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 冈 市

保存版

家庭垃圾
规章手册

可以收到
垃圾丢弃
日期的通
知！

垃圾减量的吉祥物“轻轻”

可燃垃圾
（每周2次）

不可燃垃圾
（每月1次）

空玻璃瓶、PET塑料瓶
（每月1次）

星期

·

可以查找
垃圾的分
类方法！

晚上

第

个星期

晚上

第

个星期

晚上

请添加好友哦！

年底年初（12月31日～1月3日）不回收垃圾。※详细内容请事先参考《市政时报》或福冈市的官方网站。

大件垃圾
－ 事先申请制 －

大件垃圾受理中心

092-731- 1153

受理时间：星期一～星期六 9：00～17：00（12月29日～1月3日休息）

LINE官方账号名称:福岡市
LINE ID : @fukuok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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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冈 市的 垃 圾 丢 弃 规 则
①请对垃圾进行精确分类。
○家庭垃圾 家庭垃圾分为“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空玻璃瓶、PET塑料瓶”、“大件垃圾”
四个类别。

可燃垃圾
➡详情请见第 7 页

不可燃垃圾
➡详情请见第 8 页

空玻璃瓶、PET 塑料瓶
➡详情请见第 9 页

大件垃圾
➡详情请见第 10 页

○市方不负责收集的垃圾 请遵照相关规定处理。
SR000

LR000

小型充电式电池
➡详情请见第 6 页

钮扣电池
➡详情请见第 11页

《家电回收再利用法》规定的物品
（空调、电视、冰箱、冰柜、洗衣机、衣物烘干机）

➡详情请见第 11 页

电脑
（主机、显示器）
➡详情请见第 11 页

②将垃圾装在福冈市指定垃圾袋中，系好袋口后丟弃。
指定垃圾袋在超市、便利店等有售。分不同种类和大小，一包10个。
在垃圾袋中放入单手可以提起，并且大小或重量不会撑破垃圾袋的垃
圾后，将袋口系紧再扔掉。
※1次最多能扔10袋45ℓ的大号指定垃圾袋。
大件垃圾是指因过大或过重而无法放入垃圾袋的垃圾。
福冈市指定垃圾袋上
印有这个标志。
福冈市的环保吉祥物 “环保小叶子”

不可以使用没有这个标志的袋子丢弃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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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灭火器、
农药等
➡详情请见第 11 页

③请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丢弃垃圾。
每个地区的垃圾丢弃日都不相同。请在福冈市环境局的官方网站上确认，或向各区政府生活环境
课（→请见封底）咨询。
种

类

可燃垃圾

垃圾丢弃日期

垃圾丢弃时间

1周2次

傍晚（天黑后）到夜间
12 点之间

不可燃垃圾

1月1次

空玻璃瓶、
PET 塑料瓶

1月1次

大件垃圾

垃圾丟弃地点
●独户住宅…自家门前
●集体住宅…指定地点
垃圾回收车无法通过的独户住宅或
集体住宅，请将垃圾丢弃到自治会
等指定的地点。

天黑后

事先申请制

夜间12点

在申请时指定的日期
的上午8点30分前

因太大而无法放在垃圾丢弃地点
的物品可能会在申请时指定丢弃
地点。

※仅年底年初（12 月 31 日至 1 月 3 日）不回收垃圾。
详情请参考《市政时报》或福冈市的官方网站。

注意

不能将单位、商店等处的垃圾（工作垃圾）当成家庭垃圾来丟弃。
对未遵守分类规则随意丢弃的垃圾不予回收。（将在垃圾上贴警告标签）
（警告标签）

④请把资源物品送去回收地点。
废纸、旧衣服等资源物品通过地区的回收箱等进行回收。→详情请见第4页。
●废纸（报纸、纸箱、其他废纸）

详情请见第4页

●纸盒

详情请见第5页

●白色食品托盘

●食用油

●旧衣服、旧布

●空罐类（铝制或钢制罐）

详情请见第6页

●水银体温计、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
●小型电子机器（小型家电）
●荧光灯
アルカリ

マンガン

●干电池

●小型充电式电池

●您可以在“福冈市垃圾和资源的分类方法、丢弃方法信息网站”

上查看附近回收资源物品的地方。
福冈市 垃圾和资源

※超市回收空玻璃瓶、PET塑料瓶、食品托盘等的相关信息请查看第9页的内容。

可以通过将资源物品分类收集而不是作为垃圾丢弃从而有效地回收再利用。
为了减少垃圾以及有效利用资源，请配合回收资源物品。
在各地区实施的回收活动中，根据回收量会发放奖励金。获得的奖励金将反馈给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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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冈 市的 垃 圾 处 理 流 程

