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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日歷補充指南 /
如何丟棄垃圾

·该小册子有助于您理解收集日历。
·请与日语版收集日历一起使用。

垃圾、资源垃圾的投放方法
（概要） P2 ～ 4

垃圾、资源垃圾的投放方
法 （详细） P5 ～ 12

大型垃圾的投放方法
P13 ～ 14

５種家電、電腦、其它 
 P15

咨询处 P16

八王子市

 请

配
合进行

　

 垃
圾分类。

預約收集和搬運大型垃圾，垃圾、资源物分类的咨询请到
垃圾综合咨询中心。

※ 请仔细确认电话号码，以免拨打错误。
※休息日的第二天及受理刚开始时,申请人会比较多,可能很难接通电话。

不能使用指南电话时
☎ 042-696-5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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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垃圾专用袋 不可燃垃圾专用袋投放“可燃垃圾”和“不可燃垃圾”时 , 必须装入八王
子市指定的垃圾袋。
不装入指定垃圾袋的垃圾将无法收集。
指定垃圾袋可在超市或便利店购买。
（参照 P5）

投放方法因垃圾的种类而异。
请按种类分类。
“可燃垃圾”和“不可燃垃圾”是收费的。
“资源垃圾等”可以通过分类进行回收利用。
“资源垃圾等”垃圾的投放是免费的。

P8

收费

可燃垃圾

厨房垃圾、纸容器、文具等

P12 不可燃垃圾

金属、玻璃、陶瓷器类

收费

P9-12 资源垃圾等

瓶、罐、纸等 9种

免费

①分类

②请使用指定垃圾袋

投放垃圾必须遵守规则投放垃圾必须遵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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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垃圾必须遵守规则投放垃圾必须遵守规则

必须在规定日期的早上 8点 30分之前 , 将垃圾投放至规定场所。
垃圾投放日因地区而异。请确认您所居住地区的《垃圾、资源垃圾收集日历》。
关于公寓的投放场所 , 请向房东或管理公司确认。
如果是独立式住宅 , 请投放至临街的自家住宅用地内。

集合住宅及独立住宅的垃圾、资源垃圾投放方法示例

③请在规定的时间和场所进行投放

集合住宅：集合住宅规定的场所
独立式住宅：临街的自家住宅用地内

可燃ごみ
専用

投放方法

不燃ごみ
専用

请装入可燃垃圾专用袋

P8 可燃垃圾

集合住宅：集合住宅规定的场所
独立式住宅：临街的自家住宅用地内

投放方法 请装入不可燃垃圾专用袋

P12 不可燃垃圾

集合住宅：集合住宅规定的场所
独立式住宅：临街的自家住宅用地内

投放方法 装入可看到内容物的袋中

P12 有害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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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垃圾必须遵守规则投放垃圾必须遵守规则

