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田污水處理廠位於馬料水水廠街一
號，面積28公頃，相等於1.5個維多利亞公
園面積，若搭車途經會見到一個又一個方
形蓄水池，沙田及馬鞍山的63萬居民沖廁
後的污穢物和清潔後的廢水，經污水集水
區傳到廠房加工淨化，才排出大海。

微生物冬眠增挑戰
「如果將污水直接排出海，會嚴重影

響生態環境，引起紅潮，衍生有毒藻類，
造成大量死魚！」渠務署高級機電工程師
唐遠峯解釋，廠房透過微生物處理、沉澱
、紫外光消毒等，每日將34萬立方米污水
淨化，相等於136個標準泳池的水量，再泵
入位於亞公角女婆山的排放水輸送隧道，
然後經啟德河，再排放到維港。

全港有67間污水處理廠，有35年歷史
的沙田污水處理廠，在第二級別中最大。
要了解污水處理，像上一堂生物化學常識
科，如何 「控制微生物」與 「防止臭味」
是關鍵之一。唐遠峯解釋，利用微生物，
可分解污染物，近日天氣轉冷，微生物跟
人類一樣，不願活動， 「微生物的效率會

減慢，更會產生很多泡，需要注入更多壓
縮空氣，加快繁殖速度，再用機器吸走多
餘的泡沫！」

驅味除臭力保不擾民
解決臭味問題是廠房另一大挑戰。90

年代中，馬鞍山有多個屋苑相繼落成，污
水處理大增，錦泰苑跟廠房最近、僅隔着
一條城門河，為免臭味影響鄰居，廠房加
入更多防臭裝置，定期到附近屋苑偵測，
確保異味不影響居民。

歷史較久的建築物，往往有一段都市
傳說。沙田污水處理廠在上世紀80年代初
曾傳出 「神秘火焰」，市民以為廠房失火
並報警。

唐遠峯解釋，處理污水時會產生化學
作用，包括形成沼氣，若過多必須釋出，
否則廠房可能爆炸，80年代設施不及目前
先進，所以需燃燒沼氣，因而產生火焰，
遠看以為失火，其實是誤會一場。原來背
後有科學因素！

唐遠峯於99年加入渠務署，最難忘是
2001年擴建廠房更換變壓器的驚險事， 「
事前已經做好後備發電，但過程竟然跳掣
，唯有找另一部發電機，如果未能及時更
換，污水流出廠房，後果不堪設想！」幸
好有驚無險。

期待往岩洞工作
政府早前宣布，計劃將廠房遷往亞公

角女婆山岩洞，騰出現址作其他用途，但
未有時間表。唐遠峯形容 「望見廠房，就
像看着孩子成長，即將進入大學」，將來
在山洞內工作，他說感覺既興奮，又緊
張。

沙田污水處理廠將於本月27及28日舉
行開放日，免費入場，沙田站或大學站有
免費穿梭巴士前往，今年首次引入擴增實
境（AR）技術，讓參觀者仿如置身 「跑馬
地地下蓄洪池」。

【大公報訊】記者朱樂怡報道：一間
國際大型連鎖健身中心被指拖欠約20名健
身教練的假期薪酬，涉款約230萬元，工聯
會質疑該公司違反《僱傭條例》，又向追
討欠款的僱員以 「執包袱」等言語施壓。
該公司昨日發表聲明指，已聯絡勞工處介
入，如核實工資有任何差額，定當補發。
勞工處發言人稱，將為各方安排調停會議
，提供適切協助。

根據勞工法例，僱員連續工作四周，
每周超過18小時，便可享有薪勞工及法定
假期，每日假期的工資計法，為過去12個
月底薪加佣金，再除以365日。

協助涉事員工的香港康樂體育專業人
員總會主席李粵閩昨日表示，該健身中心
一直沒支付假期薪金，2014年更要求健身
教練簽署同意書，同意公司抽取每月佣金
的一萬元，代替假期工資補償，懷疑違反

勞工法例；公司又以調舖、 「執包袱」等
脅迫員工簽署， 「健身教練喺舖頭儲落啲
熟客就會無晒！」

陸頌雄批做法可恥
求助員工李先生稱，僱傭合約寫明，

「每次成功sell（推銷）到一張單，就有7%
佣金」，但糧單上顯示部分佣金被無故扣
起，當作假期薪金， 「根本就未收過假期
人工。」

該健身中心並被指控，向追討欠薪的
員工施加壓力，如調舖、不獲分配新的客
源等，其中一名姓梁的員工於本月被公司
以表現不佳為由解僱，但他稱，對比其他
員工，自己的教堂數目及佣金收入並非最
差一員，懷疑是公司秋後算帳。

有份協助員工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
頌雄批評，有關做法可恥，促公司盡快補
償差額，否則不排除將行動升級。

涉事的健身中心表示，公司有按照《
僱傭條例》計算假日薪酬，會依法處理被
追討假期差額一事。

污水並非完全無用，部分污
水處理廠已可透過生物處理，推
動可再生能源，供應給廠房使用
。不少廠房頂部設置綠化天台，

裁種四季不同植物，引來蝴蝶蜜蜂，廠房美觀
之餘，也達到生物多樣化。

渠務署工作是防洪和污水處理，也注重綠
化和環境保育。渠務署環境保護主任陳正豪稱

，部分污水處理廠頂部設有綠化天台，並有太
陽能發電，推動可再生能源，減少二氧化碳排
放。

渠務署早期興建元朗繞道排水工程時收回
漁塘，造成濕地損失。陳正豪協助修復其他廢
棄漁塘，興建佔地七公頃的人工濕地，裁種植
物和農地，成功吸引逾110個雀鳥品種，包括
小白鷺和白腹秧雞等。

