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棄置常⾒問題：
常⾒問題

何謂⾮法 (違法) 棄置？

⾮法 (違法) 棄置是指未經物業業主許可，便將任何廢物扔下、傾倒、放置或丟棄在公有或司⼈物業上的⾏為。

⾮法棄置會造成什麼影響？

⾮法棄置會引來帶有病原的昆蟲 (如蚊⼦和蒼蠅)、⽼⿏、臭鼬和負⿏，進⽽傳播登⾰熱、⿈熱病、腦炎和瘧疾。
另外，⽬前已知其他致命疾病會經由受污染的⽔傳播，如霍亂、痢疾和鉤端螺旋體病，可能對⼈群造成⼤規模嚴

重疫情⼤流⾏。⾮法棄置的另⼀個影響還包括，當有害化學物質接觸到⼟壤時，會造成⼟壤汙染。

⼀般

我要為此負責嗎？

清除垃圾的正確⽅式

罰單、上訴和社區服務

⼤型垃圾收取

主題：
*點選主題可直接前往⽂件的相關部份*

⼀般

我要為此負責嗎？

 致電 OAK 311 舉報⾮法棄置⾏為和/或⾮法棄置者
 利⽤安全攝像機捉拿⾮法棄置者
 樹⽴ "No Dumping & No Trespassing" (禁⽌棄置垃圾及私⾃闖⼊) 標誌
 保護你的區域
 致電 510-434-5110 聯絡環境執法辦公室 (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 Office)

我怎樣阻⽌⾃⼰的物業發⽣⾮法棄置？

建議你使⽤以下⽅法來阻⽌物業上的⾮法棄置：

1.
2.
3.
4.
5.

如果將家具或其他物件放在路邊供⼈免費拿取，這樣算⾮法棄置嗎？

算。除⾮你已和捐贈機構或廢物管理公司 (Waste Management) 預約收取，否則，將家具、電器、垃圾袋或任
何物件放置在⼈⾏道上/路邊，會被視為⾮法棄置。

如果你想捐贈不要的物件，請聯絡可預約路邊收取服務的⾮營利機構。若要與廢物管理公司預約免費的收取服

務，則付費使⽤垃圾服務的⽤戶可致電 (510) 613-8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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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房東，我要為租戶的⾮法棄置⾏為負責嗎？

要。根據屋崙 (奧克蘭) 市政法規 (OMC) 第 8.11.550 條規定，房東要為租戶的棄置⾏為負責。

清除垃圾的正確⽅式

檢查你的垃圾服務是否⾜夠；如果你發現垃圾容器經常放不下所有垃圾，請致電 (510) 613-8710 聯絡廢物
管理公司 (Waste Management)，詢問有關增加服務的事宜。

在你將廢物丟⼊垃圾容器以前，盡可能先分出可回收和可堆肥的廢物。

使⽤正確的垃圾、回收和有機物容器來處置你的家庭廢物。

如需棄置家具、電器、床墊、輪胎等⼤型物件，應致電 (510) 613-8710 和廢物管理公司預約⼤型垃圾收
取。

我該怎樣妥善處置我的垃圾？

T屋崙 (奧克蘭) 市⺠應按照以下⽅式妥善處置廢物：

我該怎樣處理垃圾容器放不下的廢物？

屋崙 (奧克蘭) 市⺠提供居住證明，即可將⼤型物件帶到定點免費棄置。免費⼤型物件街區派對 (Bulky Block
Party) 於每⽉最後⼀個星期六上午 9:00 ⾄下午 1:00 舉⾏。詳情請⾒屋崙 (奧克蘭) 市回收網站 (Oakland
Recycles)。

付費使⽤垃圾服務的屋崙 (奧克蘭) 市住宅⽤戶，可致電 (510) 613-8710 預約廢物管理公司的⼤型物件收取服
務。每年 (曆年) 可免費預約⼀次這項服務。

