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 雑紙かん プラ

垃圾和资源的
分类・丢弃方法

为垃圾分类贡献一份力量！

请填写您所在地区的收集日并使用此表作为参考。

知多南部广域环境中心（武豊町内）将于 2022 年 4 月投入使用。
因此，可燃垃圾和一些大型垃圾的处理方法将有所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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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情请看第 9页

※关于各地区的收集时间表等详情，请参考镇公告。　※关于丢弃方法等详情，请看相关页面。

各地区垃圾收集点・分类 收集点可丢弃的物品2022年 4月起

可燃垃圾　各地区垃圾收集点可丢弃的物品
☞详情请看第 15・16页

资源垃圾　各地区分类收集点可丢弃的物品

☞ 详情请看第 10页混合纸　　　　各地区垃圾收集点可丢弃的物品

☞ 详情请看第 11页塑料制容器包装　　　各地区垃圾收集点可丢弃的物品

电话号码 0569-62-0402
电话号码 0569-82-1 1 1 1
电话号码 0569-65-071 1

知多南部卫生协会
美滨町（环境课）
南知多町（环境课）

厨房垃圾 （剩饭，贝壳等） 瓶类 （饮食用・化妆用）

塑料瓶 （饮食物用）

纸类・布类

其他

罐类

运动鞋，靴子等

明信片・信封类

杯・包装类 托盘类 瓶类 袋类 挤压类・其他

纸袋・纸盒类 传单类 照片・收据

枕头

毛绒玩具

塑料衣架

字母托盘

坐垫

头盔

窗帘

用放气盖释放气体。

用尽气体。

丢弃刀具类物品时，请用布料或
胶带等缠紧锋利部分。

单肩包，书包等

塑料类

鞋・包类 其他

草・剪枝・竹等 尿不湿

小家电 不可燃垃圾干电池

荧光灯

玻璃・陶瓷器类

喷雾罐

铁罐（饮食物用）

指定袋子
家用可燃垃圾

指定袋子
家用可燃垃圾（45公升）

无色透明

其他

铝罐（饮食物用）

打火机

报纸

杂志

布类

硬纸板

饮料纸盒

一升瓶（绿・茶色）
啤酒瓶

可回收瓶

茶色

金属类

GAS

尿不湿尿不湿
尿不湿尿不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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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情请看第 9页

知 多南 部 垃 圾 处 理 中心可 带入 的 物 品2022年 4月起

厨房垃圾 （剩饭，贝壳等）

运动鞋，靴子等

单肩包，书包等

塑料类

鞋・包类 其他

☞ 详情请看第 12页

会收取处理费。

知多南部广域环境协会 中继设施

☞ 详情请看第 13页
大型木制垃圾・大型资源垃圾

☞ 详情请看第 14页

知多南部卫生协会 临时储存设施

每 10公斤 100日元

电话号码 0569-84-1007▶▶ ▶▶可燃垃圾 大型可燃垃圾・大型不可燃垃圾 电话号码 0569-62-0402大型木制垃圾・大型资源垃圾 填埋垃圾

［知多南部垃圾处理中心］

（链接武豊町的知多南部广域环境协会）

［知多南部垃圾处理中心］

知多南部垃圾处理中心 ○将根据带入量收取处理费。( 不足 10公斤进 10公斤计算 )
○处理费必须在当天以现金支付。
○中继设施和临时储存设施是分开结算。（若同时带入，将进行两次称重和付款）。
○知多南部垃圾处理中心不接收资源垃圾。
　请带到知多南部回收站丢弃。

所在地／南知多町内海樫木 77番地 1号

星期一 ~ 星期五（包括节假日）　上午  8：45～ 12：00　中午  1：00～ 4：15
第 2・4星期六（包括节假日）　上午  8：45～ 12：00

可燃垃圾

大型可燃垃圾・大型不可燃垃圾

受理时间

枕头

毛绒玩具

坐垫

头盔

被褥 榻榻米 地毯 沙发・无腿靠椅 吉他 混凝土块 瓦

※不允许大量带入

砖块 保龄球 晒衣架底座 火盆

填埋垃圾

床架 实木桌 实木抽屉柜 木质彩色收纳柜

燃气灶 煤油炉 扫除机 伞 自行车

尿不湿

草・剪枝・竹等

指定袋子
家用可燃垃圾

尿不湿尿不湿

窗帘

字母托盘

塑料衣架

尿不湿尿不湿

指定袋子
家用可燃垃圾（45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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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多 南 部 回 收         站 可 丢 弃 的 物 品

