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 周

每　月 第

每　月 第

◆垃圾的扔弃及收集

◆自己送垃圾

箕面市清掃協議会

（以上许可业主）

也可在网站浏览垃圾回收方法。

（http://www.city.minoh.lg.jp/seibi/02_howto/00how_to_top.html )

・收集日 ・空瓶、空罐 ・塑料瓶回收点一览

・临时收集 ・指定垃圾袋的销售

・动物尸体 ・指定垃圾袋销售店一览

・家电回收 ・指定垃圾袋销售店一览

・电脑的处理 ・禁止拿走资源垃圾

・处理困难物、禁排物 ・自己送垃圾

请在收集日早上9点之前扔出。

桜井3丁目　瀬川2･4･5丁目　半町4丁目　牧落5丁目

上止々呂美全域　下止々呂美全域　森町中全域

森町北全域　森町南全域　森町西全域

ＴＥＬ 072-729-2371

瀬川3丁目　半町2･3丁目　萱野3･4･5丁目 ＦＡＸ 072-729-7337

稲2･3･4･5･6丁目　牧落4丁目　船場西全域 周一～周五（含节假日）（年底年初除外）

桜4･5･6丁目　桜井1･2丁目 上午8点45分～下午5点15分
西小路1丁目(阪急箕面线以东)　西小路2･4･5丁目

百楽荘全域　牧落1･2丁目　箕面6丁目(阪急箕面线以东)

桜1･2･3丁目　新稲1･2･3･4丁目 ＴＥＬ 072-729-4280

西小路1丁目(阪急箕面线以西) ＦＡＸ 072-728-3156

箕面6丁目(阪急箕面线以西)　箕面1･7･8丁目 周一～周五（含节假日）（年底年初除外）

温泉町全域　箕面公園全域 上午8点45分～下午5点15分

粟生外院1･2･3･4･5丁目　粟生新家2･3･4･5丁目

粟生間谷西1･2丁目　西小路3丁目　牧落3丁目　箕面5丁目

粟生外院6丁目　粟生間谷西3･4･5･6･7丁目 ◆许可业主

粟生間谷東全域　稲1丁目　外院3丁目　坊島1丁目

箕面4丁目　彩都粟生北全域　彩都粟生南全域

石丸3丁目　萱野1･2丁目　如意谷全域　白島3丁目 近畿セイビ㈱ 072-723-3226

坊島2･3･4･5丁目　箕面2･3丁目 弘伸商事㈱ 072-729-8755

石丸1･2丁目　今宮全域　外院1･2丁目　船場東全域

西宿全域　白島1･2全域

072-728-0477

10: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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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燃 垃 圾 每周2次

塑 料 饮 料 瓶 ・ 不 可 燃 垃 圾
危 险 垃 圾 ・ 大 型 垃 圾

每月2次

空 罐 ・ 空 瓶 每月2次

收集日地区划分一览 塑料瓶・不可燃垃圾・危险垃圾・大型垃圾
同以下日期

收集地区
可燃垃
圾收集

日

瓶罐收
集日

塑料饮料瓶・不可燃
垃圾・危险垃圾・大

型垃圾收集日

第1・3个星期二

桜ヶ丘全域　瀬川1丁目　新稲5･6･7丁目　半町1丁目 第2・4个星期三

环境整备室

第2・4个星期五
时
间

第1・3个星期五

第2・4个星期二

环境清运中心

时
间

第1・3个星期四

第1・3个星期一
市许可的垃圾回收搬运民营单位。（按五十音序）

第2・4个星期一

シュウロウライフ㈱ 072-725-1668
第1・3个星期三

マスダエーセイ㈱ 072-728-3980

粟生新家1丁目　小野原西全域　小野原東全域 第2・4个星期四

箕面市　家庭垃圾处理方法

每
周
星
期
一
･
星
期
四

第
1
･
3
个
星
期
三

每
周
星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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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
期
五

第
2
･
4
个
星
期
三

您所在地区的收集日

咨询机关一览

・星期

・

・祝日（假日）照常收集。

・年底年初为特殊安排，请参考《もみじだより》（红叶信息）12月期。

・请扔弃到指定场所。（如果不清楚指定场所，请咨询环境整备室。）

※公寓等租赁业主（建筑物所有者、管理者等）有责任向入住者说明垃圾分类、扔弃方法。

・

＜垃圾指南保存版＞

星期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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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收集日早上9点之前扔出。

