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社市役所官方网站　 http://www.city.soja.okayama.jp/）

购物时，
请自带购物袋！

喷雾罐·微型煤气罐，

请先扎个大一点儿的洞

后再扔掉。

尽量减少垃圾，推进回收再利用！

可燃垃圾、不燃垃圾要放进总社市指定的垃圾袋内，不燃的大件垃圾贴上
“大件垃圾处理券”后再投放。

※垃圾袋如有破损的地方，请用胶带粘上。  （不需要换新的垃圾袋）

总社市环境
水道部环境课 电话号码 0866-92-8338

総 社 市

証  紙
粗大ごみ処理券
○○○円券

○この処理券は，集積所へ出す際に貼ってください。
○取り決めた収集日，収集場所へ午前8時までに出し　てください。

○この処理券，紛失又は破棄等した場合，再発行する　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ので，ご注意ください。

○この処理券は，払い戻しできません。

この処理券は，シールになっています。粗大ごみの目につきやすいところに貼って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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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前后休息，不回收垃圾。
　请注意1月份的第1周与平时有所不同。

塑料瓶的回收方法

区分、收集用的容器

可
燃
垃
圾

每周两次

不
燃
垃
圾
不
燃
性
大
件
垃
圾

资
源
垃
圾

请
尽
量
交
给
当
地
回
收
团
体
。

电池・体温计

空瓶

塑料瓶
（饮料食品用）

白色托盘
（食品用）

旧布

废纸

空罐
（饮料食品用）

用绳子捆上或
放入45公升以下的

透明或
半透明的袋子里

放入45公升以下的
透明或

半透明的袋子里

放入45公升以下的
透明或半透明的袋子里

区分日、次数 可投放物品及具体例子 注意事项

☆木屑等量多的时候，请直接送至吉备路回收中心。
☆被褥、地毯、窗帘，要剪成可放入45公升指定垃圾袋内的长度，装入指定垃圾袋投放。
☆如果不能剪断，请直接运到吉备路回收中心。
☆厨房垃圾要将水分控干。
　（注意）不想让别人看到的垃圾，请用纸包起来，放进指定的垃圾袋。
☆胶皮管等有一定长度的东西要截成1米以下后再投放。
☆一次性打火机，请一定在扔掉前把油使完或把瓦斯排放出去。

☆喷雾罐、微型煤气瓶等一定要扎一个较大的洞后再投放 （否则会引起火灾等事故）。
☆将刀具、玻璃、灯泡等危险物品放入袋子时，要避免扎破袋子（用报纸等包上并标明物品
名称，保证安全投放）。
☆乳白色的化妆瓶、油瓶，请作为不燃垃圾投放。

☆体积小但材质硬的物品，请作为大件垃圾投放。
☆请不要放入垃圾袋和箱子里，贴上大件垃圾处理券直接投放即可。
　（刀具等危险物品用报纸等包上并标明物品名称，保证安全投放）。
☆电视机、电冰箱及冰柜、洗衣机、空调、衣服干燥机·家用电脑等，不能放到收集处。
☆请查看不燃性大件垃圾处理费用一览表。

☆空瓶、化妆瓶要取下瓶盖，冲洗干净后，按颜色分为3类（无色透明、茶色、其他）放入各集
装箱内。　※乳白色的化妆瓶，请作为不燃垃圾扔掉。
☆瓶子请不要横着往上堆，且放到八成的地方为止。因为要摞起来收集，所以装得太满集
装箱将无法摞起来。

☆纸盒、包装纸、纸袋、笔记用纸等放入纸袋里或摞在一起，与杂志类一起拿出去。
☆纸盒包装，把里面冲洗干净后展平，用绳子捆上后拿出去。
　※包装盒内侧的银箔纸，请作为可燃垃圾投放。
☆放入45公升以下的透明或半透明的袋子时，也请按左侧所示的5种进行分类。

☆将空罐里面冲洗干净，与钢罐、铝罐一起放入45公升以下的透明或半透明的袋子里拿出去。
☆宠物食品罐为资源垃圾。
☆空罐儿的盖子也可作为资源垃圾。放在空罐儿上一起扔掉即可。