9

最终分为

类

福冈市家庭垃圾分４类収集，这些垃圾最终如下图被分为
①~⑨9 类，进行再利用或处理。
发电、供热
在焚烧设施焚烧

定期收集

可燃物

定期收集

不可燃垃圾

在资源化中心
进行粉碎、分选

不可燃物

（不可燃物）

铝

铁

咨询单位…封底
（可燃物）

大件垃圾

可以继续使用的物品（家具等）

空玻璃瓶、
PET塑料瓶

在分选处理设施
进行分选、打包

定期收集

玻璃瓶

再利用

再使用

申请制

填埋场

可燃垃圾

焚烧灰

无色
茶色
其他

PET 塑料瓶

通过燃烧可燃垃圾来发电
在焚烧设施将“可燃垃圾”焚烧后，利用焚烧时产生的热能进行发电（热回收：Thermal Recycle）
。获得的
电力除了在焚烧设施等使用以外，还会卖给电力公司。此外，还将余热（蒸气）提供给余热利用设施。

从不可燃垃圾中回收铁、铝
在“不可燃垃圾”中，空罐等金属制品以及小型家电等金属与塑料的复合制品在回收后，被搬运到资源化中心，
经过分选并粉碎处理后回收其中的铁和铝，然后交给资源回收公司，实现循环再利用。

空玻璃瓶又分3类
“空玻璃瓶、PET 塑料瓶”在分选处理设施进行分选，空玻璃瓶按颜色分成 3 种，分别交给资源回收公司，实
现循环再利用。

通过环保的“福冈方式”填埋技术进行最终处理
在焚烧设施燃烧垃圾后产生的灰尘等，将采用对环境负担较少的“福冈方式”填埋技术进行处理，从而抑制导
致全球变暖的甲烷的产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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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物品的丢弃方法
资源物品可通过设置在市内 9 个公共设施的资源物品回收箱（如下）、设置在各地区的循环再利用回收箱或地区集体回收服务（自治
会或儿童会等实施的废纸回收）进行回收，家电零售店和超市等也实施回收。可回收的物品因回收地点而不同。请通过“资源物品回收
简明地图”等确认您附近的回收地点。

●公共设施的资源物品回收箱
东区政府、城南区政府、早良区政府、西区政府、

设置场所

开设时间

入部办事处、西部办事处、博多市民中心、南市民中心、
中央体育馆

9:00 ～ 17:00
※年底年初（12月29日～1月3日）休息

○废纸（报纸 、纸箱、其他废纸） ○空罐类（铝制或钢制饮料罐） ○空玻璃瓶

回收物品

○PET 塑料瓶

○纸盒

○白色食品托盘

○荧光灯

○干电池

○小型充电式电池

○水银体温计、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 ○堆肥（可作堆肥的厨余垃圾） ○食用油

搜索每个学区的回收信息。

根据住址搜索回收信息。

→资源物品回收简明地图

→福冈市网络地图

废纸

【回收地点】

公共设施的资源物品回收箱、地区集体回收、地区回收点

按以下分为 3 类，用纸绳或塑料绳等捆成十字形后再丢弃。

报纸（和夹在其中的广告单页一起）

纸箱

废纸（杂志、其他废纸）
点心的包装盒

中间呈波状的

“信封”等除报纸、纸箱以外可回收再利用的纸类物品。
其他废纸是指 “点心的包装盒”、

OK

包装纸

请除去塑料薄膜部分

可作为其他废纸丢弃的物品
○点心等的纸质包装盒 ○纸巾盒 ○纸质文件或学校的讲义
○广告传单 ○信封 ○明信片 ○小册子 ○书籍 ○纸袋

○保鲜膜或卷纸的芯筒
○杂志 等

纸巾盒
明信片、信封

※不管纸张的厚度和大小全部回收！类似价格标签大小的纸张也可回收。

NG

慢慢撕开

不可作为其他废纸丢弃的物品

若内有塑料成分则 ×

○带塑料膜的纸 ○热敏纸（发票） ○复写纸（快递的存根等） ○照片
○有气味的纸（装洗衣粉或装香的纸盒） ○有油渍的纸（比萨饼的包装盒、用蜡笔画过的纸）

※请将报纸、纸箱与其他废纸分开捆扎回收！

○ 废纸的丢弃方法
第一步

3 个步骤 ○

请将其他废纸装入纸袋里。

用于收集的纸袋没有特殊规定。
请使用家里已有的纸袋！
※如是布制或塑料制提手，请将该部分去除。

第二步

请将纸袋封口。

请注意使其在回收时不会散落。
● 用绳子捆绑 ● 用订书机固定
杂志等用绳子绑成十字形就可以！

第三步

请不要使用粘性胶带！

送去各地区的废纸回收点（地区集体回收）或资源回收站。

可与报纸、纸箱一样作为资源物品被回收再利用！
注意：与一般的垃圾回收不同，不可丢弃在公寓等的指定垃圾丢弃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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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纸回收点

