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收 一般垃圾/
玻璃、金屬、紙和塑膠

綠色廢棄物、食物以
及沾染食物的紙 

3個簡單的物品回收準備步驟 屬於一般垃圾/掩埋場的物品

收垃圾服務

El Cerrito市每週收取回收物品。 
詳情請洽：510-215-4350 
El-Cerrito.org/CurbsideProgram

East Bay Sanitary公司每週收取一般垃圾。 
詳情請洽：510-237-4321 • EBSan.com

East Bay Sanitary公司每週收取一般垃圾。 
詳情請洽：510-237-4321 • EBSan.com

垃圾桶放置說明 

在收垃圾日的前一天晚上或當天早上6點前，將垃圾桶置於街

道上，蓋好蓋子，輪子靠在路沿。取下任何彈性鬆緊繩。垃圾

桶之間留下2英尺（60公分）的距離，路邊若有停車則與車子

保持4英尺的距離。放在垃圾桶外面的物品不會收走。 

大件回收類物品年度免費收取

居民每年獲得一次額外收取服務。請致電510-215-4350向 

El Cerrito Recycling回收公司洽詢詳情。 

大件垃圾或綠色廢棄物年度免費收取服務

居民每年獲得一次額外收取服務。請致電510-237-4321向

Easy Bay Sanitary公司洽詢詳情。 

用過的機油和濾網免費回收服務

只以預約方式進行。請致電510-215-4350預約收取時間。 

聖誕樹免費收取服務

聖誕樹在一月最初兩次的垃圾日收取。將聖誕樹放在垃圾桶

旁，或剪成小段後放入綠色桶內以便收取日當天收取。請致電

510-237-4321向Easy Bay Sanitary公司洽詢詳情。

節日收垃圾時間

路邊收取垃圾服務在節日照常進行，但聖誕節和元旦當天例

外。如果這兩個節日剛好落在收垃圾日，則當天和該週剩餘天

數的垃圾收取將順延一日。

特別服務

• 行動受限者可獲得後院垃圾收取服務，沒有額外費用。

請致電510-237-4321洽詢服務資格。 

• 為長者和殘障人士提供的到府收取HHW服務只以預約

方式進行。請致電1-888-412-9277洽詢服務資格。 

本市提供免費收集

桶供您放置廚餘

食物。如有需要，

請致電 510-215-

4350 索取。

掩埋場
—2'— —2'—4' 

1) 清空

2) 洗淨

3) 擦乾
禁止塑膠袋、塑膠容
器或塑膠餐具

綠色廢棄物和
廚餘食物

動物和人類糞便
尿布（乾淨的或是用過的）
薯片袋（任何聚酯薄膜製成
的包裝）

陶瓷品、餐具和玻璃器皿
（最好能重新使用，例如美
術用品）

水管、聚氯乙烯管

漆過的木頭
塑膠吸管、餐具
尺寸小於 2”x 2”的塑膠
物品

聚苯乙烯（6號）製成的食
物包裝

用過的衛生紙

玻璃容器需打開蓋子

塑膠容器需
蓋上蓋子 

禁止塑膠物品！

禁止放進任何路邊收取桶的物品：電池、電子產品、螢光燈泡、家庭有害廢棄物（簡稱HHW）、藥品、醫療銳器。請參閱反面有關如何正確棄置上述物品的資訊。



一站式回收中心

了解以下服務詳情 

回收
綠色廢棄物 

和垃圾
服務 

在EL CERRITO

幾乎所有物品均可帶往EL CERRITO回收與環境資源中心進行回收

地點 
7501 Schmidt Lane
El Cerrito, CA 94530
510-215-4350
El-Cerrito.org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上午8:00至下午5:45  
下午4:45關閉 
11月1日至2用1日 

