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视（显像管式・等离子・液晶式）冰箱・冷冻库・冷气机・

洗衣机・衣类烘干机 

①如果想买新家电更换旧家电的话… 

委托「买换新商品的销售店」处理。（销售店有回收旧家电的义务。） 

②如果知道旧家电购买时的销售店的话… 

委托「购买时的销售店」处理。（销售店有回收旧家电的义务。） 

③购买时的销售店不在近处或地址不清楚的话… 

与「临近的销售店」商量。（有给予回收的店。） 

④已经忘记了购买时的销售店是哪里的话… 

委托「废弃物处理业许可者（一般废弃物协同组合）。 

⑤如果不委托销售店或废弃物处理业许可者的话… 

请在邮局购买家电再利用劵后自己将废弃物搬运到「厂商所指定的 

回收场所」。（只需负担再利用费用。） 

厂商所指定的回收场所（船桥市内） 

丸全京葉物流（株）潮见町 19-4 ☎047-431-4880 

详细请向家电再利用劵中心咨询。 
☎0120-319640 

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CRT 型荧光屏・液晶型
荧光屏 

请向各厂商的再利用受理处申请。（注：一般废弃物协同组合不

进行回收）详情请向以下询问处询问。 

※关于电脑一部分可以拿到小型家电专用回收箱。 

一般社团法人３Ｒ推进协会 

☎03-5282-7685  https://www.pc3r.jp 

请向废弃摩托车处理店或摩托车再利用中心咨询。 

☎050-3000-0727  https://www.jarc.or.jp/motorcycle/ 

注：电动马达自行车不能作为市的大件垃圾倒出。 

垃圾倒出。 

请利用销售店设置的回收箱。 

有此标记的店铺给予免费回收。※也可以拿到小型家电回收箱回收。 

请向消防设备办理店或（株）灭火器再利用推进中心
咨询。 ☎03-5829-6773 

家用电器再利用法对象物品 

电脑再利用制度对象品 

摩托车 

盒式墨水管（打印机用） 

手机・PHS 等 

灭火器 

FRP 船 

请向销售店咨询或 FRP船再利用中心。☎03-5542-1202 

you purchased them. 

一时性的大量垃圾 

因搬家，大扫除等而排出的大量垃圾不予回收。 

（可燃垃圾）可自行拿到南部清扫工厂。（可燃垃圾・大型垃圾）
拿到北部清扫工厂，或是（不燃垃圾・大型垃圾）运送到西浦资
源再利用设施，又或是联络垃圾专门业者（收费）处理。 

船桥市无法收集的垃圾 

★有毒性的药品･农药及其容器 ★污物･污泥  ★

挥发油类（汽油･挥发油･稀料） ★煤油 ★涂料类 

★瓦斯罐  

请向销售店或厂商等咨询。 

☆弹簧床垫 ☆太阳能温水器 ☆钢琴･风琴等（含电子式

的各式琴类） ☆没有拆卸的建筑设备（大型塑料） ☆强

化塑料体育用品（运动器械等）☆缓冲器･通风帽･空气阻挡

调节器等（ABS 树脂及 PP 制品） 

请向销售店及厂商等咨询或委托以下处理业者处理。 

○认可的一般废弃物处理业者（第 1006号）   

㈱ヤマウチ ☎047-490-5338 

事业部门的垃圾 

商店，事务所，饮食店等在营业活动中排出的垃圾，以营业
者自己处理为原则。 
如要将那些垃圾给船桥市处理的话，请自行将垃圾搬到清扫
工厂。或委托经认可的垃圾处理业者处理。（不论哪种方法都
收费） 
另，船桥市不予处理产业废弃物。 