资源物品的丢弃方法
纸盒

请清洗内部，剪开并晾干后拿到回收点。

禁止丢弃的物品的例子
●没有除去塑料口的纸盒
●内侧为铝涂层的纸盒
【回收地点】

纸盒的回收点

公共设施的资源物品回收箱、地区回收点、超市等地方的回收箱

白色食品托盘

只限于白色发泡聚苯乙烯的平底食品托盘。
请清洗干净，晾干后拿到回收点。

禁止丢弃的物品的例子
●鸡蛋盒、豆腐盒、纳豆盒、碗装方便面盒、便当盒
●带颜色的食品托盘 ●装鱼的盒子等发泡聚苯乙烯类
【回收地点】

食用油

白色食品托盘的回收点

※发泡聚苯乙烯的食品托盘能够
用牙签轻松穿透

公共设施的资源物品回收箱、超市等地方的回收箱

色拉油、菜籽油、麻油等食用植物油

禁止丢弃的物品的例子
●动物油脂（猪油等） ●沙拉酱
●矿物油（发动机油、煤油等）
【回收地点】

装入空的塑料瓶内，
盖紧盖子后再扔掉。

公共设施的资源物品回收箱

旧衣服、旧布
●Polo衫

食品油的回收点

●T恤衫

请清洗、晾干并装进塑料袋后拿到回收点。
●西装

●牛仔布

●毛巾

●床单 等

衣服的纽扣或拉链可以不拆除，但床单的拉链请拆除。大的毛巾和床单请裁剪到50cm×50cm以下。

禁止丢弃的物品的例子
●内衣 ●袜子 ●棉絮类（羽绒服、被褥） ●网眼较大的针织衫
●污渍或气味严重的 ●较厚的（和服、柔道服、窗帘）

●防风衣
旧衣服的回收点

【 回 收 地 点 】 地区回收点、MAMOROOM Fukuoka、城南区政府、中央体育馆、博多市民中心、南市民中心的资源物品回收箱

重复使用书籍和衣物
充分利用3R回收站！
开馆时间
10:00～17:00

在3R回收站提供还可继续使用的书籍和衣物等资源物品的回收及供应服务，还举
办各种轻松学习讲座以及各种活动。3R回收站举办的学习讲座的信息刊登在每月
15号发行的《市政时报》上。

临海 3R 站

西部 3R 站

福冈市东区箱崎埠头 4-13-42
（临海环保园区）

福冈市西区今宿青木 1043-2
（西部环保园区）

休馆日
星期一（遇到节假日则顺延）
年底年初（12月28日～1月3日）

https://rinkai3r-st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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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ukuoka-seibuplaza.com/

资 源 物品 的 丢 弃 方 法
空罐

水银体温计、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

空的铝制或钢制饮料罐

（铝罐、钢罐）

放入购买时的包装内或者用塑料袋包好再丢弃。
※水银温度计及水银血压计不能放到回收箱里，
请拿到药局等的窗口或直接交给前台接待人员。
【回收地点】
【回收地点】

公共设施的
资源物品回
收箱、超市等
地方的回收
铝罐的回收点

公共设 施的资源物
品回收箱、福冈市药
剂师会会员药局、药
店

钢罐的回收点

福冈市药剂师会
会员药局、药店一览

回收箱

小型电子机器（小型家电）
回 收 物 品

大小适中、可从回收箱投入口（25cm×8.5cm）投入的小型电子产品和配件。

●手机 ●固定电话机 ●数码相机 ●摄像机 ●移动音乐播放器 ●电子记事本、电子词典 ●游戏机
●收音机 ●计算器 ●吹风机 ●平板电脑 ●AC适配器、电线、电缆等 ●头戴式耳机、耳机
●遥控器 等
【回收地点】

