馬會集中淘汰所有歐盟四型或更早期

的型號。在可行情況下，馬會的非道

路移動機械及兩個馬場的後備發電機

均以生物柴油（歐盟五型B5生物柴油）

發動。此類生物柴油由廢食油再造而

成，部分原材料取自馬會廚房，支援

一個邁向自給自足的循環經濟。

從化馬場在規劃其營運模式時，已考

慮在日後推行低碳運輸策略。現時，

各主要停車場已合共安裝約135個電動

車充電設施，而馬會車隊內亦有42輛

電動高爾夫球車及三輛混能載人車輛。

2019年1月，馬會管理委員會通過新的

目標，在2022年7月或之前，將所有私

家車轉為電動或混能車，而輕型、中

型貨車及特別用途車輛，則全數升級

至歐盟五型或更高的排放控制標準。

2019年私家車 – 電動/混能及內燃式引擎比例

 50%    電動/混能

 50%    內燃式引擎

目前，馬會轄下的私家車，半數為電

動或混能車，而歐盟五型或以上的貨

車比率更高達八成。馬會盼投放更多

資源推動綠色運輸，但現時本港的特

別用途車市場並無電動或混能型號可

供採購。

管理	
我們的「蹄印」

綠色運輸及空氣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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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物管理架構－  
廢物優先順序及源頭減廢
馬會於2018/19年度開展涵蓋整個機構

的廢物審計，專注辨認主要都市廢棄

物。是次檢討讓馬會更深入了解廢物

管理，為政府擬於2020年實施的「都市

固體廢物收費」計劃作好準備。審計結

果顯示，馬會最主要的廢物為：

 廚餘

 廢紙

 塑膠

減廢及 
廢物管理

鑒於使用資源往往會導致廢物的產

生，馬會於2017年初更新其廢物政

策，強調減少耗用資源及避免浪費的

重要性。新政策同時提倡廢物管理架

構，盡量減少送往堆填區的廢物量。

馬會參照政府為香港訂立的減廢目

標，旨於2022年或之前將送往堆填區

的廢物量削減四成，同時尋求最佳的

環境管理方案。馬會於2018年5月制定

新政策，在有可行選擇的時候，避免

使用即棄塑膠產品。

可持續採購政策
馬會明白採購決定的重要性，因此制

定了可持續採購政策，以鼓勵各部門

選擇對環境影響較低的產品及服務。

馬會廣邀各部門建議可進一步減省的

物品。此舉最終成功取締部分塑膠包

裝，並鼓勵全體員工和各部門更積極

檢討採購過程。

首選

最不可取

避免產生

減少

回收能源

重用

處理

循環再造

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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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資源管理
要切實執行減廢措施，員工的積極參

與不可或缺，而前線員工的支持更形

重要。馬會為飲食部員工提供一年一

度的培訓課程，鞏固他們在食物管理

和廢物處置的知識。馬場、會所各餐

廳及員工食堂將可安全食用的剩食捐

贈予惜食堂及聖雅各福群會等社會福

利機構，由受惠機構將之轉化為營養

豐富的熱食，分發予有需要人士。無

法再分配的食物則盡可能分開處理，

每日經收集後送往政府新設的有機資

源回收中心O · PARK1，將廚餘轉化為

生物氣及堆肥。

馬會捐贈的食物量近年有所下降，是

由於各廚房大幅提升其採購及烹調食

物的效益，與減少廚餘送往堆填區的

策略一致。

源頭分類、捐贈及回收（香港業務）

2018/19 2017/18 2016/17 2015/16
2009/10
基準年度      

捐贈食物（公斤） 9,501 12,410 15,489 18,584 –      

回收：      

廚餘（公斤） 1,051,662 858,676 865,472 917,071 –      

廢紙（公斤） 576,923 534,756 526,980 550,508 385,967      

玻璃樽（公斤） 121,319 98,406 106,081 98,280 21,059      

塑膠（公斤） 91,967 61,617 38,417 14,443 4,367      

金屬品（公斤） 17,465 4,824 5,495 3,325 3,927      

廢食油（公升） 22,394 13,316 15,347 13,828 –      

電子廢物（件） 3,298 5,178 13,686 13,707 5,137      

減廢及
廢物管理

食物資源管理

馬會持續禁止以魚翅及
藍鰭吞拿魚入饌，並致
力推廣環保海鮮菜式，
為保育受保護及瀕危魚
類出一分力。

馬會在2019年4月舉行的「同心同步

同樂日」中引入可重用的啤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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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張

避免及減少用紙

馬會購買的辦公室用紙均按可持續發

展原則採購，當中有96%為100%再造

紙，其餘4%則為獲森林管理委員會認

證的紙張。

馬會於2014/15就減少用紙張訂立的首

個目標，原擬於2014/15至2016/17年

度削減三成的紙張用量，結果於期內

錄得的減幅超出預期，達32.5%。馬

會2018/19年度的紙張用量較2014/15

基準年度下跌39%，由2,600萬張減至

1,590萬張。現時，馬會正積極朝2021

年7月或以前削減四成紙張用量的目標

邁進。

馬會推行了多項減少紙張用量的措

施，包括由資訊科技部引入列印管理

系統，開通電子採購平台，發展電子

服務，並為高用量部門提供減少用紙

培訓，協助員工落實減少用紙的措施。

減廢及
廢物管理

紙張

2018/19年度的紙張用量較
2014/15基準年度下跌39%，
由2,600萬張減至1,590萬張。

39%

辦公室列印量（紙張數量）

14/15年

2,600萬

1,820萬 1,750萬
1,640萬 1,590萬

15/16年 16/17年 17/18年 18/19年

馬會於2018/19年度的全職員工較上一個年度增加3.5%，而同期紙張訂購量則下跌3.4%。

此外，其他措施包括減少列印機數

量、預設雙面列印及提供透明的列印

量數據，使辦公室的整體列印量進一

步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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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用紙－《badges》會員月刊