集合住宅及独立住宅的垃圾、资源垃圾投放方法示例

P9

集合住宅：集合住宅规定的场所
独立式住宅：临街的自家住宅用地内

投放方法 装入准备好的容器或
袋中

塑料制容器包装

P10

集合住宅：集合住宅规定的场所
独立式住宅：临街的自家住宅用地内

投放方法 用细绳进行十字捆扎。
或者装入纸袋后进行
十字捆扎。

杂志、杂纸、书

P9

集合住宅：集合住宅规定的场所
独立式住宅：临街的自家住宅用地内

投放方法 装入准备好的容器或
袋中

PET瓶

P10

集合住宅：集合住宅规定的场所
独立式住宅：临街的自家住宅用地内

投放方法 用细绳进行十字捆扎。

报纸、传单

P9

集合住宅：集合住宅规定的场所
独立式住宅：临街的自家住宅用地内

投放方法 用细绳捆扎。

树枝

P11

集合住宅：集合住宅规定的场所
独立式住宅：临街的自家住宅用地内

投放方法 装入透明或半透明的
袋子并扎住袋口

旧衣服、旧布

P10

集合住宅：集合住宅规定的场所
独立式住宅：临街的自家住宅用地内

投放方法 折叠后用细绳进行十
字捆扎。

瓦楞纸箱

P11

集合住宅：集合住宅规定的场所
独立式住宅：临街的自家住宅用地内

投放方法 装入准备好的容器中

空罐

P10

集合住宅：集合住宅规定的场所
独立式住宅：临街的自家住宅用地内

投放方法 打开后用细绳进行十
字捆扎。

纸盒

P11

集合住宅：集合住宅规定的场所
独立式住宅：临街的自家住宅用地内

投放方法 装入准备好的容器中

空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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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日当天的早上8点30分之前
※根据交通情况,收集路径及时间可能有所变化。

企业垃圾不能作为家庭垃圾进行投放。

投放场所

投放时间

可燃垃圾专用袋（蓝色）

价格表（1组10个）

不可燃垃圾专用袋（黄色）
750日元370日元180日元90日元

大袋 （40L）中袋 （20L）小袋 （10L）微型袋 （5L）
750mm×450mm600mm×330mm500mm×260mm420mm×180mm

独立式住宅的住户

自家住宅前临街的用地内 ·部分商店以每个大袋（40L）75日元的价格单个销售。

集合住宅的住户

指定收集袋

关于少量排出业务类垃圾收集制度

集合住宅的收集场所

家庭垃圾、资源垃圾的投放方法  (P5～P12）

单位、商店等的垃圾

销售指定收集袋的商店一览

经营场所面积在一定规模以下,每次排出少量垃圾的单位,可以利用本市的收集
制度。
详情请参阅本市官网或咨询垃圾减量对策课（联系方式请见P16）。

投放方法
·自行收集,或与垃圾处理业者缔结合同。

·【事先登記制】业务类一般废弃物,  
　请带到本市的清扫工厂。（见P14）

      ※工业废弃物禁止带入。

·利用本市的少量排出业务类垃圾收集制度。

可燃垃圾和不可燃垃圾请装入指定收集袋。

少量排出业务类
垃圾收集制度

詳情請見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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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什麽問題嗎 ?　分類、丟棄方法的常見問題

塑料与垃圾结为一体而无法分解的垃圾属于哪一类?

根据比列较大的材料所属类别进行分类。

例 衣架、活页夹、小型家电等

例 塑料比例大→可燃垃圾（见P8）
　 金属比例大→不燃垃圾（见P12）

　 不过,小型家电属于不可燃垃圾或有害垃圾。
　 （详情请确认P12。）

方法有2种。
预约收集后进行投放, 或者预约带入后带到清扫工厂。
　· 关于收集→请确认P13。
　· 关于带入→请确认P14。
※大型垃圾, 是指装入40L的指定收集袋也会有一部分露出的垃圾,
　或者5kg以上的垃圾。

大型垃圾如何投放?

雨天也进行回收, 但请尽量协助我们, 
在下次以后不下雨的回收日进行投放。

投放时的注意事项。

　· 不要装入塑料袋
　· 请每次投放在同一场所

纸资源（P10）是否可以在雨天进行投放？

塑料材料垃圾是否可以作为容器包装进行投放?

以下物品可以作为容器包装进行投放。
　· 标有“　　”且清洗过了的物品（P9）
　※标识有时会标在包装箱上。
以下物品为可燃垃圾。（见P8）
　· 有脏污的物品
　· 未标有“　　”的物品

本市不处理。
请根据以下任意方法进行处理。
　① 向ReNet japan recycle株式会社申请处理。
　② 向各电脑生产厂家申请处理。 

　※主体和显示屏以外的附属品（例如鼠标器,键盘等）属于不可燃垃圾。

电脑应该如何投放？

电视机、空调机、冰箱、冷冻箱、洗衣机、
衣物干燥机是家电再生法对象品目（P15）, 本市无法处理。
请根据以下任意方法进行处理。
　① 请委托换购的商店回收。
　② 请带到指定场所。（详见本市官网）
　③ 向本市的指定业者申请收集。（详见Ｐ15）

电视机如何投放?

