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令和 4年（2022年）4月发行
世田谷区清扫·再利用部世田谷区

资源与垃圾的分类方法·倒出方法
请遵守资源与垃圾的分类方法·倒出方法的规则，为资源·垃圾收集站的环境美化提供协助。
请理解收集站周边居民的心情，不要散乱扔弃资源与垃圾。

可燃垃圾

不燃垃圾

塑料瓶

厨房垃圾、衣类、少量枝叶、废纸、塑料类（塑料瓶除外）、
橡胶·皮革制品　等

金属制品、玻璃制品、陶瓷器类、用完的喷雾罐·打火机、
边长 30cm以下的小型家电产品等

去除盖子和标贴，简单涮洗后踩扁。

资　源
废　纸 玻璃瓶 罐

报纸、杂志类　
纸盒　纸箱

饮料·
食品用的空瓶

饮料·
食品用的空罐 每周星期

每周星期

星期

星期

・

・

・

每月第

每月第

次的

次的

※29日～31日不予收集。

※29日～31日不予收集。

大件垃圾
边长超过30cm的物品

申请制（收费）

世田谷区大件垃圾受理中心
Tel		03-5715-1133

因特网 24小时 365日受理。
※定期维修时除外。※对应英语、中文、韩国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

受理时间
8:00〜 21:00
（星期一）〜（星期六）

空调机、电视机
洗衣机·衣服干燥机

冰箱（含保冷库·冷温库）·冰库
申请制（收费）

拜托购入店铺、换购店铺取回，

2022年 5月 28日截止
家电再生利用受理中心
☎ 03-5296-7200	※日语、英语专用
受理时间／星期一至星期六（节假日也受理）
　　　　　上午 8点～下午 5点
网上申请　https://kaden23rc.tokyokankyo.or.jp/

2022年 5月 30日以后
家电再生利用受理中心
☎ 0570-087200（语音电话）※日语、英语专用
受理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节假日除外）
　　　　　上午 9点～下午 5点
网上申请　https://kaden23rc.jp/

■	资源与垃圾请在收集日的早上 8时以前送出。节日也予以收集。
	 早上收集地区（三轩茶屋站·下北泽站周边部分地区）的可燃垃圾、不燃垃圾，请在收集日的早上 7时以前送出。
■	年末年初的收集日请在世田谷区网站上刊载的“资源·垃圾收集日期一览”中确认。
■	资源·垃圾收集站的相关咨询请联系管辖的清扫事务所。
■	进行集体回收的团体，资源回收日不尽相同，请在集体回收日扔至规定的场所。

请见另附“资源·垃圾收集日期一览”，在上面的空栏填入收集日期等，予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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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垃圾的具体分类方法·倒出方法
●	请在收集日当天早上 8时（部分地区为早上 7时）以前，向资源·垃圾收集站送出。节日也予以收集。
●	资源与垃圾如在前一天送出，会破坏街区市容的美观，还可能受到乌鸦等啄食，请绝对不要这样做。
●	因搬家等一次倒出大量垃圾（约 45公升的袋子 4袋以上）、或在收集日以外需临时送出垃圾时，需收费。日期和金额等
详情请事先与管辖的清扫事务所洽谈。

	 ※年末年初等繁忙期可能无法对应。
	 资源、塑料瓶、可燃垃圾、不燃垃圾的收集日期，因居住的地区而有所不同。
	 请见夹入的“资源·垃圾收集日期一览”，在空栏填入收集日期等，予以利用。