2018年4月，會員事務部將《badges》

會員月刊由雙語改為單一語言出版，

並邀請會員選擇中文或英文版，更有

不少會員選擇於網上閱覽月刊，令用

紙量大幅削減38%。

減少用紙－場外投注處

由於彩票使用的熱感紙無法回收再

造，馬會因此持續推行多項改善措

施，包括減少熱感紙使用量，及於場

外投注處和其他零售地點設置彩票回

收桶。此外，馬會零售部正逐步將顧

客交易轉移至可減少或完全不用紙張

的網上渠道進行，令過去五年的彩票

用量合共減少4億張。

減廢及
廢物管理

馬會成功透過縮減彩票
長度，每年進一步節省
600萬米的熱感紙。

紙張採購量

2018/19 2017/18 2016/17
2009/10
基準年度     

香港業務     

彩票（千張） 435,081 449,278 484,465 647,294     

森林管理委員會（FSC）
認證環保紙張 100% 100% 100% 19%     

投注收據（千卷） 199 205 220 264 
(2011/12)     

辦公室列印紙（盒） 6,335 6,555 6,372 9,714     

馬會透過縮減彩票長度，每年進一步

節省600萬米的熱感紙。此外，所有場

外投注處現已安裝電子顯示屏，作為

資訊廣播渠道。此舉不僅減少海報用

紙，同時亦可提供最新消息，有助提

升顧客體驗。上述各項措施在過去五

年節省的資源相當於1,953公噸二氧化

碳排放當量。

紙張（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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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

避免產生塑膠廢物

馬會於2018年9月起實施一項新政策，

避免使用即棄塑膠。此舉鼓勵馬會轄

下業務在可行的情況下，選用其他產

品代替即棄塑膠，使其用量得以大幅

減少。馬會政策現時涵蓋以下即棄塑

膠類別，同時亦邀請各個部門建議其

他可逐步淘汰的物品，包括：

 即棄塑膠樽裝飲用水

 塑膠飲管

 即棄塑膠餐具

 外賣餐盒

馬會自2019年1月起已停止使用即棄塑

膠餐具。除中式湯匙外，其他餐具均

以可持續物料製造的環保木餐具代替。

提供免費飲用水及  
停止出售即棄塑膠樽裝水

減廢及
廢物管理

塑膠及其他物料

減少即棄塑膠

馬會的餐廳已轉用由甘蔗纖維植物原

料製成的外賣餐盒。這項措施有助顧

客及員工分辨塑膠和非塑膠製品，從

而改善即棄塑膠的分類工作。此外，

馬會於每一個賽馬日亦會派出「綠色天

使」在馬場分類棄置的廢物。

雙魚河馬術中心  
全面禁用塑膠袋

雙魚河馬術中心已全面取締塑膠垃圾

袋，並減少廢物運輸。馬會自2018

年起開始使用壓縮車收集馬房廢物，

使每日往返元朗牛潭尾動物廢料堆肥

廠的運輸次數從四次減少至一次。此

外，馬會亦於年內施行新方案，回收

馬匹墊料的塑膠包裝，令每年送往堆

填區的塑膠袋數量進一步減少75,000

個。

自 2018 年 1 月開始，
雙魚河馬術中心已更
新其馬房的廢物管理
守則，每年節省逾 25
萬個即棄塑膠垃圾袋。

為避免使用即棄塑膠樽，馬會轄下的

辦公大樓、馬場及馬房均為員工及顧

客提供免費飲用水。馬會亦已審視會

所提供的個人護理用品，以確保不含

微塑膠顆粒。

上述措施鼓勵馬會員工在其職能範圍

內查找潛在減廢方案，最終成功改善

或減省多項經常購買的產品，包括回

收馬匹墊料的塑膠包裝及淘汰塑膠雨

傘袋。後者已由設於辦公大樓入口的

雨傘除水器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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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會致力完善回收物料的乾淨分類工作，並在棄置廢物前積極尋求重用方案，包括
採購更合適的產品，及改善廢物棄置的管理模式。

會所減廢
另一個檢討範疇為毛巾使用。跑馬地

會所更衣室於2018年合共使用了逾

79.6萬塊毛巾；而沙田會所則約為35

萬塊。透過減少會所毛巾用量，可減

少洗滌及烘乾毛巾所耗用的能源。

負責任地處置廢舊電器及 
電子器材

電腦器材回收重用

內地業務方面，馬會位於深圳的技術

開發中心自2017年至今合共向偏遠地

區小學捐出超過100台翻新電腦，包括

約50台手提電腦。此舉不但可延長電

腦的生命週期，亦對馬會及受惠小學

而言是雙贏的方案。

場外投注處安裝的全新電子顯示屏
馬會一年內處置的電子器
材達3,298件

3,298

馬會一直與政府轄下的電子廢物管理

公司合作，回收其電子廢物。馬會致

力以負責任的態度處理舊電子器材，

一年內處置的電子器材達3,298件。

此外，馬會繼續將舊電子器材捐贈予

明愛電腦工場，經翻新後轉贈有需要

人士。

減廢及
廢物管理

塑膠及其他物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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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科技