☆请把电池、纽扣电池、体温表直接放入专用的集装箱内。
☆纽扣电池贴上绝缘胶布后再扔掉。

☆塑料瓶要取下瓶盖和标签，将瓶内冲洗干净后放进45公升以下的透明或半透明的袋子
里拿出去。装油的、太脏的、涂鸦或里面有异物的瓶子，请作为可燃垃圾扔掉。
☆白色托盘，冲洗干净后直接放进45公升以下的透明或半透明的袋子里拿出去。
☆塑料瓶、白色托盘、旧布分别放入不同的袋子里拿出去。
☆不能作为旧布收集的物品 : 窗帘、地毯、长筒袜、被褥、坐垫、布制玩具等棉制品、花边产
品。

总社市指定的垃圾袋

大件垃圾处理券

総 社 市

証  紙
粗大ごみ処理券

○○○円券

○この処理券は，集積所へ出す際に貼ってください。

○取り決めた収集日，収集場所へ午前8時までに出し
　てください。

○この処理券，紛失又は破棄等した場合，再発行する
　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ので，ご注意ください。

○この処理券は，払い戻しできません。

この処理券は，シールになっています。
粗大ごみの目につきやすいところに貼ってください。 

厨房垃圾

喷雾罐、
微型煤气瓶等

自行车

电风扇

电池（包括镍镉电池等可充电电池）

报纸、广告纸

塑料瓶

碎纸机碎纸

点心罐

旧布

纸包装盒
（包括酒和调味料）

纸箱
杂志、杂纸片

白色托盘

体温计
纽扣电池

暖风机 缝纫机 电熨斗

厚刃尖菜刀、
日式裁缝剪子、水龙头

金属、鉄、水壶 陶器、花盆等

灯泡

镜子、玻璃等

1
PET

材料标志

特别硬的物品

纸尿布
废纸等

木屑等

橡胶、皮革制品
鞋、包类

塑料、
塑胶制品

※厕所垃圾请给予处理。

※一定要扎一个洞。

※白色托盘以外的
　泡沫塑料为可燃垃圾。

衣服、内衣、小孩内衣、毛巾、床单、毛毯、毛衣、
手绢、袜子、帽子、围巾、夹克等

※一次性取暖包、贝壳、CD、录像带、苯乙烯泡沫塑料、　　　　　一次性打火机、铝箔等

锅、餐具、烤面包机、伞等

钢制书架，独轮车，三轮车，吸尘器，组合音响，立体声音响，收录机，　　　　录像机，卡拉OK伴唱机，荧光灯器具，排气扇，
燃气热水器，微波炉，烤盘，电饭锅，餐具干燥机，炒菜锅， 煤气灶，　　　　   锤子等特别硬的物品

※注意　只装到八成

收集垃圾　周一～周五收集

把罐头盖儿按下去

·回收带有左侧标志的塑料瓶。

·扔瓶子时，请把瓶盖和标签取下冲洗干净。

·取下来的瓶盖和标签请作为可燃垃圾扔掉。

总社市指定的垃圾袋

（节日不休息）
□ 按规定的垃圾袋和方法
□ 扔到规定的地点
□ 在规定日期早晨8点之前扔掉

投放垃圾三原则请
注

意
!!

请通过垃圾收集处
的公告栏确认收集
日期

每月一次
请通过垃圾收集处
的公告栏确认收集
日期

每月一次
请通过垃圾收集处
的公告栏确认收集
日期

每月一次
请通过垃圾收集处的
公告栏确认收集日期

每月一次
请通过垃圾收集处的
公告栏确认收集日期

每月一次
星期三

(饮料食品用)
(化妆瓶)

集装箱
无色 茶色 其他

可回收的塑料瓶
上的标签及瓶底
均附有此标志。

电视·冰箱及冰柜·洗衣机·空调·衣服烘干机·电脑不能投放到垃圾收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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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券是一张贴纸。请将要贴之处的湿气和灰尘擦
去，贴紧，不要使其脱落。
请留意，贴上后将无法再揭下来。

项      目 金额 (日元)

