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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有“紙”字样，并保持清洁的均为对象

・・・・・・・・・・・・・・・・・・・・・・・・・・・・・・・・・・・・

〈9〉 垃圾的丢弃和回收

・・・・・・・・・・・・・・・・・・・・・・・・・・・・・・・・・・・・

垃圾的扔法
扔垃圾注意三点！

◆正确区别分类资源和垃圾！ 

◆把垃圾装入指定袋子里，在回收垃圾当天的 8：30 以前扔掉！ 

◆分类扔到指定的垃圾站！

可燃垃圾 

可燃垃圾 

厨房垃圾・脏纸屑・塑料制品・橡胶・皮革制品・弄污了的纸制容器・弄脏的塑

料容器・冷却剂・干燥剂・怀炉・纸尿裤（※上面的赃物投掷厕所）唱片・CD・DVD

及其盒子・草・树枝类（务必装进指定塑料袋）・磁带・录像带及其盒子・脏布类

丢弃方法／装入指定的可燃袋子里扔到易燃垃圾回收站。 

厨房垃圾要去除去水分。 

不燃垃圾 

玻璃碎品・金属制品・刮胡刀・刀物・陶瓷器类・铝箔・铝制品・雨伞・

一斗罐・锅・水壶・碎瓶・小镜子・小型家电・游戏机 

使用完的小型家电要去指定回收场所扔。请协助完成资源物品分类回收。 

丢弃方法／装进指定的不易燃垃圾袋扔至不易燃垃圾处。 

・锐利的物品要用纸包上，并标明性质。 

・里面的东西请彻底使用完。 

纸装容器包装 

纸杯・筒状纸：纸杯、糖果容器

衬纸・纸托盘：布丁等纸制托盘、牙刷等衬纸 

空盒：糖果盒、纸巾盒子 

纸袋・手提袋：方便筷袋、小卖店的纸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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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有“PET”（塑料）字样，并保持清洁的均为对象 

写有“プラ（塑料）”字样，并保持清洁的均为对象

丢弃方法／用完里面东西后，能折叠的折叠，放进纸制容器包装指定袋里，然后 

 扔到旧物回收垃圾处。 

塑料瓶 

饮料用塑料瓶、酱油・酒类（酒・烧酒・甜料酒）的塑料瓶、不含油调味品 

※摘掉盖子・标签，放入塑料瓶指定垃圾袋里。 

※带颜色的塑料瓶也回收。

丢弃方法／放入塑料瓶指定垃圾袋，扔到旧物回收垃圾处 

・里面腾空轻轻涮净压平。 

※也可以投入回收合作店的回收箱内。 

塑料制容器包装 

瓶类：沙司・食用油等瓶子、洗涤剂・洗发精等容器、新鲜食品和生鱼片用的托盘 

包装盒类：牙刷等盒子、药・化妆品・日用品等盒子 

杯碗类：速食面、布丁、酸奶等容器、鸡蛋包装盒・豆腐盒 

袋・保鲜膜类：糖果・面包・冷冻食品等外装・内装、衣料品等袋子 

丢弃方法／放入塑料瓶指定垃圾袋，扔到旧物回收垃圾处

・里面腾空轻轻涮净压平。 

空罐 

饮料、食品等罐装容器、罐盖 

丢弃方法／丢弃至小区垃圾回收站的网袋或蓝色箱子内 

・里面腾空轻轻涮净。 

    ※不要弄碎直接扔掉。

空瓶

营养剂空瓶、调味料瓶等、化妆品瓶 

※金属制品的盖子扔进标有「空罐」的地方。塑料制品的盖子扔进「塑

料容器包装」处。 

丢弃方法／丢弃至小区垃圾回收站的咖啡色箱子内 

・里面腾空轻轻涮净。 

※破碎的瓶子作为不燃垃圾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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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反复使用的瓶子（啤酒瓶、一升瓶）