●请事先清除个人信息。
●请取出可拆卸的电池。
●已回收的小型电子机器不能取出或返还。

设置在区政府和市民中心等
地方的资源物品回收箱
回收箱

小型家电的回收点

通过上门服务进行回收

和福冈市政府签有合作协议的renet japan recycle（株式会社）将通过上门回收的方式回收小型家电。
使 用 方 法

费

用

❶ 申请renet japan recycle（株式会社）。
❷ 将小型家电装入自备纸箱。
❸ 交给在指定日期前来回收的工作人员。

箱子长宽高合计140cm以内、重量在20kg以下的为1箱
但是，如物品中包含电脑主机，可免费回收1箱。

回收费用为1箱1650日元（含税）

请在这里申请

リネットジャパンリサイクル
https：//www.renet.jp/

荧光灯

干电池

请去掉外包装盒、包装纸，
仅丢弃主体部分。

为了绝缘，请在两极贴上透明胶带后再丢弃。

●锰电池
●碱电池
环

形

灯泡形
マンガン

アルカリ

直管形

荧光灯
回收箱

禁止丢弃的物品的例子

禁止丢弃的物品的例子

请将LED灯、破损的荧光灯、电灯泡装进
“不可燃垃圾”专用垃圾袋中丢弃。

小型充电式电池

【回收地点】

【回收地点】

干电池
回收箱

荧光灯、干电池的
回收点

充电式电池、纽扣电池

公共设施的资源物品回收箱、电器店、家居用品店等

公共设施的资源物品回收箱、电器店、家居用品店等

为了绝缘，请端子上贴上透明胶带后再丢弃。
数码相机和便携式游戏机、移动电源等使用的小型充电式电池中，
如左列所示的镍镉电池、镍氢电池、锂电池能够回收再利用。
镍镉电池

镍氢电池

锂离子电池

※左列所示以外的电池不予回收。
回收点检索 https://www.jbr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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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充电式
电池的回收点

可 燃 垃 圾
在福冈市指定的“可燃垃圾”的垃圾袋中放入不撑
破垃圾袋的垃圾后，将袋口系紧再扔掉。
大小
每个垃圾袋

厨余垃圾中大约 80% 都是
水分。丢弃厨余垃圾之前，

大号（45ℓ）中号（30ℓ） 小号（15ℓ）
45 日元

30 日元

请先尽量挤干水分。这不仅
有利于减少垃圾量，还可以

15 日元

防止产生恶臭和腐烂。

大号（45ℓ）也有无提手的袋子。

※1 次最多能扔 10 袋 45ℓ的大号指定垃圾袋。

●厨余垃圾

●橡胶类
长筒靴、橡胶手套、橡胶管、
橡胶制玩具等

菜叶、鱼骨、蛋壳、贝壳、
茶包等
※充分去除水分。
※食用油应用纸、布吸收或者
用凝固剂固化后再丢弃。

●塑料类

食用油和洗涤剂的容器、发泡聚苯
乙烯、塑料玩具、CD、DVD、
鸡蛋包装盒、洗脸盆、花盆等

●皮革类
皮鞋、皮带、皮包、
皮夹等
※请将易于拆下来的金属部分放进
“不可燃垃圾”用垃圾袋。

※有
标志的塑料瓶，请放入“空玻璃瓶、
PET 塑料瓶”专用垃圾袋里。

●纸尿布
※请将脏污去除。

●灯油用塑料桶

●竹制、木制扫帚等
长约 1m 以内、
且直径约 5cm 以内

（空的容器）

※即使伸出垃圾袋也没有关系，
请将袋口扎紧后再丢弃。

●一次性打火机
※如果打火机内还剩有液体，请在
远离火源且通风良好的地方按下
手柄（可用皮筋或胶带固定住）
直至燃料燃完后再丢弃。

●纸屑 ●布屑
●木屑 ●落叶
●剪下的树枝

量多的时候请直接拿到相关受理设施。
（→第13页）

注意

●宠物粪便
※将干燥后的宠物粪便装入塑料袋
里并将袋口扎紧后再丢。

●衣架（塑料制、木制）
●铝箔

●干燥剂

●被子、毛毯
●电热毯

●保冷剂

※能够放入指定袋子
且不会撑破袋子

※请拔掉电源线

不要自行焚烧垃圾。请将垃圾精确分类后丢弃。垃圾由市政府统一处理。
（原则上禁止个人焚烧垃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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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燃垃圾
在福冈市指定的“不可燃垃圾”的垃圾袋中放入不
撑破垃圾袋的垃圾后，将袋口系紧再扔掉。
大小

大号（45ℓ） 中号（30ℓ） 小号（15ℓ）

每个垃圾袋

45 日元

30 日元

15 日元

空玻璃瓶请装入“空玻璃瓶、
PET 塑料瓶”垃圾袋后丢
弃。（→请见第 9 页）
如果装入不可燃垃圾袋里丢
弃的话，会被填埋处理，就不
能实现它们的循环再利用了。