（详见Ｐ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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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裤专用袋

动物尸体的带入 动物尸体回收

志愿者袋

交付场所一览

【手 续 费】　每只1,000日元

【地　　址】　户吹清洁中心（户吹町1916）
　　　　　　　馆清洁中心（馆町2700）

【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含节假日、年末年初除外）
　　　　　　　上午8点30分～下午4点30分

【手 续 费】　每只2,500日元

【申　　请】　请向各负责的清扫事业所申请（见P16）

【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含节假日、年末年初除外）
　　　　　　　上午8点30分～下午5点15分

尿裤专用袋 志愿者袋

联系方式
请见P16

可投放的物品　使用过的纸尿裤和吸尿垫

可投放的物品　清扫公共道路或公园等时产生的垃圾（私有地、住宅、公共设施的垃圾除外）

　　　　分类后，请在对应的可燃、不燃、资源垃圾上圈画记号，与家庭垃圾同样投放。

收集日　进行了分类的品目的收集日（与家庭垃圾相同）

大　小　20L或45Ｌ

　　　　装入去除脏污后的使用完的纸尿裤或吸尿垫进行投放。

收集日　与可燃垃圾相同

大　小　10L或20Ｌ

注意点　·有大量垃圾时,请事前联系负责的清扫事业所（P16）。
　　　　·不适用于活动或节日集会中产生的垃圾。

交付对象  （有以下对象的家庭）
①婴幼儿　②65岁以上的人
③持有残疾人手册的人
④不满65岁并获得护理保险需要护理1～5认定
　的人
※包括回老家分娩等的暂住者
交付个数　每个使用者每次最多30个

交付个数   （每次）
·个人：最多20个
·町会、自治会等团体：最多500个

※可以配送至町会、自治会。
　请联系市役所垃圾减量对策课
　（联系方式请见P16）。

注意点　·也可以装入透明或半透明袋中,然后再装入尿裤专用袋。
　　　　·如果装有纸尿裤或吸尿垫以外的垃圾则无法收集。

市役所2层的垃圾减量对策课、 各清扫事业所、 市民部各事务所、 各市民中心、 温馨会馆、 补修中心、 各保健福祉中心、银杏大厅、 
东浅川交通公园、 志愿者中心（南大泽分室除外）、 富士森体育馆

市役所5层公园课、 消费生活中心（Create Hall地下1层）、 地区儿童家庭支援中心南野、志愿者中心南大泽分室

市役所4层育育儿支援课、市政府1层高龄者福利课和残疾人福利课、保健所、各儿童馆、各市立保育园、市内私立保育园（一部分除外）、
身心残障者福祉中心、高龄者安心咨询、亲子交流广场（Kurichan广场、馆、石川、南野、元八王子、南大泽）、亲子聚会广场（梦儿童、堀之内、
西八王子、楢原、大和田）

投放方法

投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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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袋中露出一部分的垃圾、 5 ㎏以上的垃圾属于大型垃圾→见 P13～Ｐ14 

不清楚如何分类时 , 请确认 P16的“分类词典”或“聊天机器人”的二维代码（日语页面）。

可投放的物品

纸尿裤

脏纸或沾有异味的纸、
洗衣粉的纸箱、 感热纸

防水加工过的纸
制纸容器（杯面、 酸奶）、纸杯、纸盘、

保鲜膜的纸芯

    未标有“　　”的塑料等 皮革或橡胶制品

厨房垃圾、贝壳

CD、DVD、录像带等

可燃ごみ
専用

装入可燃垃圾指定收集袋。

·将垃圾袋口扎紧
·用网或桶等防止垃圾飞散。
·沥干水分。
※软性隐形眼镜属于可燃垃圾。请不要冲入
下水道。

纸尿裤也可装入本市交付
的“ 尿裤专用袋 ”进行投
放。
（交付条件和交付场所详
见 P7)

