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投放垃圾和运送垃圾

▪向垃圾站投放垃圾时，请于指定日期的上午8点之前进行。
▪请务必将可燃垃圾和资源垃圾装入该类垃圾相应的指定垃圾袋中。有害垃圾虽没有指定的垃圾袋，

但请将电池、荧光灯管、体温计类、喷雾罐、打火机类进行归类后，分开投放。

▪请不要用胶带或绳子绑住袋口，务必将袋口打结系好。无法完全装入垃圾袋的垃圾或从上方使用另
一个袋子套入的垃圾将无法收集。请将其作为大件垃圾送至回收站。（参见不可燃类垃圾的页面）

※资源垃圾（塑料瓶和塑料专用）只能用于塑料瓶和塑料类。不能用于罐类、瓶类和不可燃类垃圾。
（参见资源垃圾的页面）

投放垃圾时的注意事项

关于如何投放垃圾和如何运送至资源处理广场

运送垃圾时的注意事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请参考上述“投放垃圾时的注意事项”，将无法装入指定垃圾袋的大件垃圾与可装入指定垃圾袋的
垃圾分开投放（参考各页）。
对收费的大件垃圾和不收费的指定垃圾袋中的垃圾分开进行测量计算。
可参考下图所示的方式堆放到车上，以便顺利卸下垃圾。
运送垃圾时请使用长度小于6m、重量不超过2吨的车辆运送。
请不要使用类似搬家使用的拖车等集装箱车辆或带棚卡车，也不要将垃圾堆积过高。
须由运送者自己卸下垃圾。
如一人难以卸下时，请携带另一人员前来。
请在接待处出示驾照等身份证明。
运送时间为8:30～12:00，13:00～16:00。

※关于请他人代送和委托专业单位运送垃圾
（１）请他人代送垃圾

经常会看到由代理人替垃圾排放单位送来垃圾，我们将确认垃圾的排放单位，因此运送时请排放单位的人员
尽量一同前来。

（２）委托运送垃圾的专业单位
资源处理广场只允许获得城镇许可收集运送的专业单位才能运送垃圾。
委托专业单位运送垃圾时，请务必事先向城镇主管部门确认许可单位的情况。

 