知多南部回收站
所在地／南知多町内海池田 17 番地

星期一 ~ 星期五（包括节假日）
上午 8：45～ 12：00　中午 1：00～ 4：15

第 2・4星期六（包括节假日）
上午 8：45～ 12：00

受理时间

☞ 详情请看第 17页

☞ 详情请看第 10页

☞ 详情请看第 11页
塑料制容器包装

明信片・信封类

杯・包装类 托盘类 瓶类 袋类 挤压类・其他

纸袋・纸盒类 传单类 照片・收据

草・剪枝・竹

瓶类 （饮食用・化妆用）

塑料瓶 （饮食物用）

纸类・布类

其他

罐类

用放气盖释放气体。

用尽气体。

丢弃刀具类物品时，请用布料或
胶带等缠紧锋利部分。小家电 不可燃垃圾干电池

荧光灯

玻璃・陶瓷器类

喷雾罐

铁罐（饮食物用）

无色透明

其他

铝罐（饮食物用）

打火机

报纸

杂志

布类

硬纸板

饮料纸盒

一升瓶（绿・茶色）
啤酒瓶

可回收瓶

茶色

金属类

GAS

草・叶 枝・树 竹・笹

资源垃圾

知多南部回收站

知多南部垃圾
处理中心

内海駅東

樫木

南知多
グリーンバレイ

内海高校

推荐道路

●

276

276

276

52

52

52

名铁内海站

2022年 4月起

电话号码 0569-62-0402
电话号码 0569-82-1111
电话号码 0569-65-0711

电话号码 0569-62-0402

知多南部卫生协会
美滨町（环境课）
南知多町（环境课）

☞详情请看第 15・16页

混合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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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垃圾收集点 知多南部垃圾处理中心（中继设施） 知多南部广域环境中心可丢弃地点

厨房垃圾 （剩饭，贝壳等） 塑料类

报纸

杂志 饮料纸盒（白色内面）

・尽可能将厨余垃圾堆肥和利用。
・沥干水分，将袋口扎紧。
・食用油应在收集废油时进行处理。（若量较少，可以用纸或布
吸收，或用食用油凝固剂将液体硬化，作为可燃垃圾处理。）

・非塑料容器和包装物品应作为可燃垃圾处理。
・体制太大，无法装入镇指定袋子的物品应作为大型垃圾处
理。

・除了标有　　标志的物品（如零食包装），
传单，包装纸，照片，开窗信封，纸袋，记事
本等也包括在内。

※此外，其他纸张类也包括复写纸，如收据
和送货单，以及塑料涂布纸和合成纸，如
日历和海报。

※用钉子或夹子固定的文件和装在塑料袋
里的传单也可以照样丢弃。

把垃圾装入镇指定袋子，并在混合纸收集日带到各
地区垃圾收集点丢弃。
即使在雨天，也会照常收集。

丢弃在各地区分类收集点，或带入知多南部回
收站。

不适合回收，因为污垢会转移到其他可回收物品。

○在各地区垃圾收集点处理垃圾时，必须装入镇指定袋子（可燃垃圾）。(尿不湿除外）
○若直接带入知多南部垃圾处理中心（中继设施）或知多南部广域环境中心，则不必将垃圾装入镇指定袋子
（可燃垃圾）。但是，若是会发出强烈气味或容易散落，请把垃圾装入袋中。装入袋中时，请用透明
　（半透明）袋子，以便于识别袋中的物品。
○详情请询问知多南部广域环境协会（☎0569-84-1007）。

可以直接带入知多南部回收站。请将物品装入镇指
定袋子中。
即使在雨天，也可以带入。

鞋・包类 其他

・尽可能拆除金属配件，在分类收集点将物品作为【其他（金
属类）】处理。

・若能装入镇指定袋子，被褥等物品也能作为可燃垃圾在各
地区垃圾收集点处理。（体制太大而无法装入镇指定袋子的
物品应作为大型可燃垃圾处理。）

・脏纸…用过的纸巾，尿不湿等
※关于如何处理尿不湿，请看第 9页。

尿不湿

・当把草类和叶等作为可燃垃圾处理时，请装入镇指定袋子。
・剪枝和竹等应在上述尺寸范围内，用一个45公升的镇指定
袋子包住后处理。
・若直接带入知多南部回收站，则不必支付处理费，也不需要
装入袋中。

