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和 2 年 4 月起，资源物资和垃圾的分类，处理方法

令和 2 年 2 月发行

◎请严格遵守垃圾回收日和堆放时间
◎各居住区域的垃圾回收日，有所不同。（垃圾的回收日，请向邻居确认或用日语向水户市垃圾对策课咨询。）
◎回收日遇法定节假日，也照常回收。但是，星期六、星期日、年底年初不回收。
◎垃圾请丢到就近的指定垃圾堆放处。
◎不可以丢弃商业垃圾。

区别分类・回收日

分类方法・处理方法
【纸类】 ①～④
①报纸类

②纸箱

（广告纸请与其他纸类③
一起处理）

③其他纸类

资源物资Ａ
（①～⑥）
每月的第
・

个星期

④纸盒子（简单地冲洗后，打开晾干。

（折叠成 1m 以内的大小） （碎小纸类加到杂志里）

请摘除塑料制的瓶口。）

（例）杂志，书籍，广告纸，纸袋，硬纸板，
笔记本，广告册子 , 文件类

洗って開いて
リサイクル

这个标志是区分的
记号

（不可用胶带）
・不要装入箱子或袋子里，请直接用绳子十字花捆绑后丢出去处理。
・单个也要捆绑。
・请去除杂物（胶带、发货票、金属针、钉子等）。
（注：贴有铝箔纸的东西，有盖子或金属瓶口的东西，作为可燃垃圾⑪处理。）
・雨天请不要丢出去。

【布類】 ⑤

材质为绵，绢、麻、毛的面料。化纤混纺的面料。
（例）男衬衫，女衬衫，西装，牛仔裤，和服，床单等

（不可用胶带）
・不要装入箱子或袋子里，请直接用绳子十字花捆绑后丢出去处理。
・单个也要捆绑。
・雨天请不要丢出去。
・不摘除扣子或拉链，可以直接丢出。
（注：被子、毛毯、毛衣，袜子等含有棉的衣类，皮・塑料制品等，作为可燃垃圾⑪处理。）

上午 8 点之前

装食品或饮料、油的瓶罐，点心罐，罐头罐等
【瓶・罐】 ⑥（小于
1 升瓶和一斗罐。1 斗罐是不燃垃圾⑫）

资源物资（①～⑩）

・瓶罐类一起装入透明或半透明的袋子里（不可以用市政指定的垃圾回收袋）丢出。
・塞子・盖子必须拿掉，里面请用水冲洗。
・罐请不要压扁形状。
（注：化妆品瓶，药品（包括口服液）瓶是不燃垃圾⑫，喷雾罐，充气瓶等必须用干净之后，作为有害垃圾⑬～⑮处理。）

【塑料瓶】 ⑦

（例）饮料类，酒类，酱油等

装食用饮料或调味料的容器

资源物资Ｂ
（⑦～⑨）

※不能当作塑料瓶回收处理的东西
（例）

盖子・标签

塑料制的
容器瓶

→作为塑料制品容器包装类⑨

【白色托盘类】 ⑧
装鱼肉菜肴等的无彩色图案的白色平底
食品盘

每月的第
・

这个标志是
区分的记号

拿掉盖子和标签，与塑料制品容器包装⑨
一起丢弃处理。
里面用水冲洗后压扁，装到透明或
半透明的袋子（不可以用市政指定垃
圾袋）里处理。

简单冲洗晾干后装到透明或半透明的袋子（不
可以用市政指定垃圾袋）里处理。

※不能当作白色托盘回收处理的容器
（例）

个星期
纳豆容器

牙签可以轻易插入

【塑料制的容器包装】 ⑨
上午 8 点之前

豆腐容器 发泡胶盒子

（例）零食袋，饭盒的容器

装食品的用过不要的塑料容器及包装袋

不干净的就简单冲洗晾干后装到透明或
半透明的袋子（不可以用市里指定垃圾袋）
里处理。

这个标志是
区分的记号

※不能当作塑料容器包装回收处理的东西
（例）

商品本身（塑料制品）

→作为可燃垃圾⑪

小型家电 (⑩)
（定点回收）
放到家庭垃圾堆放处的小型
家电，不予回收。在部分市政设
施内设置的专用回收箱回收。

彩色托盘

→作为塑料制品容器包装类⑨

回收商品：
手机，智能手机，数码相机，摄像机，便携式游
戏机，便携式录放机，IC 录音机，电子词典，
电子手册，平板电脑，便携式汽车导航，AC 稳
压器，电线，外接式存储器

在市政厅、派出所（赤塚、常澄）一部分
市民中心等处设置专用回收箱，进行回收。

污垢不容易去
掉的东西

※不能当作小型家电回收处理的东西

详情请咨询垃圾对策课（令和 2 年 4 月以
后改为减量课）。
电视，空调，
冷藏电冰箱，洗衣机 , 等

电脑

→明细请参照背面的「市政不收集处理的垃圾」

区别分类・回收日

可燃垃圾 (⑪)

