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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日野市垃圾・资源物分类月历 

 

日野市各个地区的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塑料类垃圾、资源物的收集日子不同。请参照所

在地的“垃圾・资源物分类月历”投放垃圾。 

另外，在该“垃圾・资源物分类月历”（以下称月历）中，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塑料类

垃圾、资源物等按照种类以图片标明，请参照下述内容。 

参照这本小册子的同时，请参照月历中有关于垃圾的投放方法的说明。 

要购买市指定垃圾收集袋和大件垃圾收集票时，请参照月历中的有关记载。 

 

 

      

 

 

 

 

             

 

 

 

 

 

 

 

 

 

      

 

 

 

 

              

    

 

←报纸 

 

←纸板 

←旧衣服・旧布等 

←金属罐 

←塑料瓶子  

 

←小型家电・金属

等 

←可燃垃圾（绿） 

 

←不可燃垃圾（橙） 

←杂志・废纸等 

←玻璃瓶子 

←纸盒子 

←有害垃圾 

←塑料类垃圾（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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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日野市指定的垃圾收集袋 

（家庭用） 

 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塑料类垃圾均用市指定的垃圾收集袋投放。 

 

 

 

 

 

 

 

 

 

 

 

 

◎不使用市指定的垃圾收集袋投放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塑料类垃圾时不予收集。 

 

◎ 收集袋的大小和价格 

种类 １卷的个数 迷你袋 

（5L） 

小袋 

（10L） 

中袋 

（20L） 

大袋 

（40L） 

可燃垃圾 10 100日元 200日元 400日元 800日元 

不可燃垃圾 5 50日元 100日元 200日元 400日元 

塑料类垃圾 10 100日元 200日元 400日元 800日元 

 

 

◎ 投放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塑料类垃圾的收集袋，在标有如下标记的商店出售（参照月

历）。 

 

 

（公司机关等用） 

企业等投放的垃圾，不得使用家庭用的市指定垃圾收集袋，而要使用企业用的收集袋投放

（参照月历）。企业使用家庭用指定收集袋投放时不予收集。 

 

◎能使用企业用的收集袋的单位，只限于跟家庭一样垃圾投放量较少的企业，而且要事前向

可燃垃圾专用（绿色） 不可燃垃圾专用（橙色） 塑料类垃圾（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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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野市提出申请并取得许可。 

 

◎收集袋的大小和价格 

小（15 公升） １套（10 个） 1,000 日元 

特大（45 公升） １套（10 个） 3,000 日元 

 

３．志愿活动用的垃圾收集袋 

 

 日野市发放志愿活动用的垃圾收集袋，用于居民会等团体或个人对清扫道路、公园等公共场

所时产生的垃圾进行收集及投放。将可燃垃圾和不可燃垃圾区分开，并在该收集袋的栏目里用

○标出后，在规定的日子投放。但是，自家庭院的树枝和落叶不可以使用志愿活动用的收集袋

投放。 

 志愿者清扫时回收的塑料类物品，因掉落在外变得脏污，无法资源化，请作为可燃垃圾投放。 

 请在志愿者袋上填写清扫过的地方或者贴上便条后投放。 

 

 

４．纸尿片专用的垃圾收集袋 

 

 对家里有需要使用纸尿片和纸尿裤的婴幼儿、老人、身体障碍者、病人的家庭，日野市提供

纸尿片专用的收集袋。请把使用过的纸尿片（要把脏物清除掉）放到该收集袋中，在收集可燃

垃圾日子投放。 

非人类（宠物等）使用过的尿片或卫生垫等，不能以尿片专用的收集袋投放，请按照可燃垃

圾投放。 

 

 

５．志愿活动用的和纸尿片专用的垃圾收集袋的发放地点 

 

