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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再利用

节假日废弃物
圣诞树回收
1 月前两周内，您可将最高 6 英尺、 
未植绒或无装饰的圣诞树放在垃圾车旁，
此服务免费。如果圣诞树过高，必须砍成
不超过 6 英尺的几段。

1 月前两周以外的时间里，您可以将 
圣诞树砍成 3 英尺长的几段，再全部 
放进庭院废弃物垃圾车。 

礼品清理
回收不带亮片或锡箔纸的包装纸。

重复使用或直接扔掉蝴蝶结、 
丝带、礼品袋和纸巾。

本市政策规定，在提供福利和服务时，不得因
种族、肤色、国籍或性别而对任何人加以歧视。

可访问性

减少

如有回收问题，请联系我们！ 
recycle@kirklandwa.gov  |  (425) 587-3812

请访问网站 kirklandwa.gov/recycle，参阅建议和 
更多回收选项。

对于处置选项有限的物品，我们定期举办回收活动。 
请访问网站 kirklandwa.gov/recycle 完成注册以获取 
电子邮件活动提醒，或者在 Facebook 或 Twitter 上 
关注 @KirklandEnviro！

减少浪费，正确回收！

依照下列三个步骤，实现正确回收！
按形状回收塑料制品 - 不用在意数量。
我们回收塑料瓶、塑料壶、塑料盒和 
塑料杯。

确保回收物已清空、干净
且散装 - 未装在袋中。

关上垃圾车
的盖子。1 2 3

将照片发送至我们的电子邮件 recycle@kirklandwa.gov！

To request this in other 
formats or languages
Contact (425) 587-3831 or  
TitleVICoordinator@kirklandwa.gov

Para pedir información sobre este 
documento en español, comuníquese 
con el coordinador del Título VI.

如需此文件中信息的简体中文 版本,请发送
电子邮件至 titlevicoordinator@kirklandwa.gov 
或拨打 (425) 587-3831 联络 Title VI 协调员。

Свяжитесь с координатором раздела 
VI, чтобы запросить эту информацию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Para solicitar informações deste 
documento em português, entre em 
contato com o Coordenador do Título VI.

