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垃圾处理规则
 1. 遵循处理每种垃圾的规则，并在指定的收集日（请确认时间表）将其放到指定的收集场所。
 2. 正确分类垃圾，在垃圾收集日上午8:30之前将其送至指定的收集地点。
 3. 可回收物品应分开处理。
 4. 使用指定类型的袋子，盒子，细绳等处理垃圾。
 5. 请勿将不可燃物品放入可燃垃圾中。

瓶子
 杯子和包装 托盘 包袋 其他塑胶 

可燃垃圾

不易清洗的塑料

请勿将装塑料容器的小袋子
放在大袋子中。

● 脏塑料不能作为资源回收。
   处置前请冲洗或擦去汸垢。

塑料 一周一次

ＰＥＴ瓶 一周一次

请注意该符号
(仅限带有此符号的瓶子)

● 冲洗前要洗净内部。
　 还要取下盖子和标签。

① 取下盖子
   取下标签

②内部稍作清洗 ③压扁 ④放入绿网

可燃垃圾 一周二次

处置之前，
请尽可能除去水份。

厨房垃圾 皮革和橡胶

去除金属并按
其他垃圾

处理

纸屑等
(非再利用紙) 

不易清洗的塑料
纸尿布

树枝，木板

不超过 50cm

和光市吉祥物

资源和垃圾的区分方法、倒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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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洗前要洗净内部。还要取下盖子和标签。
● 瓶・罐以外的玻璃金属类请按 ➡ 其他垃圾　处理

★注意...喷雾罐在完全用尽后按　➡　其他垃圾　处理
　　　　（便携式气瓶，发胶和杀虫剂等） 

一周一次

瓶 罐

瓶・罐不需袋子请直接放入指定容器中。

布类（雨天不收集）
请把布放在透明的塑料袋中

然后放到指定地方。
（不可使用半透明的塑料袋）

●请用绳子分类捆扎，并放到指定的地方。

纸・布 一周一次

 　其他垃圾〔不燃垃圾/有害垃圾〕 一周一次

餐具（陶器・玻璃）、
镜子、锅、铁、小型收音机
花盆、烤面包机、雨伞等

喷雾罐、打火机
便携式液化气体、
（必须用完）

全部用完后、请把垃圾放在透明的   
塑料袋（不可使用半透明袋）并放在指定的地方。

日光灯/含汞产品
（水银温度计等）电池(锰･碱）

透明袋 
半透明袋

超市塑料袋
（透明・白色半透明）

　◆ 「塑料」「其他垃圾（不可燃/有害）」「可燃垃圾」可使用以下袋子

●每种垃圾应分开处理

●一次最多可以扔三个45升垃圾袋的垃圾

报纸

纸板

杂志等
（包括硬纸/厚纸）

牛奶盒

电子香烟

●请把垃圾放在透明塑料袋中 
　并放到指定的地方
　（不可使用半透明袋）
  

请勿弄碎
放入盒子里、或透明塑料袋中
并放在指定地方

瓶・罐



◆ 以下是需要您处理的物品、请勿丢弃在収集场所

超大垃圾

大于长 24cm × 宽24cm × 高35cm
例如：壁橱、床、被褥、自行车、火炉、吸尘器、桌子、地毯、椅子等
※不収集事业垃圾。

请联系与该城市签有合同的运营商。
电话号码：048-461-1577 
(您也可以从和光市主页申请）
●如果不会日语请叫会日语的人代
  打电话

受理时间：上午8点30分～下午5点
(周六、周日、法定假期、年末年始除外)

电话申请 购买超大垃圾贴

请在指定商店按照指定金额购
买贴紙(每张贴纸面额500日元)

有关商店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和光市主页。

处置超大垃圾

在贴纸上写下您的姓名，受理编号，
收集日期。
并贴在垃圾容易看到的地方。
在收集日上午8点30分之前放到
指定位置。

附表（不包括右栏項目）

长，宽，高的总和 手续费

小于260cm 500

260ｃｍ以上

小于380cm
1,000

380cm以上 1,500

◆将垃圾直接搬送到清扫中心時
地址.....〒351-0111　和光市下新仓6-17-1
费用.....60日元 / 10kg
时间.....8:30～12：00、13:00～16:00 ((周六仅上午可、周日、法定假期、年末年始除外)

本市不可収集垃圾

 ●收集 ：日期、费用、地点 

 ･收集日：周一～周五

 ・一次最多 5件

确认

◆家电再生利用法对象物品
　 空调、电视机、冰箱、冷柜、洗衣机・烘干机等
 ●通过以下三种方法之一进行处理。 
　 ①询问您购买产品的商店迸行回收。
　 ②委托和光市授权的回收商处理。
　 ③自己搬送到指定回收场所。
　　（有关更多信息、请向市里咨询。）

◆本市不能処理的垃圾
　 灭火器、建筑材料、瓷砖、混凝土、混凝土砌块、砖块、汽车零件、机油、摩托车、汽车电池、浴缸、
　 钢琴、榻榻米、沙、石头、丙烷气瓶等
 ●处理时请让购买的商店回收、或者委托专业单位。

◆ 收费表 项目 手续费

吸尘器 500

微波炉 500

风扇 500

被褥 500

椅子 500

地毯 500

婴儿车 500

高尔夫球杆(最多5根) 500



资源・垃圾收集地区和星期

塑料 
ＰＥＴ 瓶

瓶・罐
纸・布

不燃垃圾/有害垃圾 

可燃垃圾

白子１，２丁目
(Shirako 1- and 2-chome) 周三 周二 周一・周四

白子３丁目
(Shirako 3-chome)

周四 周三 周二・周五

白子４丁目
(Shirako 4-chome)

周四 周一 周二・周五

南１，２丁目
(Minami 1- and 2-chome) 周三 周五 周一・周四

中央１，２丁目
(Chuo 1- and 2-chome)

周五 周一 周三・周六

新仓１丁目
(Niikura 1-chome)

周五 周四 周三・周六

新仓２丁目
(Niikura 2-chome)

周四 周三 周二・周五

新仓３～８丁目
(Niikura 3- through 8-chome)

周四 周一 周二・周五

本町
(Honcho) 周五 周四 周三・周六

请访
（Suwa）

周三 周五 周一・周四

広沢
(Hirosawa)

周三 周五 周一・周四

西大和団地
(Nishi-Yamato Danchi)

周三 周五 周一・周四

请访原団地
(Suwahara Danchi)

周三 周五 周一・周四

下新仓１～６丁目
(Shimo-Niikura 1- through 6-chome) 周四 周一 周二・周五

丸山台１～３丁目
(Maruyamadai 1- through 3-chome) 周五 周二 周三・周六

种类

　【联系方式】　　
　负责部门：资源回収利用科
　地址 　 ：〒351-0192 和光市広沢1-5 
　电话号码：048-464-1111
  负责部门：清扫中心
　地址    ：〒351-0111和光市下新仓 6-17-1
　电话号码：048-464-5300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和光市官方网站。　➡　URL：http;//www.city.wako.lg.jp

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