 志愿活动用的和纸尿片专用的垃圾收集袋的主要发放地点（参照月历） 

地点 所在地（目标等） 

市政府大楼 1 楼市民相谈窗口·垃

圾咨询窗口 

神明町神明・市政府大楼 1 楼 

市政府七生分所 京王高幡购物中心 2 楼 

市政府丰田站联络所 丰田站北口交通岛内 

中央图书馆 丰田町・丰田站南边 

百草图书馆 京王百草站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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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保健中心 日野本町・第一小学校东边 

中央公民管 
日野本町・第一中学校东边 

日野市社会福祉协议会 

市立保育院・儿童馆 平山・旭之丘等 

市内所有的邮局  

 

 下列的只发放志愿活动用的垃圾收集袋 

  市政府大楼 3 楼（道路课、绿和清流课、区划整理课） 

  日野市环境绿化协会（日野中央公园南边） 

下列的只发放纸尿片专用的垃圾收集袋 

  私立保育院、东部会馆、南平体育馆、各地区的综合支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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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可燃垃圾的投放方法（月历中的标志为   ） 

 

在规定的日子，早晨８点之前、请装进绿色的日野市指定的垃圾收集袋里投放。独门独院的，

请放在自家前面，住在公寓等多户住宅的居民，请放在指定的地点。市指定的垃圾收集袋请到

销售店购买（参照月历）。 

◎不使用市指定的垃圾收集袋和纸尿片专用的垃圾收集袋投放的，不予收集。 

◎请不要在不规定的日子投放（规定的日子，参照月历）。 

 

・厨房的垃圾 

 吃剩的饭菜、蔬菜碎片、鱼肉的骨头以及贝壳等。 

 要滤去好水分后投放。 

 油炸后剩下的油，要用纸或布来吸收后投放其纸或布。 

竹签和方便筷等尖锐物，为了避免捅破收集袋请用纸包好后投放。 

  

・纸类垃圾 

 旧报纸、杂志、废纸、纸板、纸盒子，请在资源物品回收日子投放。另外、牛奶盒请投放到

销售店的回收站，旧报纸请委托给各报专卖店进行的回收服务。 

 

・不可再利用的纸类垃圾 

 比名片小的纸、打字机印刷用的热敏纸和压敏纸、表面有光泽的蜡光纸、用碎纸机切碎的纸

屑、吸油纸、照片、复写纸等。 

  

・为卫生要焚烧的垃圾 

 生理用品、铺在猫厕所里的沙子、使用过的创口贴和绷带等。 

 

・脏污的塑料类垃圾 

有污垢的盒饭容器、污垢无法清除的蛋黄酱或管状容器等 

※请尽可能清除污垢，按照塑料类垃圾投放。污垢无法清除的请按照可燃垃圾投放。 

 

・纸尿片和纸尿裤（免费） 

 清除好脏物的纸尿片和纸尿裤可以装入市指定的纸尿片专用垃圾收集袋里投放。但是只限

于人用过的纸尿片。 

 

※不能装进垃圾收集袋里的垃圾（旧被褥、地毯等）以及凡属大件垃圾类的即使装得进收集袋

里也要被当作大件垃圾来收集。因种类不同，大件垃圾收集票价格也不同，请贴上相应的大件

垃圾收集票，并打电话预约上门来收集的日子。（请参照本册 10 大件垃圾的投放方法） 

（大件垃圾的收集联系电话 042-581-4331 日野环境保全※只能用日语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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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断树枝的上门收集（免费） 

在可燃垃圾的收集日子一次最多收集 2捆剪断树枝，每捆长度要为 50厘米以下、一捆直径

为 30厘米以下，每枝直径为 5厘米以下。 

多户住宅的，一次最多按每户 2 捆×住户数来收集，请投放在指定的地点 

 

草或捆不起来的细小树枝，请用市指定的可燃垃圾收集袋投放。 

剪断树枝也可以送到固定的收集地点去。（请参照本册 12 剪断树枝的投放方法） 

 

 