※即使只有一部分含有金属、玻璃、陶器也要按“不可燃垃圾”处理。

・装入市指定的垃圾袋"燃えるごみ専用袋"。

・袋口牢系成十字形。

・一个收集日虽然没有回收量的限制，但如搬家、大扫除、搞活动等超出日常生活垃圾排放量时，
请申请临时收集。

●草・落叶・剪伐枝叶等
【①草・树叶・小的树枝等】　

【②树・树枝・树根・竹・藤蔓等】

　※同一收集日①②合起来总共可扔出10个。
・也可以使用可燃垃圾专用袋，按通常可燃垃圾处理。

●报纸・杂志・瓦楞纸等

关于集团回收，环境整备室
环境整备室：电话:（072－729-2371）

请协助推进资源垃圾的回收。

●详情请参考指定垃圾袋的发放・销售章节。

・用完免费发放的可燃垃圾袋时，请自行购买。
（在箕面市没有住民注册的，需要自己购买。）
・专用袋请到“箕面市指定垃圾袋等销售店”购买。

【可燃垃圾专用袋的销售价格】
容量 个数 价格

20升 10个 418日元

30升 10个 628日元

●可以燃烧的物质，能装入市指定的“可燃垃圾专用袋”。

“沥干水分”、“大的尽量弄小”等，只要想办法尽量减少垃圾排放，市免费发放的指定
垃圾袋应该够用。

　装入40升以内的透明塑料袋（非指定垃圾袋也可以）扔出。
（袋口要系牢）

　直径不超过7㎝，且长度不超过50㎝，重量在可搬运范围内，用绳子捆绑好扔出。
（请用可燃材质的绳子捆绑。）

虽然也可作为“可燃垃圾”处理，但是请协助和配合实施集团回收的社区
活动，以减少焚烧垃圾，实施垃圾资源化，。

方便面容器       泡沫塑料            洗发水容器
厨房垃圾          纸尿裤         落叶・剪伐枝叶         

鞋子

方便

※ 硬塑料和软塑料都是可燃垃圾

没有回收标志的塑料瓶   塑料瓶的瓶盖和标签        塑料袋

可 燃 垃 圾 （ 每 周 2 次 ）

扔弃方法

不要混入其他垃圾

可燃垃圾专用袋

例如　厨房垃圾、纸・塑料・布・皮・木・橡胶等制品

捆绑好扔出

报纸・杂志・瓦楞纸箱等通过社

区的集体回收或市的回收队回

报纸・杂志     牛奶盒      瓦楞纸           

２



※请在收集日早上9点之前扔出。

・请自备不积存雨水的筐子。

・硬塑、金属等任何材质都可以。

请参考塑料瓶回收站一览。

・没有塑料瓶回收再利用标志的。
・赃物去除不掉的。
・瓶内有东西的。

●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规定的带有“PET瓶识别标志”的塑料瓶。

即使是PET树脂的塑料瓶，也有不是回收资源的，与其他塑料容器包装的区别是不带有塑料瓶回收再利用
的标志。

塑 料 瓶 （ 每 月 ２ 次 ）

扔出方法

也可以扔到超市、商店或公共设施里设置的回收箱内。

塑料瓶是指带有回收再利用标志的塑料瓶

不能回收的塑料瓶

眼药水等的容器   洗涤剂・化妆品等的容器   食用油・佐料等的容器

不收集没有回收再利用标志

带有左侧标志的果汁、酒、

调味品等的食品、饮料用塑

清凉饮料                  瓶装咖啡、乳饮料、醋、无油调料等        酒类                 酱油加工品    

（面的调味汁等）、酱油、

甜味调料等 

踩中间的话，

取下瓶盖

和标签

瓶盖和标签为可

量多时可

以踩扁

冲洗
不要装到袋子里，请直接

放到筐里
放入筐型

容器

３



※请在收集日早上9点之前扔出。

・请装入市指定的垃圾专用袋“燃えないごみ専用袋”扔出。　（一个收集日最多可扔2袋）
（如果垃圾露出垃圾袋则不能收集。请试着折断、弯曲或解体装入垃圾袋里）

・袋口请牢系成十字。

・玻璃、刀具要用纸包好或再放入垃圾袋中间，并在印在垃圾袋上的“危険物”上画圈。

●以下垃圾不能在不可燃垃圾收集日扔出。

・家电回收再利用品　　※请参考家电回收再利用品章节。

・电脑回收对象品　　※请参考个人计算机的章节。

・处理困难物品　　※请参考非常规收集垃圾（处理困难物品）的章节。

・禁排物品　　※请参考市内无法处理的垃圾（禁排物品）的章节。

以下垃圾属于处理困难物品。
●需要收集的请联系环境整备室（072-729-2371）
・钢丝床垫
・废轮胎
・排气量50cc以下的摩托车
・汽车部件
・灭火器（仅限用完的）
・土砂、水泥混凝土、砖（最多各20升）
・长超过3米的东西（仅限可以搬运的）

【请自己购买】

・专用袋请到“箕面市指定垃圾袋等销售店”购买。
●详情请参考指定垃圾袋的发放・销售章节。

【不可燃垃圾专用袋的销售价格】
容量 个数 价格

20升 5个 524日元
30升 5个 786日元

●详情请参考临时收集章节。

・搬家、大扫除等一次扔出大量垃圾时。

・扔出处理困难物品时。※请参考非常规垃圾收集（处理困难物品）的章节。

・一次性处理超出规定的限量时。

●含有金属、玻璃、陶器的制品，能装入市指定垃圾袋“燃えないごみ専用袋”的。

不燃垃圾（不可燃垃圾）每月2次

扔出方法

陶器、玻璃类、金属制品、灯泡、化妆品等食品以外的空瓶、点心盒等

大的空罐

不可燃垃圾专用袋

　以下情况请申请临时收集（收费）

  灯泡         收录机              剃须刀           化妆品瓶        含有金属、玻璃、陶器的垃圾

锅               折叠伞

玻璃、陶器          手机

４



※请在收集日早上9点之前扔出。

　　　纽扣电池属于不可燃垃圾。

因打了孔的便携式瓦斯罐、喷雾罐引发火灾的情况，在全国时有发生。

因此改为即使没有用完，不打孔也可以扔出。　

危险垃 圾 （ 每 月 2 次 ）

扔出方法

荧光灯、干电池、体温计（水银）

打火机、便携式瓦斯罐・喷雾罐

绝对不要装入袋子里！

为了防止破损和散

乱，请用换买的包

装入透明的袋子里扔 装入透明的袋子里扔 直接放入筐型容器扔

分别装入不同的袋子

不要放入筐型容器

※ 不要使用装塑料瓶

筐。

不要

打孔

没有用

完也

一定要直接装

入“筐型容器”
里扔出。

    