・成人和儿童使用过的尿不湿应装入市面上出售的透明或半透明
袋中，写上【紙おむつ】作为标记，并在各地区垃圾收集点处理。
・不可使用旧版镇指定袋子（美滨町／绿・南知多町／黄）。
※宠物尿片除外。
※若直接带入中继设施或广域环境中心，必须支付每10公斤
100日元的处理费。

知多南部回收站可丢弃地点

丢弃方法

什么纸不能作为混合纸丢弃？

资源分类收集物品 脏　纸

作为可燃垃圾处理。

各地区垃圾收集点

各地区垃圾收集点 知多南部回收站

明信片・信封类
纸袋・纸盒类

传单类 照片・收据
运动鞋，靴子等

字母托盘
塑料衣架

单肩包，书包等
窗帘毛绒玩具

坐垫 头盔

☞ 详情请看第 17页

丢弃方法 各地区垃圾收集点 知多南部垃圾处理中心（中继设施）☞ 第 3页 ☞ 第 5页

枕头

草・剪枝・竹等

可燃垃圾可燃垃圾可燃垃圾可燃垃圾 混合纸混合纸混合纸混合纸

直径
小于
60厘米

指定袋子
家用可燃垃圾

硬纸板

尿不湿尿不湿尿不湿尿不湿
指定袋子

家用可燃垃圾（45公升）

长度小于60厘米

☞ 第 3页 ☞ 第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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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丢弃地点

その他

可丢弃地点

※若清洗后不能去除污垢，应作为可燃垃圾处理。

●ミックスペーパー
●プラスチック製容器包装
●資源ごみ
●資源粗大ごみ
●草・剪定枝・竹

知多南部回收站

把垃圾装入镇指定袋子，并在与混合纸相同的收
集日带到各地区垃圾收集点丢弃。
即使在雨天，也会照常收集。

不要两层包装（例如把装有垃
圾的小袋子装入镇指定袋子
里）。

这将导致更多的分
类工作和更高的处
理成本。

若混有异物，带中所有的物品都不能被回收，也将会以垃圾来处理。此外，
若混有危险物品，会对工作人员造成伤害，并导致处理厂安全事故。

千万不要把塑料制容器包装以外的物品装入袋中！

可以直接带入知多南部回收站。请将物品装入镇指
定袋子中。
即使在雨天，也可以带入。

知多南部垃圾处理中心（中继设施）
另外，也可以直接带入知多南部广域环境中心（武豊町内）。

丢弃方法

清空内容。 用水清洗以去除污垢。

丢弃方法

知多南部リサイクルステーション

知多南部垃圾处理中心（中继设施） 知多南部广域环境中心

杯・包装类 托盘类 瓶类 袋类 挤压类・其他

○必须支付每 10公斤100日元的处理费。
○以上物品是由知多南部广域环境协会处理。和知多南部卫生协会所处理的大型木制垃圾物品・大型

资源垃圾（☞第 13页）是分开称重。
○大型可燃・不可燃垃圾和木制・资源大型垃圾是分开结算。（若同时带入，将进行两次称重和付款。）
○没有被分类或超过可接受尺寸的物品将不被接受。
○有些物品因材料或形状将不被接受。
　详情请询问知多南部广域环境协会（☎0569-84-1007）。

被褥 榻榻米 地毯 塑料衣柜

无腿靠椅 玻璃桌 沙发 吉他 办公椅

塑 料 制 容 器 包 装塑 料 制 容 器 包 装塑料制容器包装塑 料 制 容 器 包 装 可燃・不可燃 大型垃圾可燃・不可燃 大型垃圾可燃・不可燃 大型垃圾可燃・不可燃 大型垃圾可燃・不可燃 大型垃圾可燃・不可燃 大型垃圾

装入镇指定袋子，
不要两层或三层包装。

××× ×

大型可燃垃圾物品 长250厘米 × 宽 150厘米 × 深 100厘米以下
※关于木材，限制直径 20 厘米以下

长200厘米 × 宽 150厘米 × 深 100厘米以下不可燃大型垃圾物品

指的是，取出物品后，已不需要的塑料容器或包装。以此标志　　　为记号

各地区垃圾收集点

各地区垃圾收集点 知多南部回收站☞ 第 3页 ☞ 第 8页 ☞ 第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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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多南部垃圾处理中心（临时储存设施）可丢弃地点

