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张旭市
垃圾扔出方法
◎垃圾请在规定的垃圾收集站和收集日的早上（8 时前）扔出。※节假日也收集。
请注意扔垃圾时的声音等（尤其是瓶罐）以免影响周围的住民。
◎利用者互相协助保持垃圾收集站的干净。
◎废纸等资源物也可以利用儿童会、自治会等废品回收。
◎台风、大雨等天气不好时，收集时间会有变更。另外，天气不好时，瓶罐资源回收的箩筐会
有在收集当天才设置的情况。
垃圾的分类、减量的事情
环境科

垃圾减量主管

可燃垃圾

垃圾回收的事情
0561-76-8135

环境科

环境事业中心 0561-52-8000

一周两次

扔出地点：可燃垃圾收集站
扔出时间：因地区而异。（参照垃圾扔出时间表）
扔出方法：放进可燃垃圾指定袋里（45、30、20、10ℓ），在收集当天早上（8 时前）扔出。
厨房垃圾

●厨房垃圾、蔬菜垃圾（一定要沥干水。）鱼骨、贝壳、鸡蛋壳等
●天妇罗油请用纸或布类把油吸进，或用药剂凝固。

不可再利用的纸 ●使用后的纸巾、弄脏的纸类等
类
●纸尿片（脏物扔进厕所）等
报纸、杂志、纸皮箱、杂纸作为资源垃圾“旧纸”扔出。
●不可再利用的纸（照片、带有塑料的纸、纸杯、热敏记录纸的发票）等
剪枝木屑等

●剪枝、落叶等
●木屑、碎板块等
※请不要一次大量扔出。
请把木屑树枝切断为粗 10cm、长未满 1m（竹子未满 50cm），放进指定袋
时，请捆扎好扔出。

皮 制 品 、 橡 胶 制 ●坐垫、布娃、拖鞋等
品、不能再利用的 ●鞋子、包、橡胶手套等 请尽量取掉包等附属的金属。
衣物等
●被子、地毯
大致叠成 1 米未满的大小，用绳子捆绑好就这样扔出。
●付有涂料等肮脏厉害的旧衣物、不能再利用的旧衣物（例如羽绒服、滑
雪衫等）
可再利用的旧衣物请作为资源垃圾“旧衣物”扔出。
塑料制品

●DVD、CD、录像带、录音磁带、塑料桶等塑料制品（没有塑料标志的物
品）为“可燃垃圾”。
●调味番茄酱、蛋黄酱、牙膏的容器等
即使有塑料标志，不干净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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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请作为“可燃垃圾”扔出。
医疗关系的废弃 ●居家医疗废弃物（注射筒、塑料袋类、软管、导管类、药棉、纱布、纸
物

不燃垃圾

尿片等）
※注射针不能扔出，让医疗机构等收回。塑料袋等即使有塑料标志，从卫
生角度出发，请作为“可燃垃圾”扔出。
每月 1 次

扔出地点：和可燃垃圾收集站同一地方
扔出时间：因地区而异。（参照垃圾扔出时间表）
扔出方法：放进不燃垃圾指定袋里（40、20ℓ），在收集当天早上（8 时前）扔出。
※请不要放进小袋子等里面，直接放进指定袋里。
※荧光灯、金属球棒、高尔夫球棒等一部分即使露出指定袋外，也请放进指定袋里。
玻璃碎片

●玻璃杯、玻璃等
破裂的东西用纸包好，并注明其内容（“玻璃”），要
书写得大。
●灯泡、荧光灯、镜子等
●用于食品以外的空瓶等

陶器废物

●茶碗类、陶瓷器等
●花瓶、花盆等

金属废物

●金属制品等（伞、金属球棒、高尔夫球棒等）●茶壶、锅、平底锅等
●刀具类（用纸包好刀刃部分、写上其内容（“刀具”等））

小型家电

●收录机、录像机、相机等（市不回收电视机、冰箱、空调、洗衣机等。）
●风扇、吸尘器等
●印刷机、鼠标、文字处理机等（市不回收电脑。）
※小型家电、电脑可直接拿到再利用广场。

粗大垃圾

预约制

●放不进指定垃圾袋（可燃垃圾、不燃垃圾指定袋）的家具、电气商品和自行车等大型垃圾
●预约制。一户每月 1 次，5 件内。
●粗大垃圾 1 件需缴付 800 日元的收集搬运费。
不论大小均为粗大垃圾的东西
石油加热器 石油暖炉 微波炉
有关钢筋水泥块、砖头等的处理
对象个数限量
钢筋水泥块 4 个
砖头 10 个
瓷片 10（以 25cm 四方块来换算）
腌菜用的石头 4 个
拿进几个种类时，按种类限制的个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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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大垃圾的扔出方法
①请向粗大垃圾预约中心预约
电话预约
受理日：周一～周五（市政府的休息日除
外）
受理时间：9 :～19 :00
方法:给粗大预约中心（0561-52-4893）