http://kirklandwa.gov/recycle
http://kirklandwa.gov/recycle


回收 |  Recycle
蓝色 
垃圾车

金属罐 + 废金属  |  Metal cans and scrap metal

清空清空

大于 3 英寸，小于 2 英尺 x 2 英尺，不超过 35 磅。无尖锐部位或带有油脂。无木头、塑料或橡胶（锅柄除外）。

纸张 + 纸板  |  Paper and cardboard

无盖无盖

如有疑问，请找出答案！咨询我们：(425) 587-3812 或 recycle@kirklandwa.gov 

塑料瓶
Plastic bottles

拧紧空塑料瓶
的盖子。

可接收 

物品清单 

没有变化

塑料盒 + 塑料杯
Plastic tubs and cups

通过形状回收塑料制品 - 仅塑料瓶、
塑料壶、塑料盒和塑料杯可以回收。

扔掉其他所有塑料 - 即便带有 
“回收标志”亦不例外！

切勿用袋子
回收

物品 
无脏污

物品应散装 物品必须保持干净

清空清空

塑料壶
Plastic jugs

严重脏污的物品 
无法回收！

回收之前，请清洗
食物 + 液体容器。
扔掉脏污物品。

扔掉 
卡扣式 
盖子。

玻璃瓶 + 玻璃罐
Glass bottles and jars

金属盖  |  Metal Lids

3 英寸
宽度不少于 3 英寸的金属盖可单独回收。 
扔掉更小的金属盖和金属帽。
拧紧塑料瓶盖和塑料壶的盖子。 
扔掉零散的塑料盖。



食物 + 庭院  | 

餐厨垃圾  |  Food scraps

庭院废弃物  |  Yard waste
最长 4 英尺，直径最大 4 英寸。

未经处理
不得投放涂料或染料

拔除钉子

取下并扔掉贴纸、橡皮筋和绑绳。

Food+Yard
灰色 
垃圾车

变质食物很适合 
做肥料，但不要因此 
而浪费食物！ 请访问 
recyclefood.org， 
了解关于减少食物 
浪费的实用建议。

被食物污染的纸制品 | Food-soiled paper

可堆肥袋子  |  Compostable bags

袋子必须带有可堆肥标签 — 这与生物可降解不同。
仅接受 Cedar Grove 网站 (cedar-grove.com) 所列的品牌。 

切勿将下列物品放入“食物 + 庭院”垃圾车

不得投放发光涂层

不得投放塑料制 
披萨三角支架

不得投放塑料袋 不得投放泡沫塑料 
(Styrofoam™) 不得投放塑料不得投放玻璃 

No plastic bags No Styrofoam No glass No plastic

http://recyclefood.org
http://cedar-grove.com


垃圾 |  Garbage

部分物品可通过投放计划进行回收。 请访问“我该如何处置”页面。

绿色 
垃圾车

除了有害废弃物，回收车或餐厨垃圾车不接收的
所有物品都应直接扔掉。 请将垃圾装袋

包装纸、食品包装 + 脏污物品
Wrappers, food packaging and dirty items

塑料袋 + 外包装
Plastic bags and overwrap

其他塑料
Other plastic

绳线 + 链条
Cords and chains

其他
Other

冷却后的灰烬 冷却后的灰烬 
（双层包装）（双层包装）

尖锐物品
Sharp items

卫生 + 宠物废弃物
Hygiene and pet waste

猫砂猫砂
（双层包装）（双层包装）

餐具、吸管 + 盖子
Utensils, straws and lids

厨房 厨房 
油脂油脂

不要冲水， 
即使上面说 

可冲水！

拧紧塑料瓶的盖子，
以回收利用。

泡沫塑料 (Styrofoam™)
Styrofoam

白炽灯白炽灯  
+ LED+ LED



Factoria 居家有害废弃物投放点 
可免费安全处置有害废弃物。 
下图为常见物品示例 - 请访问网站，
了解接收的所有物品。

有害废弃物
免费将有害废弃物运送至：
Factoria 居家有害废弃物投放点
13800 SE 32nd St, Bellevue
星期二至星期五（早上 8:00 至下午 
4:00）、星期六至星期日（早上 9:00 
至下午 5:00）无需预约。

kingcountyhazwastewa.gov
haz.waste@kingcounty.gov
(206) 296-4692

汽车用品

机油、机油滤清器、防冻液、变速液

荧光灯 除草剂/杀虫剂清洁剂

涂料回收是否危险？
上图为部分常见物品示例。您还可以查看标签
字样或符号：

有些物品可能构成安全隐患，需要特殊处理。 
切勿将石棉、易爆物品或医用锐器放入有害 
废弃物回收设施中。

警告

有毒
危险

毒物

有腐蚀性

警告

易燃

免费回收多余的乳胶漆和 
油性漆、染料及末道漆。

请访问 paintcare.org/WA， 
查找投放点。
请访问 kirklandwa.gov/paint， 
了解涂料的正确清理方式。

新增！

锐器
切勿回收锐器。将锐器妥善装入锐器容器
或 2 升汽水瓶，再投放至 Factoria 转运
站或安全投放箱。万不得已时，可将装有
锐器且牢固盖好的汽水瓶丢进垃圾中。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kingcounty.gov/sharps。

电池

请访问 lightrecycle.org， 
了解荧光灯投放点的更多信息

处方药
请访问 med-project.org，查找安全的处置 
投放箱。

汽油、丙烷罐和丁烷罐、煤油

燃料 灭火器

满瓶或半满

http://kingcountyhazwastewa.gov
http://paintcare.org
http://kirklandwa.gov/paint
http://kingcounty.gov/sharps
http://lightrecycle.org
http://med-project.org