※1 次最多能扔 10 袋 45ℓ的大号指定垃圾袋。

●空罐类（铝制或钢制罐）

●玻璃类

空的饮料罐或罐头

杯子、盘子、奶瓶、窗玻璃、
破碎玻璃瓶等
※请用厚纸把玻璃类垃圾包好，
并在外面写上“危険”二字。
※饮料、酒类、调料、化妆品等的空玻璃瓶请装
进“空玻璃瓶、PET塑料瓶”专用垃圾袋。

●陶瓷

●金属类

茶碗、盘子、摆设、
花盆等

锅、水壶、煎锅、
金属制衣架

●伞、高尔夫球棒

●家电类

长约 1m 以内、
且直径约 5cm 以内

吸尘器、印刷机、烤面包
机、电风扇、电饭煲等

※即使伸出垃圾袋也没有关系,
请将袋口扎紧。

大件垃圾是指因过大或过重而无法放入垃圾袋的垃圾。
( →详情请见第10页 )
※小型家电也作为资源物品回收。
( →详情请见第6页 ）

●暖宝宝（一次性用）
※仅限于使用完的暖宝宝

●菜刀

※请用厚纸包好，并在外面写上“危険”二字。

●土（园艺用） ※请注意不要让泥
土四处飞散。

以下物品虽然可以作为不可燃垃圾丢弃，但如果丢弃方法错误或分类不正确可能会引起火灾。请遵
照下述用红字记载的注意事项正确处理。

●喷雾罐、卡式炉专用气罐

※若瓶内还有残留液体，请通过附属排气阀等将残留液
体完全排出。无需穿孔。

杀虫剂喷雾罐、发胶喷雾罐、
卡式炉专用气罐等

※倒出残留液体时，请确认喷雾罐等上面记载的注意事
项后，在户外通风良好、没有明火的地方进行处理。

●干电池、纽扣电池
アルカリ

※干电池也可以作为资源物品回收。
（→详情请见第6页）

マンガン

碱性电池、锰电池、纽扣电池
（型号以CR、BR开头）

※请在电池两级上贴上透明胶带保证绝缘。
※纽扣电池（型号以SR、LR、PR开头）不能作为垃
圾丢弃。（→详情请见第11页）
※锂电池等小型充电式电池不能作为垃圾丢弃。
（→详情请见第6页）

◎特别是锂电池等小型充电式电池（移动电源等）易因撞击而起火并引发火灾，因此不能作为不

注意

可燃垃圾丢弃。
（→详情请见第 6 页）
◎市方不负责回收空调、电视机、冰箱、冰柜、洗衣机、衣服烘干机及电脑。
（→详情请见第 11 页）
◎市方不负责回收灭火器、压力容器（氦气瓶等）、没用完的涂料罐等。
（→详情请见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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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玻璃瓶、PET 塑料瓶
在福冈市指定的“空玻璃瓶、PET 塑料瓶”专用的垃圾
袋中放入不撑破垃圾袋的垃圾后，将袋口系紧再扔掉。
※空罐属于“不可燃垃圾”。
大小
每个垃圾袋

大号（45ℓ） 中号（30ℓ）
22 日元

15 日元

※空玻璃瓶和
PET 塑料瓶不用
分开，可以一并扔
入“空玻璃瓶、
PET 塑料瓶”的
垃圾袋中丢弃。

※1 次最多能扔 10 袋 45ℓ的大号指定垃圾袋。

●空玻璃瓶

●PET塑料瓶

饮料、食品、调料、化妆品、
家庭常备药等的玻璃瓶

标签上标有
的塑料瓶

※已破损的玻璃瓶属于
“不可燃垃圾”。

标志的饮料、酒类、调料

※在 PET 塑料瓶的标签部分
或瓶底等标有这个标志。
瓶盖环不需要去除。

丟弃方法
①请取下瓶盖。

②用水简单涮一下瓶子。

（如标签易撕也请一
并去除。）

③将塑料瓶横
放并踩扁。

塑料的瓶盖、PET
塑料瓶的标签请放
入“可燃垃圾”专
用垃圾袋，金属的
瓶盖请放入“不可
燃垃圾”专用垃圾
袋后再丢弃。

超市等地方设有空玻璃瓶、PET 塑料瓶的回收箱。

注意

以下物品不可作为“空玻璃瓶、PET 塑料瓶”丟弃。

请将这些丢弃在
“可燃垃圾”里。
无

标志的塑料瓶

只有 标志的瓶子不是
PET塑料瓶。

回收资源物品的店铺

请将这些丢弃在“不可燃垃圾”里。
作为容器销售的空
玻璃瓶
自制梅酒时用的玻璃
容器、带玻璃盖子的
容器等

装有对人体可能产生危
害的物品的药瓶、破碎
的玻璃瓶
乳白色玻璃瓶、
特殊玻璃制作的物品
乳白色玻璃、耐热
玻璃、水晶玻璃等

装过农药、
化学药品等
的玻璃瓶等

非容器类玻璃制品
玻璃板、花瓶、水槽、烟灰
缸、摆设、玩具、灯泡、餐具
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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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件垃圾
什么是大件垃圾？
所谓大件垃圾是指家具以及家电用品等，因太大或太重，无法装入1个
指定垃圾袋里的垃圾。根据丢弃物品的不同，所需处理券的金额也不
同。请务必事先咨询大件垃圾受理中心。（一次仅限10件物品。）