投放注意事项

标有“　　”但无法清洁干净的塑料、
干燥剂、一次性暖宝宝、 保冷剂、 木片、 宠物床单、 猫砂等

其他可投放物

投放方法 同一天最多可丟棄2捆和2袋。

有毒物 （夹竹桃等）、
纤维质物品（竹子、棕榈等）

用细绳捆扎。
（最大长 100cm×直径 30cm）

装入45L 以下的透明或半
透明袋中投放。

〈１次可丟棄的量〉 最多２袋

〈１根的粗細〉 最大５cm 
〈１次可丟棄的量〉 最多２捆

投放方法

投放方法

落叶、 花草、 草坪

无法资源化的树枝

·能成為資源的樹枝，請盡量以「树枝」丟棄
（P9）。
·木材和木片，請裝入可燃垃圾指定收集袋中丟
棄。

投放注意事项

ヨーグルト

可燃垃圾可燃ごみ
専用
可燃ごみ
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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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收集的物品

无法收集的物品

容器包装塑料

PET瓶
※也可装入透明或半透明袋
　中投放。

※強風等時，也可裝入透明或者半透明的
　袋中丟棄。

可投放的物品 可投放的物品

可投放的物品

可丟棄的物品（示例）

· 带有叶子的树枝也可以投放。 · 袋子里的树枝无法回收。 
· 请勿使用电线。

·有　　標識的髒的物品

·沒有　　標識的塑料

去掉脏污,
装入准备好的容器。

寶特瓶的瓶蓋和標籤，
袋類、瓶、軟管類、容器類、
保麗龍 等

投放方法

将里面洗涮干净,
装入准备好的容器。

用细绳捆扎。
（最大长100cm×直径30cm）

投放方法

投放方法

以标识为记号

树枝

注射针·注射器

→ 可燃垃圾（见P8）

具有此标记的饮
料、调味料和清酒

瓶型容器

標有　　 標識的乾淨塑料

※　　標識也可能標在包裝

   箱上。

·注射针
　→請裝入指定的容器或者專用回收瓶後，
　　返還至提供注射針的醫療機構或保險藥店。

·注射器（注射针除外）
　→請取下針頭，作為可燃垃圾（P8）丟棄

投放注意事项

·瓶蓋和標籤， 請作為塑料容器包裝丟棄。
·将侧面略微压扁。

投放注意事项

家庭中剪下的樹枝
长100cm

直径
30cm

ポテチポテチ

〈１根的粗細〉 最大５cm 
〈１次可丟棄的量〉 最多 10捆

以下為   可燃垃圾（P8）

　　　  纖維物（竹、棕櫚等）
　　　  有毒物品 ( 夾竹桃等 )

　　　  花草、草坪、落葉

　　　  木材、木片

不清楚如何分类时 , 请确认 P16的“分类词典”或“聊天机器人”的二维代码（日语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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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资源 ※雨天也进行回收。　※无论天气如何 , 请不要使用塑料袋 , 每次投放至同一场所。
※请分成“瓦楞纸箱”“纸盒”“杂志、杂纸、书”“报纸、传单”进行投放。

