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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灵修中心一名义务行
政主管，五年里私吞中心超过60
万元，昨天认罪后被判坐牢52个
月。
　　被告万光易（66岁）承认42
项伪造文件控状，以及各一项失
信和欺骗控状，他将在本星期五
开始服刑。
　　被告案发时是天主教灵修中
心（Catholic Spirituality Centre，

简称CSC）的全职义工，于2004
年至2014年间担任行政主管。该
中心是新加坡帝图拉尔罗马天主
教大主教教会（The Titular Roman
Catholic Archbishop of Singapore，
简称TRCAS）旗下组织。中心是
注册的慈善组织，基金来自教友
的奉献和捐款，以及公众捐款。
　　被告负责中心的日常运作和
管理义工，以及负责把支票给授
权签署的人签名，并安排付款给
供应商。

　　中心的银行户头若有多余款
项，也由被告负责把签了名的支
票存入TRCAS的银行户头。
　 　 案 情 显 示 ， 被 告 前 后 三 次
窜改存入TRCAS银行户头支票上
的 名 字 。 他 在 支 票 上 故 意 写 错
TRCAS的名字，跟着修改，然后
给 授 权 签 署 人 签 名 时 ， 叫 他 们
在 修 改 处 签 名 。 之 后 被 告 删 掉
TRCAS名字，再填上自己的名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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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屋顶或蓄水池水面上装置
大面积的太阳能板虽然能为新加
坡提供绿色能源，不过当这些太
阳能板无法继续使用时，它们就
会沦为电子垃圾，带来另一个棘
手问题。
　　电子垃圾是我国三大垃圾源
头之一，也是政府致力对抗的一
大垃圾源头。本地每年制造约6万
公吨电子垃圾，重量相等于220架
A380巨无霸客机。另两大垃圾源
头是食物垃圾及包括塑料在内的
包装垃圾。
　　南洋理工大学与法国著名科
研机构——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
源委员会（Alternative Energies and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简称
CEA）合作，设立新的电子垃圾
研究中心，太阳能板的再循环问
题会是研究重点之一。
　　CEA的强项包括低碳能源研
究，这是CEA成立70多年来首次
在法国以外设立研究中心。
　　坐落于南大校园内的“南
大—CEA循环经济研究中心”
（NTU Singapore-CEA Alliance for 

Research in Circular Economy）获
国家环境局支持，旨在专研以更
节能和创新的方式再循环电子垃
圾，以及从中取回可用材料。
　　除了太阳能板，中心的另三
个研究重点，包括再循环废弃的
锂离子电池和印制电路板，以及
去除电子产品中塑料部件所含的
有毒添加物。
　　研究中心去年8月投入运作，
环境及水源部兼卫生部高级政
务部长许连碹博士昨天为中心
主持揭幕仪式，出席的还有法
国驻新加坡大使阿邦苏尔（Marc 
Abensour）。

中心耗资2000万元设立
　　许连碹致辞时透露，中心
耗资2000万元设立，其中1250万
元，也就是约三分之二来自环境
局的固体废物资源化科研项目
（Closing The Waste Loop）资助计
划拨款。这显示环境局愿意给予
零废弃研究强有力的支持。
　　环境局首席技术官冯启坤受
访时形容：“电子垃圾是一把双
刃剑，里头所含的贵金属是非常
有用的材料，能拿来制造手机等

电子产品……但若不妥善处理，
它跟别的垃圾混在一起可能污染
其他垃圾源。”他希望通过南大
和CEA的合作，找出具成本效率
和亲环境的电子垃圾处理方式。
　　以太阳能板为例，参与研究
的南大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
授马修（Nripan Mathews）解释，
目前业界多数只会取出太阳能板

的铁框、玻璃表层和银再循环。
硅则因跟其他材料贴合在一起很
难分开，所以都被压碎丢弃。
　　不过他说，硅其实很贵，而
且提炼过程颇耗能源，所以他们
的目标之一，是要研发一个不危
害环境的溶剂，能轻易地把硅从
太阳能板中取出重用。
　　电子产品中也经常使用大量

塑料，如手机机身有近四分之一
是塑料，打印机则高达一半。因
此，再循环塑料部件也是处理电
子垃圾的重要一环。
　　同属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
郑祖仰助理教授说，电子产品塑
料跟一般矿泉水瓶不一样，里头
加了抑制燃烧的成分，对人体和
环境有害，因此要送去再循环之

前必须先“去毒”。现在市场上
没有标准的除毒方式，他们的研
究希望能填补这个缺口。
　　另外，研究中心昨天也与电
池制造商Durapower、化学品企业
阿科玛（Arkema）、共享电动车
业者BlueSG，以及电子垃圾再循
环公司Virogreen签署意向书，邀
业界伙伴一起参与研究。

