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2015 年，住在公寓、大廈與房屋的西雅圖

居民，將 89,000 噸的廚餘與庭院垃圾放進他

們的綠色「廚餘與庭院垃圾」車，而不是垃圾

桶。這些廚餘、紙巾、披薩盒、骨頭與蛋殼被

做成堆肥並回收滋養本地公園與花園的土壤。 

為何廢棄物是好東西？

您是物業經理嗎？ 
有免費的資源可用以幫助公寓和大廈符合廚餘與回收要求。

 

加入並瞭解更多，網址為： www.seattle.gov/util/apartmentfoodwaste  
或來電 (206) 684-8717。

向西雅圖市居民提供的提示和計劃 2016 年春季號

本通訊中的資訊可按要求提供予殘障人士和需要語言翻譯協助人士。請致電西雅圖公用事業局 (Seattle Public Utilities)，電話號碼 (206) 684-3000。聽力和
語言障礙者專線 (TDD) 電話號碼為 (206) 233-7241。請回收本通訊或將它轉送朋友。以 100% 消耗的廢物製造的回收紙印刷。

PRESORTED 
STANDARD

U.S. POSTAGE
PAID

SEATTLE, WA
PERMIT NO.6000

700 5th Avenue, Suite 4900
PO Box 34018
Seattle, WA 98124-4018

2016 年春季號

製作堆肥，生命延續。 

垃圾中不允許有  
廚餘 。

如果您擔心異味或是蒼蠅：
DD 在容器上加蓋
DD 經常清空容器
DD 在清空之後清洗容器
DD 將殘餘食物存放在冷凍櫃或冰箱，直到收集日。 

垃圾中不允許有廚餘。

收集廚餘的方便提示

廚餘問題？

AskEvelyn@seattle.gov

No se permite residuos de alimentos en la basura.  
Por favor, ponga todos los residuos de alimentos y papel compostable 

(servilletas sucias con comida, toallas de papel, cajas de pizza) en su 
contenedor de “Residuos de Alimentos y Jardín”.

No se permiten residuos de alimentos en la basura.  
Coloque todos los residuos de alimentos y los artículos de papel o cartón 

manchados de comida (como servilletas, toallas de papel y cajas de pizza) en 
su bote de residuos de alimentos y de jardín.

垃圾中不允许有食物残渣。请将所有食物残渣和可降解纸张 
（有食物污渍的餐巾、纸巾、披萨盒）放到您的食物和庭院垃圾车中。 

請將所有廚餘和可降解紙張（有食物污漬的餐巾、紙巾、披薩盒） 
放到您的廚餘和庭院垃圾車中。

Không được phép cho rác thực phẩm vào thùng rác.  
Vui lòng cho tất cả rác thải thực phẩm và giấy có thể phân hủy (khăn ăn dính thức 

ăn, khăn giấy, hộp bánh pizza) trong thùng rác thực phẩm và rác vườn.

Cuntada haraaga ah haku ridin weelka qashinka.  
Fadlan ku rid dhamman  cuntada haraaga iyo warqadaha falgalka ah (Cuntada 

suxuunta hashida wadata, aftirtirka, bokiska biitsaha) weelka xabuubka 
daarada iyo cuntada haraaga ah lagu rido.

음식 쓰레기는 쓰레기로 배출해서는 안 됩니다. 모든 음식 쓰레기 및 
퇴비로 활용할 수 있는 종이(식품 오염 냅킨, 종이 타올, 피자 박스)는 

귀하의 음식 및 실외 쓰레기 카트에 분류해 버려주십시오. 

Ang mga patapong pagkain ay hindi inilalagay sa basurahan.  
Mangyaring ilagay and lahat ng patapong pagkain at papel na maikokompost 
(tulad ng gamit na napkin, mga tuwalyang papel, at kahon ng pizza) sa kariton 

ng “Food & Yard Waste.”