升級虛擬桌面

馬會投放大量資源，以增強資訊科技

基礎設施及改善系統架構。這些升級

工程亦有助減少碳足跡、節省能源，

並進一步減少需要處置的廢舊電器及

電子器材，減少耗用環境資源。

馬會的電腦設備約每五年更換一次，

但系統已逐步升級至更輕巧的虛擬桌

面基礎架構（精簡型電腦），可減少包

裝物料及廢物，並顯著節能。

精簡電腦計劃已於2019年2月開始推

行，至2020年1月完成。屆時，馬會使

用的電腦將由6,000台下調至3,300台。

綠色活動

香港政府活動減廢承諾及指南

環境保護署於2018年諮詢過馬會等

各大機構後，推出《大型活動減廢指

南》。馬會於同年9月參與由政府主導

的「活動減廢承諾」。

馬會於2019年4月舉行的「同心同步同

樂日」中作出數項重大的改變，成功將

廢物量大幅削減。當中的主要措施包

括減少商品及獎品的包裝，並向義工

提供可重用水樽，以及盡量以電子渠

道發放活動資訊、溝通及處理票務。

香港賽馬會承諾在舉辦活動時，參考環境保

護署推出的《大型活動減廢指南》，攜手提升

活動的環保表現。

升級電話投注中心的電腦系統

減廢及
廢物管理

明智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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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
案網絡」香港地區分會
聯合國於2015年通過「可持續發展

目標」，致力消滅貧窮，發展各地經

濟，保護環境，促進和平及良好管

治。

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支持及主導推行

多個範疇的公益慈善工作，當中不

少項目都致力實踐多個可持續發展

目標。基金於2018年1月與香港中

文大學攜手成立「聯合國可持續發

展解決方案網絡」（SDSN）香港地區

分會，號召不同領域的專家貢獻所

長，集思廣益，實踐由聯合國修訂

的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

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多年來一直與中

文大學並肩同行，一同應對多個社

會及可持續發展議題，取得豐碩成

果。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於2013年撥

款支持成立全球首間以氣候變化為

主題的博物館－「賽馬會氣候變化博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百多年來，馬會一直直接及透過香港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致力為建設更

美好香港作出貢獻。近年，馬會慈善

信託基金成為全球十大慈善捐助機構

之一。

馬會將約九成的稅後經營盈餘撥捐慈

善信託基金，推動社會發展。馬會慈

善信託基金與政府機構、非政府組織

及社區夥伴合作，致力改善受惠社群

的生活質素，並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支

援。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支持社區夥伴

推行的慈善項目中，有不少都跟環保

有關。以下是部份項目。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香港地區

分會於2018年1月正式啟動。

慈善
創新路

物館」，旨在提高公眾對全球暖化

帶來的影響氣候變化的關注。截至

2019年7月，博物館共吸引約46萬

人次入場參觀。

適逢博物館五週年，馬會慈善信託

基金及中大於2018年12月的慶祝活

動中公布成立SDSN青年香港地區分

會，加深本地年輕人，尤其是大學

生，對聯合國十七項「可持續發展目

標」的認識。



23香港賽馬會 2019 年度環保報告

綠色建築與減碳
「綠建環評」是一套為香港而設建築物

可持續發展的評估工具，根據能源及

用水效益、物料安全程度、室內環境

質素及廢物管理準則，以評估建築物

的環保績效。鑒於現時有不少非政府

組織及學校缺乏對綠色建築的認知及

營運管理能力，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早

前同意撥款支持一系列項目，協助更

多機構發展綠色建築，並鼓勵使用更

多潔淨能源。

校園綠建環評計劃

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8,600萬港元，

與商界環保協會、建築環保評估協會

有限公司及香港綠色建築議會合作，

協助本地學校取得綠色建築認證，並

向教職員及學生注入綠色建築運作概

念。計劃將涵蓋120間中小學，佔全港

本地學校總數約12%，其成效及影響

將納入檢討報告，為其他學校提供參

考。

推廣太陽能

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向匡智會及低碳想

創坊撥款，支持兩項推廣太陽能的計

劃。匡智會將於轄下13間為不同智障

程度人士提供特殊教育的學校安裝太

陽能發電系統；而低碳想創坊則負責

推行「賽馬會太陽能關懷計劃」，為十

個非政府組織安裝太陽能電板，作為

推動低碳經濟及鼓勵社福界使用再生

能源的示範平台。計劃亦將為非政府

組織員工及服務使用者提供培訓，並

舉辦教育工作坊，供學生及公眾人士

參加。

兩個項目每年生產的電力預計可分別

達到363及610兆瓦時，相當於可避免

770公噸使用石化燃油發電產生的碳

排放當量。透過政府主導的上網電價

計劃，匡智會將成為再生能源的生產

者，可用高於一般電費水準的價格向

電力公司售賣所生產的可再生能源，

獲得穩定的收入，以投放更多資源為

轄下特殊學校的學生提供STEM（科

學、科技、工程及數學）教育課程。其

他參與「賽馬會太陽能關懷計劃」的非

政府組織亦可運用所生產的可再生能

源獲取上網電價，用以策劃環保活動

及倡議，造福更廣大的社群。學生學習綠色建築及減碳知識

慈善
創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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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任消「廢」及廢物管理
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大力支持物料循環

