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聲明 Declaration 
根據本會條例，本人明白需要向警方報失有關物品。 
網 上 報 失 者 可 登 入 香 港 警 務 處 電 子 報 案 中心 ( 網 址 : https://www.erc.police.gov.hk/cmiserc/CCC/PolicePublicPage?language=ch) 填 寫 網 
上 警 務 遺 失 財 物 報 告 表 格。本人亦明白會員事務部將向馬會保安部報失有關物品，任何人士如使用已報失之物品進入馬會範圍，事件將按有關
程序處理。 

Under the Club’s Bye-law, I understand that I have to report loss of the above membership items to the Police. Online report loss of property can be 
completed at the e-Report Centre of Hong Kong Police Force (URL: https://www.erc.police.gov.hk/cmiserc/CCC/PolicePublicPage?language=en). 
I also understand that the loss of membership items will be reported to Club’s Security Department. If the lost items are used to access the Club 
premises, the matter will be dealt with accordingly. 

   本人已向警方報失有關物品，報失編號為＿＿＿＿＿＿＿＿＿＿＿＿＿＿＿＿以供記錄之用。 
I have already reported loss of the membership items and the Report No. is ＿＿＿＿＿＿＿＿＿＿＿＿＿＿＿＿ for Club’s record. 

   本人授權香港賽馬會代為報失有關物品，並同意將本人所需的有關資料交予警方作登記報失之用。 
I authorize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to report the loss to the Police on my behalf and agree to release my required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the Police for completion of the report form. 

(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 號。Please tick the appropriate box.) 
 

密件 CONFIDENTIAL 

賽馬證章／泊車證／特許計劃卡報失表格 

REPORT FOR LOSS OF RACING BADGE / CAR PARK LABEL / CONCESSION SCHEME USER CARD 
本表格並不適用於報失會員卡，遺失者請致電恒生銀行 24 小時客戶服務線 2998 8833。 

This form is not applicable for reporting loss of membership cards. Please call Hang Seng Bank 24-hour Customer Service Hotline on 2998 8833. 

本人擬報失下列物品︰ 
I would like to report the loss of the following membership items: 

賽馬證章 Racing Badge 
  會員證章 Member’s Badge    可轉用附屬證章 Transferable Supplementary Badge 

泊車證 Car Park Label 
  會員泊車證 Member’s Car Park Label    雙魚河鄉村會所泊車證 Beas River Country Club Car Park Label 

特許計劃卡 Concession Scheme User Card 
 本 人 Myself   配 偶 Spouse    子女 Children  (持有人姓名 Name of Cardholder: ) 

)    賽馬團體泊車證 Syndicate Car Park Label (編號 No. ) 
賽馬團體證章及泊車證 Syndicate Badge & Car Park Label 
  賽馬團體證章 Syndicate Badge    (編號 No.  

(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 號。Please tick the appropriate boxes.) 

本人 * 需補領 ／無需補領  以上失物，並同意按以下收費自本人之馬會賬戶內扣除補發失物之費用： 

I * need / do not need   a replacement for the lost membership item, and agree the replacement fees to be charged to my membership account 
at the following rates: 

賽馬證章 Racing Badge 泊車證 Car Park Label 特許計劃卡 Concession Scheme User Card 
每枚二百五十元   $250 each 每張五百元   $500 each 每張五十元   $50 each 

( * 請刪除不適用者。Please delete as inappropriate.) 

姓名 
Name  

簽署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非賽馬會員／團體馬主編號 

Membership/Subscribership/Syndicate No.  
聯絡電話         日期 

Contact Tel No. 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 註 NOTES 

在向本會提供本表格內之個人資料之前，請先細閱有關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通告，當中已述明限制本會使用有關資料之規定。該通告已載於DP1表格內，上述表格 

可向香港跑馬地體育道一號馬會總部大樓香港賽馬會會員事務部索取。 
Prior to providing the personal data sought below, you should have read our Notice relating to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which restricts our use of 
these data. The Notice is available on Form DP1 which may be obtained from the Membership Services Department, Jockey Club Headquarters,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One Sports Road, Happy Valley, Hong Kong. 

1. 如團體馬主須報失物品，團體馬主經理須在本表格簽署。 

For any syndicate owner reporting loss of membership items, this form should be signed by his Syndicate Manager.
2. 請將已填妥的申請表交回： 

郵遞：香港跑馬地體育道一號香港賽馬會會員事務部

傳真：2966 7031 
Completed forms should be returned: 

By mail to Membership Services Department,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One Sports Road, Happy Valley, Hong Kong; or 
By fax to 2966 7031 

Loss-report/Aug 2019 

查詢 Enquiries 電話 Tel: 1814/1815/1816 傳真 Fax: 2966 7031 電郵 E-mail: membership@hkjc.org.hk 

https://www.erc.police.gov.hk/cmiserc/CCC/PolicePublicPage?language=ch
https://www.erc.police.gov.hk/cmiserc/CCC/PolicePublicPage?language=en
mailto:membership@hkjc.org.hk


 