啤酒瓶、一升瓶 

丢弃方法／丢弃至小区的垃圾回收站的白色箱子内  

・里面腾空轻轻涮净。 

 ※破碎的瓶子作为不燃垃圾扔掉。

可燃性危险垃圾 

打火机、点火设备、小型液化气罐・喷雾罐 

丢弃方法／※没用完的情况下请标明「残りあり」（没用完）。 

大型垃圾 

【直接搬入垃圾处理场时】 

※有时限制数量，也有不能回收的东西。

搬入垃圾处理场／ 

中央清洁中心 �27-7153 FAX 27-7053

八帖清洁中心（仅限可燃垃圾）�22-5436 FAX 25-8146

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含节假日）＝８点 30 分～16 点

◇周六（含节假日）      ＝８点 30 分～11 点 30 分 

费    用／ 每 10 公斤 70 日元 

100 公斤以内免费。

【使用收费个别回收服务的时候】 

顺序①／给大型垃圾处理受理中心（� 22-2000）打电话预约。 

可以提前一个月预约。电话受理时间为周一～周五（节假日和年末年初除 

外）的８点 30 分～17 点 15 分。1天最多可以处理 5件大型垃圾，或者支

付上限为 2400日元的 8张贴纸。 

顺序②／在指定销售店购买大型垃圾处理券 

处理券每张 300 日元。根据垃圾的尺寸大小和重量等需要的处理券张数不 

同。处理券购买后不能退款，请在预约后再购买。 

顺序③／请在处理券上写上受理序号和姓名后，将所需张数的处理券贴在大型垃 

圾上后，于预约当天的 8点 30 分前放置在自己的住宅门口(1 楼)。 

有害垃圾 

水银体温计・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器 

丢弃方法／丢弃至小区的垃圾回收站的黄色箱子内。请装入透明塑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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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管、干电池 

丢弃方法／扔到回收协助店或市役所・各是市民中心的据点回收白色用的专用箱内 

・・・・・・・・・・・・・・・・・・・・・・・・・・・・・・・・・・・・

 垃圾回收日 

垃圾对策科 � 22-1153 FAX 25-8153

垃圾收集日历

  回收日根据所在区域而不同。每年 3月发给各家一年的垃圾回收日历。 

没收到的人可以向垃圾对策科（废品再利用广场事务所栋 3楼）、环境保全科（福

祉会馆 5楼）、市政情报角（西办公楼 1楼）以及各办事处咨询。也可以从冈崎市网

页下载。 

・・・・・・・・・・・・・・・・・・・・・・・・・・・・・・・・・・・

 垃圾分类相关资料  

垃圾对策科 � 22-1153 FAX 25-8153

资源和垃圾的扔法 

  在垃圾对策科（资源再利用广场事务所 3楼）、环境保全科（福祉会馆 5楼）、市

政情报角（西办公大楼 1楼）以及各办事处均可领取。 

※多种语言（英语、汉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菲律宾语、越南语）均可支持。 

垃圾减排大作战 

  在垃圾对策科（资源再利用广场事务所 3楼）、环境保全科（福祉会馆 5楼）、市

政情报角（西办公大楼 1楼）以及各办事处均可领取。 

垃圾分类应用软件「さんあ～る」 

使用您的智能手机可以确认垃圾回收日历、垃圾分类等信息。

※多种语言（英语、汉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菲律宾语）均可支持。还可以下

载下面的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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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指定垃圾袋 