申请收集大件垃圾时 

大件垃圾受理中心           ☎047-457-4153 

周一～周五（节日休）上午 9 点～下午 4 点 

Email 请到船桥市政府网页 

咨询处 

北部清扫工厂   住址 大神保町 1360-1   ☎047-457-5341 

周一～周六 上午 9:00 ～ 12:00 下午 13:00 ～ 17:00 
南部清扫工厂   住址  潮见町 38     ☎047-437-5300 

周一～周六 上午 9:00 ～ 11:30 下午 13:00 ～ 16:00 
船桥西浦回收设施  住址  西浦 1-4-2   ☎047-401-9811 

周一～周六 上午 9:00 ～ 12:00 下午 13:00 ～ 17:00 

市里不予收集的垃圾的委托处 

一般废弃物协同组合（经批准的垃圾处理业者） 

☎047-440-6601 

/塑料瓶 

按照地区的不同，分白天收集。地区和夜间收集地区。 

白天收集地区请在上午 
8点 30分之前倒出。 

※依区域之不同，收集的时间段（白天・夜晚) 有所不同。请打✓做记号。垃圾的回收是依所订时间依顺序回收，但或许会因交通状况收集时间稍有不同。 

请在上午 8 点 30 分之前倒出。 

请在上午 8 点 30 分之前倒出。 

夜间收集地区请在晚上 
7：30 点之前倒出。 

请在上午 8 点 30 分之前倒出。 

注意 
资源垃圾（空瓶・空罐）
的收集日与塑料瓶相
同，时间不同。 

数码摄相机   摄像机 游戏机 HDD 录放影机 电话机・FAX 传真机 随身听 

IC 录音机 电子书籍末端装置 汽车导航仪（车用品） 
USB 记忆卡 助听器 计算机・电子词书 

电卷发棒 吹风机 电动牙刷 

电动剃须刀  

电动剃头刀 收音机 

各式耳机 钟表 手电筒 电子附属品（AC 适配器・延长线・充电器・遥控器等） 

电子血压计  

电子体温计 

小型家电的回收 
回收场所 

〇市政府本厅 
〇船桥站前综合受理窗口 
【 FACE大楼 5楼 】 

〇滨町公民馆 ○西部公民馆 
〇葛饰公民馆 ○坪井公民馆 
〇法典公民馆 ○八木谷公民馆 

〇高根台公民馆○新高根公民馆 
〇夏见公民馆 
〇药圆台公民馆 

〇三田公民馆 
〇宫本公民馆 
〇东部公民馆 

〇海老之作公民馆 
〇北部公民馆 
〇东图书馆 

〇北图书馆 
〇北部垃圾处理工厂 

回收品目 

家 庭 垃 圾 的 倒 出 方 法  

若 不 清 楚 倒 垃 圾 的 方 法 或 收 集 日 期 ，请 咨 询 船 桥 市 外 国

人 综 合 咨 询 处 。（ 电 话 ： 0 5 0 - 3 1 0 1 - 3 4 9 5）  

可燃垃圾 

不可燃垃圾 

资源垃圾（空瓶・空罐） 

有价物 

大件垃圾 

每月一次 

每周一次 

每周一次 

收费制・电话申请

年末年初以外的节日通常进行收集。 

第 个 星期 

每星期 

每星期 

大件垃圾受理中心 

2023.2 

    

每周 2次 每星期 

船桥市不予收集的垃圾 

 

再利用制度等回收的垃圾 

 

手机 电脑（笔记本型） 

●船桥市无法收集的垃圾 

 ★耐火金库 ★浴池 ★轮胎 ★蓄电池等 ★冲浪板  

★水泥 ★水泥砖 ★大型木材 ★汽车零件  

★汽车蓬顶箱 

请与销售商店或厂家咨询，或者向一般废弃物合作社提出申请。 

☆弹簧床垫 ☆太阳能温水器 ☆钢琴･风琴等（含电子式

的各式琴类） ☆没有拆卸的建筑设备（大型塑料） ☆强

化塑料体育用品（运动器械等）☆缓冲器･通风帽･空气阻挡

调节器等（ABS 树脂及 PP 制品） 

请向销售店及厂商等咨询或委托以下处理业者处理。 

○认可的一般废弃物处理业者（第 1006 号）   

㈱ヤマウチ ☎047-490-5338 

★有毒性的药品･农药及其容器 ★挥发油类（汽油･挥发油･稀料） 

★煤油 ★涂料类 ★瓦斯罐 

请与销售商店或厂家咨询 

●家庭医疗废弃物 

尖锐的东西（注射针头，注射器，带针头的软管类）→请放入不易被

扎破的容器中（厚的塑料等），返还给家庭医生、上门护士或配药药房。 

沾有血迹的输液瓶，输液器，药品类→请向医疗机关或配药药房返还

（请事先确认输液瓶・输液器能否拿去医疗机关或配药药房。） 

牙科医疗废弃物→请向牙科医疗机关返还 

上述以外的家庭医疗废弃物，请按照船桥市垃圾分类规定进行丢弃。 

●事业部门的垃圾 

商店，事务所，饮食店等在营业活动中排出的垃圾，以营业者
自己处理为原则。 
如要将那些垃圾给船桥市处理的话，请自行将垃圾搬到清扫工
厂。或委托经认可的垃圾处理业者处理。（不论哪种方法都收费） 
另，船桥市不予处理产业废弃物。 

 

●咨询处 

清洁推进课 ☎047-436-2434 
北部清扫工厂   住址 大神保町 1360-1   ☎047-457-5341 

周一～周六 上午 9:00 ～ 12:00 下午 13:00 ～ 17:00 
南部清扫工厂   住址  潮见町 38     ☎047-437-5300 

周一～周六 上午 9:00 ～ 12:00 下午 13:00 ～ 17:00 

船桥西浦回收设施  住址  西浦 1-4-2   ☎047-401-9811 

周一～周六 上午 9:00 ～ 12:00 下午 13:00 ～ 17:00 

■市里不予收集的垃圾的委托处 

一般废弃物协同组合（经批准的垃圾处理业者）☎047-440-6601 
 

http://www.city.funabashi.chiba.jp.c.ce.hp.transer.com/shisetsu/toshokankominkan/0002/0002/0001/p01102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