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舊衣 、廢紙應如何回收？
1. 舊衣
如果你家 中有些買來只穿過二 次、還很新，卻 不 想再穿或穿不下的衣服 ，
不妨在社 區或辦公室舉辦跳蚤 市場，讓它 到達新主 人的手中，物盡其用 。
至於其他 的舊衣，可以送到教 會，或其他有需要之 慈善團體，或在資源 回收
日時，打包交給清潔隊員。此外，也可以投到經地 方政府核准設置的舊 衣回
收箱。
2. 廢紙
如果家中 有舊報紙、紙盒等廢 紙，可以賣給回收商 ，或用繩子紮好， 在資
源回收日 時交給清潔隊員。但如果是社區、辦公室做回收，可以進一步 用四
個紙箱，把廢紙分為 白紙類、混合紙類、報紙類及牛皮 紙類等四類分類回收 ，
可以賣得 比較好的價錢，分類後的廢紙利用價值也 比較高。但請記得，若是
紙上有油 漬、塑膠覆膜，或是複寫 紙、蠟紙、摻有其他 成分如金屬的合成紙 、
用過的衛 生紙、紙尿片，都是 不能再生的，不要混 入可回收的廢紙中。
3. 廢紙 分類建議方法
代表 名稱

代表種類

再製用途

白紙 類 筆記書紙、電腦報表 紙、白信紙、便條 文化用紙、廁衛用紙
混合 紙類
報紙 類

雜誌、 書籍、 影印紙、傳真紙 文化 用紙、紙板
報紙、電話簿 新 聞紙、紙板

牛皮 紙類 牛皮紙袋、紙盒 工業用紙
二、如何 用廚餘作堆肥？
利用家裡 的廚餘來製作堆肥， 其實不是太難，也不 一定會臭氣沖天。
建議您， 可以用一般的塑膠桶 ，把底部打洞，成為 簡易的有機堆肥桶 ，找
一些土壤 （不能用黏土）來， 在桶底鋪上六、七公 分的土，再把 果皮 、菜
葉、骨頭 、剩飯等廚餘的水分 瀝乾 後 ， 鋪 平 放 在 桶 子 裡 ， 上 面 再 鋪 土 壓 實 ，
就這樣一 層廚餘一層土，像三明治、千 層派的做法 一樣，最後上層再鋪 一層
較厚，約 七、八公分的土。
要注意的 是，堆肥桶一定要加 蓋，並用重物把蓋子 壓緊，不讓空氣進出，才
能把廚餘「悶 熟」。此外，堆肥桶 底部打洞流出來 的水，是最佳的「液體肥
料」，可 以拿來澆花、種菜。在堆肥桶底部的洞口 接上同樣口徑的水管，直
接接往廢 飲枓瓶，就可以輕鬆 盛接滲出水。
如果要讓 有機堆肥更「營養均 衡」，可以到市場上 要一些魚肚、魚鱗 、蝦
殼等，回 家煮熟後，瀝乾水分 加在廚餘之中，或到 豆漿店要一些 做豆 漿後
廢棄的豆 渣，增加廚餘中的蛋 白質。以這種堆肥桶 來製作堆肥，大約等三個
月至半年 ，廚餘就會 變成黑褐 色的粉末，也就是有 機肥料，自用、送人 兩
相宜。如 果要讓廚餘更快 發 酵，可以倒一點喝不完 的含乳酸菌飲料如養 樂
多在裡面 ，幾天內就 可發酵。 一些推廣廚餘堆肥的 學者，更設計了 —種堆