资　源

塑料瓶

废纸

玻璃瓶

罐

倒出方法

倒出方法

倒出方法

倒出方法

报刊、杂志类、纸盒、瓦楞纸箱用绳子捆好。
如果您使用垃圾收集箱等，勿将资源放在箱内，请放在箱外。

取下瓶盖·标签，清洗里边并压扁，在清空内容物的状态下，
放入可看见内容物的垃圾袋里

将瓶中涮洗后，放入黄色箱

将罐中涮洗后，放入蓝色箱

不能进行资源回收可作为
可燃垃圾者

·含食用油者
·含香辣料者
·装过食用用途以外物品
的塑料瓶

饮料·食品用空瓶

饮料·食品用的空罐

※去除盖子。
金属制→为不燃垃圾
塑料制→为可燃垃圾

※金属制的盖子可一并倒出。

※箱子有时在暴风雨天等不予配置。
※未设置箱子的收集站及箱子未配置时，请按玻璃瓶、罐分类装入看得到内容物的的袋子倒出。

※每月 29日～ 31日塑料瓶不予收集。
●	塑料瓶回收日请仅将塑料瓶送出。
●	尽可能向有回收箱的超市、公共设施送出（参照 P3～ 6）。

附有 PET标志的饮料用、调料用塑料瓶为对象。
※注射针(含笔型注射)等居家医疗废弃物比较危险，请勿放入塑料瓶里倒出。
※未带有 PET标记的物品、带有上述以外标记的物品扔至可燃垃圾

不能进行资源回收可作为
不燃垃圾者
·油污的瓶子
·	农药与剧性药等药品的瓶子
·瓶子以外的玻璃（板玻璃、杯子、
耐热玻璃制品　等）

·锅、壶等罐以外的金属
·喷雾罐、煤气罐等饮料·食品用以
外的罐

・每月第 次的星期

星期

不要连袋子倒出

不要连袋子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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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类报纸、夹入的广告单 纸箱 纸盒

※也可夹在杂志间，用绳子十字捆好送出。

纸以外的提手部分为	
可燃垃圾

放入纸袋

不能进行资源回收可作为
可燃垃圾者

·	脏污、有味、浸油的纸（洗剂、蚊
香、皮萨的盒子　等）

·	防水等加工纸
	（酸奶与冰激凌盒、镶嵌明信片、
照片、金银锡箔纸、感热纸（收据
等）、复写纸　等）

·	其他（鞋·提包的填充物、碎纸机
纸屑、杂志附录的CD、DVD、内
侧为铝的包装盒等）

不要使用胶带，	
请用绳子捆成十字形

小册子与送到邮箱的传单
包装纸

点心与卫生巾的空盒等
（去除胶片部分可作为	
可燃垃圾）

●回收对象
内侧为白色，500ml 以上，带有“纸
盒标记”的物品

①洗净、打开、	
晾干 ( 沥干水分 )

