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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花园有机垃圾
回收服务指南



上手很容易...
您的套件中包括一卷青柠绿色的堆肥垃圾袋、一个冰箱贴和一张贴在室外垃圾
桶盖上的贴纸。 

第四步
在收集垃圾的前一天晚上，将青柠绿色盖子垃圾桶推到外
面

青柠绿色盖子的垃圾桶每两周收集一次，与您的回收垃圾桶隔周
收集。查看您的垃圾收集日历或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您的垃圾收
集日。

第三步
将厨房堆肥箱清空倒入青柠绿色盖子的垃圾桶

您可以将食物垃圾直接倒入青柠绿色盖子的垃圾桶中，也可以
使用所提供的堆肥垃圾袋将其装好绑紧。

定期清空厨房堆肥箱并更换堆肥垃圾袋以避免破损，尤其是温
暖的月份。

第二步
收集食物垃圾并将其存放在厨房堆肥箱中

将厨房堆肥箱放置在阴凉处，方便取用，比如厨房台面或水槽
下面。

第一步
将经批准的青柠绿色堆肥垃圾袋 (AS 4736) 套入厨房堆
肥箱

打开堆肥垃圾袋，将其放入厨房堆肥箱里。将堆肥垃圾袋的边
缘固定在打开的厨房堆肥箱的顶部。



哪些物品可以放入食物及花园有机垃圾桶？ 

不可放 入

水果和蔬菜残渣

可以 放 入

乳制品剩余物
和蛋壳

面包、谷物、意面
和米饭

使用过的纸
和纸巾

零散的茶叶
和咖啡渣

肉类残渣和骨头 草屑、树叶和杂草 鲜花、花园修剪的
枝条枝叶

剩菜

人类及动物毛发 牙签、竹签、无涂层的筷子柑橘、大蒜、洋葱、辣椒 青柠绿色堆肥垃圾袋
（AS 4736）

不带幼苗标志的
非青柠绿色堆肥垃圾袋

塑料袋 食品包装 可堆肥或可生物降解的包装
（除堆肥垃圾袋外）

海鲜贝壳 液体动物粪便

尿布

处理过的木材 茶包和咖啡胶囊 灰尘



保持厨房堆肥箱和垃圾桶
干净清新的方法

30%

6%

16%

2%

不可回收物品

46% 食物

花园修剪的枝条树叶

可回收物品

软塑料

不要把厨房堆肥箱或
垃圾桶装得太满，确

保盖子可以关闭

将食物和花园垃圾分层

定期清洗厨房堆肥箱

使用密闭容器存放发
臭或腐烂的食物，将
其放入冰箱冷藏，并
在垃圾收集前一天

晚上直接倒入垃圾桶

将垃圾桶放在阴凉处

时常清洗垃圾桶和厨
房堆肥箱（厨房堆肥箱
可以使用洗碗机洗）

BI-CARB
SODA

喷洒双碳苏打以减少气味



您的食物和花园垃圾
会怎样处理？
正确处理很重要。从
您的有机垃圾中产生
的堆肥将用于维多利
亚州的花园和农场中
的植物和食物生长。

垃圾桶中的任何“不
可放入”列表中的物品
都会影响堆肥的质量，
使种植者和农民难以
使用。例如，宠物粪便
可能含有病原体，不能
用于种植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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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回收食物垃圾？
白马市的普通垃圾桶中，大约有一半是食物和花
园垃圾。

避免将食物和花园垃圾填埋是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和保护环境的一种方式。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如何进一步减少、再利
用、再循环的相关信息：

www.whitehorse.vic.gov.au/ 
reduce-reuse-recycle 



回收您的食物垃圾前，           
先减少和重复使用食物垃圾
维多利亚州的家庭每年平均丢弃价值$2200澳元的食物。 
尽可能减少食物浪费，以节省金钱和保护环境。

计划您的膳食并创建购物
清单

妥善储存食物，以延长保存
时间

喜爱您的剩饭剩菜。冷冻一
些下次再吃，或者把它们做
成美味的食品

在家堆肥 – 市政委员会提供折
扣以帮助您入门。请访问我们
的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如需更多小窍门，请访问： 
www.sustainability.vic.
gov.au/food-waste

