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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可破碎的大件垃圾中「有害垃圾」的对象种类将会变更

从2023年１月开始

开始小型充电式电池等的分类回收开始小型充电式电池等的分类回收

※试行期间中（2023年１月～３月）、也请尽量配合小型充电式电池等的分类回收以及变更后的分类·扔出方法。

开始试行  2023年１月
正式实施  2023年４月

详情请参阅第２·３页

变更变更 可破碎的大件垃圾中的 有害垃圾有害垃圾 对象种类变更如下

扔出方法扔出方法 有害垃圾有害垃圾 扔出方法扔出方法 危险垃圾危险垃圾
●小型充电式电池
●难以去除小型充电式电池的充电式家电

详情请参阅第２·３页

新增新增 在可破碎的大件垃圾中的 「小型充电式电池」「小型充电式电池」「小型充电式电池」「小型充电式电池」和
「难以去除小型充电式电池的充电式家电」「难以去除小型充电式电池的充电式家电」「难以去除小型充电式电池的充电式家电」「难以去除小型充电式电池的充电式家电」

危险垃圾危险垃圾中新增

小型充电式电池以外的电池全部归类为
「有害垃圾」。（有部分回收对象外的电池）

迄今为止、一直有以疑似使用水银的废弃物为对象的、但目前也有没被认为有害性的物品、根据环境省「家庭排放含水银
废弃物的分类回收指南」、变更「有害垃圾」的对象。

１

２

３

「有害垃圾」中去除了镜子。
→ 与其他「可破碎的大件垃圾」一起扔出来。

除了水银体温计、新增水银血圧计、
水银温度计为「有害垃圾」。

　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在垃圾回收以及破碎处理作业中因撞击导致充
电式电池等起火的火灾事故快速增加。
　为了防止火灾、安心·安全地处理废弃物、将小型充电式电池和难
以去除小型充电式电池的充电式家电分类为可破碎的大件垃圾中的
「危险垃圾」、个别回收。 出典：公益财团法人 日本容器包装回收再利用协会

垃圾回收车

问询处

〒519-0166　Kameyama-shi, Fuke-chō 442　TEL：0595-82-8081　FAX：0595-82-4435

Kameyama City Sōgō Kankyō Center
Sangyō-Kankyō-bu Kankyō-ka Haikibutsu Taisaku Group

请分别装入透明袋中后扔出来。

※荧光灯、水银体温计、水银血压计、水银温度计容易
碎裂、如果碎裂、水银可能会散落或流出。请轻拿轻
放小心处理避免碎裂。

１ 用胶带包裹好「小型充电式电池」以
及「充电宝」的电极部分用于绝缘。
※特别是由于起火的危险性高。
※请不要遮住回收再利用标记。

３ 无法装袋的充电式家电、请在主体
上 贴上 「Jyūdenshiki Kaden」
等的贴纸后扔出来。

２「小型充电式电池」和「难以去除
小型充电式电池的充电式家电」装
入同一透明袋中后扔出来。

　小型充电式电池是通过充电可反复使用的电池、
在我们日常生活使用的很多制品中都有使用。绝大
多数的小型充电式电池都有回收再利用标记。

小型充电式电池 是 锂离子电池

镍氢电池 镍镉电池

荧光灯管

水银体温计
水银血压计、水银温度计

小型充电式电池
以外的电池类

可破碎的大件垃圾

收 集 日收 集 日

●Ａ地域　每月第１、３星期三
●Ｂ地域　每月第２、４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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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水银体温计、还要新增
水银血圧计、水银温度计。

水银
血压计

水银
温度计

水银体温计

※请装入透明袋中后扔出来。
※容易碎裂、碎裂后水银可能会散落或流
出。请轻拿轻放小心处理以避免碎裂。

「小型充电式电池以外的电池类」
为对象。

铅蓄电池、铅充电池
（汽车电池等）

请直接送到综合环境中心。

干电池

硬币电池

纽扣电池

锂初级
电池

对
象
外

新增可从家电制品主体拆卸的「小型充电式电池」。

※生产厂家的不同、回收再利用标记和位置等有所不同。
　另外回收再利用标记也有无色的。

※请将去除了小型充电式电池的家电制品和其他「可破碎
的大件垃圾」一起扔出来。

锂离子电池 镍氢电池 镍镉电池

可
破
碎
的
大
件
垃
圾

危
险
垃
圾

的对象种类。的对象种类。的对象种类。的对象种类。新增小型充电式电池等、变更新增小型充电式电池等、变更新增小型充电式电池等、变更新增小型充电式电池等、变更可破碎的大件垃圾中的可破碎的大件垃圾中的可破碎的大件垃圾中的可破碎的大件垃圾中的 危险垃圾危险垃圾 有害垃圾有害垃圾

新增「难以去除小型充电式电池的充电式家电」。
※不要强行分解、可原样扔出来。

电动剃须刀 电动牙刷 充电宝 便携式电风扇 无线吸尘器

无线耳机 掌上游戏机 便携式音
乐播放器 电子词典 平板终端 智能手机

电子烟、
加热式香烟

代表例

2022年12月末为止变更前 变更后 开始试行 2023年１月　正式实施 2023年４月

MILK

可破碎的大件垃圾可破碎的大件垃圾

枕头、毛绒玩具、窗帘、
被褥、地毯、羽毛产品

打火机煤气罐、喷雾罐

镜子

与其他
「可破碎的大件垃圾」

一起扔出来

水银体温计、
水银血压计、
水银温度计

小型充电式电池
以外的电池类

小型充电式电池、
难以去除小型充电式
电池的充电式家电（干电池、纽扣电池、硬币电池、锂初级电池）

荧光灯管

有害垃圾有害垃圾 危险垃圾危险垃圾

（　　　　　 ）不包括电视机、空调、冰箱、冰柜、洗衣
机、干衣机、电脑、难以去除小型充电式
电池的充电式家电

食品、点心、茶叶、奶粉等的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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