※请注意!
可燃垃圾和资源垃圾请装入指定垃圾袋，
与大件垃圾分开投放。

请将无法装入指定垃圾袋的大件垃圾与可装入
指定垃圾袋的垃圾分开堆放。

运送垃圾的车辆长度应小于6m，重量不超过2吨，
不要使用箱式卡车，也不要堆放太高。

在接待处需要出示驾照等身份证明，
请务必携带。

须由运送者自己卸下垃圾。
请务必确保送来后能顺利搬运的人手。

垃圾

切实将袋口打结系好！ 资源垃圾

资源垃圾

资源垃圾 资源垃圾资源垃圾

可燃垃圾

可燃垃圾

可燃垃圾

电池电池

资源垃圾资源垃圾

资源垃圾资源垃圾

资源垃圾资源垃圾
资源垃圾资源垃圾

资源垃圾
资源垃圾

喷雾罐喷雾罐

打火机打火机



请尽量沥干水分。

修剪枝条的粗细限于
3cm之内。 布类上的拉链或纽扣无需取下。

录像带、录音带、CD、游戏软件、软盘
（请予以凝固或
    将其吸附在纸或布上）

可回收的纸类，
请尽量投放至当地的资源回收点。

纸类

托盘

容器

零食包装袋或高温蒸煮袋等
有铝镀层的袋子

零食包装袋、
高温蒸煮袋等

软瓶类

瓶盖、标签

发泡塑料

塑料产品

投放前，长形物体请切割成50cm
以内的长度，面积大的物体请切割
成边长1m以内的大小。

长形物体或面积大的
物体的处理

布类

保冷剂、一次性暖宝宝、
食用油

如无法取下皮包等物品上的金属，
请将其直接作为不可燃垃圾投放。

皮革类

厨余垃圾

铝箔纸等铝膜也
请作为可燃垃圾处理。

薄铝膜

草木

可燃垃圾
切勿装入金属等不可燃物体！！※请注意！

“容器包装塑料”请洗净干燥后在塑料类的收集日投放。

带有“プラ（塑料）”
标志的物品为回收对象。

请务必装入 可燃垃圾的指定垃圾袋
内投放。

请务必装入 资源垃圾（塑料瓶和塑料类也可使用）的指定垃圾袋
中投放。

请务必装入 资源垃圾（塑料瓶和塑料类也可使用）的指定垃圾袋
中投放。

塑料瓶

塑料类

※请注意！投放时请不要使用“双层袋子”。

可燃垃圾的分类 塑料类的分类 塑料瓶的分类

由于瓶盖等小物品上无法印刷“プラ（塑料）”
标志，因此请参阅商品标签等处的记载内容
（何处为塑料类）。

请勿将厨余垃圾、尿片放入塑
料类垃圾中。

・无法去除污渍的物品请 　
　作为“可燃垃圾”投放。

・非容器包装物的　　　　
　塑料类属于可燃垃圾。

・难以归类为塑料类的　　
　物品也可将其归类为　　
　可燃垃圾。

・带有“プラ（塑料）”　
　标志的晾衣架或棉被　　
　压缩袋请作为可燃垃　　
　圾投放。

包装使用的保鲜膜也属于塑料类。

为饮食用瓶，且瓶身上有PET　　标志，
请取下瓶盖，倒空内容物，
用水冲洗干净后归类为塑料瓶。
带有把手的瓶子可直接投放。

・瓶盖和撕下的标签请　
　归类为“塑料类”

禁止使用双层袋子禁止使用双层袋子

（资源垃圾）

（资源垃圾）

油



有害垃圾虽没有指定的垃圾袋，但请将电池、
荧光灯管、水银体温计或血压计、喷雾罐、打火机类分开投放。

不要把上述有害垃圾装入同一个袋子等容器中。
荧光灯管也可装在购买时的包装盒里投放。※请注意！

干电池和纽扣电池
手机、个人电脑的电池等

荧光灯管
水银灯等

（也包括碎裂的上述灯具）

水银体温计

喷雾罐
卡式气罐

打火机
点火棒

①罐类 ②瓶类

饮料瓶

饮料罐 罐头罐 食用油罐

涂料罐
和油罐

点心盒
（盒盖也属于罐类）

食品瓶

食用油、
调味料瓶

请倒空内容物，进行干燥后再投放。
如涂料罐上只是有颜色附着，则可以投放。

（盖为不可燃类）

对于饮食用瓶，请取下瓶盖，倒空内容物，
用水冲洗干净后归类为瓶类。
如为非乳白色化妆品瓶，只要干净，
也可以归类为瓶类。

小于18公升的罐子请取下盖子，倒空内容物，
用水冲洗干净后归类为罐类。

口服药的瓶子
与饮料相同，
也属于瓶类。
瓶盖请根据其
材质归类为塑
料类或不可燃
类。

喷雾罐和打火机请尽量
用完内容物。
另外，请不要在喷雾罐
上钻孔。
可以带着盖子直接投放。

生锈和压扁的
罐子也请归类
为罐类。

电池电池

资源垃圾
※请注意！罐类、瓶类投放时请不要使用“双层袋子”。

有害垃圾

资源垃圾袋的种类与使用方法

请务必装入 资源垃圾的指定垃圾袋
内投放。

罐
瓶（　）

禁止使用双层袋子禁止使用双层袋子

仅限塑料瓶、塑料类使用

可用于不可燃类、罐类、瓶类、塑料瓶、塑料类
（所有资源垃圾种类）

资源垃圾袋的使用方法罐类和瓶类的分类 有害垃圾的分类

打火机打火机 喷雾罐喷雾罐
荧光灯管荧光灯管



刀片和玻璃等尖锐锋利的物品可以用纸等包住或装入双层袋子中。
小家电、金属类和玻璃、陶瓷类可装入同一指定垃圾袋内，但请尽量分开投放。
请将袋口打结系好。

※请注意！

不可燃类

18金属方桶小型金属类

灯泡

小家电
电线

含有金属的混合垃圾
（取出电池后作为有害垃圾投放）

玻璃/陶瓷
若非尖锐锋利的物品，
则无需用纸等材料包住。

花盆
（可装入指定垃圾袋的产品）

非饮食用瓶
（非乳白色的化妆品
    瓶请归类为瓶类)

伞骨
（拆下塑料伞布后作为
                    可燃垃圾投放）

（LED、发光灯泡等）

（无需剪断）

袋内装得过满会导致袋子绽裂。请调整为可单手提拿的容量。

小家电、金属类、玻璃、陶瓷类属于不可燃类。请尽量分开投放。

金属类、小家电

玻璃、陶瓷类

不可燃类 请务必装入 资源垃圾的指定垃圾袋
内投放。（资源垃圾）小家电、金属类、

玻璃、陶瓷类等（ 　　　）

不可燃类的分类

无法完全装入垃圾袋的垃圾或从上方使用另一个
袋子套入的垃圾将无法收集。

虽能完全装入袋内，但使用胶带或绳子捆绑的
资源垃圾将无法收集。

无法全部装入资源垃圾袋内的物品，请作为大件垃圾送来！
以下物品将无法收集。

有快递服务可对个人电脑等小家电进行回收。欢迎利用。

　ReNet Japan Recycle（株）
　URL：https://www.renet.jp/
　☎：0570-085-800（上午10:00～下午5:00）