大件垃圾上门服务（收费）
大件垃圾处理券的销售价格

65周岁以上或者身体有残疾等无法将大件垃圾搬到指定地点的人士可
以申请“上门服务”。详情请询问大件垃圾受理中心。（一次仅限5件
物品。）

300日元/500日元/1000日元
※根据物品、重量、大小，所需的处理券也不同。

※“上门服务”无法在网上申请或通过LINE申请。

丟 弃 方 法
向大件垃圾受理中心申请，确认
费用、回收日期和丢弃地点。回
收日期为申请后1周左右。

大件垃圾受理中心
听觉障碍或言语障碍人士咨询、
申请时专用传真号码

FAX 092-731-1195

受理时间：星期一〜星期六 9:00〜17:00
12月29日〜1月3日休息

〔 网上申请 〕
https://sodaigomi-kankyo.city.fukuoka.lg.jp/
受理时间：全年24小时（除去维修期间）
〔 通过LINE申请 〕
账号名称 : 福岡市粗大ごみ受付（@fukuokacity_sdg）
受理时间：全年24小时（除去维修期间）
在便利店（部分便利店除外）
等地方购买大件垃圾处理券。

在大件垃圾处理券上填写受理
号码（或者姓名）并贴在大件
垃圾上,在回收当日的早上8点
30分之前将大件垃圾放到指定
位置。

※处理券一经购买不可退还。

大件垃圾在白天回收 。
物主不必在场。

回收后的大件垃圾可能会被再利用。

请务必于申请后再购买。

注意

通过 LINE 申请

◎对未贴受理券或未写受理号码（或者姓名）的大件垃圾，将不予回收。
◎欲取消申请时，请务必于回收日 2 天以前联系大件垃圾受理中心。
◎大件垃圾受理中心不收空调、电视、冰箱、冰柜、洗衣机、衣物烘干机及电脑（→详情请见第 11 页）

需要处理大件垃圾时，请向市政府管理的“大件垃圾受理中心”申请。
高音喇叭放着“廉价回收废品！”等宣传语在市内巡回揽客、散发宣传单或在网上进行宣传的收购公司
是未经市政府的许可违法回收废物的公司，请勿使用。会引发非法丢弃等不当处理或费用纷争等问题。
[有关个人信息的处理] 大件垃圾受理中心在受理申请时所记录的个人信息不会用于回收大件垃圾以外的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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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方不负责回收的垃圾
市属垃圾处理设施不予受理的垃圾
《家电回收再利用法》规定的物品
回收
再利用费

回收、
运输费

丢弃者（消费者）
支付费用

因物品和生产
厂家而异

不同店铺收取的
金额不同

请一定领取家电回收
再利用券的存根

※处理时需支付“回收再利用费”和“回收运输费”。

●电视（显像管式、液晶式、 等离子式）

方 法

●冰箱

处 理

●空调

●冰柜
●洗衣机

① 更换新电器时可让商家将旧电器取走。(购买新家电的商店有回收义务）
② 和购买时的商店联系，让其来取走。(当初购买该家电的商店有回收义务)
③ 如不属于①和②两种情况，请向附近的回收合作店（山田电机）咨询。
小吕岛居民请咨询“福冈市渔业合作社小吕岛分店”（☎092-809-1560）；玄界岛居民请咨询
“（株）協和産業”（☎092-631-3910）。

④ 拿到指定的回收点。

●衣物烘干机

※请在一般社团法人家电制品协会家电回收再利用券中心的官网查看回收再利用费和指定的回收点。
家电回收再利用券中心 https://www.rkc.aeha.or.jp/
（☎0120-319-640 9：00-18：00 ※周日、法定节日休息）

电脑（主机、显示器等）
可以委托各电脑厂家或由renet japan recycle（株式会社）回收。
●一般财团法人电脑3R推进协会
（查找厂家受理窗口、受理自制电脑）