如果装入不可燃垃圾袋和其他垃圾一起扔出，操

作人员不易发觉，直接扔入收集车，会造成车辆

火灾。

便携式瓦斯罐、喷雾罐绝对不要装入袋子，要直

接放入“筐型容器”。

荧光灯 干电池・体温计 打火机
便携式瓦斯罐

喷雾罐

５



※请在收集日早上9点之前扔出。

・请测量最长的部分（长边）。

・每一件物品都要贴“大型ごみ処理券”（大型垃圾处理券）。 1个收集日只能扔出1件。

・石油炉和石油加热炉要放干或用干灯油，一定要取出干电池。
（因为会引发火灾，所以一定要遵守）

●以下垃圾不能在大型垃圾日扔出。
・家电回收再利用品　　※请参考家电回收再利用品章节。
・电脑回收对象品　　※请参考个人计算机的章节。
・处理困难物品　　※请参考非常规收集垃圾（处理困难物品）的章节。
・禁排物品　　※请参考市内无法处理的垃圾（禁排物品）的章节。

以下垃圾属于处理困难物品。
●需要收集的请联系环境整备室（072-729-2371）

钢丝床垫、废轮胎、排气量50cc以下的摩托车、汽车部件、

灭火器（仅限用完的）、土砂、水泥混凝土、砖（最多各20升）

长边超过3米的东西（仅限可以搬运的）

・需要各自购买

・请将"大型ごみ処理券"贴在收集操作人员容易看到的地方。

・处理券的存根请保留到收集作业完了后。

・购买的金额不退还。如有破损或丢失也不重新发行。

・处理券请到“箕面市指定垃圾袋销售店”购买。

●详情请参考指定垃圾袋的发放・销售章节。

●详情请参考临时收集章节。
・搬家、大扫除等一次扔出大量垃圾时。

・扔出处理困难物品时。※请参考非常规垃圾收集（处理困难物品）的章节。

・一次性处理超出规定的限量时。

1.5米以内，１张

超过1.5米、3米以内，2张

●无法装入市指定的垃圾袋，且长边不超过3米，可搬运的东西

长边（最长的部分）

不易粘贴处理券的被褥，可以将处理券
贴在绳子上。

大型ごみ処理券
１枚３１４円

税込額

大 型 垃 圾 （ 每 月 2 次 ）

扔出方法

大型垃圾处理券是・・・

例如　柜子、桌子、椅子、地毯、被褥、自行车等

（长边）

　以下情况请申请临时收集（收费）

长边超过1.5米时，

需要2张处理券
（长边）

６



※请在收集日早上9点之前扔出。

・不要有残留，并进行简单冲洗。
（如果里面有残留，则不被收集）

・不要装入袋子，将空罐直接放入“筐型容器”。

・请各自准备不积存雨水的筐子。（不限材质可以是硬塑、金属等）

・宽、厚超过15㎝/长超过20㎝的罐，会卡住分选机器，所以不能回收。
（请按不可燃垃圾扔出）

・食品、饮料以外的空罐属于“不可燃垃圾”。

・喷雾罐、便携式瓦斯罐等属于“危险垃圾”。

※请在收集日早上9点之前扔出。

・不要有残留，并进行简单冲洗。
（如果里面有残留，则不被收集）

・不要装入袋子，将空瓶直接放入“筐型容器”。

・请各自准备不积存雨水的筐子。（不限材质可以是硬塑、金属等）

・非食物、饮料用的瓶（药品瓶等）、杯子、玻璃制品等属于“不可燃垃圾”。

・周转用瓶（啤酒瓶、日本酒瓶等）请拿到销售店。

将空罐直接放入“筐型容器”。

将空瓶直接放入“筐型容器”。

●可作为资源回收的空罐

※一旦将超出规定尺寸的空罐放上处理线，会有可能引发处理机故障。

●可作为资源回收的空瓶

果汁、调味料等的食物・饮料用瓶

扔出方法

不能回收的瓶

空 罐 （ 每 月 2 次 ）

宽度和厚度在15㎝以下，长不超过20㎝的罐

扔出方法

不能回收的罐

空 瓶 （ 每 月 2 次 ）

罐头的罐 　　　铝或钢的罐

　　　　　　　（20cm)以下

牛奶瓶、啤酒

瓶、一升瓶等

周转用瓶，请

直接返还到

玻璃、陶

７



○打电话到环境整备室申请预约。

・受理・・・星期一～星期五（年底年初除外）上午8点45分～下午5点15分

・请至少提前一周预约。

　（根据时期不同，有可能不能满足您的要求。）

・收集时间可以选择上午或下午。

　（不能指定时间。）

・根据量的多少，有可能分几次收集。

○费用请在收集时交现金给收集作业人员。

费用・・・１立方米2,520日元

※不需要“大型垃圾处理券”和市指定的专用垃圾袋。

・收集时需要到场。（代理人也可）

・请将垃圾放到可燃垃圾等的堆放处，或能通行2吨车的路边。
　(收集作业人员不进入屋内)

