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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表現

機身 客艙設計整裝方案 部件 發動機 港機集團總計

單位 2020 2019 2018

能源消耗1

直接能源消耗 千兆焦耳 	170,017	 	6,097	 	332	 	225,857	 	402,304	 	446,473	 	430,297	

非直接能源消耗 千兆焦耳 	259,641	 	23,475	 	22,949	 	135,496	 	441,561	 	502,229	 	494,592	

總能源耗量 千兆焦耳 	429,658	 	29,572	 	23,281	 	361,353	 	843,865	 	948,702	 	924,889	

每工時能源消耗總量 兆焦耳/工時 16.16	 38.68	 18.64	 110.58	 26.53 	26.80	 	26.92	

表現數據
表現數據的收集及計算方法

我們一般的做法是要求數據擁有者通過書面證明或以過去業績，確認其數據的準確性。

數據經由內部及外部批核，以確保沒有任何重大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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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量2

直接排放量（範疇1）
千克二氧化
碳當量

	16,274,142	 	322,312	 	259,423	 	17,618,248	 	34,474,125	 	37,554,599	 	33,164,596	

間接排放量（範疇2)3
千克二氧化
碳當量

	36,811,213	 	2,691,983	 	3,931,111	 	19,507,585	 	62,941,892	 	72,466,037	 	73,491,038	

營運排放量（範疇1+範疇2）
千克二氧化
碳當量

	53,085,355	 	3,014,295	 	4,069,534	 	37,125,833	 	97,416,017	 	110,020,636	 	106,655,634	

每工時營運排放量（範疇1+範疇2）
千克二氧化
碳當量/工時

2.00	 3.94	 3.26	 11.36	 3.06 3.11 3.10

商務旅遊造成的其他間接排放量（範疇3）
千克二氧化
碳當量

	373,077	 	586,366	 	7,198	 	67,564	 	1,034,205	 	2,637,209	 	2,458,787	

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千克二氧化
碳當量

	53,458,432	 	3,600,661	 	4,076,732	 	37,193,397	 	98,450,222	 	112,657,845	 	109,114,421	

消耗臭氧層物質

消耗臭氧層物質的排放量
千克一氟三
氯甲烷當量

	116	 	-			 	1	 	-			 	117	 	670	 	33,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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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

航空煤油 公噸 	-			 	-			 	-			 	5,125	 	5,125	 	4,834	 	4,562	

柴油 公升 	3,139,304	 	12,312	 	1,845	 	-			 	3,153,461	 	4,400,166	 	4,001,729	

石油氣／丙烷氣 公升 	52,733	 	1,202	 	-			 	-			 	53,934	 	66,959	 	71,259	

無鉛汽油 公升 	257,258	 	3,833	 	8,125	 	6,792	 	276,008	 	411,371	 	437,733	

煤氣／天然氣 兆焦耳 	43,355,996	 	5,498,213	 	-			 	474,144	 	49,328,353	 	60,724,154	 	66,372,723	

電力

總耗電量 千瓦時 	72,221,915	 	6,520,844	 	6,374,695	 	37,637,734	 	122,755,188	 	138,205,677	 	136,043,993	

可再生能源總耗電量 千瓦時 	1,211,712	 	-			 	-			 	-			 	1,211,712	 	1,302,374	 	1,373,157	

製冷劑／滅火劑

製冷劑／滅火劑耗量 千克 	6,291	 	-			 	114	 	1,077	 	7,482	 	6,761	 	8,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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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食水用量 立方米 	359,233	 	15,136	 	14,053	 	150,286	 	538,708	 	600,508	 	633,306	

經處理後的廢水排放 立方米 	321,782	 	14,657	 	7,093	 	142,258	 	485,790	 	476,764	 	482,351	

已回收水 立方米 	35,193	 	-			 	5,009	 	-			 	40,202	 	50,178	 	45,542	

每工時使用的食水量 公升/工時 	39.34 	19.80 11.25	 45.99	 	20.73	 	16.96	 	18	.44

每工時使用的食水用量的比例 % 9.8% - 35.6% - 7.5% 8.4% 7.2%

物料

紙及紙產品秏量 千克 	146,673	 	1,887	 	3,863	 	21,780	 	174,202	 	217,293	 	22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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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物管理

工業／商業廢物棄置4 千克 	2,976,748	 	130,496	 	29,060	 	777,550	 	3,913,854	 	4,302,445	 	3,956,416	

隔油池廢物棄置 千克 	169,276	 	-			 	-			 	23,920	 	193,196	 	129,812	 	219,648	

廚餘回收 千克 	87,098	 	-			 	1,065	 	23,377	 	111,539	 	147,619	 	156,672	

金屬回收 千克 	112,334	 	2,532	 	25,715	 	7,424	 	148,005	 	191,239	 	181,806	

廢紙／紙箱回收 千克 	292,471	 	-			 	2,235	 	41,472	 	336,177	 	382,657	 	368,809	

塑膠回收 千克 	9,429	 	-			 	358	 	5,306	 	15,093	 	17,822	 	16,651	

木材回收5 千克 	8,460	 	-			 	-			 	93,690	 	102,150	 	223,930	 	605,710	

打印墨盒回收 數量 	796	 	-			 	128	 	529	 	1,453	 	1,453	 	1,312	

廢物回收比例 % 14.6% 1.9% 50.3% 18.1% 15.4% 18.3%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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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廢物管理

液體化學廢物棄置 公升 	470,991	 	7,576	 	1,368	 	181,715	 	661,651	 	614,101	 	657,528	

固體化學廢物棄置 千克 	469,673	 	6,459	 	2,835	 	123,367	 	602,335	 	807,483	 	812,214	

煤油回收 公升 	172,108	 	-			 	-			 	5,200	 	177,308	 	210,822	 	218,867	

化學廢物回收至液體化學廢物比例 26.8% 	-			 	-			 2.8% 21.1% 25.6% 25.0%

重要化學品／油品洩漏 數量 	-			 	-			 	-			 	-			 	-			 	-			 -	

環境表現

註 :

1.		 能源消耗數據基於溫室氣體報告數量：	由太古提供的 2020 年轉換因子

2.		 集團的溫室氣體排放包括二氧化碳、甲烷及一氧化二氮。其溫室氣體排放數據以二氧化碳當量進行呈示，及基於世界資源研究所及世界事務委員會就可持續發展頒佈的「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一企業會計與報告標準」（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的報告要求。	

集團採納了「營運控制」的方法，以界定其用於溫室氣體會計與報告的組織界限。

3.		 範疇 2溫室氣體排放數據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依據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所載列基於位置的方法進行計算。

4.		 港機部件服務（廈門）的廢物由廈門太古進行處理，及已包含於廈門太古的數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