泡沫塑料 (STYROFOAM™)
肯特郡的 Shoreline 转运站或 
StyroRecycle 可回收块状聚苯乙烯。 
您也可以直接扔在家庭垃圾中。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kirklandwa.gov/styrofoam。 

机密文件/碎纸
家庭碎纸不得放进您的回收车或“食物 + 
庭院”废弃物垃圾车。扔掉家中切碎的材料
或者在免费活动中切碎。 
请访问 kirklandwa.gov/shredding。

食用油
北柯克兰社区中心可回收废弃食用油。 
请访问 kirklandwa.gov/cookingoil。

塑料袋 + 包装纸
将干净的塑料袋、塑料薄膜和包装纸捆好， 
并送回杂货店。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plasticfilmrecycling.org。 

衣物 + 纺织品
通过 1 (800) 592-9995，安排垃圾车旁的
纺织品路边收运事宜。
将纺织品投放至 Houghton 转运站的 
回收区。如需更多选项，请访问  
kingcounty.gov/threadcycle。 

电子设备
通过 pnwrsservices@wm.com 或  
1 (800) 592-9995，安排垃圾车旁的个人 
电子设备路边收运事宜。 
请访问 wmnorthwest.com/kirkland， 
查看可接收的物品。
通过 E-Cycle Washington 回收大型电视、
电脑和笔记本电脑。 
请访问 ecyclewa.org，查看相应地点。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kirklandwa.gov/electronics。

我该如何处置……？

家具 + 家电

家具 + 床垫
考虑捐出、转增或出售仍可使用的家具。 
已经破损和无法使用的家具必须扔掉。 
切勿将家具丢在路边，此举属于非法 
倾倒行为。
废弃物管理部可在路边收运大件物品，此服
务收费。请访问 kirklandwa.gov/sfutilities， 
查看相应价格。请致电 1 (800) 592-9995， 
安排收运事宜。
将大件垃圾送往柯克兰 Houghton 转运站，
此服务收费。 
请访问 kingcounty.gov/solidwaste。

家电 + 废金属
废弃物管理部可在路边收运家电，此服务
收费。请访问 kirklandwa.gov/sfutilities， 
查看相应价格。请致电 1 (800) 592-9995，
安排收运事宜。

回收垃圾车放不下的家电和废金属（如 
金属家具）：

 f Factoria 转运站
 f Shoreline 转运站

冰箱需收费。 
请访问 kingcounty.gov/solidwaste。

如需更多选项，请访问 kingcounty.gov/whatdoidowith。

考虑捐赠不到十年的可用家具以及仍可使用的家电。选择经久耐用的二手家具或更优质的物品，以降低
对环境的影响。

http://kirklandwa.gov/styrofoam
http://kirklandwa.gov/shredding
http://kirklandwa.gov/cookingoil
http://plasticfilmrecycling.org
http://kingcounty.gov/threadcycle
mailto:pnwrsservices%40wm.com?subject=Schedule%20Electronics%20Recycling%20Pickup
http://wmnorthwest.com/kirkland
http://ecyclewashington.org
https://www.kirklandwa.gov/Government/Departments/Public-Works-Department/Trash-Recycling-Compost/Recycle/Beyond-the-Cart/Electronics
http://kirklandwa.gov/sfutilities
http://kingcounty.gov/solidwaste
http://kirklandwa.gov/sfutilities
http://kingcounty.gov/solidwaste
http://kingcounty.gov/whatdoidowith


账单问题？
柯克兰公用事业账单 | (425) 587-3150 
utilitybilling@kirklandwa.gov

 f 账单支付和问题
 f 假期服务暂停（至少 8 周）
 f 残障客户服务

废弃物收运服务费率根据所选垃圾车的尺寸和服务频率
而定。服务包括每周收运一次 64 加仑的回收车和 96 加
仑的“食物 + 庭院”废弃物垃圾车。所有住客必须接受废
弃物收运服务。
请访问 kirklandwa.gov/sfutilities， 
查看费率。