ア

电熨斗 200

高压锅 200

纱窗框（金属制） 200

铝制窗框 200

イ

服装桶（白铁皮） 200

椅子（金属制） 200

独轮车（搬运、工作用） 600

独轮车（运动用） 200

ウ
窗口式空调 200

婴儿车 200

エ

自行车健身器（电动除外） 600

自行车健身器（电动） 2,000

卫星广播接收天线 （BS,CS 天线） 200

オ

电热油炉 600

音响（一体型） 1,000

音响（单品） 200

微波烤箱 600

微波烤箱（内嵌式） 2,000

风琴 1,400

カ

窗帘轨道 （重量在10公斤以下） 200

加湿器 200

煤气灶（厨房用台式灶具） 600

煤气灶（桌上用） 200

燃气热水器 200

锤子 200

卡拉 OK 伴唱机 1,400

排气扇 200

烘干机（餐具） 200

烘干机（洗餐具） 600

烘干机（被褥） 200

キ
梯凳（金属制） 200

保险柜（手提式） 200

ク

气筒（自行车用） 200

空气净化器 200

电磁炉（厨房用台式灶具） 600

电磁炉（台式） 200

烤盘（电气） 200

轮椅（手动） 600

轮椅（电动） 1,400

项      目 金额 (日元)

ク 锄头类 200

ケ
荧光灯具 200

鞋箱（金属制） 600

コ

大衣架（限金属制） 200

米箱 200

高尔夫球杆（1 套＝ 13 根） 200

音响 1,000

サ

座椅 200

三轮车（大人用） 600

三轮车（儿童用） 200

シ

CS天线 200

自行车（包括儿童用） 600

水龙头 200

榨汁机 200

快速热水器（厨房用） 200

老年助行车（手推车） 200

ス

电饭锅（煤气·电气） 200

日式火锅用锅 200

铲子 200

钢制书架 600

立体声音响 1,000

立体声音响（单件） 200

炉子（煤气·石油） 600

炉子（电气） 200

扩音器（单件） 200

セ 电风扇 200

ソ 吸尘器 200

タ
轮胎防滑链 200

煎章鱼丸子机 200

チ
儿童安全座椅 200

中式铁锅（特别硬的锅） 200

ツ 桌子（金属制） 1,000

テ

DVD驱动机 200

手推车（老人用） 200

厚刃尖菜刀 200

电视天线 200

电气烤盘 200

电暖器 200

电炉 200

大件垃圾处理券销售处
大件垃圾处理券在下述地点销售，请到附近
的销售处购买。种类有200日元、600日元和
1,000日元的三种。

总社市役所市民课
（周六、周日、节日和营业时间以外请到市役所夜间受理

窗口）

山手办事处、清音办事处(环境课)、北办事处、 
西办事处、昭和办事处

希望上门收集的，请参阅下页。

贴大件垃圾处理券时的注意事项

项      目 金额 (日元)

テ
微波炉 600

电话台（金属制） 200

ナ 厨房垃圾处理机 600

ハ

米柜 200

管式折叠椅 200

电脑外围设备（扫描仪等） 200

电脑外围设备（打印机） 600

电脑架 600

卤素取暖器 200

手钻 200

ヒ
BS天线 200

录像机 200

フ

传真机（便携式） 600

暖风机 600

食品加工机 200

被褥烘干机 200

百叶窗 ( 金属制） 200

打印机（家庭用） 600

へ
床（限钢簧） 1,000

婴儿车 200

ホ
烤盘 200

书架（金属制） 1,400

マ 山地车 600

ミ 小型音响 1,000

モ

捣年糕机 200

晾衣杆 200

晾衣柱（限 10 公斤以内） 200

ラ 收录机 200

ル
跑步机（电动） 2,000

跑步机（电动以外） 600

レ 微波炉台 600

ロ 文件柜（钢制） 1,400

ワ

四轮手推车（金属用品） 600

日式裁缝剪子 200

文字处理机 200

表中没有的物品
10公斤以下 200日元

超过10公斤～20公斤以下 600日元

超过20公斤～30公斤以下 1,000日元

超过30公斤～40公斤以下 1,400日元

超过40公斤～50公斤以下 2,000日元

超过50公斤的物品，请直接运到吉备路回收中心。

不燃性大件垃圾处理收费一览表
（直接拿到吉备路回收中心时，不需要大件垃圾处理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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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备路回收中心
仓敷市真备町箭田481番地
电话 ０８６－６９８－３７７４
●周一～周五（节日亦可）………… 9:00 至 16:00
●周六（仅限第 1、第 3、第 5 周六） 9:00 至 1 1:00

