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浴缸、淋浴器和水槽清洁剂 
• 小苏打 • Castile 液体肥皂 

喷洒在陶瓷器具上并用湿布擦拭。 将肥皂抹在

布上增强清洁能力。 完成后冲洗干净。 

窗户和镜子清洁剂 
• 1/4 茶匙 Castile 液体肥皂 
• 3 汤匙醋 
• 2 杯水 
• 喷雾瓶（24 盎司或更大）  

将配料装入喷雾瓶中并摇匀。 肥皂很重要，可剥

离过去可能用过的产品的残余蜡。 在表面上 

喷洒并用布擦拭。 在瓶上贴上标签。 

马桶清洁剂 
• 小苏打 • Castile 液体肥皂  

将小苏打撒在马桶内侧。 加几滴肥皂。 用马桶刷

擦洗。 

油毡和地板清洁剂 
• 1/4 杯醋 
• 一桶温水 

混合 1/2 杯醋与一桶温水进行擦洗。 地板干燥后醋

味很快会散去。 

通用清洁剂 
• Castile 液体肥皂 

在湿布上滴一滴肥皂并迅速擦拭。 

家具抛光 
• 1/2 茶匙油，比如橄榄油 
• 1/4 杯醋或鲜柠檬汁 

在玻璃罐中混合配料。 用软布蘸取溶液并

擦在木质表面上。 盖住罐子进行保存。 

问题：425-452-6932 
recycle@bellevuewa.gov 

 
 

 
下水道清洁剂 

• 小苏打       • 醋 
• 沸水           • 下水道清洁工具  

轻微堵塞时可使用此配方。 先在下水道中倒入 ½ 杯小苏

打，然后再倒入 ½ 杯醋。 让两者反应几分钟。 然后倒入

一茶壶沸水。如有需要可重复此过程。 如果堵塞比较顽

固，可使用下水道清洁工具。 如果堵塞频繁发生，可考

虑加装下水道过滤器收集头发和碎屑。 

烤炉清洁剂 
• 1 杯或更多小苏打 
• 水 
• 一泵或两泵 Castile 液体肥皂  

不适用于自清洁烤炉。 在烤炉底部多洒一些水，用足量

小苏打盖住污垢直至表面全白。 在顶上再洒一些水。 

让混合物静置一晚。 第二天早上即可轻松擦掉油脂。清

洁油脂后，用海绵蘸一点液体肥皂，清洗烤炉中的剩余

残留物。此配方比较费力，但无毒。 

霉菌克星 
• 2 茶匙茶树油 • 2 杯水  

在喷雾瓶中混合配料并摇匀，在目标区域上喷洒。 切勿冲

洗。 茶树油相对较贵，但只需少量即可使用很长时间。家

中有宠物鸟时切勿使用茶树油。 

柑橘通用清洁剂 
• 橘子、柚子、柠檬或酸橙皮 
• 3 杯白醋 
• 1 个干净带盖玻璃罐（一夸脱） 
• 1 个干净喷雾瓶（32 盎司） 

将柑橘皮和醋放入一夸脱罐中。 盖紧罐盖并将混合物 在橱

柜存放两周。 不定期摇匀。 从罐中取出柑橘皮。 将过滤
后的液体倒入喷雾瓶中并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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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毒清洁配方 

无毒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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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产品购买提示： 
在购买之前阅读标签。 
购买并使用能够胜任工作但危害最小的产品。 避免使用带有

“危险”、“有毒”、“小心”或“警告”字样的产品。 

切勿混合家用清洁剂。 
切勿将漂白水与其他清洁剂或肥皂混合，特别是氨产品。 
这些混合物会产生有害气体。 

妥善处置从商店购买的清洁剂。 
许多产品禁止随垃圾丢弃。 
请浏览 www.bellevuewa.gov/hazardous-waste 了解哪些

产品需要特殊处置以及收集地点。 

使用更安全的替代品。 
使用常用、危害更小、更便宜的产品高效清洁。 

选择气味较小或无气味的产品，避免气溶胶。 
有香气的化学品可能会对儿童和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或敏感

肌肤人士造成刺激。 喷洒过量气溶胶可能包括推进剂或溶

剂。 泵喷雾器或擦拭液体通常使用的产品更少。 

避免使用空气清新剂和织物柔顺剂。 
这些产品会在室内外空气中散播化学品，可能引发哮喘和皮

肤疾病。 开窗通风是保持室内空气清新的最佳方法。 您知道

吗？室内空气的气体和颗粒污染程度高于室外空气 100 倍。 
（来源：美国环境保护局） 

植物杀虫剂或蚂蚁喷雾剂 
• 2 茶匙薄荷味 Castile 肥皂 
• 水 

在喷雾瓶中加水并添加 
2 茶匙薄荷味 Castile 肥皂。 最后添加肥皂，防止起泡。 
将混合物直接喷在植物上的虫子上。 薄荷气味也有助

于驱赶其他无法看到的虫子。 如果家中有宠物鸟，切

勿使用薄荷油。 

蛞蝓和蜗牛提示 
有几种不同的方法可以管理花园中的蛞蝓和蜗牛。 
• 用栅栏阻挡，使其远离植物。 在植物周围铺设

碎蛋壳或 3 英寸高的铜栅栏。 

• 提供碎黄瓜等食品供蛞蝓食用，使其远离其他植

物。 考虑为其种植芥菜。 

• 在浅碗中装入 1 茶匙糖、1 杯温水和 1 茶匙干酵

母，设置陷阱。 这种陷阱将困住并杀死蛞蝓。 

鼹鼠驱除剂 
• 几把鲜薄荷 
• 搅拌机 
• 水 

用搅拌机混合薄荷和水。 将混合的材料混入一大

罐水中并熬煮 20-30 分钟。 熬煮成浓缩汁， 

制成大约六加仑驱除剂。 将经过稀释的混合物倒

入鼹鼠洞中和周围区域。 坚持使用驱除剂直至不

再发现鼹鼠痕迹。 鼹鼠不喜欢薄荷的气味，将搬

离此地。注：华盛顿州禁止使用鼹鼠陷阱，因此

驱除剂是比较好的选择。 （来源：Ciscoe.com） 

 
 
 
 
 
 

 
 
 
 
 

如需其他格式、翻译或合理的住宿请求，请至少提前 48 小时致电 425-452-6932（语音）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l recycle@bellevuewa.gov。 

有关住宿的投诉，请致电 425-452-6168（语音）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ADATitleVI@bellevuewa.gov 联系 Bellevue 市 ADA/Title VI 管理员。 

如为失聪或听力障碍人士，请拨打 711。 

所有会议均方便轮椅进入。 

用安全健康的方法清洁、抛光、                    
疏通堵塞和杀灭害虫。 

无毒清洁剂注意事项： 

• 所有清洁剂应远离儿童和宠物。 

• 切勿将清洁剂与其他产品混合。 

• 在整个表面上使用清洁剂之前 
务必在较小的区域上测试。 

• 在自制产品上贴上标签。 

https://bellevuewa.gov/city-government/departments/utilities/manage-your-utility-services/solid-waste/household-hazardous-waste
mailto:recycle@bellevuewa.gov
mailto:recycle@bellevuewa.gov
mailto:ADATitleVI@bellevuew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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