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收節日 
家庭危險廢物 
在節日期間，通常會需要一些組件， 
並且有時會涉及電池、節能燈泡和其他家庭危險廢物。獨戶居民可
以透過下列簡單的步驟，在路邊回收以下物品：

• 撥打 425-452-4762 聯絡 Republic Services， 
以安排路邊收取。

• 螢光燈管和燈泡： 用報紙包好，並用膠帶固定。放在回收容器
旁邊，並貼上「螢光燈管 (Fluorescent Tubes)」標籤。  
燈管長度不得超過四英尺。限制為每年收集十次，每次不超過
兩個。

• 家用電池： 將可充電和不可充電電池分開放入乾淨密封的袋
子。置於回收容器的頂部。

• 小型電子產品和電器回收： 放在回收容器的頂部。可接受不超
過兩平方英尺且小於 60 磅的物品。

公寓和大廈的居民可以將上述物品放置到 Republic Services  
的城市回收丟棄中心，地址為 1600 127th Ave.NE。

節日收集時間表
在下列節日不會進行收集：

• 感恩節：11 月 28 日星期四
• 聖誕節：12 月 25 日星期三
• 新年：1 月 1 日星期三
• 如果遇到節日，所有客戶的垃圾將在本週節日後的第一 

天進行收集，最晚到星期六。

冰雪天氣收集
如果天氣狀況阻礙路邊垃圾、回收或有機物之收集的安全進
行，請在當天傍晚從街邊取回您的回收車。在正常的下一個預
定收集日，可收集兩倍於正常數量的物件，且不會收取額外費
用。RepublicBellevue.com上會發佈提醒。

遵守下列處理指示：
• 額外的垃圾： 穩妥地放在塑膠袋中綁好， 
 貼上「垃圾 (Garbage) 」標籤（重量限制最大 65 磅）， 

並置於回收車旁邊，或者放在 32 加侖的加蓋罐子中。
• 額外的回收： 放在盒子內、捆綁或放在棕色紙袋內，貼上

「回收 (Recycling) 」標籤，並置於回收車旁邊。請不要將
回收物放進塑膠袋中。

• 額外的庭院雜物： 貼上「庭院 (Yard) 」標籤，並置於回收
車旁邊。確保回收車外沒有食物殘渣。請不要使用塑膠袋。
您可以使用庭院廢物紙袋（可在五金商店購買），並置於食
物/庭院手推車旁邊，或者使用帶手柄和蓋子的 32 加侖罐
子（重量限制為 65 磅），並用細繩捆好（限制為 4 * 2 英
尺）。若居民用 32 加侖的罐子盛裝額外垃圾，則最多可免
費放置三個罐子。

出現極端冰雪天氣時，會導致收集不安全，Republic Services 
將實施其惡劣天氣計劃。Republic Services 將盡快通知客戶收
集時間表的變化，並在此過程中提供及時更新。

若有問題： 請聯絡 Republic 服務公司，電話號碼為  
425-452-4762，或者網址為 RepublicBellevue.com。

2019 年 11 月至 12 月

一般資訊 425-452-6932
客戶服務/帳單資訊 425-452-6973
飲用水水質 425-452-6192 
公用事業維護及 24 小時緊急熱線 425-452-7840
    （淹水 -- 供水管道破裂 -- 停水 -- 下水道溢流 -- 污染物濺漏）
電子郵件 utilities@bellevuewa.gov
網頁 utilities.bellevuewa.gov
非城市電話號碼 Republic Services（固體廢物服務） 425-452-4762

用節日綠色植物 
制作堆肥
不要將您的聖誕樹和其他節日綠色植物
運往掩埋場—而是用它們製作堆肥！

在路邊
獨戶居民可以在常規收集日，將聖誕樹
和其他綠色植物放到外面。將聖誕樹切
成段（不長於四英尺），並將樹枝修剪
為不超過四英尺，以放入收集車內。使
用細繩（非塑膠）將每段捆好。有裝飾
的樹、植絨樹和塑膠樹不可回收，將視
為額外的垃圾進行收費。

在公寓與大廈
與您的經理確認。適用與「在路邊」 
同樣的規則。

若有問題：請聯絡 Republic  
Services公司，電話號碼為 
425-452-4762，或者瀏覽網址
RepublicBellevue.com。

關於您的供水、排水、污水以及固體廢物公用事業服務的資訊。

貝爾維尤公用事業局新聞  
(Bellevue Utilities News)



貝爾維尤公用事業局新聞  
(Bellevue Utilities News)

