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宅 
堆肥、回收、垃圾

服務指南

YOUR RECYCLING TEAM

CALIFORNIA WASTE SOLUTIONS
WASTE MANAGEMENT

屋崙 (奧克蘭)  
市民致力正確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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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大小適當的垃圾推車
選擇符合需求且大小適當的垃圾推車，可避免多付垃圾服務費用。請聯絡你的服務供應商，
討論你有哪些選擇。

適用的垃圾桶尺寸：20 加侖  ·  32 加侖  ·  64 加侖  ·  96 加侖

每週堆肥、回收和垃圾的收集服務 
請於預計收取日早上 6 時前將垃圾推車或垃圾桶放在路邊，蓋子蓋好並將正面對向街道。 
收集服務於收取日下午 6 時結束。

當感恩節、聖誕節或元旦為週一到週五時，收取日將在當週所剩平日中順延一天。

OAKLANDRECYCLES.COM 新功能上線！ 查詢你的預定收取日、列印或下載
個人化行事曆、玩回收遊戲，或者設定每週收取提醒通知。

單戶住宅殘障與老年客戶的服務選項 
我們為合格的老年或殘障居民免費提供後院收集服務。請致電阿拉米達縣
廢棄物管理公司：(510) 613-8710。

大型廢棄物收集服務 - 現可為所有屋崙 ( 奧克蘭 ) 市民提供 
單戶住宅居民可致電廢棄物管理公司 (WM) 安排收取廢物。如果所在建築含有兩家或更多住
戶，則可要求物業經理致電安排收取。如需與 WM 安排收取，請致電 510-613-8710 或上網
站安排：Oaklandrecycles.com/bulky-pickup-services。

回收 堆肥 垃圾

其他服務資訊

聯絡資訊及重要電話號碼 

如需更多宣傳冊，請瀏覽 OaklandRecycles.com

Para obtener una copia de este folleto, visite OaklandRecycles.com 
Để lấy bản sao của tài liệu này, xin truy cập OaklandRecycles.com

垃圾、堆肥和大型廢棄物收集服務
阿拉米達縣廢棄物管理公司  
(Waste Management of Alameda County, Inc.) ...............................510-613-8710
回收服務
California Waste Solutions. .......................................... 510-OAKLAND (625-5263)

低收入和殘障老年折扣資訊
阿拉米達縣廢棄物管理公司...............................................................510-613-8710

舊床墊定點免費丟棄站  
DR3 Recycling ...................................................................................510-351-0520
9921 Medford Ave, Oakland, CA 94603
檢舉非法棄置
屋崙 (奧克蘭) 市工務局客服中心  
(Oakland Public Works Call Center) ................................................510-615-5566
www.OaklandPW.com     電郵地址 ： opw@oaklandnet.com    行動應用程式 ： SeeClickFix

屋崙 (奧克蘭) 市回收熱線  
(City of Oakland Recycling Hotline) ..................................... 510-238-SAVE (7283)

更多資訊以及聯絡電話

正確回收應從家裡做起。 
在家裡設立個別容器，分類收集可回收物、可堆肥物以及垃圾。  
將可回收物、可堆肥物以及垃圾分類好，放入正確的垃圾推車或垃圾桶中，即可免付
污染費用。請檢查標籤。
如需更多資源，請瀏覽 OaklandRecycles.org

家庭有害及有毒廢棄物

日光燈泡、油漆、染料、溶劑、稀釋劑、黏著劑、殺蟲劑、清潔劑、家庭園藝和汽車化學用品、噴霧罐、電
子廢棄物、非家用電池、針筒 

請將這些物品帶到「家庭有害廢棄物」(Household Hazardous Waste，HHW) 處理廠
丟棄，地址：2100 East 7th Street, Oakland。每輛車最多可丟棄 15 加侖 /125 磅。 

欲知營業日及時間，請致電 (800) 606-6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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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肥
COMPOST

廚餘、用過的食物包裝紙、枯枝落葉、未經處理的木材

廚餘 
收集

csnorthbay@wm.com  
510-613-8710

將廚餘倒入綠色
的堆肥推車。 

丟入垃圾桶 丟入垃圾桶 丟入回收桶

切勿放入堆肥桶

切勿使用一般塑膠袋。 
只能用 BPI 認證的塑膠袋、紙袋或報紙墊底。

寵物排泄物

垃圾
TRASH

不可回收的物品、無害物質

寵物排泄物寵物排泄物

二手衣

將狀況良好的二手
衣捐給二手商店或
義賣組織。上網到 
recyclewhere.org 
尋找你附近的地點。

csnorthbay@wm.com  
510-613-8710

丟入堆肥桶 丟入回收桶 家庭有害廢棄物

保持街道乾淨。用袋子將垃圾綁好。

將大型紙箱摺疊並捆綁成 3 英尺見方以
下大小。放在回收推車旁。

回收
RECYCLE

玻璃、鋁、金屬及塑料空罐， 
飲料及湯品盒，乾淨廢紙及紙箱

寵物排泄物

OaklandCS@calwaste.com  
510-Oakland (625-5263)