②仅将纸盒收集起
来用绳子捆好，或
放入纸袋里倒出。

※与杂志类等其他旧纸分开

用作缓冲材料的
发泡苯乙烯请扔
至可燃垃圾



地区 店铺名称 所在地

店铺独自回收※１

塑料瓶 纸盒 泡沫托盘 铝罐 再利用瓶※
２

食品用透明
塑料容器※

３

世
田
谷

OZEKI 池尻店 池尻 3-27-24

Maruetsu 中里店 上马 2-26-20

Maruetsu 真中店 上马 3-17-10

Odakyu OX 经堂店 经堂 2-1-33
啤酒瓶类中已在
该店铺销售，并
在店铺宣传清单
上有指定的物品。

Odakyu OX 千岁船桥店 经堂 4-18-39
啤酒瓶类中已在
该店铺销售，并
在店铺宣传清单
上有指定的物品。

LIFE 经堂店 经堂 5-32-6

OZEKI 经堂店 经堂 5-33-1

Summit Store 樱店 樱 3-24-1

OZEKI 千岁船桥店 樱丘 2-28-17

Peacock Store 三轩茶屋的杜店 三轩茶屋 2-56-7
仅限啤酒瓶

Summit Store 下马店 下马 1-40-16

OZEKI 上町店 世田谷 2-2-6

Summit Store 松荫神社前店 世田谷 4-4-1

东急 store 三轩茶屋店 太子堂 4-1-1
仅限店铺销售品

仅限 FP 
Corporation 的

托盘

西友 三轩茶屋店 太子堂 4-24-8

Summit Store 代泽十字路店 太子堂 5-30-10

Summit Store 弦卷通店 弦卷 4-19-9

东急 store 驹泽通野泽店 野泽 3-1-1
仅限有 PS 标记者 仅限店铺销售品 鸡蛋盒除外

信浓屋 野泽店 野泽 3-37-11 再生利用以外的瓶
同样回收

Summit Store 野泽龙云寺店 野泽 4-2-19

OZEKI 野泽店 野泽 4-24-1

Top 若林店 若林 4-1-5

北
泽

Odakyu OX 梅丘店 梅丘 1-31-31
啤酒瓶类中已在
该店铺销售，并
在店铺宣传清单
上有指定的物品。

Summit Store 梅丘店 梅丘 1-41-1

京王 store 代田桥店 大原 2-26-12

OZEKI 下北泽店 北泽 2-9-5

Peacock Store 下北泽店 北泽 2-25-21
仅限啤酒瓶

Top Parque 豪德寺店 豪德寺 1-23-16
仅限店铺销售品

京王 store Kitchen Court 樱上水店 樱上水 5-29-52

信浓屋 代田食品馆 代田 1-34-13

信浓屋 葡萄酒馆 代田 1-42-1

Super Value 世田谷松原店 松原 2-35-15

西友 下高井户店 松原 3-41-5

玉
川

Co-op 未来 奥泽店 奥泽 3-47-8

OZEKI 上野毛店 上野毛 1-17-9

西友 驹泽店 驹泽 4-18-11

成城石井 樱新町店 樱新町 2-17-16

LIFE 樱新町店 樱新町 2-23-1

Peacock Store 樱新町店 新町 2-37-12

Co-op 未来 濑田店 濑田 2-27-16

东急 store 二子玉川 Rise 店 玉川 2-21-1
仅限有 PS 标记者 仅限店铺销售品

Maruetsu 二子玉川店 玉川 3-39-30

超市与零售店等的资源回收　〜店铺一览〜
请求 ：家庭垃圾（可燃垃圾·不燃垃圾）请不要放入店铺的回收箱。 （202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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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店铺名称 所在地