垃圾对策科 � 22-1153 FAX 25-8153

指定垃圾袋分 5种，有可燃垃圾・不燃垃圾・纸制容器包装・塑料瓶・塑料制

容器。大小有两种，大的有可容相当于 45 公升分量，小的能容下 30 公升。只有

可燃垃圾有 10 公分容量的垃圾袋。 

指定垃圾袋可以在超市和便利店过购买。在町内的垃圾站扔垃圾时务必使用指

定垃圾袋。 

・・・・・・・・・・・・・・・・・・・・・・・・・・・・・・・・・・・・・

 大量垃圾发生  

垃圾对策科 � 22-1153 FAX 25-8153

由于搬家或大扫除等而发生大量垃圾,想一次性处理时，请直接搬入清洁中心 

处理。或委托持有许可的有关单位（收集搬运获许单位）处理。请不要丢弃至小区

垃圾站。 

【直接搬入】

《搬入地点》

・中央清洁中心（板田町 � 27-7153 FAX 27-7053） 

・八帖清洁中心（八帖南町 � 22-5436 FAX 25-8146） 

・北部一般废弃物最终处理场（东阿知和町 � 27-7101 FAX 27-7091） 

《受理时间》

可燃垃圾（中央清洁中心、八帖清洁中心） 

・周一～周五（含节假日） ８点 30 分～16 点 

・周六（含节假日） ８点 30 分～11 点 30 分 

不燃垃圾（仅中央清洁中心）

・周一～周五（含节假日） ８点 30 分～16 点 

・周六（含节日） ８点 30 分～11 点 30 分

填埋垃圾（仅北部一般废弃物最终处理场）

・周一～周五（含节假日） ８点 30 分～16 点 

《料金》每 10 公斤征收 70 日元。100 公斤以下免费。 

【收集搬运许可单位】

《获许单位》记载在垃圾收集日历背面或冈崎市官方网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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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请直接询问各有关单位。 

・・・・・・・・・・・・・・・・・・・・・・・・・・・・・・・・・・・・

 电池类（干电池・小型充电式电池・按钮电池）的回收  

垃圾对策科 � 22-1153 FAX 25-8153

在回收合作店回收

拿到有回收箱的回收合作店（家电商店量贩店等）。 

  根据店铺不同，回收的电池种类也将不同。可以阅览一般社团法人 JBRC 网页 

（https://www.jbrc.com/general/recycle_kensaku/）或冈崎市官方网站。 

在市役所・市民中心回收时

【时间】每星期日 ９点～16 点 

※暴风雨天有可能停止回收 

※年末年初、暴风雨时除外 

【场所】市役所东立体停车场的北边停车场所、南部婴儿保育园停车场（羽根西新 

町）、大平市民中心（大平町）、东部市民中心（山纲町）、北部地域交流 

中心・NAGOMIN（西藏前町）、岩津市民中心（岩津町）、矢作市民中心（宇 

头町）、六美市民中心（下青野町）、中央市民中心（上六名 3丁目）、额 

田办事处（樫山町）、高龄者中心冈崎南停车场（美合町） 

在综合资源站「LISUTA 稻熊」回收 

【时间】每天 ９点～16 点 

※年末年初、暴风雨时除外 

【地点】稻熊町 7丁目 17 番地 1 

・・・・・・・・・・・・・・・・・・・・・・・・・・・・・・・・・・・・・

 四种家电回收  

垃圾对策科 � 22-1153 FAX 25-8153

  处理四种家电（电视机・电冰箱及冷冻库・洗衣机及衣物烘干器・空调）时， 

必须支付回收废。 

家具换新时或知道购买的商店时 

 要请销售（或已购入的）商店回收旧家电。 

不知道销售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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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①】确认好要处理的家电尺寸和厂家后，在邮局支付回收费用。

【顺序②】直接拿到指定场所或致电大型垃圾受理中心（�22-2000）安排回收。

【指定领取场所】①TOEI 株式会社 冈崎营业所 

         大平町字建石 16 番地 1 

� 65-5181

     星期一～星期六（节日・盂兰盆・年末年初除外） 

8 点～12 点、13 点～16 点 

  ②日通三河运输株式会社 冈崎受理处 

         大平町字西上野 107 番地 

� 22-8655

                  月～土曜日（祝日・盂兰盆・年末年初除外）

9点～12 点、13 点～16 点 30分

・・・・・・・・・・・・・・・・・・・・・・・・・・・・・・・・・・・・・

电脑回收  

垃圾对策科 �22-1153 FAX 25-8153

按照以下方法处理。 

送货业者回收时 

・请向合作方“株式会社互联网日本旧物回收”申请（https://www.renet.jp/） 

・含电脑主机在内，每次回收的其中一箱是免费的。 

・个人信息数据消掉后再进行回收。（有消除数据有偿服务）。 

厂家回收 

【顺序①】向制造厂家受理窗口申请回收。 

     自己做的或者厂家不在时，向电脑 3R 推进协会申请回收

（�03-5282-7685）。 

【顺序②】（没有回收标记时） 

     给厂家打电话，用厂家寄来的转账传票在邮局支付回收费。 

【手順③】用厂家寄来的邮包传票在邮局邮寄电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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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电话・智能手机回收  

