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該認真看待省水這件事
了。 
  舊金山政府協助 

300 座葡萄園及果園度過了前次 
2011–2017 的大旱災。怎麼做到
的？居民及商家主動參與城市先驅
性的路邊廚餘堆肥回收計畫，農夫
使用堆肥成品保留作物根部的土
壤水分。 
 我們又再一次面臨到大旱災。透
過完全地參與舊金山及由我們領導
的其他城市路邊堆肥計畫，能夠協
助加州農場種植較健康的食物，並
度過高溫及旱災的雙重打擊。路邊
堆肥能幫助加州省下非常大量的
水。 

 直接效益 
 透過使用堆肥，能夠軟化土壤，增
加土壤中的小氣穴，以維持能提供
植物根部的水分。 
 園藝學家 Ed Davis 已研究土壤
健康超過 50 年的時間，他已建議
數百座加州農場使用堆肥。 
   「土壤是活著、會呼吸的生物質。  
所以我們能夠加強土壤的地方，便

是加強流過土壤根部的水，其效益
及可用性。David 說。美國歷史最
悠久的農業研究機構羅德爾研究所

（Rodale Institute）提到，如果農
場以自然的方式使用堆肥種植，則

農場在旱災中可種植出的食物可增
加 40 %。 
 農場主人 Frank Olagaray 在 
Thornton 種植杏仁、核桃、橄欖及
紅酒葡萄。Olagaray 在其田地上運
用好幾噸的堆肥，且提到這樣能讓
他的作物健康生長，並且省水。 
 從 1996 年起，舊金山便開始路
邊廚餘回收堆肥計畫。整個國家有
將近 200 個社群也跟隨著舊金山
的腳步。這樣的成功也促使州法
的推動，要求加州城市及郡，需在 
2025 年前減少 75% 可堆肥原料送
至掩埋場。現在州內所有城市都在
施行路邊廚餘回收堆肥計畫。

 美國環境保護局內 CalRecycle 
部門提出「若將加州每年產出的 3 
百 20 萬噸的堆肥充分運用，便能
讓土壤內保持的水分達到 37 億加
侖。」 
 透過實施及擴展路邊廚餘回收堆
肥計畫，我們可顯著地增加這些數
據，並協助支持水安全。 
 「任何我們針對提升土壤健康所
做的事情，都可以提升水分保持的
能力，」David 說。「我們把農場做得
好，就能更好的保持水分，以及提升
營養的效益，這樣它需要的水就比
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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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處加倍 

堆肥能幫助加州
種植健康的食物及省水

我們的顧客服務人員可以協助您。請寄電子郵件給我們至CustomerService@RecologySF.com

更好的垃圾桶

堆肥是天然海棉，能協助保持根部區的水分。

提升土讓健康能協助農場度過乾旱。



回收可以協助供應鏈、居
民、商家，而舊金山的回
收人員選擇挺身而出。

 每天可以看到專門清空藍色的路
邊回收箱的回收車駕駛正在執行任
務。  
 分類人員在 Recology 舊金山回
收設施裡面工作，雖然比較少看到
他們，但他們是相當必要的存在，也
對於自己的工作感到相當自豪。
 Recycle Central 是位於 96 號碼
頭占地 175,000 平方英呎的回收中
心，也是舊金山領先的回收計畫主
力。社區路線卡車每天會運送 500 
噸的綜合回收物到傾卸區。
 有了高科技的回收設被以及回收
人員的努力，共同將綜合回收物分
成 12 種不同的材料。像是紙箱、玻
璃瓶、鋁類、不鏽鋼罐及綜合紙類。 

堅不可擋
 Recology 是 100% 員工認股的
公司。就像駕駛會回收舊金山的回
收物一樣，分類人員也相當致力於
自己的工作，並提供絕佳的服務。 
 早班從早上 4 點就開始。 
 Recology 的回收駕駛以及回收

人員，在疫情開始期間，完成了所有
班次，並且持續努力盡可能地進行
回收。 
 「這是在幫助社區。這是幫助全
世界，」在 Recycle Centrol 工作 15 
年的材料處理員 Noel Tucker 說。
 在疫情開始的 10 年前，就有 135 
個國家派代表來到舊金山參訪我們
的回收及路邊堆肥計畫。許多城市
受到舊金山的啟發，也引入了 3 桶
系統，包括綠邊廚餘、樹枝、樹葉回
收堆肥的綠桶，以及回收的藍桶。
 磨坊則接收回收的材料，並要求
回收捆包的雜質含量必須低於 1%。
 在回收業中，Recycle Centrol 在
持續製造高品質回收捆包上頗具盛
名。Tucker 將此正面結果歸功於其
同事。
 「必須共同努力才能成功，」她說。

「我們會一起做到的。」

不同角色，相同任務
 在 Recycle Central 中，有些人員
會操作大型的拖車，將剛送達的綜合
回收物推成堆，並將其放在回收輸送
帶上。其他人員則在分類產線上。  
 叉車人員則將完成的回收捆包堆

疊，並裝載到運送貨櫃中。精熟的技
工團隊共同讓一切運作。 
 「我們必須各盡其職，我們不能
放棄，」設備操作組長 Isidro Vallejo 
說。「讓一切得以運行下去，注意不
要堆得太多。」
 Vallejo 有超過 32 年分類舊金山
回收物的經驗，他看過了很多。當
他開始工作時，回
收任務是
在 Potrero 
Hill 的 
Rhode Island 
Street 上老舊
倉庫進行的。
那個工廠每天
可以產出 26 個
紙箱回收捆包。
現在，Recycle 
Central 每天產出 
80 至 85 個回收紙
箱捆包。
 跟 Tucker 一樣，Vallejo 提到舊
金山的回收計畫啟發了許多其他城
市，共同提升其材料回收計畫。
 「一點一點地慢慢帶動大家，」他
說。 

在社群媒體上查詢我們，便能得到小訣竅、活動訊息、回收新聞等：

@recologysf@R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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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普利斯箱盒部門
888.404.4008

View our newsletter online in English, Spanish, and Chinese at Recology.com/SFNewsletter.  
Vea nuestro boletín informativo en inglés, español y chino en Recology.com/SFNewsletter.  

欲線上以英文、西班牙文與中文閱讀我們的電子報，請至 Recology.com/sfnewsletter。 

舊金山回收人員「讓一切得以運行」

驕傲地各盡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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