その他

可丢弃地点

请直接带入知多南部清洁中心（临时储存设施）。丢弃方法

知多南部リサイクルステーション

○必须支付每 10公斤100日元的处理费。
○可接受的尺寸大致不超过两个混凝土块（40厘米×40厘米×20厘米）。
○可带入的最大数量限制为半辆小型卡车（约175公斤）。
　不允许连续带入。
○建筑废材和装修（包括使用重机械和专业机器的 DIY）所产生的填埋垃圾将不被接受。
○石膏板和其他含有石膏的物品，因在填埋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有害气体（硫化氢），所以不被接受。
○有些物品因材料，形状或带入量等，将不被接受。
　详情请询问知多南部卫生协会（☎0569-62-0402）。

○必须支付每 10公斤100日元的处理费。
○以上物品是由知多南部卫生协会处理。和知多南部广域环境协会所处理的大型可燃・不可燃垃圾

（☞第 12页）是分开称重。 
○大型可燃・不可燃垃圾和木制・大型资源垃圾是分开结算。（若同时带入，将进行两次称重和付款。）
○没有被分类或超过可接受尺寸的物品将不被接受。
○伞的布・乙烯部分应在丢弃前拆除。
○炉子应在丢弃前用尽所有燃料。
○有些物品因材料或形状将不被接受。
　详情请询问知多南部卫生协会（☎0569-62-0402）。

大型资源垃圾物品

大型木制垃圾物品

床架 实木桌 实木抽屉柜 木质彩色收纳柜

燃气灶 煤油炉 扫除机 伞 自行车

长250厘米 × 宽 150厘米 × 深 100厘米以下

长200厘米 × 宽 150厘米 × 深 100厘米以下

◎虽是天然物品，不被视为【垃圾】，但不要的园艺和花园维护土壤和石头将在上述标准内被接受。

丢弃方法

保龄球

混凝土块 瓦 砖块

晒衣架底座 火盆

家中不要的土壤和石头的处理方法

木制・资源 大型垃圾木制・资源 大型垃圾木制・资源 大型垃圾木制・资源 大型垃圾 填埋垃圾填埋垃圾填埋垃圾填 埋 垃 圾填 埋 垃 圾填 埋 垃 圾

填埋垃圾 ※不允许大量带入

知多南部垃圾处理中心（临时储存设施）

☞ 第 6页 请直接带入知多南部清洁中心（临时储存设施）。 ☞ 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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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内容后，用水清洗。
○皇冠瓶塞等，属于其他（金属
类）。

○农药和化学品瓶，属于其他（玻
璃・陶瓷器类）。

可丢弃地点

その他

○处理喷雾罐或盒式气化瓶时，请务必
用完或去除内容，否侧很有可能会引
起火灾或爆炸。丢弃时无需钻孔。

○丢弃铝罐・铁罐时，应先清空内容并用
水清洗。

　盖子属于其他（金属类）。

○只限于标有　  标志的物品。
○用水清洗。
○盖子和标签必须被取下，并作为塑料制

容器包装丢弃。
○饮水机的水桶不能被回收。
　请咨询经销商或作为可燃垃圾丢弃。

○宣传单也可以和报纸一起丢弃。
○去除纸板紧固件，胶带，塑料袋等。
○有污渍的布类应在丢弃前进行清洗。没进过清洗的布类可作为可燃垃圾丢弃。
○工作服和和服不可被回收。请作为可燃垃圾丢弃。
○饮料纸盒只限于白色内面的物品。用水清洗并晾干，然后剪开再丢弃。
○银色内面（含铝）的饮料纸盒应作为混合纸丢弃。
○在各地区分类收集点丢弃纸类，布类时，请确保是能携带的量并将物品十字打包再丢弃。
　若是雨天，请等到下一次的指定日再丢弃。
○即使在雨天也可以将纸类・布类带入知多南部回收站。
　衣类也不需十字打包再丢弃。

○丢弃打火机时，请务必用完内容，否侧再处理过程中很有可能会引起火灾。
○小家电是指无需拆卸就能放入分类收集容器（长30厘米×宽 40厘米×高 35厘米）的家电。
　不能放入分类收集容器的物品属于大型资源垃圾。
○不可燃垃圾是指复合物品的垃圾。例如：眼镜…镜片（玻璃）+ 框架（塑料・铁）
○丢弃刀具类物品时，请用布料或胶带等包好坚韧的部分。