垃圾对策科 �22-1153 FAX 25-8153

市里的回收箱回收

【日期】各个设施的营业时间内 

【场所】在垃圾对策科（资源再利用广场事务所 3楼）、环境保全科（福祉会馆 5

楼）、各办事处、图书馆交流广场 LIBRA、冈崎保健所均有安放 

・・・・・・・・・・・・・・・・・・・・・・・・・・・・・・・・・・・・・

小型家电

 据点回收 

垃圾对策科 � 22-1153 FAX 25-8153

  儿童会和 PTA 等进行的资源回收活动以外，市役所和各市民中心回收合

作店等也有回收容器。 

在市役所・市民中心回收时 

【时间】每星期日 ９点～16 点 

※年末年初、暴风雨天除外 

【种类】报纸（含广告单）、杂志、纸箱、牛奶盒、二手服装类、 

塑料瓶、荧光管、电池类（干电池、小型充电式电池、按钮式电池）、小型 

家电 

【场所】市役所东立体停车场的北边停车场所、南部婴儿保育园停车场（羽根西新

町）、大平市民中心（大平町）、东部市民中心（山纲町）、北部地域交流中

心・NAGOMIN（西藏前町）、岩津市民中心（岩津町）、矢作市民中心（宇头

町）、六美市民中心（下青野町）、中央市民中心（上六名 3丁目）、额田办

事处（樫山町）、高龄者中心冈崎南停车场（美合町） 

在综合资源站「LISUTA 稻熊」回收 

【时间】每天 ９点～16 点 

※年末年初、暴风雨时除外 

【种类】报纸（含广告单）・杂志・硬纸板・牛奶盒・旧衣物・塑料瓶・萤光管・电 

池类（干电池・小型充电式电池・纽扣电池）・小型家电・废弃食用油・纸

制容器包装・塑料制容器包装・空罐・空瓶・点火性危险垃圾・有害垃圾 

【地点】稻熊町 7丁目 17 番地 1 

在回收合作店回收时

有些商店还专门回收旧纸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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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地点和回收时间请参阅冈崎市网页或垃圾分类促进应用软件「さんあ～る」。 

・・・・・・・・・・・・・・・・・・・・・・・・・・・・・・・・・・・・・

补助制度  

垃圾对策科 � 22-1153 FAX 25-8153

厨房垃圾助理机的购买补助 

【内容】购买电动式厨房垃圾处理机或合成处理器，为减排厨房垃圾做贡献的冈崎 

市民，可获得补助。 

机器 补助金额 

电动式厨房垃圾处理机 

购入金额的 45％ 

（不满一千日元时不计） 

上限 2.7 万日元

合成处理器 

购入金额的 45％ 

（不满一千日元时不计） 

上限 4千日元

【申请方式】购买后 60 天内（仅限于同一年度），持发票、印章、完纳证明、能够 

知道转账银行账号的资料，到垃圾对策科（垃圾回收广场 3楼）、环境 

保全科（福祉会馆 5楼）、各办事处均可申请。在预算范围内按先后顺 

序受理。 

・・・・・・・・・・・・・・・・・・・・・・・・・・・・・・・・・・・・・

 市内垃圾处理设施  

中央清洁中心

板田町 � 27-7153 FAX 27-7053

  从普通家庭产生的大型垃圾（可燃・不燃）到搬家大扫除产生的大量垃圾（可燃・

不燃），都可受理。 

八帖清洁中心 

八帖南町 � 22-5436 FAX 25-8146

处理普通家庭到搬家大扫除产生的大量可燃垃圾。 

※不燃垃圾和填拓垃圾不能受理。

北部一般废弃物最终处理场 

东阿知和町 � 27-7101 FAX 27-7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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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家庭产生的填拓垃圾可以受理（填拓垃圾以外的垃圾不能受理） 

※填拓垃圾：玻璃碴、陶瓷器类、水泥、砌块、砖、沙土等 

・・・・・・・・・・・・・・・・・・・・・・・・・・・・・・・・・・・・・

企业垃圾的处理方法  

垃圾对策科 � 22-1153 FAX 25-8153

企业活动中产生的垃圾不能倒入市内垃圾站、资源回收站和据点回收场所。 

产业废弃物 

爱知县产业资源循环协会 �052-332-0346

   市里的垃圾处理设施不能受理。需要委托产业废弃物处理业者或做出其他的正

确处理。 

企业一般废弃物 

委托市里准许的收集搬运业者回收，或自己运到清洁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