★年末年初休息
　12月31日～1月3日

※周日及第2、第4周六休息

※收费　家庭类  每10公斤     30日元
　　　　企业类  每10公斤     100日元

国道180号线
至高粱

 川边桥

县道上高末总社线

高
粱
川

新本邮局

导向牌

县
道

仓
敷

美
袋

线

至矢挂
至仓敷

国道486号线

至新本

N
吉备路回收中心

工业团地
（西团地）

5.5km

仓敷市真备町
综合公园棒球场

总
社总社大桥

① 向总社市役所环境课打电话申请

办公时间　周一～周五　8：30～17：15
（节日休息。元旦前后有休假）

② 告知必要事项
请告知住址、姓名、电话号码、垃圾的种类及数量

※收集日是周二到周五。  9：00～16：00 
    （节日休息。元旦前后有休假） 

     根据情况，有可能满足不了您的要求。

③ 搬出大件垃圾

TEL 92-8338

对无法将不燃性大件垃圾送至垃圾收集处及无法将大件垃圾运至吉备路回收中心的人，可以上门收集大
件垃圾（不燃性、可燃性）。

请务必将大件垃圾放到大门外面

可处理的物品

○木制家具类等可燃性大件垃圾

○家电产品、自行车等不燃性大件垃圾

　（注意） 小件物品请分为可燃垃圾、不燃垃圾，放到垃圾收集处。

不能处理的物品

单件的重量超过50公斤、装不上搬运车的物品

水泥预制板和混凝土等。

表中没有的物品

10公斤以下 200日元

10公斤超～20公斤以下 600日元

20公斤超～30公斤以下 1,000日元

30公斤超～40公斤以下 1,400日元

40公斤超～50公斤以下 2,000日元

超过50公斤的物品，请直接运到吉备路回收
中心。

项      目 金额 (日元)

ア 风琴窗帘 200

イ
服装箱（旅游箱） 200

椅子 200

オ

客厅用椅子（单人椅） 600

客厅用椅子（双人以上坐椅） 1,000

客厅茶几 600

音响架 600

カ

地毯 600

伞架 200

彩色组合箱 200

ケ
鞋柜（宽 1 米以下） 600

鞋柜（宽 1 米以上） 1,000

サ

床头柜（宽 1 米以下） 1,000

床头柜（宽 1 米以上） 1,400

梳妆镜、三面镜 600

シ

地毯 600

书架、餐具柜（宽 1 米以下） 1,000

书架、餐具柜（宽 1 米以上） 1,400

ス

弹簧床垫（单人用） 1,000

弹簧床垫（小双人床、双人床） 1,400

拖鞋架 200

セ 盥洗间化妆台 1,000

ソ 沙发床 1,000

タ
门窗隔扇（隔扇、纸拉门等） 200

榻榻米 600

项      目 金额 (日元)

タ
衣柜（宽 1 米以下） 600

衣柜（宽 1 米以上） 1,000

ツ
屏风（隔开用轻便屏风） 600

桌子 1,000

テ

餐桌（饭桌、矮桌） 600

电视机台 200

电话台 200

ト
橱柜（宽 1 米以下） 200

橱柜（宽 1 米以上） 600

ナ 瓦棱板（塑料制） 200

ヘ

床框（单人床、双层床的一层） 600

床框（小双人床、双人床） 1,000

婴儿床 200

ワ 四轮手推车（木制·塑料制） 600

有关不燃性大件垃圾的处理费用，详见 4 ～ 5 页。

●●●●可燃性大件垃圾处理费用一览表●●●●
※ 可燃性大件垃圾不能放到垃圾收集处

一辆小货车需要 1,000 日元的收集费

上门收集大件垃圾 大件垃圾的上门收集费用

收集日为申请后7天之后

回收费用（小货车一辆 1,000 日元） 。
※ 回收当天需要到场

　　　　　　　　+
请支付大件垃圾处理费

（请参照第 4 ～ 5 页，第 7 页的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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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地区詳細 地区详情 燃やせるごみ 不燃性粗大ごみ 空きびん・古紙・
乾電池・体温計