私隱政策聲明 

馬會確保閣下資料私隱的承諾 

香港賽馬會及（如適用）其各附屬公司（合稱「馬會」；各自稱「馬會機構」）致力確保其所保存個人資料的機密及

安全。為履行這項承諾，馬會將貫徹執行香港特別行政區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稱「條例」）的原則及規定。本

私隱政策聲明旨在闡釋馬會保障私隱的做法。 

就本私隱政策聲明而言，香港賽馬會之「附屬公司」指香港賽馬會之年報所載之「附屬公司」。 

個人資料的收集 
馬會可能不時因業務及運作（包括向閣下提供服務及設施）而要求閣下提供可直接或間接證明閣下或其他人士身分的

資料（「個人資料」），例如（但不限於）下列資料： 
1) 閣下的姓名； 

2) 聯絡方式，例如電郵地址、郵寄地址及住宅地址、電話號碼及傳真號碼； 

3) 會員號碼及資料（例如利用閣下的會員賬戶所進行的交易）； 

4) 投注戶口號碼及資料（例如利用閣下的投注戶口所進行的交易）； 

5) 用於查證身分的資料，包括身分證件類型及身分證件號碼（例如閣下的香港身份證號碼及護照號碼）及其他相關

資料； 

6) 賬單資料，例如閣下的信用卡號碼、銀行賬戶資料及賬單郵寄地址； 

7) 人口統計資料，例如年齡、性別、國籍、婚姻狀況、喜好、教育背景及就業經歷； 

8) 使用閣下的賬戶所進行交易的詳情。 

向馬會提供個人資料並非強制性，但不提供個人資料可能導致馬會無法處理閣下的申請或向閣下提供設施及服務。 

 

閣下可能偶爾須向馬會提供其他人士（例如配偶或子女或來賓）的個人資料。在此情況下，為遵守條例規定，於使

用、披露及轉移前述人士之資料前，閣下首先須獲得該等人士之授權，包括閣下就欲於馬會達到之目的代表該等人士

同意馬會使用、披露及轉移其個人資料的可能用途。馬會可於必要時要求閣下向馬會提供任何證明有關授權的必要證

明文件。敬請閣下告知有關人士，可聯絡馬會以獲取更多資料。 

 

個人資料的使用 
閣下的個人資料可供作下列用途：- 

1) 就有關馬會以下業務提供設施、服務及支援或進行交易及行政工作：  

a) 馬會主要業務 — 賽馬、投注及會員事務； 

b) 馬場、會所、飲食、款客及娛樂；及／或 

c) 慈善或非牟利事務包括藝術、社區服務、保育、文化、教育、環境保護、醫療、音樂、康樂及體育

（「慈善或非牟利事務」）。 

2) 處理閣下對前述第 1 段馬會之服務及設施的申請； 

3) 申請會籍、馬匹擁有權、使用設施或服務的資格評估及審核； 

4) 核實閣下身分； 

5) 監控不對公眾開放的馬會場所的訪客； 

6) 把閣下的個人資料與就有關向閣下提供設施、商品及服務及／或進行有關馬會業務的任何交易及行政工作的

其他目的（而由馬會或第三方）所收集的其他資料進行核對（定義見條例）；  

7) 宣傳及推廣馬會及其附屬公司向閣下提供的任何設施、商品及服務，例如向閣下發送優惠及推廣資料（詳見

下述「直接促銷」）； 

8) 維護及發展馬會的業務系統及基礎設施，包括測試及升級該等系統； 

9) 履行以下所列或與其中任何一項相關、馬會必須或自願遵守的任何義務、規定及安排： 

a) 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境內或境外目前及將來的任何法律、規例、判決、法令及制裁制度； 

b) 香港境內或境外任何法律、監管、政府、稅務、執法或其他機構作出及發出的任何指引、指示、指令或

要求；或 

c) 任何與馬會主要業務有關的規例或附則。 

10) 根據馬會為符合制裁或預防或偵測清洗黑錢、恐怖分子融資活動或其他非法活動的任何計劃和行動，為馬會

共用資料及資訊及／或資料及資訊的任何其他使用而設的任何義務、要求、政策、程序、措施或安排； 

11) 預防、偵測或調查犯罪；和／或 

12) 方便馬會與閣下通信。 

馬會亦可不時使用有關顧客的不具識別性質統計資料，以便更有效地設計及改善馬會所提供的設施、商品及服務。此

等資料不會披露任何個人的身分。 



直接促銷 
馬會擬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以作馬會或馬會機構（或馬會或馬會機構之代理人）之直接促銷之用，為此保存於個別馬

會機構之閣下的個人資料可能被提供予其他馬會機構供其直接促銷之用。對於擬使用的個人資料種類及擬促銷的種

類，詳見下述。惟除非條例有所豁免或馬會收到閣下的同意，否則馬會不會如此使用及／或提供閣下的個人資料。 

為上述直接促銷之目的，馬會擬：  

1) 使用閣下的姓名、聯絡資料及人口統計資料；及 

2) 促銷及推廣以下由馬會或馬會機構或其各自之業務夥伴提供或安排的設施、商品、服務、支援及相關項目及

活動類別： 

a) 賽馬、投注及會員事務； 

b) 馬場、會所、飲食、款客及娛樂； 

c) 馬會發出或與馬會聯營之聯營卡、智能卡或儲值卡；及／或 

d) 慈善或非牟利事務或項目。 

閣下可隨時聯絡馬會保障資料私隱主任，免費要求馬會停止閣下之任何個人資料使用於任何上述直接促銷目的。 

個人資料的披露 
閣下向馬會提供的個人資料將予保密。惟對為滿足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或直接與該目的有關之其他目的而言屬必需