週六至週日：  
上午9:00至下午4:45 
主要節日關閉 

特別活動和參觀行程
本中心定期於每月第一個週三下午3點至4點舉行參觀活動， 

此外也舉辦其他特別活動如堆肥贈送等等。如需詳情， 

請致電510-215-4350，或親臨本中心洽詢，或上網 

El-Cerrito.org/GreenHappenings訂閱本中心的電子郵件通知。 

El Cerrito回收與環境資源中心提供全面的回收和再利用服務，

便利社區民眾減少製造環境垃圾。本中心是一個獲得LEED白金

級認證的設施，具有零淨能源建築物、回收雨水裝置、雨水澆灌

花園、本地植物栽種、建材回收利用等特點，是環保永續發展的

表率。 

• 電池—家用電池和汽車電池
• 自行車和零件
• 書籍和雜誌**

• 紙板
• CD和DVD光碟
• 衣服和衣架
• 電子廢棄物
• 眼鏡
• 螢光燈泡：CFL（緊密式螢光

燈泡）和燈管**

• 捐贈食品（不易腐壞的）
• 可回收再用的花盆
• 玻璃瓶 
• 家庭有害廢棄物（HHW）： 

只在週二* 
• 藥品和銳器**

• 金屬電器 
• 金屬（所有各類） 
• 報紙 
• 貨板（狀況良好）
• 紙，混合
• 紙，辦公室 
• 塑膠瓶（窄頸，1號和2號）
• 聚苯乙烯（「保麗龍」，白色6

號區）**

• 油—機油和（金屬）濾網 
• 油—食用油 
• 可再使用的家庭用品 
• 學校和辦公室用品 
• 運動用品 

• 紡織品（任何狀況皆可）
• 工具和五金器具

* 只向RecycleMore.com服務地

區的居民提供
** 可能會收費或居民身份要求

不接受下列物品：  
• 彈藥和爆炸物 
• 鎮流器 
• 建材
• 建材廢礫
• 綠色廢棄物（庭院碎屑、 

廚餘食物）
• 泥土
• 家庭垃圾
• 大型傢俱 
• 鏡子和平板玻璃
• 塑膠品—塑膠袋、塑膠膜和塑

膠硬板
• 冰箱、冰庫、冷氣機
• 輪胎 
• 木頭

其他服務
家庭有害廢棄物（HHW）

所有家庭有害廢棄物可運往West County 
Resource Recovery設施棄置，地址是101 
Pittsburgh Ave, Richmond。El Cerrito回收中心只
在每週二由HHW工作人員接受家庭有害廢棄物。
需出示居民身份證明。致電1-888-412-9277或訪
問RecycleMore.com了解詳情。

大量垃圾：轉運站

棄置大量垃圾、綠色廢棄物或建材廢礫。此為收費服務。

• Richmond: Golden Bear轉運站，地址：1 Parr Blvd., 
Richmond, CA 94801，在Richmond Parkway西邊， 
電話510-970-7260

• Berkeley: Berkeley轉運站，地址：1201 Second Street, 
Berkeley, CA 94710，Gilman Street高速公路出
口旁，電話510-981-7270。

EBS其他大量垃圾收取服務 

EBS可前往您府上或公司收取其他材料，包括沙發、
椅子和其他物品。此為收費服務。詳情請致電510-
237-4231。

可再使用的物品 

請將可再使用的家庭物品捐給當地慈善機構，或捐到本回收
中心的Donation Center（捐贈站）。或是將這些物品刊登在
CriagsList.org、NextDoor.com或FreeCycle.org等網站。

「哪裡可回收？」

搜尋有關難回收物件的回收棄置選項。造訪RecycleWhere.org。

費率

請參閱El-Cerrito.org/rates以了解現行費率。 

聯絡資訊

EL CERRITO市環境服務： 
510-215-4350; El-Cerrito.org

EAST BAY SANITARY：510-237-4321

有害廢棄物設施：1-888-412-9277

RECYCLEMORE：510-215-3125; RecycleMo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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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下列物品： 

Para copias de este folleto en español, visite ECRecycling.org, llame al 510-215-4350 o vaya personalmente al Centro, 7501 Schmidt Lane.   
如需本手冊的英文版本，請瀏覽 ECRecycling.org 網頁，致電 510-215-4350 或親臨本中心，地址是：7501 Schmidt 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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