店铺独自回收※１

塑料瓶 纸盒 泡沫托盘 铝罐 再利用瓶※
２

食品用透明
塑料容器※

３

玉
川

成城石井 等等力店 等等力 2-39-24
鸡蛋盒除外

Super Value 等等力店 等等力 3-8-7
鸡蛋盒除外

OZEKI 尾山台店 等等力 5-5-15

纪国屋 等等力店 等等力 7-18-1

York Mart 中町店 中町 5-30-1
仅限啤酒瓶

Summit Store 深泽不动前店 深泽 4-33-6

Summit Store 深泽坂上店 深泽 5-24-23

OK 用贺站前店 用贺 2-39-18

Fuji 用贺店 用贺 4-11-3

OK 新用贺店 用贺 4-21-1

砧

Taguchi-foods 喜多见 8-13-7

Summit Store 喜多见站前店 喜多见 8-21-3

信浓屋 喜多见站前店 喜多见 9-2-7

Summit Store 砧店 砧 1-1-2 

Summit Store 砧环八通店 砧 2-14-30

Ozeki 砧店 砧 6-29-3

Odakyu OX 祖师谷店 砧 8-10-1
啤酒瓶类中已在
该店铺销售，并
在店铺宣传清单
上有指定的物品。

Summit Store 成城店 成城 1-3-1

Olympic 成城店 成城 2-35-13

OK 成城店 成城 3-18-3

Odakyu OX 成城店 成城 6-5-34
啤酒瓶类中已在
该店铺销售，并
在店铺宣传清单
上有指定的物品。

成城石井 成城店 成城 6-11-4

OZEKI 祖师谷大藏店 祖师谷 3-34-11

Summit Store 祖师谷店 千岁台 2-15-8

Summit Store 千岁台店 千岁台 6-16-30

SAEKI 希望之丘食品馆 船桥 6-26-8

乌
山

Summit Store 上北泽店 上北泽 4-14-12

OZEKI 八幡山店 上北泽 4-35-4

MaxValu express 北乌山店 北乌山 7-2-12

FOODS MARKET 
Saeki 北乌山店 北乌山 7-22-6

成城石井 芦花公园店 南乌山 2-31-26

Summit Store 芦花公园站前店 南乌山 2-35-6

OZEKI 千岁乌山店 南乌山 4-12-7

清水屋 乌山店 南乌山 5-14-3

LIFE 千岁乌山店 南乌山 5-32-1

西友 乌山店 南乌山 6-4-22

※1 除了刊载的品种以外，还有回收鸡蛋盒和电池等物品的店铺。详细
的回收品种、丢弃方法请在店铺确认。

※2 啤酒瓶等可再利用的瓶子
※3 生鲜食品、加工食品的无色透明塑料制容器

★印
塑料瓶 ：请踩扁后倒出
纸盒 ：镶嵌铝箔的纸盒也回收
泡沫托盘 ：带色·花纹的泡沫托盘也回收

（无★印店铺仅回收白色托盘）
 为回收塑料瓶盖的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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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设施名称 所在地

回收箱方式 回收员回收方式
使用完
的小型
家电纸盒 塑料瓶 白色泡沫

托盘

食品用透明塑料容器／
带色·花纹泡沫托盘／

废食用油

世
田
谷

池尻地区会馆 池尻 2-3-11

池尻城市建设中心 池尻 3-27-21

上马城市建设中心 上马 4-10-17

经堂地区会馆 经堂 3-37-13

樱丘区民中心 樱丘 5-14-1

下马城市建设中心 下马 4-13-4

下马地区会馆 下马 4-13-4

上町城市建设中心 世田谷 1-23-5

世田谷区役所第 3 厅舍前 世田谷 4-22-33 ■
太子堂区民中心 太子堂 1-14-20

区役所三轩茶屋分厅舍 太子堂 2-16-7

太子堂出张所 太子堂 2-17-1 ■
弦卷区民中心 弦卷 1-26-11

中央图书馆（教育会馆） 弦卷 3-16-8

Day·Home 弦卷 弦卷 5-13-19

Day·Home 中丸 野泽 3-25-10

宫坂区民中心 宫坂 1-24-6

经堂出张所 宫坂 1-44-29

若林城市建设中心 若林 1-34-2

北
泽

松泽城市建设中心 赤堤 5-31-5 ■
梅丘城市建设中心 梅丘 1-61-16

北泽综合支所 北泽 2-8-18 ■
北泽地区会馆 北泽 3-3-10

北泽苑 北泽 5-24-18

池之上青少年会馆 代泽 2-37-18

代泽城市建设中心 代泽 5-1-15

代泽地区会馆 代泽 5-8-19

代田区民中心 代田 6-34-13

新代田城市建设中心 羽根木 1-6-14

松原城市建设中心 松原 5-43-28

世田谷区役所梅丘分厅舍 松原 6-3-5

玉
川

奥泽城市建设中心 奥泽 3-15-7

原奥泽城市建设中心 奥泽 3-5-7

九品佛城市建设中心 奥泽 7-35-4

奥泽地区会馆 奥泽 7-35-4

残疾人休养之家向日葵庄 上用贺 5-24-18

驹泽地区会馆 驹泽 3-13-5

深泽城市建设中心 驹泽 4-33-12

玉川台区民中心 玉川台 1-6-15

玉川综合分所 等等力 3-4-1 ■
上野毛城市建设中心 中町 2-33-11

野毛图书室 野毛 2-15-19

深泽区民中心 深泽 4-33-11

用贺出张所 用贺 2-29-22

环保广场用贺
用贺 4-7-1 ■
休馆日【星期一（节日时为翌日）】除外 上午 9 时〜下午 5 时

在公共设施进行的资源回收　〜公共设施一览〜
【问讯处】清扫·再利用部事业课　☎ 03-6304-3267 （2021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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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设施名称 所在地