時，馬會可將有關個人資料提供予下列各方：  

1) 任何馬會機構，藉以（在不違反任何有關上述「直接促銷」所要求的同意之情況下）滿足達成收集資料所涉

的目的，亦可提供予馬會之業務伙伴作上述「直接促銷」之用﹔  

2) 就提供資料的目的或與其直接相關的目的而言，任何為或代表馬會或與本公司共同行事的人士或公司；  

3) 對馬會負有保密責任及承諾保密該等資料的任何其他人士或公司，惟有關人士或公司須有充份理由擁有有關

資料；  

4) 就馬會業務運作向馬會提供行政、營銷及研究、分銷、資料處理、電話營銷、電訊、電腦、付款或其他服務

的馬會的代理人、承包商、供應商及任何第三方服務供應商； 

5) 法律規定或授權的政府及監管機構、調查機構及執法機關以及其他機構；  

6) 對證明向閣下提供的任何服務及設施的付款而言屬必要的任何金融機構（包括銀行）；及 

7) 應閣下的要求，閣下的授權代表或法律顧問。  

當(i)法律規定、法令要求或為配合搜查令或其他合法有效的調查時；或(ii)據馬會秉誠相信，披露乃法律規定或於其他

方面對進行合法索償或辯護、獲取法律意見、行使及保障馬會的合法權利，或保護個人生命、身體或財產安全而言屬

必要時，馬會亦可將閣下的個人資料披露予第三方。當馬會有理由相信個人資料披露對查證、聯絡可能妨礙（無論是

有意或其他）馬會權利或運作的某人士的身分（或任何其他人士可能因此而受傷害時），或向該某人士提出法律訴訟

屬必要時，馬會亦可將閣下的個人資料披露予第三方。 

馬會亦可就有關涉及整個馬會或部分涉及馬會的併購或出售事項，或作為企業重組或企業控制權的其他變動的一部

分，將其所保存之閣下的任何資料作為一項資產予以轉移（包括作為清盤或破產程序的一部分作出的轉移）。 

馬會收集或獲取的個人資料可轉移至其他司法權區，而該司法權區所提供的個人資料保護或會遜於閣下所屬的司法權

區。閣下向馬會提交個人資料或使用馬會的任何服務及設施，即視為知悉及同意有關轉移。 

連結至第三方網站  
馬會網站可能含有轉至由第三方運營的其他網址及網頁的連結。馬會對所連結網站的內容或該等網站運營商處理閣下

個人資料的方式並無控制權。閣下須閱覽該等第三方網站的私隱政策，以了解其可能會以何種方式使用閣下的個人資

料。 

Cookies 的使用 
閣下使用馬會的網站（「網站」）及流動應用程式，即視為同意馬會可儲存及使用 cookies、IP 地址及使用其他方法，

以收集網站使用數據及提升閣下的線上體驗。  

 

Cookies 為閣下訪問的網站或閣下開啟的若干電郵儲存於閣下電腦中的小型電腦檔案，其因可讓網站正常運作及為網站

擁有人提供業務及營銷資料而廣為應用。  

 

馬會於其網站使用 cookies 以追蹤訪客的偏好。該等 cookies 可讓網站記錄網站的運作或頁面顯示方式變化的信息（如

閣下優先選取的語言），亦可協助閣下因應個人需要，變更網頁上可予個人設定的部分，例如文字大小、字體及其他

部分。閣下可透過修改互聯網瀏覽器的設置拒絕使用 cookies，惟閣下須知悉，若閣下拒絕 cookies，網站的某些部分可

能無法正常運作。 

  

資料保存 
馬會將只會於與處理個人資料目的相關的期間及適用法律所規定的期間儲存閣下提供的所有個人資料。  

資料保安承諾 
馬會致力保障閣下個人資料的安全。其將從實體、科技及組織內部三方面著手，採取各種措施，藉以協助保護閣下的

個人資料，防止資料在未獲授權下或意外地被查閱、處理、刪除或作其他用途。 

私隱政策聲明的更改 
馬會日後如對私隱政策聲明作出任何更改，將在其網站 www.hkjc.com 作出公佈，讓閣下時刻都知道馬會收集哪些資

料、此等資料的可能用途以及馬會是否會向任何人披露此等資料。 

個人資料的查閱及改正 
閣下有權要求查閱馬會所保存有關閣下的個人資料，以及要求改正此等資料。馬會處理此等要求時可收取合理的費

用。 

閣下可致函以下人士提出上述要求： 

香港跑馬地體育道一號 

馬會總部大樓 

保障資料私隱主任 

本通知以英文寫就，可能翻譯成其他語言。如本通知的英文版本與翻譯版本有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http://www.hkj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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