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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
自 1993 年以來，馬里蘭州蒙哥馬利郡要求企業必須進行回收。本指南將
為您提供在工作場所，制定成功的回收計劃所需的資訊。 主題包含:

• 回收和法律

• 蒙哥馬利郡必須回收的物料
• 如何與回收公司簽訂合約
• 填寫您的年度回收和減少廢棄物報告
• 減少廢棄物的技巧
• 購買回收再生產品的重要性
• 透過 SORRT 計劃為企業提供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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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法律規定
蒙哥馬利郡執行條例 1-15 要求企業回收利用、制定廢棄物減少和回收計
劃，提交關於減少廢棄物和回收活動的年度報告，並確保提供所有要求可
回收材料的容器。此法規適用於所有企業、組織以及地方、州和聯邦政府
的機構，以及物業所有人、管理人員、員工以及回收和垃圾收集公司。

蒙哥馬利郡有 33,000 多家企業在營運，其中包括非營利組織、公立和私
立學校、聯邦、州和地方政府機構、以及家族企業。這些企業所產生的固體
廢棄物，占了本郡的一半以上。本郡的目標是減少廢棄物並將回收率達到 

70％，以實現零廢棄物目標。企業和組織增加回收利用，對於實現這些目
標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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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需要回收的物料

混合物料：

	∞ 透明、綠色和棕色玻璃瓶罐
	∞ 鋁罐和鋁箔製品
	∞ 雙金屬（鋼/錫）食品和飲料罐、以及非危險的空
噴霧罐
	∞ 塑膠瓶、容器、浴缸、蓋子、罐、桶、箱子、杯子、花
盆、塑料翻蓋、蓋子和罩子

 

綜合紙類

	∞ 白紙/辦公紙/彩色紙
	∞ 瓦楞紙/紙板
	∞ 報紙/廣告紙
	∞ 雜誌/目錄
	∞ 精裝書和平裝書
	∞ 不需要的郵件/信封
	∞ 碎紙
	∞ 塗料紙箱/紙箱
	∞ 所有其他清潔乾淨的紙類

院子修剪

	∞ 草、樹葉、花園剪屑和灌木叢
	∞ 聖誕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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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金屬

	∞ 鐵和非鐵類物品
	∞ 鍋碗瓢盆和衣架
	∞ 螺絲、釘子、托架、螺帽、螺栓
	∞ 辦公家具、檔案櫃、貨架

您的企業也可能會產生大量其他可回收利用的材料。像是：
	∞ 電腦及相關電子產品
	∞ 電池
	∞ 木棧板
	∞ 碳粉匣
	∞ 塑膠袋、薄膜和包裝紙
	∞ 廚餘

禁止使用並銷售聚苯乙烯餐飲服務商品和包裝花生
聚苯乙烯餐飲服務產品和膨化聚苯乙烯散裝包裝（花生包裝）的使用
和銷售，在馬里蘭州蒙哥馬利郡是被禁止的。所有餐飲服務機構必須
使用在馬里蘭州蒙哥馬利郡可回收的或可堆肥的食品服務器具。有
關法律、提供可回收或可堆肥的餐飲服務商品的供應商列表、以及廚
餘的回收資源等資訊，請造訪我們的網站：MontgomeryCountyMD.

gov/recyc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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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馬利郡 
行政法規（ER）1-15  
對企業的要求

每間企業必須在任何放置垃圾容器的地方，
為所有必需可回收的材料，放置具有足夠大
小和數量的容器。

所有容器必須清楚標記，以表明要放置於
內部的適當材料。

適用於蒙哥馬利郡的所有企業和組織，包括物
業所有人、物業經理和共同所有權協會，包括
商業公寓協會理事會。

符合 ER1-15：

PLASTICS 
BOTTLES, JARS, CONTAINERS,  

TUBS, CAPS AND LIDS

METALS 
EMPTY, NON-HAZARDOUS AEROSOL 

CANS, ALUMINUM AND STEEL/TIN CANS, 
AND FOIL PRODUCTS

GLASS 
BOTTLES AND JARS

COMMINGLED MATERIALS

Plastic Bags, 
Wrap, or Film

Polystyrene/      
Styrofoam™

Electronics

Syringes and 
Latex Gloves

KEEP THESE
ITEMS OUT!