ペットボトル・
白色トレー・古布 燃やせないごみ 空き缶 可燃垃圾 不燃性大件垃圾

空瓶・废紙・
电池・体温计

塑料瓶・白色
托盘・旧布

不燃垃圾 空罐 地区

1 赤浜 赤浜 火・金 第３水 第１木 第２木 第３木 第４木 周二・周五 第３周三 第１周四 第２周四 第３周四 第４周四 A地区

2 中央一丁目 中央一丁目 火・金 第１水 第２月 第３月 第１月 第４月 周二・周五 第１周三 第２周一 第３周一 第１周一 第４周一 B地区

3 中央一丁目（県営住宅） 中央一丁目（县营住宅） 火・金 第１水 第２木 第３木 第１木 第４木 周二・周五 第１周三 第２周四 第３周四 第１周四 第４周四 B地区

4 中央二丁目 中央二丁目 月・木 第１水 第２火 第３火 第１火 第４火 周一・周四 第１周三 第２周二 第３周二 第１周二 第４周二 B地区

5 中央三丁目 中央三丁目 火・金 第２水 第１水 第２水 第３水 第４水 周二・周五 第２周三 第１周三 第２周三 第３周三 第４周三 A地区

6 中央四丁目 中央四丁目 火・金 第２水 第１水 第２水 第３水 第４水 周二・周五 第２周三 第１周三 第２周三 第３周三 第４周三 A地区

7 中央五丁目 中央五丁目 火・金 第２水 第１水 第２水 第３水 第４水 周二・周五 第２周三 第１周三 第２周三 第３周三 第４周三 A地区

8 中央六丁目（中央文化筋より東） 中央六丁目（中央文化路以东） 火・金 第２水 第１水 第２水 第３水 第４水 周二・周五 第２周三 第１周三 第２周三 第３周三 第４周三 A地区

9 中央六丁目（中央文化筋より西） 中央六丁目（中央文化路以西） 火・金 第１水 第２木 第３木 第１木 第４木 周二・周五 第１周三 第２周四 第３周四 第１周四 第４周四 B地区

10 駅前一丁目 站前一丁目 月・木 第１水 第２火 第３火 第１火 第４火 周一・周四 第１周三 第２周二 第３周二 第１周二 第４周二 B地区

11 駅前二丁目 站前二丁目 火・金 第１水 第２月 第３月 第１月 第４月 周二・周五 第１周三 第２周一 第３周一 第１周一 第４周一 B地区

12 駅南一丁目 站南一丁目 火・金 第２水 第２木 第３木 第１木 第４木 周二・周五 第２周三 第２周四 第３周四 第１周四 第４周四 B地区

13 駅南二丁目 站南二丁目 火・金 第１水 第２木 第３木 第１木 第４木 周二・周五 第１周三 第２周四 第３周四 第１周四 第４周四 B地区

14 福井 福井 火・金 第１水 第１月 第２月 第３月 第４月 周二・周五 第１周三 第１周一 第２周一 第３周一 第４周一 A地区

15 福井の一部（泉北ニュータウン） 福井的一部分（泉北新城） 月・木 第４水 第２金 第３金 第１金 第４金 周一・周四 第４周三 第２周五 第３周五 第１周五 第４周五 B地区