不清楚如何分类时 , 请确认 P16的“分类词典”或“聊天机器人”的二维代码（日语页面）。

※去掉胶带。
※附著食品或油漬的物品（披薩盒等），
　請作為可燃垃圾（P8）丟棄

折叠后用细绳进行十字捆扎。投放方法

以此断面为记号

·用细绳进行十字捆扎。
·装入纸袋后进行十字捆扎。

投放方法

瓦楞纸箱 杂志、杂纸、书
可投放的物品

打開、 晾乾，
用繩進行十字捆紮。

投放方法

※交给报纸经销店进行回收时 ,
　请连同报纸经销店的传单一起。

※碎紙機紙屑不要裝入塑料袋，請裝入紙袋、
　信封或者用傳單紙包住。

如何使用广报刊物
制作杂纸袋

·用细绳进行十字捆扎。
·装入装报纸的纸袋后进行
　十字捆扎。

投放方法

纸盒 报纸、传单
可投放的物品

可投放的物品

可投放的物品

※报纸中夹带的传单与报纸
　一起捆扎。

牛奶和果汁等的飲料紙盒

※内侧含银色或褐色。
※塑料注入口 → 容器包装塑料（见P9）

※不要使用胶带。

书、杂志、点心包装箱、纸巾盒

MILK

无法收集的物品

·纸巾盒请去掉塑料→容器包装塑料（见P9）
·脏纸或沾有异味的纸　　　　　　　　　·施有防水加工的纸
·紙漿模塑製品（雞蛋容器、家電等的緩衝材）·带窗信封的塑料膜 → 可燃垃圾（见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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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如何分类时 , 请确认 P16的“分类词典”或“聊天机器人”的二维代码（日语页面）。

旧衣服、旧布

※请不要使用袋子。

※请不要使用袋子。

空罐

空瓶

可投放的物品

※洗掉汗污等。
※破旧衣物也可投放。
※纽扣或拉链不要取下。

可投放的物品

饮料用、食品用

※铝罐和铁罐也可一起投放。

　→容器包装塑料（见P9）

　→空罐

可投放的物品
将里面洗涮干净, 装入准备好的容器。投放方法

将里面洗涮干净, 
略微压扁后装入准备好的容器。

投放方法

装入透明或半透明的袋子并扎好袋口。投放方法

衣　類

饮料用、食品用

※雨天也进行回收,但请尽量在不下雨的下次回收日进行投放。

化妆品瓶 （瓶口透明的）

其他可丟棄物品

毛巾、床单、毛毯等

其他可丟棄物品

罐盖分类

罐盖分类

塑料製

金属制

　→容器包装塑料（见P9）

　→不可燃垃圾（见P12）

塑料製

金属制

寵物食品等的錫箔製品、
油漆的空罐 /油的空罐等 不可燃垃圾

（见P12）

オイルオイル

无法收集的物品

很髒的物品 /雨衣 /皮革製品（鞋子、包、皮帶等）
/用棉或顆粒填充的物品
（被子、玩偶、抱枕等）

乳白色瓶 /碎掉的瓶 /
污垢難以去除的瓶
（指甲油瓶等）

可燃垃圾
（见P8）

不可燃垃圾
（见P12）

无法收集的物品

无法收集的物品

ペンキペンキ

酢

茶

煎餅

Whi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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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如何分类时 , 请确认 P16的“分类词典”或“聊天机器人”的二维代码（日语页面）。

不可燃垃圾 ※从袋中露出一部分的垃圾、 5 ㎏以上的垃圾属于大型垃圾→见 P13～Ｐ14

有害垃圾（小型充電式電池等） 內容物未用完的噴霧罐、打火機等，請聯絡各負責清掃的事業所
進行回收 (聯絡方式請看 P16)