回收箱方式 回收员回收方式
使用完
的小型
家电纸盒 塑料瓶 白色泡沫

托盘

食品用透明塑料容器／
带色·花纹泡沫托盘／

废食用油

砧

宇奈根地区会馆 宇奈根 2-23-20

冈本福祉作业室 冈本 2-33-24

镰田区民中心 镰田 3-35-1

喜多见城市建设中心 喜多见 5-11-10 ■
砧城市建设中心 砧 5-8-18

砧综合支所 成城 6-2-1 ■
砧图书馆 祖师谷 3-10-4

祖师谷城市建设中心 祖师谷 4-1-23

再利用千岁台
千岁台 1-1-5 ■
休馆日【星期一（节日时为翌日）】除外 上午 10 时〜下午 4 时

船桥城市建设中心 船桥 4-3-2

乌
山

芦花室 粕谷 2-23-1

粕谷区民中心 粕谷 4-13-6

上北泽室 上北泽 1-28-17

上北泽地区会馆 上北泽 2-1-3

上北泽区民中心 上北泽 3-8-9

上北泽城市建设中心 上北泽 4-32-9

上祖师谷城市建设中心 上祖师谷 2-7-6

上祖师谷 PAL 儿童馆 上祖师谷 4-5-6

北乌山地区会馆 北乌山 9-25-26

乌山区民中心 南乌山 6-2-19

乌山综合支所 南乌山 6-22-14 ■
※ 回收时间各设施有所不同。
※ 因设施的改建等，回收可能会暂停或回收地点可能改变。详情请浏览世田谷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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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目 对象 倒出方法

纸盒

内侧为白色者
简单涮洗后， 
切开晾干。

塑料瓶

饮料用、调料用者
去除盖子和标贴， 
简单涮洗后踩扁。

白色泡沫托盘
全面白色的泡沫塑料
制者

去除保鲜膜与标签， 
简单涮洗后晾干。

品目 对象 倒出方法

食品用透明塑
料容器

生鲜食品、加工食品
用的无色透明者

请去除标签与印刷部分， 
简单涮洗后晾干。

带色·花纹泡
沫托盘

食品容器带色·花纹
者

去除保鲜膜与标签， 
简单涮洗后晾干。

废食用油
家庭排出的废食用油

装入玻璃瓶或塑料瓶等 
回收。

报纸
报纸·夹入的广告单

请整理好用绳子捆好后拿
到至收集场所。

回收箱方式

使用完的小型家电

回收员回收方式
在公共设施设置资源回收箱。
※ 关于纸盒和白色泡沫托盘，环保广场用贺在开馆时间内回收，再利用千岁台

24 小时回收。

每月第 2·第 4 星期六上午 10 时〜正午，请直接送交回收员。
※ 食品用透明塑料容器和带色·花纹泡沫托盘、环保广场用贺在开馆期间内回收，

再利用千岁台 24 小时回收。
※ 关于废食用油和报纸，环保广场用贺和再利用千岁台均在开馆时间内回收。

※ 如有污垢者请作为可燃垃圾倒出。
※ 装资源用的容器与袋子请带回。
※ 在环保广场用贺和再利用千岁台，可回收饮料塑料瓶（PET 瓶）的瓶盖。此外，部分店铺和民间回收团体也回收 PET 瓶的瓶盖。详情敬

请咨询，或浏览世田谷区的网站。

对象12品种
①手机（含智能手机） ②平板终端（电脑除外） ③数码相机 ④随身听播放器 ⑤ IC 录音机 
⑥电子词典 ⑦计算器 ⑧掌上游戏机 ⑨便携式摄像机 ⑩便携式车载导航  
⑪电话机（带传真的除外） ⑫电线类
※ 回收箱的投入口为长 25cm、宽 10cm。大件垃圾不属于对象品种。
※ 请消除个人信息后再丢弃。
※ 电线请剪开系好后扔出。