・不需要指定垃圾袋和处理券。
　（请注意即使使用或粘贴处理券，临时收集费用也不会降低。）

・未用完的物品请直接交给收集作业人员。

・请委托许可业者收集。　

〔以上许可业者的团体代表联系方式〕　箕面市清扫协议会　℡072-728-0477

・星期一至星期五（年底年初、节假日除外），上午10点到下午4点。
・费用等详情请咨询许可业者。

近畿セイビ株式会社 箕面市半町4-3-44 ℡072-723-3226

弘伸商事株式会社 箕面市石丸2-5-13 ℡072-729-8755

株式会社シュウロウライフ 箕面市石丸2-6-31 ℡072-725-1668

マスダエーセイ株式会社 箕面市西宿1-1-10-201 ℡072-728-3980

临 时 收 集 （ 申 请 制 ）

以下情况

请申请临时收集。

　搬家、大扫除等一次扔出大量垃圾时。

　希望一次性处理超出规定限量的垃圾。

　※排出限量

　　・不燃垃圾（1次不超过2袋）

　　・大型垃圾（1次只限1个）

　　・草・叶子・树枝等（1次不超过10个）

　需要来收集“处理困难物品”。

　一览表请参考（处理困难物品）的章节。

临时收集的费用

申请电话    　072-729-2371

申请方法

当天注意事项

“当天不能到场”、“从家里搬不出来”等情况・・・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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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如果希望收集，请打电话到环境整备室（072-729-2371）申请。
　　・申请受理时间・・・星期一～星期五（年底年初除外）上午8点45分～下午5点15分
　　・费用・・・每只2,100日元

（２）也可以直接送到环境清运中心(clean center）。
　　・受理・・・星期一～星期五（年底年初除外）
　　・费用・・・每只1,050日元

　※如果需要动物的骨灰，请在交送尸体时说明。

　※不能进行单独焚烧、宠物葬礼、家人拾骨等仪式。

・请将死亡的地点告诉环境整备室（072-729-2371）。

宠物死后

　野狗、野猫等死亡

动 物 的 尸 体

在环境清运中心(clean center），动物的尸体与垃圾是分别焚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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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电视机（显像管式・液晶式・等离子式）、冰箱・冰柜、洗衣机、衣物烘干机

・委托当初购买的商店，或换购新家电的商店回收。
・需要回收再利用费和收集搬运费。费用请向各商店咨询。

到邮局领取“家電リサイクル券”（家电回收再利用券），填写相关事项支付回收再利用费。
※费用按制造商、画面大小、体积等不同而不同。
※请在申请前确认好制造商、规格(画面大小、容量等）。

在旧家电上粘贴“家電リサイクル券”(家电回收再利用券）。
※揭掉背纸贴到指定部分。

送到以下指定交易场所。
・日本通運㈱大阪支店豊中倉庫　06-6862-1423
・日本通運㈱茨木支店自動車営業課 072-643-5091

〔以上许可业者的团体代表联系方式〕　箕面市清扫协议会　℡072-728-0477

・星期一至星期五（年底年初、假日除外），上午10点到下午4点
・收取回收再利用费用和收集搬运费。费用等详情请咨询许可业者。

到邮局领取“家電リサイクル券”（家电回收再利用券），填写相关事项支付回收再利用费。
※费用按制造商、画面大小、体积等不同而不同。
※请在申请前确认好制造商、规格(画面大小、容量等）。

在旧家电上粘贴“家電リサイクル券”(家电回收再利用券）。
※揭掉背纸贴到指定部分。

打电话到市里申请临时收集。
希望收集时联系环境整备室（072-729-2371）。

3,670日元
3,670日元 　冰箱・冰柜（250升以下）
5,240日元 　冰箱・冰柜（250升以上）

到邮局领取“家電リサイクル券”（家电回收再利用券），填写相关事项支付回收再利用费。
※费用按制造商、画面大小、体积等不同而不同。
※请在申请前确认好制造商、规格(画面大小、容量等）。

在旧家电上粘贴“家電リサイクル券”(家电回收再利用券）。
※揭掉背纸贴到指定部分。

自己送到环境清运中心（clean center)　。
星期一～星期五（年底年初除外）上午8点45分～下午5点15分

2,100日元
2,100日元 　冰箱・冰柜（250升以下）
3,150日元 　冰箱・冰柜（250升以上）

※各制造商的回收再利用费用请咨询（财）家电制品协会家电回收再利用券中心。
（财）家电制品协会家电回收再利用券中心（0120-319640）　http://www.rkc.aeha.or.jp/text/p_price.html