垃圾中不允許有廚餘。請將所有廚餘和可降解紙張（有食物污漬的餐巾、 
紙巾、披薩盒）放到您的廚餘和庭院垃圾車中。

您不需要特別
的容器來收集
廚餘。

DD 您可以考慮使
用家裡現有的
容器，例如，
冰淇淋桶，或 

DD 從節約商店購
買便宜的果汁
瓶或其它有蓋
子的容器。

不需要在您的可清洗容器內加襯
墊，只要使用紙袋、紙巾、或可分
解的袋子就可以讓清理更容易。

記住，不要用塑膠袋裝您的廚餘。  
塑膠無法分解。

如需更多提示，請瀏覽：www.seattle.gov/util/foodwaste，或致電 (206) 684-3000。

限制浪費 
  與環保計劃
限制浪費 
  與環保計劃

$100 公寓/大廈 (有 5 個或更多單位)：  您可以享有一次性  
100 美元的水電帳單點數、訓練與教育教材。



花園
   有問題嗎?

請致電花園熱線  
(206) 633-0224

現在是種植番茄的正確季節嗎？ 我在哪裡可以找
到培育床的良好土壤或堆肥？ 我一直在與蛞蝓和
蝸牛對抗，而今年真的想贏。我可以找誰詢問有
用的解決方案？

家庭園丁和景觀專業人士可以得到專家的意見： 

請來電 花園熱線 (206) 633-0224，週一至週六，
上午9點 - 下午5點 

瀏覽 www.GardenHotline.org以獲得課程、活動
和視頻。隨時利用電子郵件發送您的問題。

我們提供的建議有管理植物害蟲和和培養有益昆
蟲、減少用水、管理雨水、給野生動物的種植、
建立土壤、護根、無化學品園藝和草坪照護，還
有更多！

在工作場所
用廚 餘 製作堆肥
您在家裡利用食物殘渣、咖啡渣和紙巾製作堆肥，

現在您可以在工作場所製作堆肥。

禁止企業將廚餘、可分解的食品包裝及可回收物丟

進垃圾桶。在垃圾桶裡有明顯的可回收物可能會導

致 50 元美金的罰款。

避免處罰、減少垃圾成本並改善您的工作場所的廚

餘收集系統。

請瀏覽 www.seattle.gov/util/greenyourbusiness  

以獲得廚餘收集服務的名單以及免費的海報，標語

和貼紙。

綠化您的企業

 進入春季  
 園藝 行動
別只是從床上跳起來， 進入 行動 並遵循引領

到成功園藝體驗的 4 個提示：

DD 早種植 且正確重植 – 在早春種植讓您的植物

獲得春雨的好處。選擇適合您植物的位置，

這樣它們能自然地融入合適的土壤類型和正

確的日照或遮蔭條件。如果您忘記了在春天

種植，就等到秋天以獲得雨水的好處。

DD 護根 要深 – 首先將您的花園去除雜草，然後

加上 2 到 3 吋的木屑，讓您的花園能在土壤

裡保存更多濕氣並且避免雜草生長。

DD 檢查灌溉系統是否漏水 – 檢查您的水管接

頭是否有漏水。打開您的灑水器，並確保它

能正常工作。如果您的自動灑水系統是在地

下，打開它，並尋找那些指向錯誤的灑水噴

頭。尋找會滴水的自動閥。

DD 僅在必要時才灌溉 – 春天和秋天不像夏天

那麼熱。在夏天灌溉比較多，而春天和秋

天比較少。如果您有自動灌溉系統，購買 

WaterSense 控制器，追蹤天氣且僅在必要時

灌溉，可以獲得 100 美元折扣。獲得的資格

詳情請上網查詢，網址為  

www.savingwater.org.