南大和法国著名科研机构合作设立新的电子垃圾研究中心，旨在专研以更节能和创新的方式再循环电子垃圾，以及从中取回可用材料。（陈来福摄）

与法国科研机构合作

南大研究创新方式循环电子垃圾
南大与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合作设立的电子垃
圾研究中心，将重点研究如何再循环太阳能板。另外，
再循环废弃的锂离子电池和印制电路板，以及去除电子
产品中塑料部件所含的有毒添加物也是研究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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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裕华区四年前装置自动化气
动垃圾收集系统，当局 近又用
一条通风管罩住垃圾收集中心顶
端的排气孔，疑似把臭气导向一
辆手推垃圾车里，做法让居民费
解，申诉组屋周围仍弥漫着垃圾
恶臭味。
　　裕廊—金文泰市镇理事会答
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解释，手
推垃圾车确实是为了消除空气异
味而做出的新尝试。新的臭味消
除系统刚在今年2月启用，垃圾
车里装着水和清洁剂，能净化从
垃圾收集中心排气孔排放出来的
气体，从而消除异味。
　　新系统目前仍处试验阶段，
如果方法有效，当局将会用一个
水槽取代垃圾车。发言人希望居
民给予体谅和时间，让他们改善

现有情况。
　　裕华区有38座组屋从2015
年开始装置自动化气动垃圾收
集系统（Pneumatic Waste Con-
veyance System）。这是建屋发
展局实行的绿色家园计划（HDB
Greenprint）之一，目的是以节能
为主轴，改造老旧组屋区。
　　这个系统把垃圾收集中心设
在裕廊东21街第223A座组屋后
面，在那之后，附近居民就不时
会闻到一股臭酸异味，严重影响
环境。
　　一名齐姓居民（68岁，退休
人士）指臭味持续四年都没改
善，垃圾收集中心顶端数周前
多了一辆手推垃圾车和一条通风
管，其用途让人费解。
　　他说：“当局用通风管罩住
垃圾收集中心顶端的排气孔，把
臭气导进一辆手推垃圾车里，但

过了这么多天，臭味还是没有散
开。”
　　王丽琳（19岁，学生）则指
出，手推垃圾车的出现让人看了
一头雾水，但如果是当局的新尝
试，她也乐见其成。

大件物品阻塞　臭味加剧
　　自动化气动垃圾收集系统以
抽气的方式，透过管子将垃圾运
送至一个中央收集站，减少垃圾
收集对人力的依赖。不过，有居
民反映系统的垃圾槽好几次因为
有人丢下大件物品而阻塞，导致
臭味加剧。
　　在垃圾收集中心隔壁组屋楼
下开店的梁续忠（72岁，杂货店
老板）说，他曾看到清洁工来清
理系统时，挖出大型 毛玩具和
床褥等，希望居民能配合当局妥
善使用系统。
　　市镇会发言人表示，自动化
气动垃圾收集系统启用后带来不
少好处，如提升环境卫生、减少
虫害等。
　　当局也接获居民对于臭味的
反馈，并持续在建屋局的协助下
尝试解决问题。
　　发言人说，过去这几年，市
镇会与建屋局已联手尝试通过
不同方式解决臭味问题，其中
包括安装机械通风（mechanical
ventilation）系统，减少臭味排
出，以及更频密更换垃圾中心里
头的灰尘和炭过滤器等。
　　市镇会也通过告示和传单教
育居民如何正确使用系统，并与
系统承包商紧密合作，在系统出
现阻塞情况时尽快前去清理。

裕廊—金文泰市镇理事会说，手推垃圾车里装着水和清洁剂，能净化从
垃圾收集中心排气孔排放出来的气体，从而消除异味。（王彦燕摄）

裕华居民指气动垃圾收集中心长期飘异味
市镇会：正尝试新除臭系统

窜改支票私吞逾60万元　天主教慈善组织主管监52个月
月26日，被告前后44次犯案，包
括冒签七张支票和伪造35张发票
等，“吃掉”中心超过60万元。

声称禁不起诱惑才犯案
　　2014年11月28日，中心接到
银行通知说一张10万元的支票收
款人名字被窜改。被告承认冒签
支票。中心随后发现另两张金额
共27万元的支票存入被告的银行
户头，并于2015年1月9日报警。
警方冻 被告的银行户头。被告
事后偿还30万元。
　　被告声称他没有欠债，也没
有特殊原因，而是因为贪心和经
不起诱惑才犯案。
　　控方促请法官判被告监禁至
少54个月，控方指，案中的天主

教灵修中心是慈善组织，被告违
背信任，在五年内有预谋地犯
案。
　　控方说，被告冒签支票，
每次取走款项介于7万元至20万
元，若不是银行职员机警，检查
收款人身份，可能会被多拿20万
元。
　　律师求请说，被告在第一时
间认罪，他是初犯，在中心报警
之前偿还30万元。他因受不了诱
惑才犯案，而他年纪大了，希望
法官不要重判。（人名译音）

被告万光易案发时是天主教灵
修中心的全职义工，于2004年至
2014年之间担任行政主管。

（海峡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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