再造，項目資助範圍擴展至負責任使

用資源及改善廢物管理。

匡智賽馬會玻璃樽回收計劃

自2010年起，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分階

段撥款2,000萬港元，支持匡智賽馬

會玻璃樽回收計劃。過去九年，共收

集約6,000公噸玻璃樽作環保磚再造用

途，並提供約450個職業培訓及就職機

會予智障學員。全港多個屋苑、商場

和醫院已設立回收點，由最初14個增

至現時共430個，反映社區對回收服務

的需求持續增長。

計劃共舉辦629個外展工作坊，協助公

眾更深入瞭解玻璃「升級再造」及綠色

生活概念。共分三個階段推行的計劃

已圓滿結束，現由政府轄下的環境保

護署接手，將計劃擴展至全港18區。

賽馬會責任消「廢」計劃

為期三年的社區環保教育項目，以不

同市場推廣的方式向公眾注入可持續

發展概念，鼓勵他們實踐負責任消

費。計劃以醜食文化、膠袋和包裝物

料，以及速食時裝作為主題，並舉辦

全港中學生市場推廣大賽、拍攝公眾

教育電視節目，和進行有關青少年對

負責任消費的研究。

由中學生製作的短片吸引逾6,600人次

觀看，而在電視頻道及社交媒體播出

的四集電視節目，共接觸到140萬名觀

眾。此外，計劃正著手制定有關負責

任消費的社會影響指數，協助於日後

量度同類計劃在推廣負責任消費方面

的效力。

公噸玻璃樽已再 
造成為環保磚

6,000

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部主管（長者、復康、醫療、環保及家庭）陳載英（右三）、環境局局長黃錦星

（中）及浸大校長錢大康（左三）等嘉賓宣佈賽馬會責任消「廢」計劃正式啟動。

慈善
創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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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及保育
香港面積雖小，但棲息其中的動植物

卻種類繁多，包括逾2,100種原生植

物、57種陸生哺乳類動物，以及超過

500種雀鳥。正當世界各地的生物多樣

性及自然環境受到威脅時，香港亦不

能倖免。為此，馬會慈善信託基金亦

撥款支持一些相關的大型項目。

賽馬會自然保育中心

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早前同意撥款1億

3,000萬港元，支持位於大埔的嘉道理

農場暨植物園興建「賽馬會自然保育

中心」。樓高五層的多用途中心預計於

2021年中竣工。作為全港首個野生動

物拯救中心及庇護站，中心將支援長

遠的保育工作，及舉辦不同類型的活

動，以提升公眾對環境議題的關注，

促進相關工作的發展。中心採用環保

設計，包括綠化空間、太陽能光伏玻

璃、太陽能發熱系統及使用循環再造

物料；建成後，中心將與山間梯田融

為一體，預計每年將吸引超過42,000

名訪客。

賽馬會智慧城市樹木管理計劃

由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3,200萬港元

支持的計劃於2018年正式推行，運用

智能傳感技術提高城市樹木危機管理

的效益和可靠度，並鼓勵各界採取協

作的方式，共同保護市區的樹木。計

劃由香港理工大學主導，並獲三間本

地大學、多個政府部門及非政府機構

積極參與，成為全球率先應用「大數

據」統計樹木潛在風險及管理市區樹木

的實時監控系統之一。現時，約115

名大學生已接受培訓，另有3,600名中

學生將受惠於導師培訓模式。計劃亦

將推出互動應用程式及一系列公眾活

動，鼓勵各界攜手保護環境。

由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獨家捐助的「香港賽馬會呈獻─珍古德的叢林啟迪」展覽於2019夏季舉行。

珍古德博士專題展覽

由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獨家捐助的「香港

賽馬會呈獻─珍古德的叢林啟迪」展覽

於2019舉行，是本港首個有關靈長類

動物學家珍古德博士的專題展覽，全

面介紹她為保育環境所作的貢獻。基

金同時捐助一系列的教育活動，當中

包括為年青人及年輕環保工作者而設

的講座，以及於全港各區超過75間學

校舉辦工作坊，旨在讓公眾進一步了

解野生動物保育概念，學習欣賞自然

生態。

慈善
創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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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管理
水資源供應與管理被公認為全球面臨

的重要議題。然而，香港仍有部分人

不知道本地多座水塘及水庫收集的雨

水只佔全港食水供應量約二至三成。

現時，香港約有三分一的土地被規劃

為集水區，用作收集及貯存雨水。這

些集水區擁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對

維持食水的質量起重要作用。可惜的

是，公眾對水資源質量及生物多樣性

的關聯所知不多。為此，馬會慈善信

託基金資助多個項目，包括「賽馬會惜

水•識河計劃」，以增加公眾對水資源

保育的認知。

「賽馬會惜水•識河計劃」－  
第二期正式開展

2016年，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支持香港

大學推行「賽馬會惜水•識河計劃」，

啟發公眾了解水資源保育。由計劃

主導研發的水足跡計算器流動應用程

式，至今已錄得近20萬人次瀏覽和下

載。計劃亦包括一個由政府管理的網

上資料庫，網羅大量有關本港七個河

流流域的資料，至2019年5月為止，共

吸引逾34,000位用戶，並獲教育局推

薦，作為高中地理課程的參考教材。

因成效令人鼓舞，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已審批撥款，延長資助計劃三年，以

優化水資源資料庫，及推行不同程

度的互動項目。新階段將邀請50間

學校參與夥伴計劃，受惠學生將超過

48,000人。此外，約2萬名公眾人士將

直接參與多項教育活動，而網上資源

則預計將服務約18萬人。

慈善
創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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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會持續推行新倡議，向員工注入可持續發展概念及貢獻社會。現時，所有行政人
員及新入職的全職員工均於入職培訓時了解馬會承擔的環保工作及活動。馬會亦積
極支持相關的公眾及業界講座，主動分享知識及參與商界倡議，並就不同的可持續
發展議題，與非政府機構建立長遠合作關係。