我是租戶。我可以⾃⾏預約廢物管理公司的⼤型垃圾收取服務嗎？

不可以。除⾮你的房東已向廢物管理公司提交「租戶豁免表」(Tenant Waiver Form)，否則，你需要請房東預約
廢物管理公司的⼤型廢物收取服務。

我可以將家庭有害廢物丟到哪裡？

只要屋崙 (奧克蘭) 市⺠提出居住證明，即可將家庭有害廢物 (如油漆、機油等) 帶到阿拉⽶達縣有害家⽤廢物收
集場 (Alameda County Household Hazardous Waste Facility) 回收。開放時間：星期三⾄星期五上午 9:00 ⾄
下午 2:30，以及星期六上午 9:00 ⾄下午 4:00。地址：2100 East 7th Street。詳情請瀏覽
www.oaklandrecycles.com。

如有更多關於垃圾處置的問題，該找誰詢問？

如有任何與垃圾相關的問題，請撥打屋崙 (奧克蘭) 市垃圾回收熱線 (510) 238-SAVE (7283)，或發送電郵⾄
recycling@oaklandca.gov。

https://www.oaklandrecycles.com/bulky-pickup-services
https://www.oaklandrecycles.com/bulky-pickup-services
www.oaklandrecycl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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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單、上訴和社區服務

 ⼀張⾏政罰單 (罰款)，或
⼀張罰單和⼀張「24 ⼩時清除通知」(24-hr to Abate Notice)。

繳罰款。

在 15 個⼯作⽇內 (不含節⽇) 針對罰單提出上訴，⽅法是填寫並交回罰單所附的「上訴申請表」(Appeal
Request Form)。此表單亦可從市政府網站下載。(上訴表連結)

 在 15 個⼯作⽇內 (不含節⽇) 提交⼀份書⾯請求，申請以社區服務代替罰款。

如果我被抓到⾮法棄置，會怎麼樣？

如被抓到⾮法棄置，市政府會向你開⽴： 
1.
2.

如果你未在「24 ⼩時清除通知」的指定期限內清除廢物，則除了繳罰款以外，你還要負責⽀付市政府清除和處
置這些廢物所產⽣的任何費⽤。

我收到⼀張「24 ⼩時清除通知」，該怎麼辦？

為了避免被市政府收取清除⾮法棄置垃圾所產⽣的費⽤，請利⽤廢物管理公司 (Waste Management) 的⼤型垃
圾收取服務，或⾃⾏拖運到最近的垃圾場，妥善處置這些廢物。

如果棄置的廢物不屬於你或租戶，請聯絡「24 ⼩時清除通知」上所列的環境執法⼈員 (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 Officer)，或致電 OAK311。

我收到⼀張「24 ⼩時清除通知」，但垃圾不是我的；該怎麼辦？

請聯絡「24 ⼩時清除通知」上所列的開單環境執法⼈員，或致電 OAK311。

我收到⼀張「⾏政罰單」(Administrative Citation)，該怎麼辦？

如果收到「⾏政罰單」，你可以：

範例：如果「⾏政罰單」上的⽇期是 2020 年 5 ⽉ 14 ⽇星期四，則 15 個⼯作⽇ (不含節⽇) 的上訴和/或請求以
社區服務代替罰款的截⽌期限是 2020 年 6 ⽉ 5 ⽇星期五。由於扣除了 2020 年 5 ⽉ 25 ⽇星期⼀的陣亡將⼠紀
念⽇ (Memorial Day)，所以截⽌期限從 2020 年 6 ⽉ 4 ⽇延⻑到 6 ⽉ 5 ⽇。