金属、小型家电※1 玻璃 陶瓷器

干电池
钮扣电池 荧光灯 喷雾罐

卡式气罐
小型充电式电池无
法取下的小型家电

不燃ごみ
専用

装入不可燃垃圾指定收集袋。

装入透明或半透明袋中。

白炽灯、 LED灯泡等

　※1  小型家电仅限于可取出电池的物品。 
　　　 （去除的电池为有害垃圾（参照以下内容））

水银体温计、 二氧化碳气瓶、 打火机等

〈喷雾罐等〉 用光内容物 , 不要打孔。
〈干电池、钮扣电池〉 請用膠帶等包覆電極（端子部分）使其絕緣。

其他可投放物

可投放的物品

可投放的物品

其他可投放物

·将垃圾袋口扎紧

·刀片、破碎的玻璃或食器请用纸包好装入指
定收集袋 , 并注明“危险”字样。

·可取下电池的小型家电请打开盖子投放。

投放注意事项

带到回收合作商店。
详情请咨询
一般社团法人JBRC

1

用胶带等做好电极（端子部分）绝缘,
作为有害垃圾投放。

2

小型充电式电池的投放方法

回收对象
标识

无法收集的物品

〈伞〉 用20Ｌ或40Ｌ的袋子装入一半以上。

投放方法

投放方法

荧光灯和LED灯泡的
区分方法

荧光灯和LED灯泡的
区分方法

不燃ごみ
専用

便携式
电池充电器

“塑料类”→标有“　　 ”物品（容器包装塑料 见 P9）
 未标有“　　 ”的物品（可燃垃圾 见 P8）
“小型充电式电池无法取下的小型家电”→有害垃圾（参照以下内容）

镍镉电池 镍氢电池 锂离子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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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垃圾  ·申请收集⋯此页面　　·带到清扫工厂⋯P14

※在一部分环境下，导航电话无法使用。有时手机的通话费折扣服务可能无法使用。

1.【申请】电话或网络 关于点数

2．在“大型垃圾处理券销售店”购买大型垃圾处理券。 3．收集日当天的流程

·请按照导航办理。
·如果不了解属于哪一品目,请电话申请。

因電話機不同，在撥號前需要按「※」「♯」「＊」「PB」等鍵。

※網路預約可進行網路支付。

销售店一览

××××× ×
×

5点券

××××× ×
×

1点券

大型垃圾品目别点数表

可通过以下二维代码确认部分品目的点数（大致）。

※购买时请在收银台等提出。

① 于收集日早晨8点30分之前投放至以下场所。
　　　·独立式住宅：临街的住宅用地内
　　　·集合住宅：规定的场所

② 将必要事项填写入大型垃圾处理券，并贴在醒目位置。

·可以完全装入指定收集袋，重量不足5kg的，可以装
入指定收集袋，在可燃/不可燃的收集日进行投放。

·有的品目设有数量制限。

电  话 互联网

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含节假日、年末年初除外）
　　　　　上午8点30分～下午5点15分

·申请时可获知受理号、收集日期、点数（手续费）。·申请时可获知受理号、收集日期、点数（手续费）。

※按照语音导航选择“１”

导航电话无法使用时

受付時間　24小时365天（系统维护时除外）

※听觉/语言障碍者请利用FAX 042-692-0900
※正接受生活保護者請向個案負責人諮詢。

※當日不能預約。

☎042-696-5377

通过本市官网

或二维代码。

粗大ごみ　インターネット 搜索

0570-550-530こ こ は ご み ゼ ロ

大型垃圾预约页面

也可以通过八王子市官方LINE账号
的列表进行大型垃圾的网络预约。

※休息日之次日及受理剛開始時, 電話可能難以接通, 
　請錯開時間和日期重新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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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大型垃圾带入清扫工厂（预约制）

户吹清洁中心（户吹清扫工厂）
（地址：户吹町 1916）

馆清洁中心
（地址：馆町 2700）

多摩清扫工厂　※仅限部分地区

（地址：多摩市唐木田 2-1-1）

【带入时间】周一～周五
　　　　　　（含节假日、年末年初除外）
　　　　　　上午8点30分～下午4点30分

【带入时间】周一～周五
　　　　　　（含节假日、年末年初除外）
　　　　　　上午8点30分～下午4点30分

  ※仅限南大泽清扫事业所管轄内住户（参照P16）
【带入时间】周一～周五（节假日和年末年初除外）
　　　　　　和每月第４个周日（周日当天无法预约）
　　　　　　上午8点30分～上午11点30分
　　　　　　下午1点～下午4点30分

·每10kg350日元（～10kg350日元。
　超过10kg后每10kg加算350日元。） 

·電話預約最晚請在希望日的前一天預約。 
　網路預約最晚需在希望日的前兩天預約。

·彈簧床墊及部分藥品的費用設定有所不同。
　詳情請在預約時进行確認。

·请不要使用指定收集袋。

·带入时，需要在受理时出示可确认八王子
　市内的住所（排出场所）的驾驶执照等
　证明。

【申请】电话或网络手续费与注意事项

电  话 互联网

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含节假日、年末年初除外）
　　　　　上午8点30分～下午5点15分