16 福谷 福谷 火・金 第３水 第２木 第３木 第１木 第４木 周二・周五 第３周三 第２周四 第３周四 第１周四 第４周四 B地区

17 秦 秦 火・金 第３水 第２木 第３木 第１木 第４木 周二・周五 第３周三 第２周四 第３周四 第１周四 第４周四 B地区

18 原 原 火・金 第４水 第１木 第２木 第３木 第４木 周二・周五 第４周三 第１周四 第２周四 第３周四 第４周四 A地区

19 東阿曽 东阿曾 月・木 第１水 第１金 第２金 第３金 第４金 周一・周四 第１周三 第１周五 第２周五 第３周五 第４周五 A地区

20 日羽 日羽 火・金 第４水 第１木 第２木 第３木 第４木 周二・周五 第４周三 第１周四 第２周四 第３周四 第４周四 A地区

21 井手（井手・出張・天原・清水） 井手（井手・出张・天原・清水） 月・木 第２水 第１火 第２火 第３火 第４火 周一・周四 第２周三 第１周二 第２周二 第３周二 第４周二 A地区

22 井手（延・富江） 井手（延・富江） 火・金 第３水 第１木 第２木 第３木 第４木 周二・周五 第３周三 第１周四 第２周四 第３周四 第４周四 A地区

23 井尻野 井尻野 月・木 第４水 第２金 第３金 第１金 第４金 周一・周四 第４周三 第２周五 第３周五 第１周五 第４周五 B地区

24 泉南（１～８） 泉南（1～ 8） 月・木 第４水 第１金 第２金 第３金 第４金 周一・周四 第４周三 第１周五 第２周五 第３周五 第４周五 A地区

25 泉北（９～ 16） 泉北（9～ 16） 月・木 第４水 第２金 第３金 第１金 第４金 周一・周四 第４周三 第２周五 第３周五 第１周五 第４周五 B地区

26 影 影 火・金 第４水 第１木 第２木 第３木 第４木 周二・周五 第４周三 第１周四 第２周四 第３周四 第４周四 A地区

27 金井戸 金井户 月・木 第３水 第１金 第２金 第３金 第４金 周一・周四 第３周三 第１周五 第２周五 第３周五 第４周五 A地区

28 金井戸の一部（警察官舎） 金井户的一部分（警察官舍） 月・木 第２水 第１火 第２火 第３火 第４火 周一・周四 第２周三 第１周二 第２周二 第３周二 第４周二 A地区

29 上原 上原 火・金 第３水 第２木 第３木 第１木 第４木 周二・周五 第３周三 第２周四 第３周四 第１周四 第４周四 B地区

30 上林 上林 火・金 第３水 第１木 第２木 第３木 第４木 周二・周五 第３周三 第１周四 第２周四 第３周四 第４周四 A地区

31 北溝手 北沟手 月・木 第３水 第１金 第２金 第３金 第４金 周一・周四 第３周三 第１周五 第２周五 第３周五 第４周五 A地区

32 清音軽部、清音三因、清音上中島、清音柿木、清音古地、清音黒田 清音轻部、清音三因、清音上中岛、清音柿木、清音古地、清音黑田 月・木 第１水 第３水 第１水 第２水 第４水 周一・周四 第１周三 第３周三 第１周三 第２周三 第４周三 清音地区

33 小寺 小寺 月・木 第２水 第１水 第２水 第３水 第４水 周一・周四 第２周三 第１周三 第２周三 第３周三 第４周三 A地区

34 小寺の一部（反下の一部） 小寺的一部分（反下的一部分） 月・木 第４水 第２金 第３金 第１金 第４金 周一・周四 第４周三 第２周五 第３周五 第１周五 第４周五 B地区

35 小寺の一部（兎登木・新田） 小寺的一部分（兔登木・新田） 月・木 第４水 第１金 第２金 第３金 第４金 周一・周四 第４周三 第１周五 第２周五 第３周五 第４周五 A地区