个人电脑可由制造厂商回收。

　一般社团法人PC3R推进协议会
　URL：https://www.pc3r.jp/
　☎：03-5282-7685
　（上午9:00～12:00、下午1:00～5:00）

切实将袋口打结系好。

伞会从袋子里伸露出来，
但请把露出的部分绑好
再投放。

装入指定垃圾袋（资源垃圾用）的家电请直接装入袋中。
不要进行分解。装入袋中无法扎住袋口时，则作为大件垃
圾处理。

资源垃圾 资源垃圾

指甲油

资源垃圾

资源垃圾

资源垃圾



被归类为工业废物的主要物品

请向工业废物处理单位咨询。}・以前使用的业务用具
・旧事业所建筑产生的废物
・专业农户等的育苗箱、防寒纱帘等
・因经营方翻修施工产生的垃圾 → 请要求施工单位回收。

例）经营方翻修时更换的整体厨房、洗碗机、榻榻米等

无法装入指定垃圾袋的大件物品 属于大件垃圾。
每10kg　　　100日元每10kg　　　100日元需收取需收取 的手续费。处理时

沙发类

瓦楞纸箱 报纸杂志

弹簧床垫 被子榻榻米

电子钢琴
风琴
电子琴

照明器具微波炉石油暖炉

电风扇

按摩椅 （请务必摘下灯泡
　或荧光灯管。）

大件垃圾

大件垃圾的分类

废纸如果没有装入指定垃圾袋送来时，
将作为大件垃圾处理。

要委托专业单位运送时，
由于仅限获得城镇许可的
单位才能运送，
所以请提前向有关单位咨询。

※请注意！

在清理等时有时会看到一些

属于工业废物的物品被运来。

请注意以下几点，进行正确

处理。

※请注意！ 下列物品请保持干燥状态运来。

大件垃圾请不要分解，
保持原状运来。

除指定家电外的大型家电

大型塑料类 大型金属类

（石油暖炉等家电内的燃料和电池请务必清空和取下。）

木制品 （安装在家具上的玻璃或镜子请尽可能取下。）

（镀锌铁板等较长的物体或面积大的物体，请切割成1.5m左右的长度。）

木材等建筑垃圾无法处理。

除湿器、水冷却器等可能含有氟利昂制冷剂。

此类物品，请在电器店等处排空氟利昂后，

与证明文件一同运来。

标示示例）标有HFC-134a“C”的家电需

按上述规定处理。



无法处理的垃圾

香肌奥伊势资源处理广场无法处理。

衣物干燥机

房屋等建筑材料所
使用的木材

瓦、瓷砖、混凝土、水泥

温水器或
热水器 等隔热材料

洗衣机
空调

钢琴

注射器

灭火器等钢瓶类

剧毒、危险物品

电视机 冰箱 冰柜

汽车、摩托车
农业机械的轮胎、车轮

汽车的保险杠、
消声器、座椅

电动自行车、电动踏板车、机动农业机械等

废油电池 （非食用油）

（包括手提电视机） （包括电动保温保冷箱和车载冰箱）

法律规定，指定家用电器不得作为垃圾处理。请向销售店咨询、
或在邮局购买回收券后，将其送到最近的回收处理站。

协和运送（有） 松阪仓库 日本松阪市上川町3114-1　　☎0598(61)0888
协和运送（有） 尾鹫仓库 日本尾鹫市矢滨4丁目1-10  ☎0597(37)4331
夏山金属（株） 日本伊势市上地町2685　　　　　　 ☎0596(25)1101

无法处理的垃圾
指定家电 （商品附带的组件和附属品也包括在内。）

建筑废料

其他

（请向专业回收处理单位等机构咨询。）

带发动机的机器和设备及附属物 （请勿进行分解等，向销售店等咨询。）

※请注意！ 切勿分解，请按以下方式处理。（家用电器回收法）

另外，有时会发现在送来后无法处理的物品。
届时，请向工作人员咨询。

请向医院或药房咨询，
切勿作为不可燃类垃圾
处理。

请向销售店等咨询。

农药
剧药



香 肌 奥 伊 势 资 源 处 理 地 区 联 盟香 肌 奥 伊 势 资 源 处 理 地 区 联 盟
邮编519-2211 日本三重县多气郡多气町丹生4290
　　　　　　　 TEL 0598-49-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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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IN茶屋

川原制茶

中建工業様中建工业

浅沼汽车

YAMATO运输 全家便利店

OOKOCHI
林业

香肌奥伊势
资源处理广场

368
香肌奥伊势资源处理广场

　　　　　　☎0598（49）4311

上午8:30～下午4:00。运送时间

插图出自：日本经济产业省网站 http://www.meti.go.jp/policy/recycle/main/data/illust/index.html

邮编519-2211 日本三重县多气郡多气町丹生4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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