受付時間　24小时365天（系统维护时除外）

※听觉/语言障碍者请利用FAX 042-692-0900

0570-550-530こ こ は ご み ゼ ロ

大型垃圾预约页面

通过本市官网

或二维代码。

粗大ごみ　インターネット 搜索※按照语音导航选择“１”

导航电话无法使用时

☎042-696-5377 也可以通过八王子市官方LINE账号
的列表进行大型垃圾的网络预约。

※休息日之次日及受理剛開始時, 電話可能難以接通, 
　請錯開時間和日期重新撥打。

户吹清洁中心
（户吹清扫工厂）

户吹町

楢原町

本乡横丁

户吹町南

多摩清扫工厂

泷山街道
新泷山街道
新泷山街道

京王线京王线

小田急线小田急线

户吹清扫事业所

左入町

高尔夫球场

至 高尾

秋川街道

高
尾
街
道   

国
道
16
号
线

东京纯心大学

甲州街道

八王子站

大栗川桥北
堰场

岛田疗育中心入口

多摩南野
多摩市综合
福祉中心前

野猿街道
多摩
New town通 松谷隧道

大栗川桥南

南大泽站

堀之内站

大妻女子大学

尾根干道

家居中心

多摩中心站

至 

町
田

至 

稻
城

唐木田站

馆丘团地
都立翔阳高中

颖明馆初高中

高尾站

京王线

JR中央线

东京医科大学
八王子医疗中心

拓殖大学
町
田
街
道

隧道

北野街道

椚田遺跡公園通

甲州街道

館清潔中心

狭间町

馆町

医疗中心入口

館清潔中心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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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無法處理的物品（5種家電、電腦、其它）

5種家電（家電回收再生法適用對象）

电脑

其他（上述以外的禁止排出物）

① 向购买或换购的商店申请回收。
② 帶至指定的回收場所。
　 ※事先到郵局繳納再生費
　　　東亞物流 西東京支店 西濃運輸 八王子支店
　　　   地址 高倉町34-1 　 地址　石川町2968-9
　　　   ☎042-643-6059     ☎042-642-2724
③ 委托本市的指定收集业者处理。
　·三和兴业☎042-691-1805　·工藤商店☎042-636-7548
　·第一资源☎042-644-2103　·南荣产业☎042-636-1113
　·环境System service☎042-625-8016

对象
·空调机
·电视机（CRT、液晶、等离子）
·冰箱、冷冻箱、冷藏库、冷温库
·洗衣机
·衣物干燥机

费用
① 需作为处理费用支付再生费。
② 有时需支付收集搬运费。

① 向ReNet japan recycle株式会社申请处理。
　 无论是否有PC再生标识，若有电脑主体，每次可免费回收一个。
　 详见ReNet japan recycle株式会社官网。
　 ※ FAX专用申请书请在市役所２层垃圾减量对策课机市民部各事务所索取。
② 向各电脑生产厂家申请处理。
　 详见“电脑３Ｒ推进协会”官网。
　 ※ 没有PC再生标识的需要付费。

因需要特殊处理，本市的清扫设施有时无法处理。
请咨询制造商、销售店或专门处理业者。
详情请咨询剌激综合咨询中心（联系方式见P16）。

处理方法　①～③中的任一方法

对象
·桌面主体
·显示屏
 （液晶、CRT）
·手提式电脑

处理方法　以下任一方法

禁止排出物 （主要物品）

·蓄電池、汽車的輪胎·輪子及零部件、滅火器、建築材料、鋼琴、液化石油氣罐、摩托車 等

詳情請見此處

詳情請見此處

詳情請見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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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处