環境培訓
馬會加強環境培訓，確保員工擁有所

需知識及技能，讓他們以對環境負責

任的方式履行職責。2017/18年度，馬

會推出三個全職員工培訓課程，包括

針對所有員工的環境可持續發展入職

培訓、廢物管理合規培訓，以及有關

環保政策及指引的網上課程。此外，

馬會亦特別為零售部及會員事務部的

兼職員工制定了兩個培訓課程。這些

橫跨實體課堂和電子媒介的重點課

程，為超過6,000名全職及15,000名兼

職馬會員工提供環境培訓。

早於從化馬場2018/19年度正式啟用

前，馬會已完成環保入職培訓的制定

工作，並檢討工作措施和指引，以迎

接更龐大的員工團隊。由於從化馬場

超過九成的員工均為新入職人士，大

部分在之前從未接觸過與馬匹相關的

行業，因此上述舉措十分重要。

綠色啟動
為進一步提升員工環保意識，馬會的

綠色啟動計劃定期舉辦不同活動，包

括回收活動、環保概念宣傳活動、培

訓及生態旅遊等。今年活動包括為員

工及其家屬舉辦南丫島生態之旅，認

識島上的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環境。去

年，馬會於塱原舉辦生態稻米種植活

動，旨在以工作坊的形式介紹水稻對

生態環境的重要性，闡述上水塱原稻

米復耕的故事。

馬會為超過6,000名全職及
15,000名兼職馬會員工提供
環境培訓。

各方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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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參與
支持非政府機構

為啟發和增進下一代對環保方面的了

解，馬會繼續資助及支持大專生參與

環保會議、工作坊及參觀業界設施，

2019年的活動包括香港中文大學的可

持續發展會議。

馬會鼎力支持世界自然基金會於香港

展開的保育工作。馬會獲頒授雙鑽石

會員會籍，肯定了本會作出的貢獻。

一如過往數年，馬會今年繼續響應基

金會舉辦的「地球一小時」活動，於活

動當日將轄下共102個場外投注處的戶

外照明關掉一小時。此外，馬會為響

應政府推行的《戶外燈光約章》，早已

規定所有場外投注處於午夜過後關掉

所有戶外照明。

©香港中文大學可持續發展會議2019

馬會獲香港管理專業協會頒授2018/19年度香

港可持續發展獎－卓越獎。

馬會主動分享最佳實踐方案，並鼓勵

社區參與應對環境問題。例如，馬會

為香港欖球總會的「啤酒杯按金計劃」

提供相關知識及支援，該會後來在

2019年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等大型欖

球活動均引入可重用塑膠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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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參與

一隻雀鳥佇立於遭颱風「山竹」破壞的樹枝上捕食。 雙魚河鄉村會所種植的新植物增加食物資源，吸引多種雀鳥及蝴蝶。

專業協會
馬會與商界環保協會緊密合作，積極

參與其轄下的諮詢小組，包括循環經

濟、氣候變化商界論壇及可持續生活

環境諮詢小組，以應對香港的重要環

保議題，並協助本地商界改善其環保

績效。為促進環境可持續發展，並培

育環保專才，馬會分別於2017/18及

2018/19年度以大專生參與為目標贊助

協會舉辦的一系列的環保講座、工作

坊及業界設施考察團。

作為於2015年創立的香港合資格環保

專業人員學會的董事局成員，馬會支

持學會確保本港環保行業維持卓越的

工作水準，使香港成為國際環境管理

領袖。

即棄飲料包裝佔香港城市固體廢物的

一部分。馬會支持由香港不同企業及

本地機構組成的跨界別小組－「免『廢』

暢飲」，協力發展及促成即棄飲料包裝

管理的策略和行動。馬會同時身體力

行減少轄下業務的即棄包裝飲料。

馬會會員投入大自然
雙魚河鄉村會所推出全新的「探索大自

然系列」及「Nature Discovery」活動，

鼓勵會員發掘優美會所的生物多樣

性，加深對新界生態環境的認識。事

實上，雙魚河鄉村會所內亦曾出現不

少罕見動物、蝴蝶、雀鳥和植物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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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化馬場

從化馬場是自沙田馬場於40年前開幕

以來，馬會在賽馬方面最大規模的策

略性投資項目。

香港賽馬會從化馬場於去年8月28日正式開幕，標誌著香港賽馬發展邁進新里程。
場內提供嶄新先進的馬匹訓練及護理設施，有助馬會進一步提升世界級賽馬運動的
水準。

未來幾年，將陸續有更多賽駒遷入從

化馬場，享用當地的設施。

從化馬場在本報告年度的大部分時間

均處於營運前的籌備階段。雖然在營

運測試期間有就整體建築進行環保監

保護馬場周圍的環境
對馬會在從化成功與
否至關重要。馬會已制
定全面的環境管理及
監測計劃，涵蓋空氣、
噪音、水資源及廢物等
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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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但所得數據將不會納入本報告