小型家电等有用金属（稀土金属等）含有率较高的以下品种在公共设施设
置专门的回收箱回收。



可燃垃圾

不燃垃圾

厨房垃圾、废纸、木屑等

塑料类

橡胶·皮革类

倒出方法

倒出方法

厨房垃圾

录像带、DVD、CD（小型激光唱盘）、
MD（微型盘）等

其他塑料制物品香波·
洗剂等容器

软包装食品的	
包装与保鲜膜·胶卷等

※去除水分
※粗度 10cm以下、
　长度 50cm以下者

※包括长筒袜等化学纤维
※污垢物倒入厕所

塑料制玩具
（插图）

※含电子机器者为不燃垃圾

少量的枝叶等 衣类 尿布 不能作为资源回收的纸类
（纸屑、感热纸、照片等）

请装入带盖的容器（90公升以下）或看得到内容物的透明和半透明的塑料袋倒出。
※塑料或木材料附有金属时（衣架等），请按比例较多材料的分类方法倒出。如金属可以方便取下时可将其取下。

请装入带盖的容器（90公升以下）或看得到内容物的透明和半透明的塑料袋倒出。
※	为避免荧光灯、电灯泡、玻璃与刃物等锐利物品伤及收集作业人员，请用盒子与厚纸等包裹，
	 标示“キケン（危险）”等。
※含有水银的体温计、血压计的处理，请向管辖的清扫事务所咨询。
※手机电池等充电式电池请联系再生利用合作店铺。

管子类

胶鞋、皮鞋 胶管

※剪为 50cm以下

提包

※边长30cm以下物品

其他皮带、钱包等

网与泡沫塑料泡沫塑料杯子类 干燥剂·保冷剂药袋子 点心袋

※每月 29日～ 31日不燃垃圾不予收集。

・每月第 次的星期

便当等容器

・星期

⇒

玻璃·陶瓷器类

小型家电产品·金属类

电池荧光灯管·电灯泡喷雾罐、煤气罐、
打火机（装入其他袋子）

其他

镜子

※碎玻璃等物品请用报纸等包裹，
标示“キケン（危险）”等。

一次性暖炉

※装入盒子等，以
免破碎。

硬币型电池
（型号为CR和
BR的物品）

※钮扣型电池请扔至位
于再生利用合作店铺的
“钮扣电池回收罐”

※请务必将内装气体用尽，与其他不燃垃圾分别
装袋，标示“スプレー缶（喷雾罐）”“ライター（打
火机）”等。

※边长30cm以下物品

玻璃 陶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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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箔纸
去除柄的部分在 30cm以下的小型家电、金属、菜刀、金属丝衣架、延长线、充电器、锅、水壶等

电线请剪开系好后扔出。

干电池

液体不能作为垃圾收集 ! 塑料容器等如果残留有液体物时，请将液体清除后再扔至收集站。	
少量时，请用布等浸湿后扔至可燃垃圾（药品等危险品除外）。

请清空内容物！



空调机、电视机、洗衣机·衣服干燥机、冰箱(含保冷库·冷温库（※保冷米柜除外）)·冰库
................................................................................................................................家电再利用法对象品
●	拜托购入店铺、换购店铺取回或向家电再利用受理中心联系申请。
※需根据回收品目缴纳再利用费用与收集搬运费用。

2022年 5月 28日截止
家电再生利用受理中心
☎ 03-5296-7200	※日语、英语专用
受理时间／星期一至星期六（节假日也受理）
　　　　　上午 8点～下午 5点
网上申请　https://kaden23rc.tokyokankyo.or.jp/

2022年 5月 30日以后
家电再生利用受理中心
☎ 0570-087200（语音电话）※日语、英语专用
受理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节假日除外）
　　　　　上午 9点～下午 5点
网上申请			https://kaden23rc.jp/