八王子市发 行

资源循环部垃圾
减量对策课

编 辑

灾害发生时或新冠疫情扩大时, 可能无法按照收集日历进行收集。
垃圾及资源垃圾的投放方法有所变更时， 将通过本市官网等进行通知。

● 少量排出业务类垃圾的登录等
● 纸尿裤、志愿者垃圾袋

● 少量排出业务类垃圾的登录等
● 纸尿裤、志愿者垃圾袋

垃圾减量对策课

☎042-620-7256

● 关于垃圾、资源垃圾的收集
● 非法丢弃对策
● 动物尸体的回收

各负责清扫的事业所
（参照右侧）

·大型垃圾的预约→选择“1”
·其他咨询→选择“2”

导航电话无法使用时

☎042-696-5377
（FAX:042-692-0900）

八王子市官网
大型垃圾预约 垃圾袋、 大型垃圾处理券 销售店 垃圾分类辞典 垃圾分类聊天机器人

ごみゼロ

按照语音导航

0570-550-530こ こ は

垃圾综合咨询中心
（大型垃圾呼叫中心）

● 大型垃圾的收集预约
● 大型垃圾的带入预约
● 垃圾、資源物品的丟棄
  方法、分類 

● 动物尸体的带入

户吹清洁中心

馆清洁中心

☎042-692-5389

☎042-673-5632

☎042-691-2891
（FAX:042-691-7678）

  

☎042-665-2531
（FAX:042-662-2926）

☎042-674-0551
（FAX:042-677-5971）

※除廿里町外，
长房町仅限都营长房团地

※除廿里町外，
长房町仅限都营长房团地

※包括廿里町、
都营长房团地以外的长房町

※包括廿里町、
都营长房团地以外的长房町※南大澤清掃事業所的負責區域(町)的動物屍

　體的收取、回收，請與戶吹清掃事業所聯絡。
※南大澤清掃事業所的負責區域(町)的動物屍
　體的收取、回收，請與戶吹清掃事業所聯絡。

晓町、 石川町、 泉町、 犬目町、 宇津木町、 梅坪町、
大谷町、 大和田町、 尾崎町、 小津町、 加住町、 叶谷町、 
上壱分方町、 上恩方町、 上川町、 川町、 川口町、
清川町、 久保山町、 小宫町、  左入町、 下恩方町、
城山手、 诹访町、 平町、 大乐寺町、 高仓町、 高月町、 
泷山町、 丹木町、 户吹町、 中野上町、 中野山王、
中野町、 ※长房町（仅限都营长房团地）、 楢原町、
西寺方町、 弐分方町、 富士見町、 丸山町、 Mitsui台、
宫下町、 美山町、 元八王子町、 谷野町、 横川町、
四谷町

旭町、 东町、 上野町、 打越町、 宇津贯町、 里高尾町、
追分町、 大船町、 大横町、 小门町、 片仓町、 北野町、
椚田町、 小比企町、 子安町、 散田町、 新町、 千人町、
台町、 高尾町、 馆町、 田町、 寺田町、 寺町、 天神町、
廿里町、 中町、※长房町（都营长房团地除外）、 七国、 
並木町、 西浅川町、 西片仓、 狭间町、 八幡町、 初泽町、 
东浅川町、 兵卫、 日吉町、 平冈町、 本乡町、 本町、 
三崎町、 绿町、 南浅川町、 南新町、 南野、  南町、 
明神町、 目白台、 元本乡町、 元横山町、八木町、 
山田町、 八日町、 横山町、 万町 

大冢、 鹿岛、 上柚木、 北野台、 绢丘 、 越野、下柚木、 
长沼町、 中山、 南阳台、 东中野、 别所、堀之内、 松谷、 
松木、 南大泽、 鑓水

浅川（南浅川）北侧

户吹清扫事业所

浅川（南浅川）南侧

浅川（南浅川）北侧

浅川（南浅川）南侧

馆清扫事业所

南大泽清扫事业所

（地址：户吹町1916）

（地址　馆町2700）

（地址　南大泽3丁目20）

（地址　户吹町1916）

（地址　馆町2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