７．不可燃垃圾的投放方法（月历中的标志为       ） 

 

 在规定的日子，早晨８点之前、请装进橙色的日野市指定的垃圾收集袋里投放。独门独院

的，请放在自家前面，住在公寓等多户住宅的居民，请放在指定的地点。市指定的垃圾收集袋

请到销售店购买（参照月历）。 

 

◎不使用市指定的垃圾收集袋投放的，不予收集。 

◎请不要在不规定的日子投放（规定的日子，参照月历）。 

 

・玻璃、陶瓷器等 

 玻璃板、杯子、茶碗、饭碗、砂锅等。 

 

・橡胶制品 

 软管、合成橡胶、雨靴等 

※软管等较长的物品请切割为 30~50cm 左右的长度，放入指定的收集袋。无法切割时为大件

垃圾。 

 

・皮革制品 

 皮鞋、皮包、皮带等 

 

・刀具及碎玻璃类 

 请用报纸或布包好后再装进日野市指定的不可燃垃圾收集袋里投放。此时请贴上写有“われ

もの（有碎裂物）”“はもの（有刀具）”的便条。 

 

・其他 

运动鞋、水壶、白炽灯泡等 

 



- 8 - 

 

※ 瓶、罐、塑料瓶、小型家电・金属类等都不属于不可燃垃圾，请在资源物回收日投放（请

参照以下的“资源物投放方法”）。 

 

※整发剂、卡式气罐等喷雾罐头，请用完后作为有害垃圾投放（请参照本册 9 有害垃圾的投放

方法）。 

 

 

８．塑料类垃圾的投放方法（月历中的标志为        ） 

 

请在规定日期的早上 8 点前，装入蓝色的市指定收集袋。居住在独栋住宅的人请扔至家门

口。居住在公寓和小区的人请扔至规定的地点。市指定收集袋请在专门商店购买(参照月历)。 

另外，托盘类等请退还至购买店铺的回收箱。 

 

◎以市指定收集袋以外的袋子投放时，不予收集。 

◎非收集日请勿投放垃圾。 

 

・以塑料制造的袋子、容器、制品 

食品托盘·鸡蛋盒·点心袋·购物袋·瓶容器·塑料瓶等物品的瓶盖、标签、发泡苯乙烯、发

泡苯乙烯制作的缓冲材料、洗脸盆·衣架等塑料制品、硅酮制品、聚氨酯制品等。 

・雨伞以塑料类垃圾的中袋或大袋投放时，1次最多可以投放 3把。请勿放入收集袋，放置在

旁边。 

 

※不能将塑料瓶装入。塑料瓶请退还至购买店铺的回收箱，或在塑料瓶的回收日扔出。 

 

 

９．资源物的投放方法 

 

报纸、杂志、废纸、纸板、纸盒子、旧衣服・旧布、金属罐、玻璃瓶子、塑料饮料瓶、小型

家电・金属等分门别类、在不同的规定的日子进行回收。 

 

・报纸（月历中的标志为 ） 

 用纸绳子或塑料绳子捆好后投放（包括报纸中夹带的宣传单）。 

 不要用捆包胶带来捆。 

 下雨天也回收，但是淋湿后不能当作资源，尽量等到下一次回收日子再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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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废纸（月历中的标志为  ） 

 杂志、书、复印纸、装饰品的纸制盒子、信封（白色）、明信片以及其他纸，凡是比名片大

的，都作为资源物进行回收。 

 下列的不能作为资源物投放（作为可燃垃圾投放）：打字机用的感热纸、透明窗口信封（要

撕掉窗口）、塑料覆膜纸、蜡纸、复写纸、照片、点字用纸、纸杯、油纸、捆包胶带、金纸、

银纸、和纸、碎纸机处理过的纸屑等。 

下雨天也回收，但是淋湿后不能当作资源，尽量等到下一次回收日子再投放。 

 