肥桶，底 部有一個水龍頭 ， 不必打洞，就可以把滲 出水排出﹔並調配出 —
種除臭劑 來取代夾在 廚餘中間 的土壤，是由黃豆粉 、米糠及酵母菌、乳 酸
菌、放射線菌、光合成菌等菌 種拌合而成的，有除臭、幫助分解、抗氧化的
功能。
這種沒有 放土壤的堆肥桶，在 桶子滿了以後，要再 密封存放二周，讓 菌種
長得更好 ，之後就可以埋入庭 院的土壤中，會在二 個月後分解。 若家 中沒
有庭院， 可以用盆栽內土壤五 分，有機肥一分的比 例，將還 未分解的有 機
堆肥混合 添加在盆栽的土壤中 。
如果你也 能把廚餘做成堆肥， 並把其他瓶瓶罐罐、 廢紙、舊衣都做資 源回
收，你將 會發現，家中的垃圾 只剩下原來的十分之 —， —個 星期 倒一 次垃
圾就夠了 。 另外，要提醒你的 是，廚餘也應從源頭 減量，不要煮過量的 飯
菜，剩 下的飯葉可以再煮成稀 飯或下麵等，真的無 法消化的廚餘，再拿 來
做 堆肥 ，才符合環保原則哦！
三、儲存 容器置於戶外者，其 設施應不得洩露污水 及臭味。
把垃圾筒 放在戶外的民眾可得 注意了，若垃圾筒有 漏洞，漏出汙水或 散發
出臭味， 可是會被罰一千二百 元至四千五百元的罰 款哦。
怎樣才能 避免被罰呢？首先， 所有的垃圾最好都先 瀝乾，例如剩菜剩 飯的
湯汁，或 是炒菜剩下的油水， 即使用兩層塑膠袋來 裝，也難保不 漏出 來，
因此，最 好的方法就是把湯汁 、水分都先擠乾，再 丟到垃圾筒。
其次，採 用的垃圾筒最好是一 體成型、沒有接縫的 ，千萬不要用有網 眼的
竹簍，或 是紙箱來裝垃圾。
四、儲存 容器應設有可防止貓 狗覓食之設備或措施
擺在戶外 的垃圾筒，最好採用 有蓋子的，才能防止 貓狗翻咬垃圾，或把垃圾
拖出來，造成附近環境的汙染。很多人都不願意伸 手去碰垃圾筒的蓋子，因
為不少垃 圾筒總是看起來 很 髒的樣子，但現在市面 上已有很多採用腳踏 板
來打開蓋 子的設計，也很方便 哦！尤其因為台灣多 雨，擺在戶外的垃圾 筒若
沒有加蓋，很快就會裝滿了雨 水，而且垃圾中的果 皮，很容易引來果蠅，垃
圾有了蓋 子，就不怕雨水、果 蠅了。
五、一般 廢棄物應依主管機關 或執行機關規定時間 、地點及方式排出
在目前全 國大部分的地區都已 經實施垃圾不落地，一定得在指定的時間、地
點「迎接 」 垃圾車的到來，在 其他少數仍採用垃圾 點的地區，也不代表 二
十四小時 都 可以丟垃圾哦！有 些鄉鎮市會規定，居 民要在晚上幾點以後 ，
才能 把 垃圾拿出來，因此，若 是在鄉鎮市公所規定 時間之前，就把垃圾 包
丟出來， 即使是丟在合法的垃 圾子車內，也會被罰 一千二百元至六千元 。
清潔隊員 可以用照相方式，舉 發當 場 被 逮 到 沒 有 在 指 定 時 間 丟 垃 圾 的 民 眾 ，
也可以在 事後把垃圾包打開， 以其中的信封、電費 單、水費單 等單據來 舉

發違規的 民眾。
六、家戶 巨大垃圾、有害垃圾 收集方式及資源垃圾 回收方式
在實施垃 圾不落地的地區，如台北市，如果只有一、二件廢家具要 處理，你
可以打電 話到環保局詢問，在指定時間將其放置在 指定地點，環保局清 潔隊
會免費前 往清運處理﹔但如果 數量太多，則必須付 費委 託民營業者處理 。
在有收集 垃圾的地區，你可以 打電話到當地環保局 或清潔隊，詢問收 取大
型家具的 日子，多半鄉鎮市每 周都固定有一天收取 家具等巨大垃圾。
七、排出 廚餘時，應先瀝除水 分並妥為包裝
在察看你 家到垃圾車或垃圾點 之間的路徑，如果經 常有點點 滴滴的水痕 ，
並夾帶著 臭味，這就代表你家 的垃圾太「溼」了。
環保署一 項統計顯示，國內 —般垃圾中水分所占重 量約 五成，市場垃圾 中
的水分更 達七成，是世界 上水 分含量最高 的垃圾。
台灣的垃 圾特別溼，主要是因 為中式菜餚的水分含 量特別高，如果沒有 把剩
菜等廚餘 的水分瀝乾，不僅會汙染你家的垃圾筒，門口的道路，也會在垃圾
集中點、 垃圾車及垃圾車行駛 過的道路，留下難以 去除的惡臭。
怎樣把廚 餘的水分瀝乾呢？如 果你家的流理檯是不 鏽鋼製的 ，底部多半 也
有一個不 鏽鋼的篩網，把廚餘 往篩網中一倒 ，其 中的水分會流入下水道 ，
殘渣則會 留在節網中，再把殘 渣丟到 ~袋裡就可以 了。
不少超市 還賣一種可以套在節 網上 的 小 塑 膠 網 ， 把 這 種 小 網 子 套 在 節 網 上 ，
等殘渣積 滿後，再把網子取出來，紮緊袋口丟掉，也 很方 便，只是花費較高。
在這裡介 紹你一種不用花錢的 妙方﹁破損不用的絲 襪剪下 — 小段，把一 頭
紮起來， 成為一個小尼龍網， 套在水槽的節網 內 ，就可以輕易、「不髒 你
手」地去 除殘渣了。
如果家中 水槽沒有不鏽鋼製的 節網，可以在市場裡 買一種三角形的塑膠 網籃，
平日擺在 水槽的一角，就可以隨時過濾廚餘中水分 了，如果你平日都注 意這
樣做，廚房的水管也不容易阻 塞，且不會「倒灌」出腐臭的酸味來，可說一
舉數得
八、刀片 ，玻璃碎片等尖銳利 器以不易穿透容器或 材質包妥之並標示
只要是清 潔隊員，就幾乎沒有 不被藏在垃圾包裡的 尖銳物品刺傷過。 最常
剌傷清潔 隊員的物品就是牙籤 ，其次是玻璃碎片、 刀片、針等物 品， 如果
你在處理 垃圾時多用一點心，這些意外可能都不會 發生。怎樣處理這些 尖銳
的垃圾呢 ？最好是用舊報紙把 破碎的物品包好，裝在垃圾袋內，外面再用簽
字筆或字 條註明內有利器。環保署已公告飲料、醬油、酒及醬菜的玻璃 容器
都必須回 收，因此， 你可以把 玻璃瓶從一般的垃圾 中挑出來，交給資源 回
收車、拾 荒者， 或透過廠商建 立的其他回收管道來 回收，如台灣菸酒公 司