近畿セイビ株式会社 箕面市半町4-3-44 ℡072-723-3226

弘伸商事株式会社 箕面市石丸2-5-13 ℡072-729-8755

株式会社シュウロウライフ 箕面市石丸2-6-31 ℡072-725-1668

マスダエーセイ株式会社 箕面市西宿1-1-10-201 ℡072-728-3980

另收手续费
　空调、电视机（显像管式・液晶式・等离子式）、洗衣机、衣物烘干机

另收手续费
　空调、电视机（显像管式・液晶式・等离子式）、洗衣机、衣物烘干机

请从以下5种方法中选择

属于家电回收再利用法的电器

① 记得当初购买的商店，或换购产品时

② 自己送到“指定交易场所”　　※只收取回收再利用费。

③ 委托以下许可业者回收　（收取回收再利用费、手续费）

④ 向市里申请临时收集　（收取回收再利用费、手续费）

⑤ 送到清运中心（clean center)　（收取回收再利用费、手续费）

处 理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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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式计算机主体、笔记本电脑、
　液晶显示器、ＣＲＴ显示器、
　液晶显示器一体型电脑、ＣＲＴ显示器一体型电脑

Step1 确认有无制造商名称和回收再利用标志

Step2

Step3

Step4

Step5

Step6

Step1 确认有无制造商名称和回收再利用标志

Step2

Step3

Step4

・打印机等周边机器、语言处理机、PDA、使用说明书等手册、CD-ROM等属于对象外。

・详细区分等请参考“电脑３Ｒ推進協会”的网站。

家庭不要的电脑根据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由各制造商回收再利用。

打电话给制造商申请回收

制造商给邮寄汇款表格

到金融单位支付回收再利用费

制造商给邮寄“エコゆうパック伝票”（环保邮包单）

将电脑送到附近的邮局，或联系邮局前来收货。

（收货受理免费电话 0800-0800-111）

打电话给制造商申请回收

制造商给邮寄“エコゆうパック伝票”（环保邮包单）

将电脑送到附近的邮局，或联系邮局前来收货。

（收货受理免费电话 0800-0800-111）

请向制造商申请回收。

有PC回收再利用标志的电脑（平成15年10月以后销售的产品）
因为电脑里包含了回收再利用费，所以不需要再支付回收再利用费。

没有制造商的电脑（组装机、制造商倒闭或停产）请咨询以下电脑3R推进协会

个 人 计 算 机

「一般社团法人电脑３Ｒ推进协会」

网址　http://www.pc3r.jp/
电话号码　03-5282-7685

① 没有回收再利用标志的

② 有回收再利用标志的

处 理 方 法

确认有没有PC回收再

利用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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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处理困难，所以不做为通常垃圾收集

※也可以送到环境清运中心(clean center)。

・钢丝床垫

・废轮胎

・排气量50cc以下的摩托车

・汽车部件

・灭火器（仅限用完的）

・土砂、水泥混凝土、砖（最多各20升）

・长边超过3米的东西（仅限可以搬运的） 土砂、水泥混凝土、砖

（最多各20升）

本市不能处理的垃圾

＊详情请咨询环境清运中心（072-729-4280）。

不能委托当初购买的商店、销售店或制造商处理时・・・

按废弃物处理法等法令本市不处理的垃圾

・箕面市外产生的垃圾

・产业废弃物（法令指定的生产经营中产生的垃圾）：请到网站查阅一览表。

（http://www.city.minoh.lg.jp/shigen/07_jigyoukei/03_sanpai_list.html )

钢丝床垫 废轮胎 50cc以下的摩托车

汽车部件 灭火器

禁排理由 禁排物品 处理方法

有毒性 毒药、烈性药、农药及类似东西
请向当初购买的商店、销售店或制造商咨
询。

有恶臭
不能装入可燃垃圾专用袋的呕吐物、动物的粪便
及类似东西

能倒入厕所冲掉的，倒入厕所冲掉，不能
倒入厕所的，用纸包好不要露出恶臭，放
入可燃垃圾专用袋。

・没有抽空气体的便携式煤气罐、喷雾罐 完全用完，打孔后扔出。（参考第2页）

・高压煤气（液化气等）的容器

・石油・灯油・汽油等油类

・没有进行预防危险的锐利刀具、玻璃碎片及类
似物品

用纸包好，放入不可燃垃圾专用袋并在
“危险物”上划圈。

特别管理的一般废弃物 有传染性的家用医疗器具及类似物品 请咨询当初领取的医疗机关或药店。

・超过20升的土砂、水泥混凝土、砖

・排气量50cc以上的摩托车

・保险箱（手提保险箱除外）

・钢琴

以下垃圾请申请“临时收集”。

＊详细请咨询环境清运中心(clean center)
（072-729-4280）。

不收集以下垃圾。也不能送到环境清运中心(clean center)。

爆炸或有爆炸可能
请向当初购买的商店、销售店或制造商咨
询。

防碍其他废弃物的处理
请向当初购买的商店、销售店或制造商咨
询。

请委托许可业者（市许可的垃圾收集搬运业者）处理。
（联系方式请参考本册子的封面）

处 理 困 难 物 品

禁 止 排 放 物 品

法 令 禁 止 的 垃 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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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回收点 住所 (类别)