※没有电脑回收再利用标志
的电脑，需要支付回收、
循环再利用的费用。

☎03-5282-7685 https://www.pc3r.jp
※费用方面请咨询厂家。

●Renet Japan Recycle（株式会社）

☎0570-085-800 https://www.renet.jp/
※具体申请方法另见第6页的“通过上门服务进行回收”。

汽车和摩托车轮胎、灭火器、农药等
※（公益财团法人）汽车循环再利用促进中心会具体介绍
摩托车的回收地点。
☎ : 050-3000-0727
https://www.jarc.or.jp/motorcycle/

●汽车
●农机具

●摩托车（※） ●汽车和摩托车轮胎
●灭火器

（※）

●电池等
※（株式会社）灭火器循环再利用推进中心会具体介绍
灭火器的指定回收地点。
☎ : 03-5829-6773
https://www.ferpc.jp/

●还没用完的灯油罐、涂料罐等

●废油（汽油、发动机油等）

●钢琴

●农药

●墨粉

●压力容器（氦气罐、石油液化气罐等）

首先，请咨询购买时的厂家或实体店。
如有疑问，请咨询家庭垃圾减量推进课或各区政府生活环境课（→请见封底）。

钮扣电池（型号以SR、LR、PR开头）
氧化银电池、空气电池、碱性纽扣式电池，
通过（一般社团法人）
电池工业会的回收箱进行回收。

SR000

氧化银电池

空气电池
碱性纽扣式电池

回收点检索
https://www.botankaishu.jp/m/top.php

LR000

LR000

用透明胶带绝缘。

※请将型号以CR、BR开头的硬币型锂电池作为“不可燃垃圾”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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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商店等的垃圾

店铺兼住宅的情况下

不能将公司、商店、医院等工作垃圾当作家庭垃圾来丢弃。
报纸、纸箱、杂志等可委托废纸回收公司或其他获得许
可的回收公司回收，努力为减少垃圾及回收资源作贡献。

●请将家庭垃圾和工作垃圾分别丢弃。
●店铺产生的垃圾和家庭垃圾不能分开时，请全部作
为工作垃圾处理。

※委托回收相关事宜，请咨询“协同组合福冈市事业用环
境协会”（→详情请见第 13 页）。

※全部作为工作垃圾处理时，如向各区生活环境课申请
“并用世带”，市政府有可能会补助部分回收费用。

猫、狗等动物的尸体
请与井口商会联系☎092-671-3895。被放在道路上的、没有主人的动物尸体将免费回收；有主人的动物尸体一个
收费1000日元。

受理时间：每天8:30〜17:30
1月1日〜1月3日休息

※将作为废弃物进行处理。因此，如果希望进行埋葬、火葬，请委托民间宠物陵园、
宠物殡葬公司。

关于分发环境美化袋
个人志愿者在清扫道路等公共场所时回收的垃圾可装进免费发放的“环境美化袋”中，在家庭垃圾丢弃日一起丢弃。
免费发放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详细内容请向各区的生活环境课（→详情请见封底）咨询。

粪尿的汲取
需要汲取粪便的家庭及单位要提交《粪便汲取申请》。

这些情况下请务
必办理手续！！

〇由于新搬入需要开始汲取粪便时。
〇由于搬走而不再需要汲取粪便时。
〇家庭人员发生变更时。
〇更换成冲水便池不再需要汲取粪便时。
〇公司、商店等进行粪便汲取的“申请”、
“解约”、“人员变更”等手续时。

请在各区政府生活环境课

（西部办事处在市民相谈系）

办理手续。

请向（公益财团法人）福冈环境财团业务课
(☎092-752-7860) 联系。

〇临时需要粪便汲取时
（施工现场的临时厕所等）

受理时间：星期一〜星期五 9:00〜17:00
星期六、星期日、节假日、
12 月 29 日〜1 月 3 日休息
※受理时间截至希望回收日的 3 个工作日之前。

支付粪尿处理手续费时请采
用便利的银行转账方式 !!

[ 粪尿处理手续费 ]
类

每隔 2 个月邮寄一次缴费通知书，建议使用便利的
银行转账缴纳方式。详情请咨询（公益财团法人）
福冈环境财团业务课（☎092-731-2703）。

型

手续费

普通厕所的家庭

每人每月

300 日元

简易冲水便池的家庭

每人每月

750 日元

公司、商店、临时厕所等

每满 18L

150 日元

※原则上每个月进行 1 次粪便汲取。如果申请 2 次以上的，需另付手续费。

净化槽的保养检查、清扫

净化槽必须进行保养检查以及每年 1 次以上的清扫。
详情请咨询各区的生活环境课（请见封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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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产生大量垃圾时的处理方法
自行将垃圾搬运到处理设施