的米酒就 可以在買 的商店退瓶 回收，玻璃容器可交 由超商回收，這樣就 可
以減少碎 玻璃傷人的意外了。
九、排出 垃圾儘量 使用國家標 準垃圾袋
國內垃圾 點長久以來，總是充斥著五顏六色購物袋，不少民眾甚至使用 百貨
公司紙袋，這種紙袋無法封緊 袋口，很容易招來野 狗、野貓翻咬，造 成垃圾
點的髒亂 。
很多先進 國家也都採用垃圾點 收集方式，但垃圾點 都能保持乾淨，這是為什
麼呢？主 要是因為他們都使用 標準的大型黑色垃圾 袋，能 夠確保垃圾內 的水
分不會滲 出，也不會因垃圾的 重量而破裂。
事實上，中央標準局早已訂出 垃圾袋國家標準，在伸長率、耐衝擊強度、耐
撕裂強度、墜落強度、熱封 強度方面，都有嚴格的 規定，且一律規定平 口設
計，避免大部分市售垃圾袋品 牌兩側採夾角式設計 不易熱封完全，容易漏水
的情形。
最好的方 法還是從源頭減少「廢物」的產生，也 就是儘量自備購物袋，且使
用過的塑 膠袋也可以再重複使 用，就 不必再勉強使 用不適合當垃圾袋的 購物
袋來裝垃 圾了。
而且國家 標準也規定，除了 盛裝資源垃圾的垃圾袋 應設計為「無色」，方便
回收者一 眼即可看出袋中為何 種資源，盛裝垃圾的 垃圾袋應一律設計為「黑
色」。
因此，如果你要購買 垃圾袋，最好選擇符合 國家標準的 垃圾袋，比 較有保障。
不少民眾 習慣用廠商給的購物 袋來裝垃圾，並且認為這也是「廢物利用」的
好方法，但事實上，也有人因 此習慣在市場購物時，多索取幾個 塑膠袋，反
而造成塑 膠袋的濫用，且這些塑膠袋並不一定適合 裝垃圾。最好的方法 還是
從源頭減 少「廢物」的產生，也就是儘量自備購物 袋，不要索取塑膠袋，用
過的塑膠 袋也可以重複使用，就不必 再勉強使用不 適合當垃圾袋的購物 袋來
裝垃圾了 。
十、竹片 予以裁剪並捆紮
過長的垃 圾，如竹竿、木板 等，最好先經過裁切，再交給清潔人員或放 在垃
圾點，以免放不進垃圾車。許多鄉鎮市為清運的便 利，讓垃圾車可以輕 易穿
梭在小巷 中，都採用噸數較小 的垃圾車，加上車後 有壓縮設備，太長或體積
太大的垃 圾，是無法放進垃圾 車的。
十一 、封緊垃圾袋口
將垃圾袋 排出時，請記得把垃 圾袋的袋口綁緊，以 免汙染垃圾點。 標 準的
做法，是 先把袋內垃圾空隙中 的空氣擠出來，在袋 口牢牢地打 上二次結 ，
這樣子綁 緊後，即使把垃圾袋 倒過來，袋中的垃圾 、水分 也不會流出來 。

若袋中仍 有許多空氣，很容易 一碰 就 破 裂 。 以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的 垃 圾 袋 為 例 ，
上方靠近 開口部分，都留有一 定的空間，供綑綁、 打結之用。
另外還有 一種垃圾袋，袋口有一條塑膠繩，垃圾裝滿後，只要把繩子往 兩邊
一拉，就 可以把袋口收緊，然 後再把繩子綁起來。 不過這種有 繩子的垃 圾
袋會比較 貴一些。
十二、有 害垃圾應分開儲存排 出
十三、張貼或噴漆 廣告污染定 著物，會被處罰六千 元以下罰款，按日連續處
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