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 11 月修訂) 

 

參觀污水處理和防洪設施申請表 

填寫本表格前請先細閱附頁之申請須知。 

申請參觀地點*： 石湖墟/ 沙田/ 西貢/ 元朗/ 赤柱/ 昂坪污水處理廠/  

新田雨水泵房及元朗排水繞道/ 荔枝角雨水排放隧道 

申請參觀日期及時間#： 

 

(第一選擇) 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午  □下午 

(第二選擇) 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午  □下午 

(第三選擇) 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午  □下午 

(第四選擇) 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午  □下午 

參觀人數：  班級/ 年齡：  

隨行工作人員人數：  總參觀人數：  

語言#： □廣東話     □英語      □普通話 

參觀目的#： □ 一般參觀以了解渠務署設施及其運作 

□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者資料 

團體 / 學校名稱：  

申請人姓名：                       (先生/太太/女士*) 職位：  

郵寄地址：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  

參觀日負責人姓名：                       (先生/太太/女士*) 手提電話：  

 

茲證明所填報的資料確實無誤。(須由申請人簽署) 

 

 

姓名：                         職位：                  

 

 

簽署：                         日期：                           團體 / 學校印鑑 

* 刪去不適用者      # 請在所選擇項目的空格加上“”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將填妥的申請表傳真或郵寄至下列部別： 

參觀地點 傳真號碼 郵寄地址 

石湖墟/ 沙田/ 西貢/ 元朗污水處理廠 2827 8619 新界沙田馬料水水廠街 1 號   

沙田污水處理廠  

(致: 污水處理部 1 總務部) 

赤柱污水處理廠 

 

2991 4233 九龍昂船洲昂船路 

昂船洲污水處理廠行政大樓 2 樓 

(致: 污水處理部 2 總務部) 

昂坪污水處理廠/ 新田雨水泵房及元

朗排水繞道/ 荔枝角雨水排放隧道 

2827 8605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 號稅務大樓 43 樓 

(致: 渠務署總部公共關係組) 



(2014 年 11 月修訂) 

 

渠務署資訊 

 

如果有最新渠務署資訊，本人希望透過以下途徑收取有關資訊# (可選多於一項) 

□ 以電郵形式收取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以郵遞方式收取 (郵寄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以電話方式收取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以短訊形式收取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本人選擇不接收渠務署資訊。 

 

 

姓名：                          簽署：                         日期：                   

 
#請在所選擇項目的空格加上“”號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1. 收集資料的目的  

申請人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供渠務署用於處理在有關人士向渠務署提出申請參觀污水處理和防洪設

施，以及作發放渠務署資訊之用。 

  

2. 資料轉交的類別  

為了執行上述的目的，你在申請表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或許會轉交其他政府決策局和部門，以及其他

機構。 

 

3. 查閱個人資料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18 及 22 條以及附表 1 第 6 項原則，申請人有權查閱及改正其個人資料。

你的查閱權利包括在繳交有關費用後，索取你在申請表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的副本。 

 

4. 查詢  

有關查詢申請表內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包括查閱或改正，請聯絡本署社區關係主任 (電話 : 2594 7140/ 

地址: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 號稅務大樓 43 樓渠務署社區關係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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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須知 

1. 參觀時間 

參觀地點 參觀時間 

石湖墟/ 沙田/ 西貢/ 元朗/ 赤柱污水處理廠/ 

新田雨水泵房及元朗排水繞道/ 荔枝角雨水排

放隧道 

 上午 10:00 至 11:30 或 下午 2:30 至 4:00;  

 星期一至星期五 (公眾假期除外)  

昂坪污水處理廠  上午 10:30 至 11:30 或 下午 2:30 至 3:30;   

 星期二至星期五 (公眾假期除外) 

 

2. 中學或以上年級的學生方可參觀石湖墟 /西貢 /元朗 /赤柱 /昂坪污水處理廠。小學六年級或以

上的學生方可參觀沙田污水處理廠。小學三年級或以上的學生方可參觀新田雨水泵房及元朗排水

繞道及荔枝角雨水排放隧道。 

 

3. 參觀石湖墟/ 沙田/ 元朗/ 昂坪污水處理廠/ 荔枝角雨水排放隧道的團體人數 (包括負責老師或

人員) 以 25 人為限；赤柱污水處理廠以 20 人為限；參觀西貢污水處理廠以 15 人為限；而參觀

新田雨水泵房及元朗排水繞道以 24 人為限。  

 

4. 申請人須於擬定的參觀日期最少兩星期前遞交申請表。申請將根據先到先得的辦法作出安排。 

 

5. 在收到申請後，本署會以書面回覆申請人，告知是否可以安排參觀。如申請獲得批准，便會在信

內註明參觀日期。 

 

6. 在許可的情況下，渠務署會盡力安排參觀人士於首選日期進行參觀。然而，渠務署保留將參觀推

遲至其他日期的權利。 

 

7. 申請表內的資料如有變更，請於參觀日期前至少一星期通知本署作出適當的安排。 

 

8. 如在已預定參觀當日早上 7 時，天文台已懸掛 8 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發出紅色或黑色暴

雨警告，當日的所有預定參觀便會取消，不作另行通知。 

 

9. 申請參觀昂坪污水處理廠人士請留意，如在預定參觀當日早上 7 時，天文台已懸掛 3 號或以上熱

帶氣旋警告信號或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當日的所有預定參觀便會取消，不作另行通知。 

 

10. 如教育局發出取消學校上課的公佈，該天的預約學校參觀將會取消，不作另行通知。 

 

11. 如因上述情況而取消參觀活動的團體，請保留本署發出的參觀通知書，並致電本署職員重新安排

參觀。 

 

12. 參觀人士應穿著平底鞋。 

 

13. 參觀人士如有呼吸道感染徵狀，如發燒、流鼻水、咳嗽或打噴嚏等，必須戴上口罩。 

 

14. 渠務署保留取消已預定參觀的權利，並會預先通知有關團體/學校。 

 

15. 如對以上參觀活動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891 6420 (石湖墟/ 沙田/ 西貢/ 元朗污水處理廠) 或  

2195 3301 (赤柱污水處理廠) 或 2594 7073 / 2594 7026 (昂坪污水處理廠/ 新田雨水泵房及元朗

排水繞道/ 荔枝角雨水排放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