濾水廠天台有綠地

搭車途經大學站，可遠眺到一個個圓形建築物，旁邊有多個方
形大水池，這裏在80年代曾出現 「神秘火焰」 都市傳說， 「真身」
是佔地約28公頃的沙田污水處理廠，35年來肩負起淨化沙田區污水
的重責。渠務署高級機電工程師唐遠峯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
揭開這團 「怪火」 的真相；近日天氣轉冷，污水廠分解與沉澱的微
生物，受氣溫影響也有 「不聽話」 的時候，如何防止臭味傳至鄰近
屋苑，是另一挑戰。處理污水不簡單，也跟市民息息相關。

沙田污水廠怪火揭秘
80年代香江傳說 渠署工程師科學解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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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為配
合皇后山等多項新房屋發展計劃，水務署
計劃向立法會申請近17億元撥款，改善粉
嶺地區食水供應，包括建造容量達5.5萬
立方米的新配水庫、鋪設長逾14公里的管
道等。如撥款獲財務委員會批准，最快今
年第二季開工，2021年第一季至2024年第
一季分階段完成。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將於下周討論
多項基建工程撥款，涉及合共約24.6億元
，包括上水粉嶺新房屋發展供水計劃的
16.997億元撥款申請。資料顯示，北區五
年內將新增逾1.4萬戶公營房屋單位，水
務署計劃增建配水庫及鋪設新水管，滿足

當區發展需要。
至於目前為北大嶼山供應食水的小蠔

灣濾水廠，預料隨着東涌新市鎮擴展、機
場興建第三條跑道及推展北商業區，到
2025年將不足以應付地區的用水需求，需
要擴建。水務署申請1.115億元，進行擴
展前的勘查研究、設計及工地勘測，如獲
財委會批准撥款，最快今年第二季委聘顧
問，預計2021年第二季完工。

水務署又申請撥款逾6.5億元，推行
智管網第二階段，設立約275個監測區域
和水壓管理區域，涵蓋離島、荃灣、黃大
仙、觀塘、西貢、沙田及大埔，並於供水
管網安裝監測和感應設備。

申17億擬北區建配水庫 健身中心疑剋扣教練薪酬 工聯會助追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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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廠商欠薪走佬 內地網上追逃

白田天主教小學
東京街重置

【大公報訊】本港尚有二十多所 「火
柴盒」公營小學等待重置，立法會工務小
組委員會昨日通過向財委會申請3.45億元
撥款，於長沙灣東京街重置白田天主教小
學，有關建議將提交財務委員會審議，新
校舍預期2021年竣工。教育局副局長蔡若
蓮表示，會視乎當時的學額供求，決定是
否將舊校舍用地交還政府。

最快2021年遷出
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昨日開會，多

名議員關注重置後舊校舍的用途。蔡若蓮
回應，目前本港仍有24間 「火柴盒」公營
小學，當局正逐步處理，但由於每間學校
的重置條件不一，並要視乎當區的實際學
額及人口變化，有需要彈性地逐一處理。

她續稱，如建議獲財務委員會批准撥
款，將於今年第二季展開建造工程，2021
年第一季完工，即白田天主教小學最快
2021年才遷出，屆時會視乎學額需求，及
原有校舍是否仍然適合作教育用途等因素
，決定是否將舊校舍用地歸還政府。

▲白田天主教小學重置校舍構想圖

天台有綠地招蜂引蝶

▲渠務署環境保護主任陳正豪介紹綠化天台常引來蝴蝶蜜蜂

▲渠務署高級機電工程師唐遠峯稱，曝氣池已將污水淨化九成

▲沙田污水處理廠計劃遷往亞公角女婆
山岩洞

開放日有咩玩

日期

時間

交通

本月27及28日（周六、日）

早上9:30至下午5:00

免費穿梭巴士位置：
A. 港鐵大學站（B出口）

巴士站旁上落客區
B. 沙田排頭街上落客區
（港鐵沙田站B出口）

•導賞團及親子探索遊
•巨型充氣滑梯、舞台表演

▲讓市民仿如置身 「跑馬地地
下蓄洪池」

【大公報訊】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
臨近年關，為免打工仔被拖欠薪金，深圳
市人力資源保障局與公安機關啟動百日專
項行動，打擊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犯罪行為
，直至2月27日，大規模檢查用人單位工資
發放情況，重點排查建築施工、加工製造
、餐飲服務和互聯網金融企業。據通報，
一名港企電子廠老闆欠薪後逃匿，涉嫌拒
不支付勞動報酬犯罪，已被採取網上追逃

措施。
深圳市人社局通報，該間涉嫌拒不支

付勞動報酬犯罪的輝晉電子（深圳）有限
公司，法定代表人是蘇某聰（香港人），
公司位於光明新區，主要生產經營電子玩
具、電子表等，屬有限責任公司（外商投
資企業投資）。

2017年初，該公司拖欠189名員工的一
、二月份工資，被處以行政罰款五萬元後

，向員工補發了工資，但其後又拖欠三、
四月份工資。6月19日，蘇某聰失聯逃匿。
目前，輝晉電子的欠薪行為已觸犯《刑法
》第276條規定，涉嫌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犯
罪，光明公安分局經調查取證後，已對蘇
某聰採取網上追逃措施。

今年春節期間，深圳市各級人力資源
部門大規模檢查用人單位工資發放情況，
預防和遏制春節期間欠薪糾紛。

神秘火焰之謎
時間：80年代初
事件：市民報警稱污水廠失火
真相：•設施落後，處理污水時形成

沼氣
•恐沼氣過多引危險，燃燒
時產生火焰，遠看似
失火

資料來源：渠務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