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飲服務用品
購買指南

西雅圖市政府規定餐飲服務企業必須使用
可回收或可做堆肥的一次性餐具，如容器、杯子、
吸管、餐具或其他產品。
可回收產品 (Recyclable)

可堆肥產品 (Compostable)
無塑膠塗層的紙製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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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服務用品
購買指南

三個簡單步驟協助你遵守法規

• 向你的供應商要求可回收或可堆肥的產品
			

在回收之前，確保可回收物品已被清
空且是乾淨的

• 仔細閱讀包裝說明
-

必須購買標示著“compostable”
（可做堆肥）的產品

-

cedar-grove.com/compostable/accepted-items

-

避免購買標示著可生物降解）的產品

• 查閱經批准可堆肥產品的廠商列表
-

www.greenblenz.com/materials

遵守法規

在西雅圖市，任何餐飲服務企業使用發泡聚苯乙烯產品（EPS, 泡沫塑料或保麗龍）
都是違法的。
一旦違規，無論是個體或企業，每次違規將會被處以高達
250美元的民事罰款。
餐飲服務包裝容器及餐具必須是可回收或可堆肥的產品。
仍使用泡沫塑料容器的企業可能會被舉報至西雅圖市的綠色企業計劃
(Green Business Program)。
欲舉報違規請撥打(206) 343-8505或發電郵至
greenbusiness@seattle.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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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Chinese

繁體中文

食品服務要求
回收： 在西雅圖，企業不能將可回收物品放到垃圾中。
堆肥： 在西雅圖，企業不能將可堆肥物品放到垃圾中。

包裝： 西雅圖食品服務企業必須使用可堆肥或可回收利用
		的食品和飲料包裝。

可回收利用材料不允許丟到垃圾中：《西雅圖市政法規》第 21.36.083 條
要求所有企業將紙、紙板、玻璃瓶和罐子、塑膠杯和紙杯、塑膠瓶和罐子、鋁罐和錫罐，以及庭
院廢棄物從垃圾中分離。這些物品不能放到垃圾中（從 2014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食物不允許丟到垃圾中：《西雅圖市政法規》第 21.36.082 條
要求所有企業將所有的食物和食物污染的非塗紙，如餐巾紙、紙巾和披薩盒從垃圾中分離。
這些物品不能丟到垃圾中（從 201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食品包裝條理：《西雅圖市政法規》第 21.36.086 條
1. 店內用餐： 在一次性容器中出售或提供食物的餐廳和食品服務企業必須使用可堆肥材料用於店
內用餐服務。對於塑膠或紙膜產品，只有在使用後清潔成在可以收集回收的情況下，才能用於
店內用餐服務。
2. 外賣： 外賣服務的包裝是可回收或可堆肥的。（2010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3. 禁止： 企業禁止使用泡沫塑料 (StyrofoamTM) 包裝。（200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將可回收和可堆肥材料的垃圾從垃圾填埋池移除可減少浪費和污染。透過使用可回收或可堆肥的包裝，企業可以
減少垃圾服務並且節省成本。只使用可堆肥服務器皿使企業可以使用輕鬆、一步驟式的可堆肥收集箱處理流程，
增加企業優勢。

請聯絡 Seattle Public Utilities 的綠色企業計劃
獲取關於遵循這些規定的免費協助與資源。

greenbusiness@seattle.gov
FC2/3-15

www.seattle.gov/util/GreenYourBusiness

206-343-8505

食 物 服 務 企 業
繁體中文

Traditional Chinese

免費資源

請到 www.seattle.gov/util/ForBusinesses/SolidWaste/FoodYardBusinesses/Commercial/WastePosterOrderForm 預訂免費海報和垃圾箱標籤，或建立您的自訂海報。

餐廳廚房收集

餐廳用餐區（三件套）

Español

Alimentos
con capacidad
de Compost

Spanish

（可提供多種語言版本）

Recolección Comercial
Alimentos

Verduras

Frutas

Cáscaras y huesos

Cáscaras de huevos,
cáscaras de nueces
(papel cartón)

Pasta y arroz

Pan y granos

Carne, pescado y lácteos

Papel para alimentos usado
Bolsitas
de té

Bolsas de papel, papel de
cocina y periódicos

Cajas de pizza con grasa y cajas de
cartón enceradas

Platos de papel sin recubrimiento
y servilletas

Posos y filtros
de café

Plantas
y flores

Embalaje aprobado para Compost*

*Embalaje probado para compost: www.resourceventure.org/foodpluscompostables

Ni Plástico. Ni Metal. Ni Vidrio.

Reciclaje

Basura

Coloque estos elementos en su contenedor de basura

Envoltorios
de plástico

Papel de
aluminio usado

Espuma

Coloque estos artículos en su contenedor de reciclaje

Cestas de
productos
alimenticios

Cajas y cartón

Cartulina

Papel
Tazas

Envoltorios

Paquetes de
condimentos

Utensilios

Guantes de
látex y plástico

Gomas elásticas
y ataduras
de alambre

Contenedores
Botellas de
Botellas y tarros
plásticos para
plástico
alimentos
(de cualquier color)

Latas de aluminio
y metal

Para más información, llame al 206-343-8505.
FC-8 BOH STD

收集箱標籤

收集服務提供者

RECOLOGY CLEANSCAPES

WASTE MANAGEMENT

REPUBLIC

CEDAR GROVE

SEADRUNAR

垃圾 | 回收 | 堆肥

垃圾 | 回收 | 堆肥

回收 | 堆肥

回收 | 堆肥

回收

206-250-7500

800-592-9995

206-332-7777

877-994-4466

206-467-7550

info@recologycleanscapes.com

recyclenw@wm.com

infoseattle@republicservices.com

help@cgcompost.com

info@seadrunarrecycling.com

供應商資訊
請聯絡 Seattle Public Utilities 的綠色企業計劃了解更多關於包裝、垃圾箱與服務的資訊。

包裝

收集箱

收集服務

聯絡可堆肥及可回
收包裝的供應商與
製造商。

聯絡內部收集
箱的供應商與
製造商。

聯絡收集可堆肥及可
回收物品的服務提供
商。

greenbusiness@seattle.gov
FC2/3-15

www.seattle.gov/util/GreenYourBusiness

206-343-8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