中。

從化馬場的管治恪守ISO14001國際標

準，其環境管理及績效交由環境委員

會督導。從化馬場環境委員會由各個

主要部門的主管組成，並由馬場總經

此舉令每日的食水用量削減約2,000立

方米。多項的措施亦有助保持從化馬

場生物安全區周圍環境清潔。

從化馬場的廢物管理
從化馬場將馬房及營運產生的廢物全

數送至新建的市立焚化爐處理，為附

近地區供電。此外，廚餘及其他可循

環再造的物料則在馬場外按當地法規

處理。

理擔任主席。早在馬場施工時，馬會

已制定全面的環境監測計劃，涵蓋超

過20個地點及四個主要範疇，包括空

氣、噪音、水資源及廢物，以確保從

化馬場持續按其環評報告所標示的承

諾及目標營運。

隨著從化馬場於2018年8月正式啟用，

馬會已將重點轉移至新入職員工的培

訓工作上，以執行馬場的環境管理措

施。

馬會了解到馬場周圍的自然環境需悉

心保護，因而在工程設計中融入大量

環保措施和裝置，防止噪音、廢氣及

污水排放影響附近環境，並提升能源

及用水效益。

從化馬場的排水系統將雨水及污水分

開處理，並自設污水處理廠，運用膜

式生物反應器技術，處理營運所產生

的污水。水資源將循環再用，用作跑

道灌溉、潔地、園藝、沖水及製冷。

馬匹陸續抵達從化馬場。在兩地雙向營運模

式下，多位練馬師在從化設廄。

馬匹泳池的池水經六個過濾階段後循環再

用。

從化馬場



績效數據	
摘要 環境表現（香港業務）

2018/19 2017/18 2016/17
2009/10 
基準年度     

碳排放（二氧化碳排放當量（公噸））(1) 109,879 109,896 111,836 116,434
     

電力的間接排放 102,204 101,641 103,961 109,822
製冷劑的散逸性排放 3,481 4,230 3,972 2,686
設施的直接排放 2,322 2,318 2,290 2,367
運輸的直接排放 1,379 1,190 1,099 1,057
氣體燃料的間接排放 493 517 514 502     

使用外購電力所產生的碳排放（二氧化碳排放當量（公噸））(1)

     

馬場 51,282 50,863 51,260 52,982
辦公室(2) 17,657 17,614 18,164 13,827
會所 16,772 16,811 17,192 18,082
場外投注處 13,572 13,192 13,914 15,938
電話投注中心及綜合顧客服務中心 1,881 2,053 2,315 7,981
員工宿舍 1,040 1,108 1,116 1,012     

碳排放系數(3)

     

電力（香港島） （每度電碳排放量） 0.80 0.79 0.79 0.84
電力（九龍及新界） （每度電碳排放量） 0.51 0.51 0.54 0.54
煤氣（每度煤氣碳排放量） 0.56 0.59 0.60 0.63     

總能源消耗（千兆焦耳） 687,760 686,099 674,607 685,700
     

電力（千瓦時）(1) 174,006,240 174,290,097 171,590,670 174,835,923
煤氣（度） 873,354 873,496 857,637 798,673
柴油（升） 273,910 181,759 164,258 420,343
B5生物柴油（升） 217,691 222,180 200,424 –
汽油（升） 53,238 62,514 70,647 77,833
石油氣（升） 0 6,881 12,462 11,685     

臭氧消耗物排放(CFC-11當量（公斤）） 28 76 54 132
     

環境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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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數據	
摘要

環境表現（續）

環境表現（香港業務）

2018/19 2017/18 2016/17
2009/10 
基準年度     

耗水量（立方米）－源自都市供水系統(4) 2,017,023 1,953,976 1,898,235 –
     

物料採購量
     

彩票（千張） 435,081 449,278 488,465 647,294
森林管理委員會(FSC)認證環保紙張 100% 100% 100% 18.6%
辦公室列印紙（盒） 6,335 6,555 6,372 9,714
再造紙 97% 94% 73% 11%
馬匹墊料—報紙（23公斤袋裝） 246,418 286,066 349,100 585,260
馬匹墊料—木屑（18-21公斤袋裝） 447,001 465,541 477,969 70,130     

源頭分類、捐贈及回收
     

捐贈食物（公斤）(5) 9,501 12,410 15,489 –
回收：

廚餘（公斤）(6) 1,051,662 858,676 865,472 –
廢紙（公斤） 576,923 534,756 526,980 385,967
玻璃樽（公斤） 121,319 98,406 106,081 21,059
塑膠（公斤） 91,967 61,617 38,417 4,367
金屬品（公斤） 17,465 4,824 5,495 3927
廢食油（公升）(7) 22,394 13,316 15,347 –
電子廢物（件） 3,298 5,178 13,686 5,137     

(1) 過往數據已按照財務匯報範圍作出修改。

(2) 沙田通訊及科技中心數據於2015/16年度開始獲納入報告範圍。

(3) 碳排放系數參考能源公司可持續發展報告。

(4) 2013/14年度（基準年度）的用水量為1,738,946立方米。

(5) 相關數據自2013年11月開始收集。

(6) 相關數據自2012/13年度開始收集。

(7) 相關數據自2013/14年度開始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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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數據	
摘要

環境表現（續）

環境表現（其他運作）

2018/19 2017/18 2016/17
2009/10 
基準年度 (8)