マルヤス　箕面店 粟生間谷西3-13-1 ●

スーパーこのみや 粟生間谷西2-6-3 ●

粟生間谷東 食品館アプロ　箕面店 粟生間谷東1-34-5 ●

石丸 マックスバリュ箕面外院店 石丸2-10-70 ●

稲 ライフ　箕面店 稲1-10-13-2 ●

桜 食賓工房　北乃屋　箕面店 桜5-13-11 ●

桜井 ダイエー桜井駅前店 桜井2-9-33 ●

西宿 イオン箕面店 西宿1-15-30 ●

半町 フレスコ桜井店 半町3-15-10 ●

いかりスーパーマーケット　箕面店 箕面6-5-16 ●

鮮度館コーヨー　箕面店 箕面6-5-21 ●

●：合作店铺等　（与店铺的合作，在店面设置市的回收箱） 

☆：公共设施　（设置市的回收箱）

※根据店铺的情况，有可能在不告知的情况下撤销回收点。

箕面市常设塑料瓶回收站一览表

平成31年４月现在

粟生間谷西

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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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垃圾的规定如下表所示

　■可燃垃圾“原则上免费”

　家里有婴幼儿、老年人、残疾人等使用纸尿裤的，另外提供相应的免费垃圾袋。

 ■不燃垃圾（不可燃垃圾）收费

　不可燃垃圾袋没有免费供应。（请购买不可燃垃圾专用袋。）

　■大型垃圾　收费

　大型垃圾，没有免费供应。（请购买大型垃圾处理券。）

　■资源垃圾　免费

　为了促进垃圾资源化，可免费扔弃。

　■危险垃圾　免费

　为了确保收集的的安全，可免费扔弃。

指定垃圾袋的销售价格如下表。

　只要遵守资源物、危险物的处理方法，就可以免费扔弃。

经济手法导入后垃圾减少效果

种类 容量 单位 销售价格

20升袋 10个1套 418日元

30升袋 10个1套 628日元

20升袋 5个1套 524日元

30升袋 5个1套 786日元

大型垃圾处理券 - 1张 314日元

　可燃垃圾处理的原则免费／部分收费的制度是对超出规定量的垃圾排放设定经济负担，通过经济手段
提高减少垃圾的意识。

　比起“不管扔多少都免费”来，“只要减少就不需要花钱”这种做法会激发大家减少垃圾的热情。另外，比
不论多少大家都一起分担的要公平。

　减少垃圾排放，每一位市民的意识至关重要。把能回收再利用的进行分别，能不扔的继续使用等，这种
增强减少垃圾排放的意识是最重要的。

箕面市为提高减少垃圾、垃圾资源化的意识，按垃圾的排放量公平负担处理成本，所以对部分家庭垃圾
处理进行收费。

　在市内注册了住居的，每年按家庭人数提供一定数量的免费垃圾袋。
　不足的部分，请另行购买。

可燃垃圾专用袋

不可燃垃圾专用袋

　指定垃圾袋等的销售价格，除了垃圾袋及垃圾处理券本身的成本价，还有垃圾处理时产生的部分费用
（大约一半）。这不仅是为了保证按垃圾排出量多少负担成本的公平性，同时通过垃圾处理是有费用的这
种切身感受，增强“减少垃圾”的意识。

平成15年度制度修正后，虽然市人口每年都在增长，但平成25年度的垃圾排出量比平成15年度减少了约
11.6％，之后也没有反弹。这是每位市民的合作和减少垃圾排放的意识增强而取得的成果。

指 定 垃 圾 袋 的 发 放 、 销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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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店名称 住址 电话号码