・纸板（月历中的标志为 ） 

  请叠好后捆起来，用纸绳子或塑料绳子捆（不要用捆包胶带来捆）。 

   贴在纸板上的捆包胶带，请撕下来作为可燃垃圾投放。 

   棕色的信封和纸也作为纸板投放。 

   下雨天也回收，但是淋湿后不能作为资源，尽量等到下次回收日子再投放。 

 

 

・纸盒子（月历中的标志为    ） 

 不光是牛奶盒，其他装饮料的纸盒子也可以投放。但是只限于里面是白色的纸盒子。 

 用水将里面冲洗净，剪开晒干后叠起来，再用绳子捆绑好后投放（不要用捆包胶带来捆）。 

 里面贴有锡箔纸和棕色纸的盒子，请作为可燃垃圾投放。 

下雨天也回收，但是淋湿后不能作为资源，尽量等到下次回收日子再投放。 

 

 

 

・旧衣服・旧布（月历中的标志为      ） 

 包括毛巾、毛巾被、床单被套、毯子、窗帘、旧衣服等。 

 凡是穿戴的基本上都能回收，投放时不用取掉拉链和钮扣。 

 装进能看见里边的透明袋子里投放。 

 被褥、地毡、地毯要作为大件垃圾处理。（有偿）。 

 下雨天也回收，但是淋湿后不能作为资源，尽量等到下次回收日子再送出。 

 

 

 

・金属罐（月历中的标志为     ） 



- 10 - 

 

饮料罐和食品罐（小吃、海苔、各种罐）冲洗后再投放。（请不要将烟头扔进罐里）。 

 因为只回收罐，请不要装进袋子里，而是装在桶子或篮子里投放。被弄脏的罐和装过油的罐

要作为不可燃垃圾投放。 

 没用完的卡式气罐是很危险的，请必须用完后作为有害垃圾投放。。 

 

・玻璃瓶子（月历中的标志为  ） 

饮料、调味料、化妆品的玻璃瓶子要去掉瓶盖（瓶盖作为不可燃垃圾投放），冲洗后投放。 

因为只回收瓶子，请不要装进袋子里，而是装在桶子或篮子里投放。另外，奶瓶、指甲油的

瓶子、平板玻璃、玻璃杯子等作为不可燃垃圾投放。 

 

 

 

・塑料瓶子（月历中的标志为     ） 

 

附有 标记的饮料瓶、调味品瓶等，请去掉瓶子上的标签和瓶盖（标签和瓶盖为塑料类垃

圾），冲洗后再投放。 

因为只回收塑料瓶子，请不要装进袋子里，而是装在桶子或篮子里投放。 

装有鸡蛋和水果的盒子，虽然附有 标记，但不要按照塑料瓶投放，按照塑料类垃圾投放。 

 

 

 

・小型家电・金属（月历中的标志为     ） 

（小型家电） 

手机、便携播放器（CD 播放器、MD 播放器、数字音响播放器）、数字相机、摄影机、电

子词典、IC 录音机、便携游戏机、收音机、CD 录像机、DVD 录像机、录像机、游戏机、

电话、表、遥控器、电饭锅、电烤盘、烤面包机、电热杯、吹风机、电动剃须刀、电扇、

熨斗、吸尘器、计算器、软线等 

(金属) 

匙子、刀子、叉子、锅子、水壶、珐琅锅、珐琅杯子、烹饪用铁板、烹饪用网子、烹饪用

笊篱、铁丝衣架、18 公升桶、铲子、螺丝起子等金属工具、金属条、铁制哑铃等 

 

装进 45 公升以下的透明或半透明的袋子里投放。 

将干电池纽扣电池取出来，作为有害垃圾投放。电池无法取下时，请向清洁中心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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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要删除数据后投放。 

金属工具中，像锅子带有非金属把手的，请尽量除掉把手后投放。 

装不进袋子里的是属于大件垃圾（有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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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有害垃圾的投放方法 