保持溫暖！
每個冬天，都會有房屋由於水管凍結爆裂而損毀。透過採取一些
簡單的預防措施，您可以讓自己免於因水管凍結爆裂而引起的混
亂、金錢損失和麻煩。

在冷鋒來襲之前
• 將您家矮設備層、地下室和閣樓內的管道隔離。暴露在外的

管道更容易凍結。您使用的保溫層越多，保護越好。
• 電加熱帶可用來纏繞管道。嚴格遵照製造商的安裝和操作說

明。
• 密封裂縫並關閉基礎通風口，儘量減少冷空氣進入您的房子

並凍結管道。在春季再次打開通風口以防止乾蝕。
• 排空並取下花園澆水軟管，並隔熱  軟管龍頭。
• 知道水關閉閥的位置。或者，您可以從水錶處將水關掉。 

訪問 bellevuewa.gov/TurnOffWater 瞭解更多。

www.facebook.com/
bellevuewashington
 
www.youtube.com/
BellevueWashington
 
www.twitter.com/
bellevuewa   

 

     
防洪提示 
您可以遵循下列提示， 
幫助鄰里防洪。只需小小努力，即可獲得很大回報！

• 清除在您家附近雨水溝內的雜物。
• 不要將垃圾或庭院雜物倒入溪流、濕地或排水溝， 

以防止阻礙水流。
• 保護陡峭山坡和溪流與湖泊沿岸的自然植被。
• 如果您擁有污水幫浦，請在暴風雨前測試性能。
• 每年至少兩次清理您的排水溝、落水管和清除口。
• 提醒您，標準財產保險不包括洪水損失。詢問您的代理人有

關洪水保險的資訊，即使您不居住在洪氾區也可投保。
• 撥打 425-452-7869 致電公共事業部，以瞭解您的物業是否

在洪氾區。
• 緊急情況請撥打 911。如果您家可能遭遇洪水危險， 

請撥打 425-452-7840 致電公共事業部。

訪問 bellevuewa.gov/BeFloodReady 瞭解更多有關 
防洪方面的資訊。

避免節日恐怖事件 
保持您的下水道零油脂
屋主和業主應負責修理和維護其側下水道與本市的下水道系統的連
通。因為要為朋友和家人準備火雞、配菜和其他節日食品，節日通常
是下水道堵塞的高峰期。

下水道堵塞可能造成巨大損失
由於側下水道故障而造成下水道堵塞時，您可能會面臨著挖掘您的院
子、拆除毗鄰的人行道以及/或挖開街道的風險，這可能會耗資數萬美
元。維修通常不在屋主保險的承保範圍內。

預防勝於一切
您可以將用過的乳製品、脂肪、油、 

油脂倒入有蓋的容器中，並放在垃圾箱內 
— 不要倒入下水管，以防止油脂阻塞側
下水道。食物殘渣還可以用來製作堆肥，
而無需使用垃圾處理。

請造訪 recycle@bellevuewa.gov 聯絡
我們獲取免費的食物殘渣袋和可降解袋樣
品以開始回收垃圾。

更環保地慶祝節日
您知道嗎？在 11 月至 1 月期間，全國每週會額外扔掉 100 多萬噸
垃圾。下面的環保節日小貼士有助於我們在慶祝時減少浪費：

• 盡量不使用一次性餐具。少用幾個盤子可以減少垃圾填埋場成
噸的塑膠垃圾。如果您要使用一次性餐具，請選擇可回收或可
降解的品牌。

• 減少食物浪費─在舉辦節日大餐時，可採取一人帶一菜或讓客
人用可重複使用的容器把沒有吃完的食物帶回家。

• 重複使用禮品包裝： 將袋子、盒子和蝴蝶結等耐用物品保存
起來以備下次使用。或者使用漂亮的可重複使用的材料，比如
受日本 Furoshiki 傳統啟發的布包裝。全家一起行動，找到最
有創意的零廢物包裝。

• 送環保禮物： 與其送那些可以扔掉的物品，改送體驗—比如
你們可以一起享受的活動券或門票，比如餐館、戲劇、音樂會
或體育賽事。或者計劃一日遊或去某個新的地方冒險。會員資
格和課程也是很棒的禮物！

• 節日結束後記得回收。路邊垃圾車裡的大部分包裝紙都能回
收。許多當地的零售商和組織舉辦了節日燈回收活動，您可以
用您的節日樹和其他綠色植物製作堆肥。訪問 BellevueWA.
gov/recycleright  或查看您的回收指南瞭解更多資訊。

 
在 KCGreenHolidays.com 上找到更多好方法，讓您在度過美好
節日的同時，又不造成浪費。

廢棄食用油
請致電 425-452-4762 聯絡 Republic Services 安排免費的 
路邊收取。將未被污染的油（不含大塊固體）裝入乾淨的螺旋蓋透明塑
膠壺中密封。為塑膠壺標註您的名字和地址。每次回收僅限 3 加侖， 
每年限制 10 加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