我是租戶。我收到的「⾏政罰單」應該要開給房東，不是嗎？

「⾏政罰單」上⾯指名的⼈⼠需要對罰單負責。環境執法⼈員在開罰單時，會根據他們在棄置廢物內和四周找到

的證據和訪談，認定造成髒亂的個⼈或家庭。

我想針對「⾏政罰單」提出上訴。我必須先繳罰款嗎？

如想免繳 $124 上訴申請費，屋崙 (奧克蘭) 市政府要求申請⼈在提出上訴申請時，必須出⽰罰款繳交證明。如果
你繳不出罰款，但想針對罰單提出上訴，只要選擇以社區服務代替罰款即可。萬⼀上訴被駁回，你就要執⾏社區

服務。

https://www.oaklandca.gov/documents/citation-appeal-reques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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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繳不出罰款，怎麼辦？

如果你繳不出罰款，可選擇進⾏社區服務。請注意，你要在罰單⽇期起 15 個⼯作⽇內 (不含節⽇) 提出書⾯請
求，否則市政府會認定你要繳罰款。

我如何請求以社區服務代替罰款？

寄⼀封書⾯社區服務請求⾄：Illegal Dumping – Community Service Request, 250 Frank H. Ogawa Plaza,
#1324, Oakland, CA 94612，或⽤電⼦郵件寄⾄：EEOinfo@oaklandca.gov

我應該將社區服務請求寄去哪裡？

請將你的書⾯社區服務請求寄⾄：Illegal Dumping – Community Service Request, 250 Frank H. Ogawa
Plaza, #1324, Oakland, CA 94612，或⽤電⼦郵件寄⾄：EEOinfo@oaklandca.gov

我想針對「⾏政罰單」提出上訴，但是我錯過了上訴截⽌期限；現在怎麼辦？

你需要繳罰款。

我想請求以社區服務代替罰款，但是我錯過了申請截⽌期限。現在怎麼辦？

你需要繳罰款。

我需要進⾏多少⼩時的社區服務？

社區服務時數將根據罰款⾦額和屋崙 (奧克蘭) 市⽬前的最低⼯資來決定。例如：2020 年的最低⼯資 = $14.14；
如果你的罰款⾦額是 $100，那麼你必須進⾏的社區服務時數是：7.07 ⼩時。

請你的房東為你向廢物管理公司預約。《屋崙 (奧克蘭) 市政法規》要求你的房東提供⽅法，讓租戶能使⽤⼤
型垃圾收取服務 (OMC 8.28.140.D)。

請你的房東向廢物管理公司提交「租戶豁免表」，之後租戶便可⾃⾏預約廢物管理公司的⼤型廢物收取服

務。

我每年能使⽤多少次⼤型垃圾收取服務？

每戶家庭在每年 (曆年，即 1-12 ⽉) 可使⽤⼀次收取服務。

我是租戶。我可以⾃⾏預約廢物管理公司的⼤型垃圾收取服務嗎？

不可以。除⾮你的房東已向廢物管理公司提交「租戶豁免表」(Tenant Waiver Form)，否則，你需要請房東預約
廢物管理公司的⼤型廢物收取服務。

我是租戶。我如何預約廢物管理公司的⼤型垃圾收取服務？

有兩種⽅式：

⼤型垃圾收取



使⽤此連結下載表格。

可撥打 (510) 613-8710 或發送電郵⾄ csnorthbay@wm.com，向廢物管理公司索取表格。

可撥打屋崙 (奧克蘭) 市垃圾回收熱線 (510) 238-SAVE (7283)，或發送電郵⾄ recycling@oaklandca.gov，
向市政府索取表格。

我怎樣取得「租戶豁免表」以便讓房東簽名？

有三種⽅式可取得「租戶豁免表」：

我要怎樣通報⼤型垃圾收取預約未到的情形？

如果你的⼤型垃圾收取預約未到，請撥打屋崙 (奧克蘭) 市垃圾回收熱線 (510) 238-SAVE (7283)，或發送電郵⾄
recycling@oaklandca.gov，向市政府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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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oaklandrecycles.com/wp-content/uploads/2019/10/oakland-bulky-5plus-unit-waiver-form.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