更多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更多常见问题
和信息。 
www.whitehorse.vic.gov.au/
food-recycling



常见问题与解答（FAQ）

如何使用堆肥垃圾袋？

轻轻地从卷上撕下一个堆肥垃圾袋。在指示
的地方轻轻地用手搓堆肥垃圾袋将其打开。
将堆肥垃圾袋放在厨房堆肥箱里，并卷起边
缘。

如果我已经在家里堆肥了怎么办？

那太棒了！我们鼓励您继续在家中堆肥。这
项服务并不取代家庭堆肥，但可以作为补充。
肉类、海鲜、乳制品、柑橘、大蒜、洋葱和面
包等不能放入堆肥箱的东西，但都可以使用
青柠绿色盖子的垃圾箱回收。

我还没有收到我的厨房堆肥箱和堆肥垃
圾袋，我可以去哪里领取？

如果您有青柠绿色盖子的垃圾桶，但是尚未
收到厨房堆肥箱和堆肥垃圾袋，您可以从客
户服务中心领取。

我的青柠绿色盖子的垃圾桶装满了花园
垃圾，我该如何放入食物残渣？

零散的食物残渣不会占用您垃圾桶太多空
间。如果您需要腾出空间，我们建议您将花
园枝条或碎屑切成小块。

额外的垃圾桶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或致电客
户服务9262 6333安排。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额外的堆肥垃圾袋？ 

随厨房堆肥箱提供一卷堆肥
垃圾袋。当您用完时，您可
以：

-  将纸巾或报纸铺在厨房堆
肥箱里

-  从超市或网店购买符合AS 4736 认证并带
有标志的青柠绿色堆肥垃圾袋

-  从客户服务中心处领取堆肥垃圾袋，但要
视情况而定，每户有限额。

如果我不想使用厨房堆肥箱和堆肥垃圾
袋，我去哪里退还？

不需要的厨房堆肥箱和堆肥垃圾袋可以退回
到我们的客户服务中心。

我可以将堆肥垃圾袋用于动物粪便吗？

不可以，提供的堆肥垃圾袋只能用于食品和
花园有机物。

我可以立即将食物放到青柠绿色盖子的
垃圾桶中吗？

不可以，我们的服务从7月1日才开始。回收食
物垃圾需要一个不同的堆肥过程。



承 认 原住民国家

白马市议会承认Kulin Nation的Wrundjeri Woi-wurrung人是这片土地传
统的拥有者。我们向他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致敬。

联 系市 政 委员会 

邮政地址:	 Whitehorse	City	Council	
	 	 Locked	Bag	2,	Nunawading	Vic	3131

电话:	 9262	6333
NRS:		 拨打133	677，然后转接9262	6333		
	 	 (聋哑人或听障人士服务热线)

翻译与口译服务:		 131	450	
	 	 	(致电并要求接通	Whitehorse	City	Council)	

	

电子邮件:		 customer.service@whitehorse.vic.gov.au
网站:	 www.whitehorse.vic.gov.au

服务中心:		 白马市市政中心	
	 	 	(Whitehorse	Civic	Centre)

	 	 博士山市政厅服务中心
		 	 (Box	Hill	Town	Hall	Service	Centre)

	 	 森林山服务中心
		 	 (Forest	Hill	Service	Centre)
	 	

Chinese	中文
如需免费口译服务，请致电	131450。电话接通后，
请说出您说的语言，并要求转接白马市政府。  

Greek Ελληνικά 

Για δωρεάν βοήθεια με διερμηνεία τηλεφωνήστε στο 
131 450. Αναφέρετε τη γλώσσα που ομιλείτε 
και ζητήστε να συνδεθείτε με το Δήμο του Whitehorse.  

Italian Italiano 

Per assistenza di interpretariato chiama il 131 450. 
 Indica la lingua che parli e chiedi di essere messo  
in  contatto con il Whitehorse City Council.

Vietnamese  Tiếng Việt
Để được hỗ trợ thông dịch miễn phí hãy gọi số 131 450. 
Hãy nói tên ngôn ngữ của quý vị và yêu cầu được kết 
nối với Hội đồng Thành phố Whitehorse. 

     使用100%再生纸印刷 

厨房堆肥箱由100%回收塑料制成，澳大利亚制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