36 窪木 窪木 月・木 第３水 第１金 第２金 第３金 第４金 周一・周四 第３周三 第１周五 第２周五 第３周五 第４周五 A地区

37 久米 久米 月・木 第１水 第１金 第２金 第３金 第４金 周一・周四 第１周三 第１周五 第２周五 第３周五 第４周五 A地区

38 黒尾 黑尾 月・木 第１水 第１金 第２金 第３金 第４金 周一・周四 第１周三 第１周五 第２周五 第３周五 第４周五 A地区

39 久代 久代 月・木 第３水 第２水 第３水 第１水 第４水 周一・周四 第３周三 第２周三 第３周三 第１周三 第４周三 B地区

40 真壁 真壁 火・金 第２水 第２月 第３月 第１月 第４月 周二・周五 第２周三 第２周一 第３周一 第１周一 第４周一 B地区

41 真壁（八神） 真壁（八神） 火・金 第２水 第１水 第２水 第３水 第４水 周二・周五 第２周三 第１周三 第２周三 第３周三 第４周三 A地区

42 槙谷 槙谷 火・金 第１水 第１月 第２月 第３月 第４月 周二・周五 第１周三 第１周一 第２周一 第３周一 第４周一 A地区

43 美袋 美袋 火・金 第４水 第１木 第２木 第３木 第４木 周二・周五 第４周三 第１周四 第２周四 第３周四 第４周四 A地区

44 南溝手 南沟手 月・木 第３水 第１金 第２金 第３金 第４金 周一・周四 第３周三 第１周五 第２周五 第３周五 第４周五 A地区

45 見延 见延 火・金 第１水 第１月 第２月 第３月 第４月 周二・周五 第１周三 第１周一 第２周一 第３周一 第４周一 A地区

46 三須 三须 火・金 第３水 第１木 第２木 第３木 第４木 周二・周五 第３周三 第１周四 第２周四 第３周四 第４周四 A地区

47 三輪 三轮 火・金 第２水 第２木 第３木 第１木 第４木 周二・周五 第２周三 第２周四 第３周四 第１周四 第４周四 B地区

48 溝口 沟口 火・金 第２水 第２月 第３月 第１月 第４月 周二・周五 第２周三 第２周一 第３周一 第１周一 第４周一 B地区

49 門田 门田 月・木 第４水 第２金 第３金 第１金 第４金 周一・周四 第４周三 第２周五 第３周五 第１周五 第４周五 B地区

50 長良 长良 月・木 第３水 第１金 第２金 第３金 第４金 周一・周四 第３周三 第１周五 第２周五 第３周五 第４周五 A地区

51 中原 中原 火・金 第２水 第２月 第３月 第１月 第４月 周二・周五 第２周三 第２周一 第３周一 第１周一 第４周一 B地区

52 中尾 中尾 火・金 第４水 第１木 第２木 第３木 第４木 周二・周五 第４周三 第１周四 第２周四 第３周四 第４周四 A地区

53 西阿曽 西阿曾 月・木 第１水 第１金 第２金 第３金 第４金 周一・周四 第１周三 第１周五 第２周五 第３周五 第４周五 A地区

54 奥坂 奥坂 月・木 第１水 第１金 第２金 第３金 第４金 周一・周四 第１周三 第１周五 第２周五 第３周五 第４周五 A地区

55 刑部 刑部 火・金 第１水 第１月 第２月 第３月 第４月 周二・周五 第１周三 第１周一 第２周一 第３周一 第４周一 A地区

56 下原 下原 火・金 第３水 第２木 第３木 第１木 第４木 周二・周五 第３周三 第２周四 第３周四 第１周四 第４周四 B地区

57 下林 下林 火・金 第３水 第１木 第２木 第３木 第４木 周二・周五 第３周三 第１周四 第２周四 第３周四 第４周四 A地区

58 新本 新本 月・木 第３水 第２水 第３水 第１水 第４水 周一・周四 第３周三 第２周三 第３周三 第１周三 第４周三 B地区

59 宍粟 宍粟 火・金 第１水 第１月 第２月 第３月 第４月 周二・周五 第１周三 第１周一 第２周一 第３周一 第４周一 A地区

60 下倉 下仓 火・金 第４水 第１木 第２木 第３木 第４木 周二・周五 第４周三 第１周四 第２周四 第３周四 第４周四 A地区

61 総社（諸上） 总社（诸上） 月・木 第２水 第１火 第２火 第３火 第４火 周一・周四 第２周三 第１周二 第２周二 第３周二 第４周二 A地区

62 総社（西山・北宮本町の一部） 总社（西山・北宫本町的一部分） 火・金 第１水 第１月 第２月 第３月 第４月 周二・周五 第１周三 第１周一 第２周一 第３周一 第４周一 A地区