RECYCLE MORE NOW! 
MontgomeryCountyMD.gov/recycling · Call 311 or 240-777-0311 · TTY:  MD Relay 711

PLASTICS 
BOTTLES, JARS, CONTAINERS,  

TUBS, CAPS AND L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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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OI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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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NGLED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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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ap, or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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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gomeryCountyMD.gov/recycling · Call 311 or 240-777-0311 · TTY:  MD Relay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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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用於收集固體廢棄物和可回收材料的固
體廢物和回收容器，必須放置在合理方便的位
置，靠近所有建築物和其他使用場所。

商業物業和商業公寓協會的物業所有人，必須
為租戶提供回收利用收集服務和可回收固體
廢棄物的存放空間。

任何銷售或提供可回收容器中的食品或飲料
以供現場食用的企業，必須提供足夠大小和數
量的回收容器供消費者使用。

簽訂回收服務合約的企業，必須與具備當前有
效的蒙哥馬利郡收集者許可證的回收者來做
簽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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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郡沒有為企業提供回收或垃圾收集服務，因此企業必須自行與運
輸、回運或與蒙哥馬利郡許可的回收收集者簽訂合約。企業產生的回收材
料，可以減少廢棄物的總體收集和處置成本。為確保您的回收計劃長期成
功，與回收服務供應商建立合約或服務協議很重要，這項合約或服務協議
應確定要執行的特定服務、折扣和收益（如果有）、以及如何應用、還有可
能影響合約的市場條件。請記住收集服務、集裝箱類型、以及回收公司提
供的教育或支持服務的情況，可能會因為不同的公司而異。與回收公司協
商時，請確保您對以下問題有所有答案。

選擇回收收集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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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您還會收集其他哪些類型的可回收材料？

	∞ 您會為我們的紙張或其他可回收材料付款嗎？ 如果會，將使用什麼定價
結構、付款時間表為何？

	∞ 允許的污染程度是多少？

	∞ 根據企業的規模或位置，允許放置垃圾箱和收集回收物需要多少空間分
配。您願意簽署長期（一年或更長）合約嗎？

	∞ 您是否會針對郡內回收報告，提供每種材料可回收物數量（重量而非體
積）的每月噸數報告？

	∞ 在幫助我們設立回收計劃時，您將提供哪些服務（例如培訓人員，儲物
箱等）？

	∞ 可以使用哪些類型的報告，來追踪回收過程和相關成本？

物業管理公司的要求 

ER 1-15 要求物業所有人為租戶提供回收收
集服務和可回收材料的存放空間。如果您在
多租戶建築物、辦公園區或購物中心工作，請
與物業經理聯繫，來了解為您的企業提供了
哪些回收收集服務。確保您熟悉所有現場流
程和要求，來保持合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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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回收和減少廢棄物報告
除回收外，大型、中型和某些小型企業，還必須向本郡提交年度企業回收
和減少廢棄物報告。此報告的目的是記錄您企業的回收活動。此外，企業
可能會使用此報告追踪長時間的自身回收進度。

	∞ 可以線上取得此報告、獲得完整的聯繫資訊、對可回收物品的類型和數量
的說明、以及作為垃圾處理的物品。
	∞ 完成有關報告教育活動和減少廢棄物、以及購買回收再生工作的部分。

年度報告的截止日期如下：

 ∞ 大型企業 （250 名或更多員工），每年 2 月 1 日之前

 ∞ 中型企業 （100 至 249 名員工），每年 3 月 1 日之前

 ∞ 小型企業 （少於 100 名員工），應在收到 RRMD 的書面請求後 60 天
內提交初次報告； 此後，每年 3 月 1 日之前提交

 ∞ 多租戶設施的物業所有人 每年 3 月 1 日之前 

企業可以透過郵件、傳真或線上造訪我們的網站  
MontgomeryCountyMD.gov/recycling 提交其年度報告。有關更多資
訊，請致電 311 或 240-777-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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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廢棄物
減少廢棄物，是實現本郡減少廢棄物並將回收率達成 70％ 目標的關鍵，
力求零廢棄物。蒙哥馬利郡的每間企業，都必須制定減少廢棄物和回收計
劃，來減少產生的廢棄物數量。透過幫助保護自然資源、並減少與材料的
製造、運輸和收集相關的污染，減少廢棄物對環境有益。您的廢棄物減少
計劃，應鼓勵員工：