若需要種植與保持成功的園藝的更多提示， 

請瀏覽 www.savingwater.org 或  

www.gardenhotline.org。

花園熱線一部份是由 King 郡當地危險廢棄物管理計劃所資助。

您將損壞的衣服、鞋子和家用亞麻製品扔進垃圾桶，因為您不認為它們

能捐出去？ 我們有好消息：不能重複使用的物品，現在可以回收並製成

新的產品，而不是丟到垃圾桶。許多相同的組織將您的八成新的衣服與

嚴重磨損和破損的衣服，都放在同一個袋子裡。

損壞、不能穿的衣服有很多用途 

損壞的衣服可以變成抹布、家用隔熱、隔音和汽車與家電的絕緣。甚至

單支鞋子、襪子、手套以及通常成對的物品也接受。為甚麼？ 單獨物品

可以與其他「單身貴族」配對外銷，讓那些通常沒有這些物品可穿的人

們穿著。

方便的交付或收取

有很多簡單的方法來捐贈這些物品，由將它們帶到附近的收集站或收集

箱，到安排收取。可以在以下網站瞭解哪些您可以捐贈以及捐到 

哪裡  kingcounty.gov/threadcycle。

賦予損壞服裝新生命！
Give all your clothes, shoes and linens

for reuse or recycling

Sponsored by:
King County & Seattle Public Utilities

您的花園。 
我們的專家。 

請來電  
(206) 633-0224 以

獲得建議。

備有多種語言 
的口譯員。

Intérpretes 
disponibles. 

Thông dịch viên.

 提供口譯。

春季清理 
您的環境
春季幾乎已經來臨，對於西雅圖居民來說，該是時候
準備好參與本城運作最長久的環境清理計劃—春季清
理。現在是第 30 年，春季清理 由四月開始一直到五
月。幫助撿拾垃圾、標記暴雨下水道、或於您所在的
社區用油漆塗掉塗鴉。所有的春季清理計劃都是針對
公有財產。西雅圖市對於志工的支持包括免費背包、
手套、安全背心與廢棄物處理。

請立即開始行動！ 請來電 (206) 233-7187， 或上網註
冊，網址為 www.seattle.gov/util/SpringClean. 

小火花基金會(SMALL SPARKS FUND)
向我們詢問有關我們的合作夥伴，鄰里部的補助。
對於您的社區的清理，您可以獲得高達 1,000 美元的
補助。申請截止日期是您活動前 6 週。在以下網址
可以瞭解更多： www.seattle.gov/neighborhoods/
neighborhood-matching-fund

免費汽車洩漏  
研討會
從您的車輛漏出來的油與其它液體會流到 Puget 
Sound 與其他水道，傷害野生動物和棲息地。

西雅圖公用事業的汽車保養計劃提供免費的研討
會，以幫助您防止這些洩漏。今年春季就參加 
免費的汽車洩漏研討會！ 您將有經認證的汽車指
導員為您檢查車輛，並學習如何 
發現與修理洩漏問題。

即將開課：
2016 年 5 月 14 日 
星期六
2016 年 6 月 25 日 
星期六
2016 年 7 月 23 日 
星期六

請瀏覽以下網站以瞭解更多：  
www.seattle.gov/util/autoleaks

修理汽
 車漏油！

不要開漏
油的車

將您 所有 的衣物、鞋子和亞麻織
物進行重複使用或回收

關於要回收哪些 
東西的問題？  

www.seattle.gov/util/LookItUp

垃圾中 
不允許有  
廚餘。

 回收有何 
      新鮮事？
西雅圖居民現在可以回收 
更多東西。 

大型塑膠物品 
把塑膠洗衣籃、模造塑膠草坪
椅、與塑膠盆、桶和儲存容器直
接放入您的回收容器中。如果它
們放不進您的車，小於 3'x3'x3' 
的物品可以放在您的回收容器旁
邊。大於 3'x3'x3' 的物品需要拆
解。將小件物品放在堅固的盒子
或可重複使用的容器，並放在您
的回收車旁邊。 

空塑膠瓶上的塑膠蓋。
若要回收塑膠瓶蓋，將塑膠蓋放
在空塑膠瓶上，並在回收時丟進
去。單獨的瓶蓋 (沒有蓋在瓶子上
的) 丟進垃圾桶。

烹調用油
遵照這些說明以回收使用過的烹
調用油：

1. 將冷卻後的油倒入帶有緊密配
合、旋轉式蓋子的塑膠罐。

2. 將您的姓名和地址寫在標 
籤上並貼在罐子上

3. 將貼有標籤、緊密 
關閉的罐子放在 
回收車旁邊 

用過的機油也可以回
收，只要以上述方式準
備與放置。每個收集日
的限量為 2 加侖油 (任一
類型的油)。不要將油 
混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