     

碳排放（二氧化碳排放（公噸））
     

滘西洲公眾高爾夫球場 4,694 4,737 4,874 2,741
公眾騎術學校 562 579 672 469
大館－古蹟及藝術館(10) 5,131 – – –     

總能源消耗（千兆焦耳）(9) 70,289 48,039 48,298 21,081     

滘西洲公眾高爾夫球場

電力（千瓦時） 5,269,113 5,189,831 5,138,762 5,075,433
柴油（升）(9) 655,013 680,152 682,981 –
汽油（升）(9) 28,346 31,218 30,952 –
公眾騎術學校

電力（千瓦時） 992,384 1,034,662 1,135,878 780,391
B5生物柴油（升） 3,884 3,458 3,063 –
大館－古蹟及藝術館(10)

電力（千瓦時） 6,412,017 – – –
柴油（升） 483 – – –     

2018/19 2017/18 2016/17
2013/14
基準年度     

耗水量（立方米）－源自都市供水系統
     

滘西洲公眾高爾夫球場 37,947 31,367 35,863 55,163
公眾騎術學校 8,318 6,880 8,834 9,944
大館－古蹟及藝術館(10) 18,492 – – –     

(8) 更正2019年報內容，基準年應為2009/10年度。

(9) 自2016/17年度開始涵蓋滘西洲公眾高爾夫球場的燃料數據。

(10) 2018/19是大館－古蹟及藝術館首個完整營運的年度，相關數據只涵蓋賽馬會文物保育有限公司管理及營運的建築物及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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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數據	
摘要

環境表現（續）

環境表現（內地業務）(11)

2018/19 2017/18 2016/17
2009/10
基準年度     

碳排放（二氧化碳排放（公噸））(12) 7,357 7,451 7,599 8,765     

電力的間接排放 6,896 6,974 7,130 8,300
設施的直接排放 461 477 469 465     

總能源消耗（千兆焦耳） 36,915 37,521 37,953 42,089
     

電力（千瓦時） 7,965,973 8,056,567 8,212,671 9,383,904
天然氣（立方米） 228,808 236,587 232,993 230,748     

耗水量（立方米）－源自都市供水系統 100,712 98,144 99,012 87,268
     

源頭分類、捐贈及回收(13)

     

回收（公斤）：

廚餘 73,620 58,540 45,048 –
廢紙 7,924 7,346 6,808 –
塑膠 2,114 1,703 1,494 –
玻璃樽 1,944 1,189 974 –     

處置一般廢物（公斤）(14) 78,050 64,970 57,672 –
     

(11) 數據涵蓋北京會所（自2009/10年度）及深圳辦公室（自2016/17年度）的業務運作。2009/10基準年度的數據已按照排放系數調整而更新。

(12) 採納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佈的電力系統排放系數。

(13) 相關數據自2012/13年度開始收集。

(14) 從過去報告中的綠色廢物更正為一般廢物以避免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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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
內容索引

   

一般披露
   

組織概況   
102-1 機構名稱 本報告－關於本報告   
102-2 活動、品牌、產品及服務 年報－財務報告（業務概況）   
102-3 總部位置 年報－背頁   
102-4 營運地點 年報－財務報告（財務報表）   
102-5 所有權及法律形式 年報－財務報告（財務報表）   
102-6 服務的巿場 年報－財務報告（業務概況）   
102-7 機構規模 年報－財務報告（業務概況）   
102-8 關於員工及其他工作者的資料 年報－財務報告（統計數字概要）（集團僱員）   
102-9 供應鏈 本報告－減廢及廢物管理   
102-10 機構及其供應鏈的重大變化 本報告－關於本報告

本報告－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報告   
102-11 預警原則或方針 年報－財務報告（業務概況）   
102-12 外界倡議 馬會參與多個外界倡議，包括環境局的《戶外燈光約章》、香港環境

卓越大獎的《綠色戶外活動嘉許計劃》、《惜食約章》及環境及自然保
育基金的社區項目。   

102-13 協會的成員資格 網站－馬會知多少
   

關於「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標準》：本報告中（39至42頁）的2016及2018指標準的更新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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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
內容索引

   

一般披露
   

策略   
102-14 高階決策者的聲明 本報告－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報告

   

道德與誠信   
102-16 價值、原則、標準和行為規範 年報－核心價值

本報告－綠色管治（馬會環保承諾）
   

管治   
102-18 管治架構 年報－管理委員會

本報告－綠色管治
   

持份者參與   
102-40 持份者群組列表 本報告－綠色管治

馬會定期連繫各界持份者，包括顧客、會員、員工、供應商、政府
部門、本地社區團體、各區議會，以及傳媒。   

102-41 團體協約 不適用，香港沒有相關法規。   
102-42 持份者的識別與選擇 在環境方面，馬會的主要持份者包括政府部門、企業夥伴、綠色團

體、顧客及員工。通過不同的慈善和社區工作，馬會亦與各個非政
府機構及教育團體有廣泛連繫。   

102-43 持份者參與的方式 本報告－綠色管治
馬會透過不同管道定期與其眾多持份者攜手合作，包括透過服務管
道、電子及文字通訊、意見調查和小組座談會，建立與員工和顧客
持續溝通的平台。   

102-44 提出的關鍵議題和關注事項 本報告－綠色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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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
內容索引

   