	∞ 使用可重複使用的杯子或水壺、馬克杯、餐具和器皿。
	∞ 購買散裝的調味品，取代購買獨立包裝。
	∞ 午餐時使用可重複使用的袋子和食品容器。
	∞ 使用電子郵件進行內部和外部通訊。
	∞ 舉行虛擬會議，並以電子方式分享檔案來減少列印。
	∞ 盡可能使用雙面影印。
	∞ 請與您的園丁聯繫，了解他們是否使用草循環割草方式； 確保草循環是
合約中的必要條件。這減少了對商業肥料的需求和成本。
	∞ 在公共區域提供可重複使用且耐用的杯子、盤子和餐具，取代一次性
物品。
	∞ 要求您的供應商使用可重複使用的塑料、金屬或木質容器運輸物品和
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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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回收再生的產品

當企業和個人購買回收再生產品時，這就是「閉環」。購買回收產品，可確
保包含回收材料的商品有市場，並有助於回收計劃的成功。許多回收再生
產品的價格，與原始材料製成的同類產品相同甚至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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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回收再生產品也具有良好的商業意義
許多客戶都在尋找「購買回收」並使用回收再生產品的企業。

這很容易做到。實際上，有許多由回收材料製成的常見辦公用品都可以購
買的到，例如：

	∞ 列印和書寫紙
	∞ 筆、鉛筆、尺和剪刀
	∞ 文件夾和信封
	∞ 可重複使用的杯子
	∞ 碳粉匣
	∞ 回收和垃圾容器

您的企業還可以透過捐贈以下內容，來促進其某些材料的重複使用：

	∞ 二手車
	∞ 過時的電子產品，例如計算機和打印機
	∞ 向學校或圖書館提供額外的活頁夾和其他用品

這不僅對您的社區有所幫助，而且還有助於保護自然資源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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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SORRT 成為您的企業合作
夥伴
SORRT 計劃（Smart Organizations Reduce and Recycle Tons）在馬里
蘭州蒙哥馬利郡，擁有一支專門的團隊，來促進並支持企業回收。

SORRT 為各種研討會提供技術支持、資料材料和特別會員邀請。SORRT 

計劃還為企業提供有關如何設立、維護與擴展回收與減少廢棄物計劃的
指南； 造訪目前為企業提供回收收集和容器服務公司的資源列表；同時推
薦其他蒙哥馬利郡企業所有人，他們可以分享自身的回收經驗。

SORRT 為您的企業提供服務如下:

	∞ 現場回收計劃技術援助

	∞ 培訓研討會

	∞ 回收容器和標籤

	∞ 教育手冊、指南、海報、影片； 有些提供多種語言

	∞ 線上 SORRT 網路季度通訊

	∞ 透過向同事分發回收資訊，來支持活動

透過與 SORRT 團隊合作，您的企業可以輕鬆獲取所需的資訊來符合當前
法規，同時設立並維護高效的回收計劃。

首先，請致電 311 或 240-777-0311 聯繫 SORRT （如果從蒙
哥馬利郡外致電）或 TTY：MD Relay 711，或造訪我們的網站：
MontgomeryCountyMD.gov/recyc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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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里蘭州蒙哥馬利郡
環境保護部門
回收與資源管理部
減少廢棄物和回收科

2425 Reedie Drive, 4th Floor

Wheaton, Maryland 20902

有關更多資訊，請致電 311 或 240-777-0311 •TTY MD Relay 711  

或造訪以下網站 MontgomeryCountyMD.gov/recycling

可以致電 240-777-6421 來獲取此資訊。

以再生紙和可回收紙張印刷。
版本 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