分类方法・处理方法
厨房垃圾，不能回收利用的纸， 被褥类，
皮革制品等
剪枝等
・请装入市政指定的黄色可燃垃圾回收袋里丢弃。
・垃圾袋里装不下的一件大小为 1m×50cm×50cm 以内的东西，请在易见处贴一

每周星期

张黄色垃圾处理券后丢出处理。

・

可燃垃圾处理券

※不可以装到透明塑料袋或纸箱里贴上垃圾处理券后丢出。
・无法弄成 1m 以内大小的东西，请参照「大件垃圾⑯」。

上午 8 点之前

・厨房垃圾。

可燃垃圾垃圾回收袋
陶瓷器件，刀类，
玻璃类 , 金属类，等

伞，火炉，
自行车等

不可燃垃圾 (⑫)

・请装入市政指定的浅蓝色不可燃垃圾回收袋里丢弃。
・垃圾袋里装不下的一件大小为 1m×50cm×50cm 以内的东西，请在易见处贴一
张浅蓝色垃圾处理券后丢出处理。

每月的第

※不可以装到透明塑料袋或纸箱里贴上垃圾处理券后丢出。

・

・处理券上打了个洞，便于视障者的辨别。

个星期
不可燃垃圾处理券

・无法弄成 1m 以内大小的东西，请参照「大件垃圾⑯」。
・刀类和碎玻璃等危险物品，请用纸类包好后丢出。
请装到透明或半透明的袋子里，在资源物资 A
・装饮料，食品的瓶和罐是资源回收物资，

不可燃垃圾回收袋

的回收日丢出。
・棍状物（1m 以内的）用绳子捆好，请贴上垃圾处理券。

上午 8 点之前

有害垃圾 (⑬～⑮)
每月的第
・

【干电池】 ⑬

【荧光灯，水银体温计】 ⑭

干电池，
钮扣电池

荧光灯 ，
水银体温计，
水银血压计

个星期

喷雾罐，煤气打火机，
充气罐

※喷雾器、充气罐等请必须用干净。
不需要打孔。

※充电电池不可装

上午 8 点之前

【喷雾罐，煤气打火机】 ⑮

・按种类分别装入透明或半透明的袋子里（不可用市政指定垃圾袋）丢出。
床，衣橱，沙发，晒衣杆，微波炉，榻榻米等

大件垃圾 (⑯)
※提前申请，个别挨户回收

●大小尺寸：超出堆放处可回收的大小尺寸（１ｍ×50cm×50cm），单边长度 ①拨打电话中心，进行申请。
在 3m 以下，3 边（长・宽・高）合计长度在 5m 以内的东西
②在大件垃圾处理券代售店购买大件垃圾处理券，贴到大件垃
●重量：50kg 之内
圾上面。
●垃圾处理手续费（预计）：3 边合计长度不足 3m 的 500 日元
3 边合计长度在 3m-5m 之间的为 1000 日元

③大件垃圾放到房门口等临近公路的自家的地盘内。
电话中心的详情待定，定后随时通知。

市政不收集处理的垃圾
具体处理方法，请咨询垃圾对策课（令和 2 年 4 月以后改为减量课）。

ⅰ）家电 4 商品
( 空调，电视，冷藏电冰箱・冷冻电冰箱，洗衣机・衣物干燥机 )
・请咨询新品购买商店或产品销售店。

ⅲ）灭火器

ⅱ）电脑
・请咨询厂家。
・厂家不明时，请咨询一般社团法人电脑 3R 推进协会（电话：03-5282-7685）

ⅳ）农用塑料

请提前告知销售店。
・换新购买时可以委托销售店，

ⅴ）不能处理的垃圾
・请咨询零售商或销售店。

ⅶ）一时出现的大量垃圾（搬家时）
・提前联系清扫工厂，自己搬入或委托水户市一般废弃物回收搬运行业许可单位处理。

ⅵ）摩托车・轻骑摩托车
・请咨询销售店。

ⅷ）商业垃圾（商业活动产生的垃圾（事务所・商店））
・提前联系清扫工厂，自己搬入或委托水户市一般废弃物回收搬运行业许可单位处理。
・商业垃圾不可以丢到家庭垃圾堆放处。
・产业废弃物不能不能搬入。

咨询处（※仅限用日语咨询）：分类方法・处理方法⇒垃圾对策课（2020 年 4 月以后垃圾减量课）☎(029)232-9114
回收，集中堆放处⇒清扫事务所 ☎(029)241-0058（2020 年 3 月底截止。同年 4 月以后☎(029)297-5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