自行搬运垃圾事前受理中心

搬入垃圾时的注意事项

☎092-433-8234

①不能委托他人搬入垃圾（市政府许可的垃
圾回收公司除外）。

受理时间：星期一〜星期六 8:30〜16:00 1月1日〜1月3日休息
※从计划搬运垃圾日的 2 周前开始预约，计划搬运时间的 30 分钟前截止预约。

②搬运家庭垃圾的时候，不可使用有可能被
怀疑是回收公司车辆的翻斗车、密封盖式
垃圾车、箱式货车、印有公司名称或商标
的车辆等。

●网上受理官方网站
受理时间 ：全年24小时（除去维修期间）

※此外，搬运垃圾时请遵守《福冈市废弃物（垃
圾）受理标准》（具体请参考福冈市官方网
站）的规定。

市属处理设施（有关垃圾搬运事宜请向自行搬运垃圾事前受理中心咨询）
受理时间：星期一〜星期六

8:30〜16:00（临海工场 9:30-15:30）

休息：星期日、1 月 1 日〜1 月 3 日
设施名

※12 月 31 日所有设施工作到 15:00。

地址

东部工场

每10kg

140日元

东区蒲田 5 丁目 11-2

东区箱崎埠头
4 丁目 13-42

临海工场
福冈都市圈南部工场

春日市大字下白水
104-5

（ 由“福冈都市圈南部环境事业组合”
建设、运营）

不可燃垃圾

西部工场

西区大字十六町 1191

东部资源化中心

东区蒲田 5 丁目 11-1

西部资源化中心

西区大字十六町 1191

东部（伏谷）
填埋场

糟屋郡久山町
大字山田 1431-1

西部（中田）
填埋场

西区今津 4439

至九州大学

可燃垃圾

（ 由“Fukuoka Clean Energy
Corporation” 建设、运营）

陶瓷、
玻璃等

费用（垃圾处理手续费）

福冈都市圈南部工场

福冈都市圈南部工场

请沿上面地图中箭头所指的方向进入。

委托市许可的垃圾回收公司处理 ※费用请直接咨询

协同组合福冈市事业用环境协会
TEL 092-432-0123 FAX 092-432-0124

受理时间：星期一〜星期六 9:00〜17:00
第 1、3、5 个星期六的 9:00〜12:00

※法定节日除外

回收剪下的树枝和木制品的设施 ※回收时间和费用请直接咨询。
木材开发（株）

东区东浜二丁目 85-25

中山循环再利用产业（株）

东区箱崎埠头四丁目 13-1

（有）南部绿色服务

南区大字柏原 685

（株）梶原组

早良区大字小笠木字中原 736

早良西造园协同组合

西区大字羽根户 7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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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292-6470
☎092-292-8488
☎092-566-1328
☎092-801-0045
☎092-811-8231

FAX 092-651-2151
FAX 092-292-8678
FAX 092-566-1328
FAX 092-801-0399
FAX 092-836-8555

“介绍福冈市的垃圾丢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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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垃圾、粪尿处理以及非法丢弃垃圾等的咨询

区 生活环境课

☎092-645-1061 FAX 092-632-8999

博多区自行车对策、生活环境课

☎092-419-1068 FAX 092-441-5603

中央区 生活环境课

☎092-718-1091 FAX 092-718-1079

南

区 生活环境课

☎092-559-5374 FAX 092-561-5360

城南区 生活环境课

☎092-833-4086 FAX 092-822-4095

早良区 生活环境课

☎092-833-4340 FAX 092-841-6687

西

区 生活环境课

☎092-895-7050 FAX 092-882-2137

西

区 西部办事处

☎092-806-9430 FAX 092-806-6811

家庭垃圾减量推进课

☎092-711-4039 FAX 092-733-5907

回

☎092-711-4346 FAX 092-733-5907

东

收

管

理

课

福冈市环境局官方网站

https://www.city.fukuoka.lg.jp/kankyo/
各个地区的垃圾丢弃日
年末年初以及灾害时的垃圾回收信息等

福冈市垃圾和资源的分类方法、丢弃方法的相关信息网站

http://kateigomi-bunbetsu.city.fukuoka.lg.jp/cn/
垃圾的分类方法（品名）检索
资源物品回收地点的检索 等

福冈市LINE官方账号
通过LINE通知丢弃垃圾的日期
垃圾的分类方法（品名）检索
账号名称：福岡市

LINE ID：@fukuokacity
通过电子邮件通知丢弃垃圾的日期
通过电子邮件通知丢弃垃圾的日期

https://gomimail-kankyo.city.fukuoka.lg.jp/

家 庭 垃圾 规 章 手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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