网上预约
受理日：每天，年末年始除外
受理时间：24 小时
方法:在市的网页在线服务内的“粗大垃圾收集预
约”中预约 （只有日语）

打电话
②请在粗大垃圾处理券的出售店（超市、便利店等）购入“粗大垃圾处理券”（1 张 800 日
元）。
③粗大垃圾请在预约时指定的日期和地点，1 件粗大垃圾贴上 1 张粗大垃圾处理券，在收集
日的早上 8 时前扔出。
资源垃圾
※资源垃圾可直接拿到再利用广场。
塑料制容器包装

每周

扔出地点：资源垃圾收集站（和空罐空瓶同一个地方）
扔出时间：因地区而异。（参照垃圾扔出时间表）
扔出方法：放进塑料制容器包装指定袋里，在收集日早上（8 时前）扔出。
塑料袋类

●超市、便利店等塑料袋
●糖果、拉面等的外装袋
●蔬菜、冷冻食品等塑料袋

托盘

●生鱼片、新鲜食品等托盘类
●便利店盒饭等的容器类
●白色托盘
※请稍冲洗一下。

盒子、杯子类 ●鸡蛋、豆腐等的盒子类
●布丁、果冻等的杯子类
●杯面等容器类（纸制东西对象外）

※请稍冲洗一下。

缓冲材料类

●用于家电商品等的缓冲材料的泡沫苯乙烯类。 大的请破碎后放进袋子里。
●家庭大量购入鱼等时，装商品的泡沫苯乙烯制容器。
●气泡塑料

网类

●包装苹果等的泡沫网类
●橘子、洋葱等的网袋

其 他 塑 料 制 ●里面洗干净的塑料制容器、瓶子类
容器包装类

●塑料制的盖子（瓶盖）

不能作为塑料制容器包装扔出的东西
本身为商品的东西

※请作为可燃垃圾扔出

塑料制玩具、洗脸盆、水桶、牙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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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没冲洗的东西

蛋黄酱、调味番茄酱、绿芥末、牙膏等的软管

即使是塑料制的，但 洗衣店、用于包装报纸的袋子、用于捆包行李的绳子等
为对象外的东西
空罐空瓶（家庭垃圾中出来的用于饮料和食品的为对象）

每月 2 次

扔出地点：资源垃圾收集站（和收集日回收箩筐并排的地方）
扔出时间：因地区而异。（参照垃圾扔出时间表）
扔出方法：1 取掉瓶盖，把里面的液体倒出！
金属制瓶盖扔到不燃垃圾里
请用水冲洗一下
2 空罐和空瓶需分开！
不分开时，不回收。
不要放入袋子里扔出！ 请在收集日早上（8 时前）扔出。
空罐

橙色箩筐

空瓶

蓝色箩筐

旧纸（报纸、杂志、纸皮箱、杂纸） 每月 2 次
白凤联合自治会地区为第 1～4 的周一
扔出地点：资源垃圾收集站（和空罐空瓶同一个地方）
扔出时间：因地区而异。（参照垃圾扔出时间表）
扔出方法：那样分开，在收集日早上（8 时前）扔出。
报纸（包括广告和传单）

报纸、广告、传单能一起扔出

纸皮箱（包括大纸皮箱纸）

请把箱子压扁。大纸皮箱纸可一起扔出。

杂志、图书类

可把杂纸放进里面捆绑好扔出。

杂纸（糖果类、记录用纸、包装纸等）

可放进纸袋、纸皮箱、信封袋里捆绑好扔出。

旧衣物类

每月 2 次

白凤联合自治会地区为第 1～4 的周一
扔出地点：资源垃圾收集站（和空罐空瓶同一个地方）
扔出时间：因地区而异。（参照垃圾扔出时间表）
扔出方法：放入可看见里面的透明袋（无指定袋）里，在收集日早上（8 时前）扔出。
※在旧纸收集日，扔到同一地方。
※放入可燃垃圾、不燃垃圾、塑料垃圾的指定袋里扔出，也不能收集。
●请清洗好旧衣物的肮脏再扔出。（太肮脏的衣物请作为可燃垃圾扔出）
●请晾干再扔出
●无需取掉扣子和拉链等。
喷雾罐