電池請放在此處。

丟入垃圾桶 丟入垃圾桶

廢電池及廢機油

將廢電池放在密封的塑 
膠袋中，置於回收推車或
回收桶上面。*
* 所有鈕釦電池必須用膠帶黏住

將廢機油回收用具組放 
在回收推車旁。 
請聯絡 CWS 索取 
免費回收用具組。

丟入堆肥桶

切勿放入回收桶 切勿放入垃圾桶

根據州法《AB 1841》規定，5 個以上單位的住宅必須使用回收服務。

不要使用塑膠袋。將回收物品散放在桶內。

切勿將脂肪、油類和油脂 (FOG) 倒入排水孔！
FOG 是食物中的天然成分。FOG 包括食用油、酥油、乳製品、調
味醬和沙拉醬。FOG 會阻塞污水管路，並且可能導致污水外溢至
你的物業、鄰里和海灣中。

請按照屋崙 ( 奧克蘭 ) 市政府和東灣水務局 (EBMUD) 提供的 
以下要訣處理

• 將冷卻的 FOG 倒入空牛奶盒或其他堅固的紙製容器中
• 以廚房用紙巾擦拭油膩的鍋子並吸收油質，除去剩餘的 FOG
• 將這些物品丟入堆肥推車中。若要將大量用過的食用油帶到定點丟棄站，或者想知

道更多關於 FOG 的資訊，請瀏覽 www.oaklandnet.com/FOG 或致電 EBMUD 環境
服務熱線 (Environmental Services Hotline)：(510) 287-1651。

正確回收 - 以免多付污染附加費

將對的物品放入對的推車中，不僅自己和社區受益，也能保護環境。丟入推車的
垃圾分類有誤時，不僅傷害環境，也會使工人受傷。 

若堆肥或回收推車中發現不該丟入的物品，會被貼上標籤 ( 標籤如圖示 )。請查
閱下面的附加費收取表。

根據州法《AB 1826》規定，5 個以上單位的住宅必須使用堆肥服務。

更多堆肥資訊

節日樹木免費回收服務
我們會在一月份前兩週的平常收取日從路邊回收節日樹木。我們
只回收乾淨的樹木：

• 不得有噴雪、支架或裝飾品。
• 樹木高度必須鋸至 4 英尺以下。
• 如果錯過了節日樹木回收時間，請按照以下「額外的庭院修

剪物」說明回收。

Don’t Pour Fats, Oils, and  
Grease Down the Drain !  
Fats, Oils and Grease (FOG) are a natural part of our food. FOG includes: cooking oils, 
shortening, dairy products, sauces and salad dressings. FOG blocks sewer lines and  
may cause overflows into your property, your neighborhood and the Bay.

Follow these tips from the City of Oakland and East Bay MUD
• Pour cooled FOG into an empty milk carton or other sturdy paper container
• Remove remaining FOG by scraping greasy pans and absorbing oil with a paper towel 
• Dispose of these items in your yard trimmings cart (if available) or garbage

To drop off large amounts of used cooking oil, or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FOG, visit www.oaklandnet.com/FOG or call (510) 287-1651

額外的庭院修剪物
• 樹枝應成堆捆綁 ( 必須小於 4 英尺長、6 英寸寬 )。
• 使用大型園藝用紙袋，多數五金行均售 ( 或可直接向 WM 購買 )。
• 使用你自己的備用容器 ( 不得超過 75 磅重，也不能有土 )。
• 放在堆肥推車旁，等待收取。

註：若將庭院修剪物放在塑膠袋中，將需要多付垃圾收集費。 

若垃圾推車分類有誤，廢棄物管理公司可拒收垃圾。若照常服務，可收取污染附加費。更多資
訊請瀏覽 OaklandRecycles.com

誤丟情況 第 1-2 次
第 3 次 

第 1 次誤丟後  
6 個月內

第 4 次 
第 3 次誤丟後  

6 個月內

第 5 次起 
第 4 次誤丟後  

6 個月內

結果 $0 $25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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