 

 

有害垃圾（月历中的标志为      ） 

 属于下面①、②、③的是有害垃圾。请按照以下说明投放。另外，因为处理过程不同，不要

装进一个袋子里。 

 

①荧光灯 

 在塑料类垃圾的收集日，为了避免破裂，请将荧光灯和塑料类垃圾分开（请勿装入日野市指

定的垃圾收集袋）装进箱子里，并列投放在塑料类垃圾的旁边。 

※白炽灯泡、LED 灯泡请装进不可燃垃圾收集袋里投放。 

 

②干电池、钮扣电池、体温计、打火机、喷雾罐、卡式气罐 

在塑料类垃圾的收集日，将干电池、体温计（水银或钮扣电池无法取下的电子体温计）、打

火机、喷雾罐、卡式气罐和塑料类垃圾分开（请勿装入日野市指定的垃圾收集袋），装进能看

见内容物的袋子里（10 个一套的日野市指定垃圾收集袋的外装袋或购物袋等），并列投放在塑

料类垃圾的旁边。 

※打火机、喷雾罐、卡式气罐应用完气体后再投放。 

※残留有内容物的打火机、喷雾罐投放方法请咨询清洁中心。 

 

③各类磁带 

在塑料类垃圾的收集日，将录像带、磁带、打印机、传真用的色带等和不可燃垃圾分开（请

勿装入日野市指定的垃圾收集袋），装进能看见内容物的袋子里（10 个一套的日野市指定垃圾

收集袋的外装袋或购物袋等），并列投放在塑料类垃圾的旁边。 

※每次投放的量为市指定的小袋（10L）相当的量（录像带最多 10 盒，磁带最多 40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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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大件垃圾的投放方法 

 

  以电话预约后，收集车会上门收集。 

 根据大件垃圾的不同种类规定有不同的处理手续费，请到附近的销售大件垃圾收集票的商

店（在月历中列出有商店名子）购买相当于处理手续费的收集票，在大件垃圾上贴好后投放。 

 大件垃圾的处理手续费请参照月历。 

 

●预约电话 042‐581‐4331（受理单位：日野环境保全 只能以日文通话） 

●预约方法 

 星期一～星期五（星期六、日及年末年始休息） 

・ 请在上午８点～下午４点 30分之间打电话。 

・ 请说清投放什么、几件。 

・ 告诉您什么时候上门收集、需要买多少钱的大件垃圾贴条。 

（下面为电话预约的例子）「想投放一辆自行车……」 

   ＝「じてんしゃ を いちだい だしたい のですが」 

「Jitensya wo ichidai dashitai nodesuga」 

 

 

12. 日野市不予收集、处理的东西 

下列的请与各种专门店（销售店等）或废品处理公司联系。 

  ○轮胎（包括车轮）、灭火器、蓄电池、摩托车（包括排气量 50 毫升以下的）、煤气灶、

水泥板、土、砂、石头、砖、建筑废材、钢琴、浴缸（塑料制品除外）、汽车及其部件、

耐火金库、药品・剧药・医疗废物、涂料、农机、臼、直径厘米以上的木棍或圆木等。 

  ○电视机、空调、洗衣机・衣服干燥机、冰箱・冷冻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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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剪断树枝的投放方法 

 

剪断树枝有固定的收集点。具体的收集地点请参照下表，有关收集日子在月历中标出下列收

集点的数字（下表里的以圆圈围绕的）。请先把剪断的树枝和树叶等捆好，或装入不要的袋

子里后，送到收集点去。 

 能被收集的剪断树枝长度为 2米以下、直径为 5厘米以下。超过的要作为大件垃圾投放。

（直径为 20厘米以上的木棍或圆木不予收集） 

 另外，对剪断树枝还进行上门收集（请参照本册 6 可燃垃圾的投放方法）。 

 