出し方

知多南部回收站

请在指定的日期和时间将物品丢弃在各地区分类收
集点。但因湿透的纸类和布类会阻碍回收过程，
请勿在雨天丢弃。

可以直接带入知多南部回收站。
所有物品即使在雨天，也可以带入。

纸类・布类

瓶类 （饮食用・化妆用）

罐类

塑料瓶 （饮食物用）

其他

喷雾罐 铝罐（饮食物用） 铁罐（饮食物用）

金属类

小家电

打火机

干电池

玻璃・陶瓷器类

不可燃垃圾 分类收集容器

一升瓶（绿・茶色）
啤酒瓶 其他茶色无色透明

报纸 杂志 布类 硬纸板饮料纸盒

资源垃圾资源垃圾资 源 垃 圾资 源 垃 圾

生きびん

GAS

可回收瓶

荧光灯

各地区分类收集点

丢弃方法 各地区分类收集点 知多南部回收站☞ 第 4页 ☞ 第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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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丢弃地点

草・叶

枝・树 竹・笹

○【草・叶】【枝・树】【竹・笹】应当分开再带入。若混合在一起，将不被回收。
另外，千万不要放入可燃垃圾或罐子。

○当带入树木时，请先移除树枝。
○可带入知多南部回收站的物品大小限制为长180厘米×厚（横截面直
径）15厘米以下。

○蔬菜类和花类由于含水量高，容易腐烂，所以不被回收。此外，腐烂也
会导致恶臭。

　请将物品作为可燃垃圾处理。
○有些植物因种类将不被接受。
　详情请询问知多南部卫生协会（☎0569-62-0402）。

●若您发现在您的土地上有被丢弃的垃圾，请在清除前向警方报案并咨询镇公务所环境课。
●无论是否有向警方报案，若无法确定违法者，土地经营者将必须自行处理被丢弃的垃圾。
　※废弃物处理与清扫相关法第五条《保持清洁等》
　※即使报了案，也不保证警方和镇公务所环境课会协助清理工作。

出し方
若将物品作为【资源垃圾】直接带
入知多南部回收站，则不需支付
处理费。

★以下是不被接受的物品。若想确认处理方法，请询问知多南部卫生协会或镇公务所环境课。

将其作为【可燃垃圾】放入镇指定
袋子中或用一个45公升的镇指定
袋子包住后，丢弃再各地区垃圾
收集点。

若将物品作为【可燃垃圾】直接
带入知多南部垃圾处理中心（中
继设施），则需支付每10公斤
100日元的处理费。

各地区垃圾收集点

丢弃在各地区垃圾收集点时的包装

直接带入知多南部回收站时的注意事项

不能带入的物品（作为可燃垃圾处理。）

乱扔垃圾属于违法行为。

不被接受的物品

关于《家用电器回收法》的相应物品，
请委托家用电器商店或使用换新服务
进行处理。详情请参考（财）家电制品
协会的官方网站。

请向销售店或废弃物处置公司咨询后
进行处理。

汽车零件和配件不被接收。请向销售
店等咨询。

渔业产生的工业废物不被接收。请向
渔业合作社或废物处置公司咨询。

使用FRP（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物品
不被接收。

家用台式柏青哥和老虎机，不被接收。

带发动机的机械不被接收。请向销售店
等咨询。

燃气热水器不被接收。请向销售店等
咨询。

无论是来自承包商还是个人，建筑垃
圾一律不被接收。

农业产生的工业废物不被接收。请向
农业中心或废物处置公司咨询。

防火保险柜应处置困难，不被接收。请
向销售店等咨询。

使用钢琴线的物品应处置困难，不被
接收。请向销售店等咨询。

草・剪枝・竹草・剪枝・竹草・剪枝・竹草・剪枝・竹

直径
小于
60厘米

指定袋子
家用可燃垃圾

蔬菜类 有毒植物 特定外来植物种花类 根菜・球根・果子

家用电器

大头菜・大葱・
大白菜等

三色堇・
向日葵等 竹笋・郁金香・橘子等 夹竹桃・绣球花・豌豆花等 剑叶金鸡菊等

电视

冰箱
冰箱冷凍库

干衣机・
洗衣机

空调

シンナー

！

A

灭火器
轮胎

危险物品
含有（易燃或有毒）
物质的罐子

（独轮车轮胎除外） 液化气储气罐

电池

各地区垃圾收集点 知多南部垃圾处理中心（中继设施） 知多南部回收站

※丢弃时请将物品从袋中取出

指定袋子
家用可燃垃圾（45公升）

丢弃方法 ☞ 第 3页
知多南部垃圾处理中心（中继设施）

☞ 第 5页
知多南部回收站

☞ 第 8页

长度小于6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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