あ 粟生外院 （株）ピーコックストア箕面外院店 粟生外院1-17-35 730-0701

ドラッグストアサーバ箕面東店 粟生外院1-20-3 726-1373

サークルケイ・粟生外院店 粟生外院2-17-6 727-5630

粟生新家 ひまわり薬局 粟生新家3-5-18 734-8551

スギ薬局箕面小野原店 粟生損家4-1-14 734-7961

粟生間谷東 食品館アプロ箕面店 粟生間谷東1-34-5 726-7705

美容室アドヴァン 粟生間谷東5-30-8 728-3426

大阪大学生活協同組合箕面店 粟生間谷東8-1-1 730-2743

粟生間谷西 野口酒店 粟生間谷西2-6-2-102 729-2001

コノミヤ箕面店 粟生間谷西2-6-3 728-0561

キリン堂薬店粟生間谷店 粟生間谷西3-10-30 749-3580

マルヤス箕面店 粟生間谷西3-13-1 730-2900

山城屋商店 粟生間谷西6-5-7 728-1260

い 石丸 ホームセンターコーナン箕面今宮店 石丸1-3-6 749-5011

寺西酒店 石丸1-30-2 729-6520

マックスバリュ箕面外院店 石丸2-10-70 730-0610

ドラッグストアサーバ箕面石丸店 石丸2-16-13 749-5521

ライフ箕面店 稲1-10-13 725-0131

稲 （株）ハピネス 稲1-5-31 722-8980

稲米穀店 稲3-3-6 721-3001

浜田商店 稲4-2-31 729-8408

今宮 ローソン箕面今宮三丁目店 今宮3-19-28 726-3308

ドラッグストアサーバ箕面今宮店 今宮4-10-54 749-3131

セブンイレブン箕面今宮4丁目店 今宮4-1-4 730-8660

お 小野原東 細川米穀店 小野原東2-1-39 729-2666

ローソン小野原東店 小野原東3-9-29 729-8655

関西スーパーマーケット小野原店 小野原東5-1-1 728-1821

ファミリーマート小野原東店 小野原東5-8-12 727-3217

ウェルシア小野原店 小野原東6-1-30 749-1885

小野原西 ライフォート小野原店 小野原西6-12-17 726-9191

ファミリーマート箕面小野原西店 小野原西6-1-7 749-0121

ウェルシア箕面小野原西店 小野原西6-2-3 749-5210

か 萱野 （株）橋本 萱野2-2-27 723-3232

ホームセンターコーナン箕面萱野店 萱野5-5-8 726-5192

さ 桜 ライフォート佐久良店 桜1-1-1 720-0830

サンドラック箕面桜店 桜1-7-6 720-7291

ハラダ酒店 桜5-1-7 722-3920

食賓工房　北乃屋　箕面店 桜5-13-11 725-5600

桜井 デイリーヤマザキ箕面桜井店 桜井2-1-20 721-2015

ハタナカ商店 桜井2-7-10 723-3221

グルメシティ桜井店 桜井2-9-33 723-9211

ショップそよかぜの家 桜井3-8-2-103 722-6161

桜ヶ丘 菅原商店 桜ヶ丘1-12-40 723-1155

（有）末田商店 桜ヶ丘1-4-24 722-3201

岡田米穀店 桜ヶ丘1-7-39 721-5074

（株）ピーコックストア箕面桜ヶ丘店 桜ヶ丘3-14-16 724-2700

コープ箕面 桜ヶ丘5-6-6 721-2025

彩都粟生南 ファミリーマート彩都粟生南店 彩都粟生南2-12-1 749-3385

（株）アヤハディオ箕面彩都店 彩都粟生南2-12-8 749-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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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面市指定垃圾袋等销售店一览表

所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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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店名称 住址 电话号码
し 下止々呂美 セブンイレブン箕面森町南店 下止々呂美539-1 739-0006

照葉の里 下止々呂美561 739-1186

せ 瀬川 社福あかつき福祉会 瀬川3-3-21 722-3318
阪急オアシス箕面店 瀬川5-1-1 720-7337

ローソン瀬川店 瀬川5-2-3 723-9585

船場西 コウセイ堂薬局 船場西1-8-26-102 728-6757

スーパーノダヤ箕面船場店 船場西2-12-4 728-2256

ファミリーマート箕面船場店 船場西3-1-1 749-4323

船場東 セブンイレブン箕面船場東店 船場東2-1-20 727-7750

阪急オアシス箕面船場店 船場東3-2-26

に 新稲 ユニカムドラッグ桜ヶ丘店 新稲7-17-17 720-6218

西宿 イオン箕面店 西宿1-15-30 726-0888

ファミリーマート箕面西宿店 西宿1-6-7 749-4450

西小路 たんぽぽのわたげ 西小路1-5-5 725-6807

ウェルシア箕面西小路店 西小路2-8-28 720-2320

竹森米穀店 西小路3-10-8 721-3339

かどや茶舗 西小路4-3-1 721-3350

如意谷 フレッシュフーズキクヤ 如意谷2-8-32 722-3570

コープミニ ルミナス箕面 如意谷4-6-19 724-8761

は 白島 ファミリーマート箕面白島店 白島2-29-19 720-7330

半町 佐々木米穀店 半町2-2-36 721-2644

フレスコ桜井店 半町3-15-10 720-6811

ひ 百楽荘 浦米穀店 百楽荘2-1-2 721-2861

（有）いまなか 百楽荘4-1-5 722-2038

ほ 坊島 コープ箕面中央 坊島1-1-15 720-3021

サンドラッグ箕面店 坊島1-2-20 720-7501

キリン堂薬店坊島店 坊島1-2-50 725-6620

松井商店 坊島3-18-1 721-7016

セブンイレブン箕面坊島5丁目店 坊島5-1-32 722-7211

ホームセンターコーナンPRO箕面坊島店 坊島5-6-10 721-9957

ま　 牧落 ローソン箕面牧落３丁目店 牧落3-14-39 724-8850

ドンキホーテ箕面店 牧落4-1-30 723-7576

ジャパン箕面店 牧落5-4-8 722-2711

み 箕面 梅原酒店 箕面1-8-2 721-3232

（株）花畑商店 箕面2-1-5 721-3104

東田酒米穀店 箕面4-5-12 722-2036

末田商店 箕面5-10-14 721-7005

門野米穀店 箕面5-1-29 722-5465

セブンイレブン箕面５丁目店 箕面5-1-11 722-7611

住山米穀店 箕面6-2-5 721-3107

デイリーヤマザキ箕面駅前店 箕面6-2-5 722-0130

箕面市シール会 箕面6-3-1-207 720-3000

ドラッグストアマルゼン箕面店 箕面6-5-11 725-1200

（株）いかりスーパーマーケット箕面店 箕面6-5-16 724-3190

鮮度館コーヨー箕面店 箕面6-5-21 720-5040

＊市外 デイリーカナートイズミヤ池田旭丘店 池田市旭丘1-4-1 760-1238

フレンドマート彩都店 茨木市彩都あさぎ1-2-1 072-640-1440

ファミリーマート彩都西駅前店 茨木市彩都やまぶき1-1-46 640-1023

阪急オアシスときわ台店 豊能郡豊能町東ときわ台3-1-2 072-738-2962

箕面市指定垃圾袋等销售店一览表（续）

所在地区

※平成28年4月现在　
※根据店铺的情况，有可能在不告知的情况下撤销回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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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①