●剪断树枝的固定收集点 

地点 所在地（目标等） 

①四个谷下东公园 日野本町（多摩川南边 仲田小学校西边） 

②Kawasemi House 东丰田（前多摩平污水处理厂旧址） 

③御嶽
み た け

上
うえ

公园 百草（日本信贩住宅十字路口北边） 

④高幡不动车站北边第 4

自行车寄存处入口 
高幡（浅川苑东边 润德小学校西边） 

⑤旭个丘中央公园 旭个丘（旭个丘地区中心旁边） 

⑥回收事务所 万愿寺（浅川体育广场西边） 

⑦てっぺん山公园 三泽（三泽台地区中心旁边） 

⑧平山台健康市民支援中

心 

平山（平山台小学入口十字路口西边） 

⑨日野中央公园 神明（市政府大楼旁边） 

⑩ハケ下公园 东平山（JR 车辆中心南边） 

⑪驹形公园 川边堀之内（日野市民游泳池东边） 

⑫水鸟救护培训中心 南平（在北野街南平 4 丁目十字路口往丘陵方步行） 

⑬落川公园 落川（东京都落川第 2 住宅南边） 

⑭日野台公园 日野台（日野汽车公司西边） 

⑮新坂下公园 新町（东光寺小学校东边） 

⑯黑川地区广场 东丰田（前多摩平污水处理厂旧址） 

⑰俗称 たぬき公园 丰田（市立丰田保育院附近） 

⑱日野中央公园 神明（市政府大楼旁边） 

⑲さいかちぜき公园 西平山（西平山 2 丁目浅川左岸 长沼桥附近） 

⑳まつばやし地区广场 日野（万愿莊公交车停车场前） 

※月历中登载有各个地点的地图，请参照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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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家电（电视机、空调、冰箱、洗衣机、）的投放方法 

 

 电视机、空调、冰箱・冷冻箱、洗衣机・衣服干燥机，日野市不予收集。请委托给购买的或

换买的店来收集。另外，还可以委托给下列公司来收集。 

 

收集搬运公司 

㈲ 卫美  042-581-2637 

㈱ サダヤマ  042-581-2674 

㈱ 日野卫生公社  042-581-3177 

㈱ 日野环境保全  042-581-4331 

㈲ リクライム  042-587-6996 

 

  回收处理（包括税金） 

家电 回收处理费 

空调 ９９０日元 

电视机 
15型以下 

16型以上   

１，８７０日元

２，９７０日元 

冰箱・冷冻箱 
170 公升以下 

171 公升以上 

３，７４０日元 

４，７３０日元 

洗衣机・衣服干燥机 ２，５３０日元 

※厂家不同，回收处理费就不同。所列示的为主要厂家的。 

 

除了回收处理费以外，还需要交收集搬运费。 

有可能公司不同，收集搬运费也不同，请事前跟公司确认一下。 

可自行搬运时，可直接携带至回收地点。详情请咨询家电再生利用券中心。 

【家电再生利用券中心】电话 0120-319-640 

 

15.电脑的投放方法 

 

 电脑（台式机、笔记本电脑、CRT（阴极射线显像管）显示器、液晶显示器），按照小型家电

金属类回收。 

 对所存储的数据，日野市不负责任。投放人自己要负责删除数据后投放。 

要投放不能删除数据的电脑时，请与厂家（负责资源化的人员）咨询。具体的联系方法，请

访问该厂家的主页或参照该制品的使用说明书。 

 自己组装的电脑，请跟电脑 3R 推进协议会联系（０３－５２８２－７６８５）。 

 



- 16 - 

 

 

16.摩托车（包括排气量 50 毫升以下的）的投放方法 

 

 摩托车（包括排气量 50 毫升以下的），日野市不予收集。 

请跟废弃二轮处理店或二轮车回收电话中心（０５０－３０００－０７２７）」联系。 

 需要交回收处理费及收集搬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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