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血針（手指刺）、筆式針、胰
島素泵輸注裝置所使用的套管插
入針和注射器不得棄置於家用回
收垃圾桶、一般垃圾桶或公共垃
圾桶。

以下 Diabetes NSW 的資源中心提供
經批准的針頭收集箱，或者訪問網
站：diabetesnsw.com.au/shop
GLEBE

WAGGA WAGGA

周一至周五
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30 分

周一至周五
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NEWCASTLE

WOLLONGONG

26 Arundel Street

針頭一定要確保放入堅固的塑料
容器內，例如：




符合澳洲標准的針頭收集箱
可抵禦穿透的、帶螺旋蓋的塑料容
器

不建議使用玻璃和紙板容器
û

û 不建議使用金屬罐

û 不建議使用塑料軟性飲料/水瓶

9552 9979

535 Hunter Street
（Union Street 拐角處）
周一至周五
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30 分

4929 6970

TAMWORTH

31 Dean Street
（Diabetes Centre
Tamworth Hospital 對面）
周一至周五
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23 Baylis Street

社區針頭處置

6971 8400

Shop 3, Station Street
周一至周五
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4226 4379

PORT MACQUARIE
Unit 11, 35 Merrigal Rd
周一至周五
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6581 5420

6766 6620

您需要知道什麼
ABN 84 001 363 766
街道地址

26 Arundel Street, Glebe NSW 2037
郵寄地址

GPO Box 9824, Sydney NSW 2001
客戶熱線

1300 136 588
電話
傳真

+61 2 9552 9900
+61 2 9660 3633

Chinese (Traditional) | 繁體中文

什麼是社區針頭？

• Community sharps disposal bins
• Diabetes NSW resource centres

社區針頭是醫療用具，可刺穿皮膚，在家裏
或者醫院等正式醫療機構以外的地方使用。
包括：
• 注射器
• 筆式針

Community sharps or used sharps containers should
not be placed in your household recycling bin, waste
bin or public waste bin.

Diabetes NSW 的資源中心提供部分類
型的社區針頭收集箱，也可上網訪問
diabetesnsw.com.au/shop，獲得收
集箱。

• 刺血針（手指刺）

one/tablet app (available via iPhone and iPad from the App Store and Android
•針
Riverina Eastern Regional Organisation of Councils (REROC) and is supported
• 插入式胰島素泵輸注裝置
o also view facilities opening hours, get directions to the listed locations, add new locations

應如何處置社區針頭？

把針頭放置於合適的容器。只在以下社
community
sharps disposal what you need to know’ brochure, further information or
區針頭處置設施，才可以棄置針頭收集
osal or wanting to purchase a sharps container please call Diabetes NSW on 1300 342
箱：
.au
我附近的處置設施在哪裏？
公立醫院
參加計劃的藥房
若要查找離您最近的社區針頭處置設施或者
想了解更多信息，請訪問：
社區針頭處置收集桶
Diabetes NSW 資源中心




our
nearest community sharps

SD002
1.4 公升

SD020
150 毫升

SD008
4 公升

acility we recommend you visit
sharps.org.au
恰當地處置社區針頭
可減少對他人和環境
造成傷害的風險

您可在 Safe Sharps（安全使用針頭）網站，
查找離您最近的安全使用針頭處置地點、前
往設施的方向以及開放時間。

SD005
1 公升

SD013
7.8 公升

SD016
500 毫升

您也可以致電 1300 136 588，聯系 Diabetes
NSW，或者致電當地的市政委員會，了解更
多信息。
請與當地的處置設施查詢，是否接受較大的
收集箱。

SD017
700 毫升

SD019
3 公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