●	还可直接携带至厂家指定的接收场所（仅负担再利用费用）。详情请咨询下述的家电再利用券中心或在网页上确认。

[ 再利用费用·指定接收场所的相关咨询处 ]　家电再利用券中心　☎ 0120-319640　　https://www.rkc.aeha.or.jp/

家庭用个人电脑	............................................................. 仅限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台式显示器为对象
	由厂家回收	　请向各厂家申请。
●有 PC再利用标志的商品不需要支付回收再资源化费用。
●购买时的标准配件（鼠标、键盘、扩音器、接线等）也能够一起回收。
●如不清楚厂家时，请向一般财团法人电脑 3R推进协会（电话 03-5282-7685）询问。
由配送公司回收	　请向合作单位RENET	JAPAN	RECYCLE 株式会社申请。
●请在互联网（https://www.renet.jp）上申请回收。配送公司会询问您希望回收的日期。
●含有电脑主机时，1箱的回收费用免费，但如果仅有显示器和打印机等周边设备时，回收要收费。
●还有付费的数据清除服务和小型家电回收服务。详情请在RENET	JAPAN	RECYCLE株式会社的网站上确认。

自治体政府难以处理的物品	.......灭火器、轮胎、蓄电池、涂料·石油类、药品类（农药·剧性药）、钢琴、耐火保险箱、
石、砂、土、砖、花砖、石板、石棉含有产品、注射针（※）（医疗用针头）等

有厂家等回收渠道者与有危险性者等，区里不能回收。请拜托购入店铺、厂家取回，或与专业公司等联系。专业公司等不清楚时，请向
管辖的清扫事务所问询。
※在家用于医疗的注射针的回收请咨询负责的
医生或购买的药房。

收集站不能回收的物品

区里不能回收的物品

大件垃圾（边长超过30cm的物品）	................................................... 家具·寝具、自行车、电器产品等
收费·申请制　请利用电话或因特网进行申请。
申请　　　　　世田谷区大件垃圾受理中心（☎ 03-5715-1133）
　　　　　　　※对应英语、中文、韩国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
受理时间　　　包括节日的星期一～星期六（12月 29日～ 1月 3日除外）、上午 8时～晚上 9时
因特网受理　　可从区的主页上申请。在线手续·服务开放数据 →大件垃圾受理中心（24小时·全年无休）
　　　　　　　另外又可用手机、智能手机申请。
●	解体的物品也属于大件垃圾。手续费额不变。（衣柜、橱柜、地毯等）
●	虽有巡回广播的“免费废品回收车”，但请注意不要卷入不必要的纠纷，大件垃圾请向“世田谷区大件垃圾受理中心”
进行申请。

仅限星期六、日，申请者可以直接将垃圾送入。请事前向世田谷区大件垃圾受理中心进行申请。※因特网也可受理。
件数／每次为 10件以下　手续费／收集时的半额（最低 200日元）　送入地点／船桥大件垃圾中继所船桥 7-21-15
※	送入地点等具体情况，在受理时将予以说明。

■主页的垃圾·再利用信息
世田谷区主页
	 →　我们住在世田谷区（资源（再利用）·垃圾）
▶中文 	→　资源与垃圾的具体分类方法·倒出方法
	 →　资源·垃圾收集日期一览
■问讯处　※日语专用
　清扫·再利用部事业课	 ☎ 03-6304-3297　　Fax	03-6304-3341
　世田谷清扫事务所（世田谷·北泽地区）	 ☎ 03-3425-3111　　Fax	03-3425-8381
　玉川清扫事务所（玉川地区）	 ☎ 03-3703-2638　　Fax	03-3704-7096
　砧清扫事务所（砧·乌山地区）	 ☎ 03-3290-2151　　Fax	03-3290-2171

劇薬

使用再生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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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地毯面砖除外

https://www.renet.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