②

②

③ 上述①.、②.都要在规定的时间和场所扔出。

筐容器系挂用告示牌

①

②

市或市的委托业者回收时

垃圾堆放处用告示牌

自主活动的集团回收

资源物资回收活动的资金是充实团体活动的重要资金来源。
擅自拿走的行为可以说是夺取活动资金的恶劣行为。根据本
市的条例，保护团体的资源物资回收活动。

对于擅自拿走资源物资的，首先市会给予指导和禁止命令。
不履行禁止命令的，会报警，通过起诉认定有罪的，将处于
1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筐型容器扔出的空罐、空瓶、塑料瓶。 集团回收时的扔出的旧纸、旧布等 。
自主回收的资源物资等。

不是。儿童会或自治会进行自主集体回收的，作为团体的活动资金使用。在本市，有为了确保团体
的活动资金，进行自主集团回收空罐的儿童会和自治会。

集体住宅等有堆放处的，在堆放处设置“持ち去り禁止”的告
示牌（市提供），用筐容器等扔出。

在集团回收日，将旧纸、旧布等扔到标明集团回收品堆放处的
地方。

在集团回收日扔出的旧纸、旧布上标明集团回收团体名称和禁
止擅自拿走的告示。①.以外用筐容器等扔出时，在容器上系挂“持ち去り禁止”的

告示牌（市提供）扔出。 集团回收的物资，最终在再生资源近代化协议会池田支部回
收。传单贴纸等 请咨询各回收业者。

禁 止 擅 自 拿 走 资 源 物 资

保护儿童会和自治会的活动 擅自拿走会有1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禁止擅自拿走的资源物资”是指哪些东西？

扔出的资源物资都是市所有吗？

“禁止擅自拿走”的扔出方法

空罐、空瓶、塑料瓶 地区的集团回收旧纸、旧布

非以上方法扔出的空罐等的资源垃圾，不属于禁止擅自拿走物资。

在集团回收日，明确集团回收品堆放处，并设置回收用容器。

在回收容器上要明确标识回收团体名称和禁止擅自拿走的

告示等。

属于自主回收。所以请自行准备标明排出团体名称、销售

（委托回收）业者名称，及“禁止擅自拿走”的贴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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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把垃圾送到环境清运中心时请遵守以下接收规定。

长边不超过70cm

长边不超过30㎝

长边不超过30㎝

长边不超过70cm

长不超过2m、宽不超过60㎝

长不超过2m、宽不超过1m

长不超过2m、宽不超过60㎝

长不超过2m、宽不超过60㎝

长不超过2m、宽不超过1m

※接收标准规定有不接收或需要处理后才接收的物品，请事先咨询。

咨询 地址：箕面市大字粟生間谷2898番1 ★可以看到高的烟筒。

搬入时间

・因为市不收集搬运／处理产业废弃物，所以请委托产业废弃物处理业者处理。

许可种类、业者名称等请参考大阪府HP等 。（http://www.pref.osaka.jp/jigyoshoshido/）

・如果事业所同时是住宅，住宅的垃圾和事业所的垃圾请分开处理。

・事业主请尽可能资源再利用。比如报纸、瓦楞纸等请旧纸回收业者回收等 。

品目 长・宽 直径 形状及分量 接收量

杂草 分类、不捆束

不满30㎝ 分类、不捆束

超过30㎝ 分类

树根类 不超过30㎝ 分类、不捆束去掉泥沙的 １天不超过8立方米

竹及籐蔓 分类、不捆束 １天不超过8立方米

榻榻米类 １天不超过4立方米

三合板等废材类 分类、可搬运的重量 １天不超过2立方米

钢材 分类、厚度2㎜以内，可搬运的重量 １天不超过1立方米

长的东西、重的东
西、绳子、胶带类

分类、可搬运的重量 １天不超过1立方米

其他一般废弃物 分类、可搬运的重量 １天不超过4立方米

环境清运中心

市不收集店铺、事务所、工厂等经营而产生的垃圾（事业类一般废弃物）。

※只限市内产生的垃圾。

１天不超过8立方米
剪伐枝叶・伐木

072-729-4280

事业类一般废弃物收集
搬运许可业者的联系方
式在本册子封面有记载

处理方法②

自己把垃圾送到环境清运中心（clean center）

环境清运中心（clean center）的手续费　每10㎏57日元14钱（不含税）

国道171号線

新

御

堂

筋

府道箕面池田線（山麓線）

勝尾寺口

市役所

箕面ドライブウェイ

皿池

公園

←环境清运中心

（clean center）

萱野

牧落

公司、事业所排出的垃圾（事业一般废弃物、产业废弃物）是指・・・

自己送到环境清运中心

处理方法①

委托许可业者收集

勝尾寺

案内看板設置場所

※请按操作人员指示卸落垃圾。

※请按本手册的分类方法进行分类。

星期一～星期五（含节假日  ）

上午9点～下午5点

星期六･星期日不受理（有特别受理的日

子  ）。

年底年初及星期六的受理日期刊登在市

报《もみじだより》（红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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