63 総社（総社駅西） 总社（总社站西） 火・金 第２水 第２月 第３月 第１月 第４月 周二・周五 第２周三 第２周一 第３周一 第１周一 第４周一 B地区

64 総社一丁目（本町・川崎・稲荷町） 总社一丁目（本町・川崎・稻荷町） 火・金 第２水 第１水 第２水 第３水 第４水 周二・周五 第２周三 第１周三 第２周三 第３周三 第４周三 A地区

65 総社一丁目（西田町・北田町・東田町） 总社一丁目（西田町・北田町・东田町） 月・木 第１水 第２火 第３火 第１火 第４火 周一・周四 第１周三 第２周二 第３周二 第１周二 第４周二 B地区

66 総社二丁目（元町・栄町の一部） 总社二丁目（元町・荣町的一部分） 火・金 第２水 第１水 第２水 第３水 第４水 周二・周五 第２周三 第１周三 第２周三 第３周三 第４周三 A地区

67 総社二丁目（幸町・栄町の一部・宮本町の一部） 总社二丁目（幸町・荣町的一部分・宫本町的一部分） 月・木 第２水 第１火 第２火 第３火 第４火 周一・周四 第２周三 第１周二 第２周二 第３周二 第４周二 A地区

68 総社三丁目 总社三丁目 月・木 第２水 第１火 第２火 第３火 第４火 周一・周四 第２周三 第１周二 第２周二 第３周二 第４周二 A地区

69 種井 种井 火・金 第４水 第１木 第２木 第３木 第４木 周二・周五 第４周三 第１周四 第２周四 第３周四 第４周四 A地区

70 富原 富原 火・金 第３水 第２木 第３木 第１木 第４木 周二・周五 第３周三 第２周四 第３周四 第１周四 第４周四 B地区

71 山田 山田 月・木 第３水 第２水 第３水 第１水 第４水 周一・周四 第３周三 第２周三 第３周三 第１周三 第４周三 B地区

72 八代 八代 火・金 第３水 第２木 第３木 第１木 第４木 周二・周五 第３周三 第２周四 第３周四 第１周四 第４周四 B地区

73 山手（西郡、地頭片山、岡谷、宿、西坂台） 山手（西郡、地头片山、冈谷、宿、西坂台） 火・金 第１水 第３水 第１水 第２水 第４水 周二・周五 第１周三※ 第３周三 第１周三 第２周三 第４周三 山手地区

※请在该区的 4个指定地点处理山手地区不燃大件垃圾。公正馆（西郡）、山手文化馆（地头片山、冈谷）、东风馆（宿）、西坂台停车场旁边（西坂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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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周一

火　→　周二

水　→　周三

木　→　周四

金　→　周五

第１　→　第一

第２　→　第二

第３　→　第三

第４　→　第四

可燃垃圾　/　每周两次

不燃垃圾　/　每月一次

不燃性大件垃圾　/　每月一次

空瓶　/　每月一次

废紙　/　每月一次

电池・体温计　/　每月一次

空罐（饮料食品用）　/　每月一次

塑料瓶・白色托盘・旧布　/　每月一次

电视・冰箱及冰柜・洗衣机・空调・衣服烘干机・

电脑不能投放到垃圾收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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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邮局购买家电回收券后，拿到下述指定的交易地点。

●冈山县货物运送（株） 总社市井尻野 700-10 电话 0866-92-0481
　　　　　总社主管支店 受理时间 9 ：00 ～ 12 ：00  13 ：00 ～ 17 ：00（周一～周六） 

 ※ 详细请致电确认。

按上述两种方式均无法处理时，请咨询市役所环境课。 电话 0866-92-8338

请委托更换的销售店或您所购买的销售店进行收回。

直接拿到指定的交易地点

委托家电销售店进行收回

有关电视·冰箱及冰柜·洗衣机·
空调·衣服烘干机的处理方法

1

2

请按照下述方法进行处理

“家用电脑”原则上由厂商回收。请咨询各厂商。

有关回收方法及费用等，请咨询各厂商的回收受理窗口或
一般社团法人电脑 3R 推进协会

【http://www.pc3r.jp　电话 03-5282-7685】。

您可以拿到吉备路回收中心，但不能拿到收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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