固体废弃物收运服务

额外垃圾（收费）
 f 装在系紧的塑料袋中
 f 装在 32 加仑的个人垃圾桶中，把手 
标注“垃圾”字样（限 35 磅）

 f 如果垃圾车盖没有完全关好，可能会 
收取一定费用

额外回收（免费）
 f 散装放在标有“回收”字样的纸箱或 
纸袋内

 f 散装放在标有“回收”字样的 32 加仑 
垃圾桶内（限 35 磅）

 f 压扁的纸箱（限 3 英尺 x 3 英尺）， 
放进垃圾车旁的纸箱中

 f 放入 32 加仑的厚牛皮纸袋或环保 
编织袋

 f 散装放在标有“庭院”字样的 32 加仑 
个人垃圾桶内（限 35 磅）

额外庭院废弃物（收费）

推出垃圾车等待收运服务

需要服务援助？
请联系废弃物管理部：
1 (800) 592-9995 | wmnorthwest.com/kirkland
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 7:00 至晚上 7:00）、星期六 

（早上 9:00 至下午 1:00）| Información en español

 f 报告漏收情况
 f 更换丢失/损坏的垃圾车
 f 更改垃圾车尺寸
 f 申请路边收运纺织品（免费）、电子设备（免费）或 
大件物品（收费）

收运指南

节假日
除感恩节、圣诞节及元旦节以外的所有节假日均提供 
收运服务。如定期服务时间为上述节假日当天或之后， 
则该星期的收运服务将延迟一天（星期五的客户将于 
星期六接受服务）。 天气延误

请通过门户 Servicealerts.wmnorthwest.
com/kirkland 获取天气延误信息。
如因天气条件而导致收运延误，废弃物管理部
将在下个定期收运日收运最多两倍的垃圾、 
回收物和庭院废弃物，且不收取额外费用。 
如因天气状况而导致收运延误，不会发放积分。

2 英尺 2 英尺
3 英尺

 f 将垃圾车放在绿化带旁。如果没有绿化带，请将垃圾
车放在不会妨碍他人使用人行道或路肩、自行车道 
或机动车道的地方。

 f 不早于收运日前 24 小时推出垃圾车，并在不迟于 
服务后 24 小时从公共区域推走。

如需了解垃圾车摆放地点示例，请访问 
kirklandwa.gov/cartsmart。 

如何放置更多材料

更多路边服务
 f 路边免费收运个人电子设备和纺织品。请访问“我该
如何处置？”页面。

 f 大件物品可路边收运，此服务收取。请联系废弃物管
理部，了解相应价格。

mailto:utilitybilling%40kirklandwa.gov?subject=
http://kirklandwa.gov/sfutilities
http://wmnorthwest.com/kirkland
http://servicealerts.wmnorthwest.com/kirkland
http://servicealerts.wmnorthwest.com/kirkland
http://kirklandwa.gov/cartsmart


WM 客户服务部
1 (800) 592-9995
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 7:00 至
晚上 7:00）和星期六（早上 9:00 
至下午 1:00）
Información en español
wmnorthwest.com/kirkland

包含内容？
回收、垃圾和 

餐厨垃圾指南
投放回收

有害废弃物

Waste Management  
720 4th Ave Suite 400
Kirkland, WA 98033

回收问题
柯克兰回收热线
(425) 587-3812
recycle@kirklandwa.gov
kirklandwa.gov/recycle

账单问题
柯克兰市公用事业账单部
(425) 587-3150
utilitybilling@kirklandwa.gov
kirklandwa.gov/u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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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语言 + 格式
第六章协调员 
(425) 587-3831 
titlevicoordinator@kirklandwa.gov
• Spanish / español
• Chinese / 官话
• Russian /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 Portuguese / português
• Korean / 한국어

http://wmnorthwest.com/kirkland
mailto:recycle%40kirklandwa.gov?subject=
http://kirklandwa.gov/recycle
http://kirklandwa.gov/ut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