一般披露
   

匯報實務   
102-45 綜合財務報表中所包含的實體 年報－財務報告   
102-46 界定報告內容與議題涵蓋範圍 本報告－綠色管治   
102-47 重要議題列表 本報告－綠色管治   
102-48 資訊重述 歷史數據已按照財務匯報範圍作出修改，請參閱績效數據摘要的

腳註。   
102-49 報告變化 本報告－關於本報告   
102-50 報告年度 本報告－關於本報告   
102-51 最近報告日期 上一次GRI報告為《 2017年環境報告》-於2017年12月發布。   
102-52 報告週期 本報告－關於本報告   
102-53 查詢本報告的聯絡點 本報告－關於本報告   
102-54 依循全球報告倡議組織準則匯報的聲明 本報告－關於本報告   
102-55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內容索引 本報告－全球報告倡議組織內容索引   
102-56 外界核證 本報告已獲香港品質保證局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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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
內容索引

   

經濟表現
   

GRI 103：管理方針2016   
103-1 解釋重要議題及其邊界 年報－財務報告（業務概況）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年報－財務報告（業務概況）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年報－財務報告（業務概況）

   

GRI 201：經濟績效2016   
201-1 機構所締造及分配的直接經濟價值 年報－財務報告（業務概況）   
201-3 界定福利計畫責任與其他退休計畫 年報－財務報告（集團綜合財務報表及統計數字）

   

間接經濟影響
   

GRI 103：管理方針2016   
103-1 解釋重要議題及其邊界 年報－慈善及社區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年報－慈善及社區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年報－慈善及社區

   

GRI 203：間接經濟影響2016   
203-1 基礎設施的投資與支援服務 年報－慈善及社區   
203-2 顯著的間接經濟影響 年報－慈善及社區

   

防止貪污
   

GRI 103：管理方針2016   
103-1 解釋重要議題及其邊界 年報－財務報告（業務概況）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年報－財務報告（業務概況）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年報－財務報告（業務概況）

   

GRI 205：防止貪污2016   
205-2 有關防止貪污政策和程式的溝通及培訓 年報－財務報告（業務概況）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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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
內容索引

   

能源
   

GRI 103：管理方針2016   
103-1 解釋重要議題及其邊界 本報告－管理我們的「蹄印」 （能源使用情況及效益）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本報告－管理我們的「蹄印」 （能源使用情況及效益）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本報告－管理我們的「蹄印」 （能源使用情況及效益）

   

GRI 302：能源2016   
302-1 機構內部的能源消耗量 本報告－管理我們的「蹄印」 （能源使用情況及效益）   
302-4 減少能源消耗 本報告－管理我們的「蹄印」 （能源使用情況及效益）

   

水資源
   

GRI 103：管理方針2016   
103-1 解釋重要議題及其邊界 本報告－管理我們的「蹄印」 （水資源管理）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本報告－管理我們的「蹄印」 （水資源管理）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本報告－管理我們的「蹄印」 （水資源管理）

   

GRI 303：水資源2018   
303-1 共用水資源之相互影響 本報告－管理我們的「蹄印」 （水資源管理）

本報告－慈善創新路   
303-2 與排水相關的影響管理 本報告－從化馬場

本報告－管理我們的「蹄印」 （水資源管理）   
303-5 耗水量 本報告－績效數據摘要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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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
內容索引

   

排放
   

GRI 103：管理方針2016   
103-1 解釋重要議題及其邊界 本報告－管理我們的「蹄印」 （碳足跡及碳排放）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本報告－管理我們的「蹄印」 （碳足跡及碳排放）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本報告－管理我們的「蹄印」 （碳足跡及碳排放）

   

GRI 305：排放2016   
305-1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一） 本報告－績效數據摘要   
305-2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二） 本報告－績效數據摘要   
305-5 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本報告－績效數據摘要   
305-6 消耗臭氧層物質排放 本報告－績效數據摘要

   

污水及廢物
   

GRI 103：管理方針2016   
103-1 解釋重要議題及其邊界 本報告－（減廢及廢物管理）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本報告－（減廢及廢物管理）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本報告－（減廢及廢物管理）

   

GRI 306：污水及廢物2016   
306-2 按類別及處置方法劃分的廢物 本報告－績效數據摘要

   

環保法規遵循
   

GRI 103：管理方針2016   
103-1 解釋重要議題及其邊界 本報告－綠色管治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本報告－綠色管治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本報告－綠色管治

   

GRI 307：環保法規遵循2016   
307-1 違反環境法規 零－沒有違反環境法規的記錄

   

環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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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
內容索引

   

培訓與教育
   

GRI 103：管理方針2016   
103-1 解釋重要議題及其邊界 年報－員工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年報－員工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年報－員工

   

GRI 404：培訓與教育2016   
404-2 員工技能提升課程及職涯轉換輔助計劃 年報－員工（員工發展）

   

本地社區
   

GRI 103：管理方針2016   
103-1 解釋重要議題及其邊界 年報－慈善及社區

年報－有節制體育博彩及獎券
本報告－各方參與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年報－慈善及社區
年報－有節制體育博彩及獎券
本報告－各方參與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年報－慈善及社區
年報－有節制體育博彩及獎券
本報告－各方參與

   

GRI 413：本地社區2016   
413-1 社區參與、影響評估及發展計劃的營運活動 年報－慈善及社區

本報告－香港賽馬會從化馬場
本報告－各方參與   

413-2 對本地社區具有顯著的實際或潛在負面影響的營運活動 年報－有節制體育博彩及獎券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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