每月 1 次

扔出地点：资源垃圾收集站（和收集日回收箩筐并排的地方）
扔出时间：因地区而异。（参照垃圾扔出时间表）
扔出方法：①内容物全用光。（如还剩内容物，不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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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雾罐里有写取出内容物方法时，请按说明处理。
②请放入设置在资源垃圾收集站里专用的箩筐内。
现在可以不用开洞扔出了。
塑料瓶回收
在市政府、再利用广场、公民馆和地区的集会所等有回收
①取掉瓶盖和标签带（瓶盖和标签带作为塑料垃圾扔掉）
②冲洗塑料瓶
③用脚踩扁
④放入回收箱子
塑料瓶在回收地方压扁会影响近邻居民，请事先压扁再扔出。
纸盒（牛奶）的回收
请放入在市政府、再利用广场、公民馆、东部市民中心、涉川福利中心等设置的回收箱里。
①用水冲洗
②剪开晾干
③放入回收箱里
用完的干电池
请放入在市政府、再利用广场、公民馆等公共设施、银行、邮局等金融机构设置的回收箱。
只有干电池放入回收箱里，袋子不要放入。
市不能回收的垃圾
事业相关垃圾（一般废弃物）
随饮食店、超市、事务所、各种商店、工厂等的事业活动而产出的垃圾（事业相关一般废弃
物）市不能回收，所以请委托尾张旭市垃圾收集运输许可营业者回收，或直接运送到晴丘中
心。
一时性的大量垃圾
因搬家产生的垃圾、庭院树木的剪枝、其他一时性的大量垃圾由于市的通常回收不能应对，
请直接运送到晴丘中心或委托尾张旭市垃圾收集运输许可营业者回收。
处理困难的东西
涂料类 砂石 灭火器 树根、长 1m 或直径 10cm 以上的树木 建筑废材 汽车蓄电池
油等液体 轮胎、车轮 、汽车零部件 气瓶 浴缸、便器 耕耘机
在晴丘中心无法处理的建筑废材、轮胎、汽车零部件等不能回收。
请委托购买的商店取走，或委托尾张旭市垃圾收集运输许可营业者回收。

费

有关摩托车再利用
不使用的摩托车通过汽车再利用促进中心自主进行的“两轮车再利用系统”，免费回收再资
源化。
详情请向两轮再利用客服中心咨询。
汽车再利用促进中心的网页 http://www.jarc.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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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轮车再利用客服中心 电话 050-3000-0727
受理时间 9:30～17 :00（周六日、节假日、年末年初等除外）
有关灭火器的处理方法
灭火器的处理由（株）灭火器再利用推进中心与当地的销售代理店等合作进行。
回收服务窗口的寻找方法
①（株）灭火器再利用推进中心的网页 在 http://www.ferpc.jp/accept/搜索
②给（株）灭火器再利用推进中心打电话
电话:03-5829-6773
受理时:9:00～17:00（周六日、节假日以及 12:00～13:00 除外）
尾张旭市垃圾收集运输许可营业者（收费）
处理困难、搬家等大量垃圾、店铺公司等的事业相关垃圾请与垃圾收集运输许可营业者（收
费）商量。
㈱エコロダイワ

㈲岩田清掃

尾張衛生保繕㈱

フジ建設㈱

㈱尾東

052-775-5589

0561-21-0006

0568-51-1729

0561-56-1240

0561-82-2200

三和清掃㈱

㈱旭衛生社

ホーメックス㈱

㈲小松園芸

㈱アイチ衛生

0568-79-2740

0561-53-1400

0565-33-2468

0561-53-6220

0561-82-4040

家电再利用法对象物
电视机

液晶电视机

等离子（POP）电视机 衣物烘干机

电气冰箱

电气冷冻箱

电气

洗衣机空调（包括室外机）
扔出方法
①零售店

委托购入的店铺或买新商品时的店铺

②废家电回收合作店 委托合作店
合作店名称
委托合作店时的费用是“再利用费” トータルインテリア愛眞㈲
和“收集搬运费”。
西脇電器旭店
委托收集时请把废家电放到家外面。 でんき PAL 中山

电话
0561-53-7638
0561-54-0378
0561-53-4002

アップルあさひ

0561-54-0083

でんき PAL 池田本店

0561-53-3648

③指定回收点
在邮局购买家电再利用
券，贴在家电上，直接拿到指定回收点。详情
请向家电再利用中心咨询（电话 0120-319640）

イトー急行
指定回收点（近邻）
地址: 濑户市共荣通 7-11
电话:0561-84-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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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广场开设在环境事业中心内
利用费: 免费
开设日: 每天（12 月 29 日至 1 月 3 日除外）
开设时间: 上午 9 时至下午 4 时
电话:0561-52-8000
地点: 尾张旭市稻叶町 5 丁目 40 番地
广场开设日中周六日、节假日，事务所休息。请在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咨询。
晴丘中心（尾张旭市卫生组合）
可燃垃圾、不燃垃圾、粗大垃圾可直接拿进。
电话:0561-54-1643
地点: 尾张旭市晴丘町东 33-1
受理时间:上午 8 时 30 分至 11 时 45 分、下午 1 时至 4 时（请在左记时间内办理好卸货和费
用结算）
休馆日: 周六日、节假日、年末年始
处理费: 10kg200 日元
其他:根据垃圾种类卸货地点不一样。垃圾装车时，请分好可燃垃圾、不燃垃圾、粗大垃圾
以便易于卸货。详情请参照网页。http://www.haruoka-cen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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