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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通知
设于区政府第二厅舍的教育委员会事务局事务室和
教育咨询处（王子 5-2-8）已搬迁至泷野川分厅舍。
（办理区立中小学相关手续的地点）

● 搬迁场所
北区政府泷野川分厅舍
泷野川 2-52-10（旧泷野川中学）
JR 王子站北口步行约 10 分钟

●示意图
至赤羽

范例

汽车路线
步行路线
设置指示标志

北口

音无亲水公园

红叶桥

北区政府

石神井川

音无樱花绿地

第三厅舍

第二厅舍

音

无

JR王子站
桥

第四厅舍
飞鸟山公园

泷野川分厅舍

至上野

酿造试验所遗址公园

（泷野川 2-52-10
旧泷野川中学）
泷野川医院

都电飞鸟山

●免费车辆通行
区政府本厅舍和泷野川分厅舍之间每小时运行 1 班左右。
【运行时间】
区政府正面大门前→泷野川分厅舍

每小时整点 00 分发车

上午 9 点〜下午 4 点

泷野川分厅舍→区政府正面大门前

每小时整点 30 分发车

上午 9 点 30 分〜下午 4 点 30 分

【电话号码·变更的通知】
2 楼 就读咨询室（新）
电话 ：03-3908-1237
3 楼 教育咨询处（新） 遭受欺负时的 110 号 电话 ：03-3905-3110
（※ 教育指导科特别支援教育担当的电话号码及传真未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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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已经习惯了在日本的生活吗？

针对外国人介绍垃圾的收集方法。
垃圾的收集
在日本切身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也有很多必须要遵守的日本社会的规章制度。在此，向您介绍一下有
关收集垃圾的规定，以便您能够心情舒畅地与地区的人们和谐共处。

垃圾的分类规定
垃圾被分类为可燃垃圾和不可燃垃圾以及资源，将于分别规定的不同日期被回收。

①可燃垃圾（每周回收 2 次）

②不可燃垃圾（每月回收 2 次）
※“金属垃圾”和“其他的不可燃垃圾”请分别装入袋中扔出。
金属垃圾（金属资源）

厨房垃圾（彻底去掉水分）

少量的枝叶
（长度控制在 50cm 以下）

衣服类

金属类

小型电器

其他的不可燃垃圾

不能作为资源再利用的纸
（去除脏东西）

皮制品

橡胶 • 塑料制品
（长度控制在 50cm 以下）
荧光灯、电灯泡
（装入纸盒里）

铝箔
泡沫聚苯乙烯

录像带、CD、MD 等

塑料类

剪刀、菜刀
（用纸等包起来并注明
“キケン（危险）”字样）

装药、油、涂料的空罐

伞
（分为伞骨和伞布，伞骨为金属垃圾，
伞布为可燃垃圾）
玻璃、陶瓷器类、破裂的瓶子
（用纸等包起来并注明
“キケン（危险）”字样）

干电池

打火机
保鲜膜、购物袋

喷雾气罐、盒式液化气瓶

装药、油、化妆品的空瓶

食用油（凝固了的）

竹扦子（用纸等包起来）

请与其他的不可燃
垃圾分开，装入别
的袋子。

③瓶·罐·塑料瓶（每周回收 1 次）
在回收站（有回收容器的垃圾回收箱 • 垃圾网的地方）回收。不用装入袋子，请简单清洗后，直接投入垃圾回收箱 • 垃圾网内。
※ 瓶盖（盖子），请根据其材质分别作为可燃垃圾或不可燃垃圾处理。
※ 还装有喝剩下的残留液体或残留垃圾的容器及装过油 • 药品的容器、污垢极其严重的容器不予回收。

瓶•罐

营养饮料

食品类

食品用 • 饮料用的瓶 • 罐

果酱

酱油

啤酒

酒类

紫菜

塑料瓶

罐头

点心

啤酒 • 清凉饮料

去掉盖子和商标

有此标志的塑料瓶

简单冲洗

压碎
直接投入垃圾网中

※ 超市、便利店等的店门口不予回收。
以下容器按可燃物品回收。
◆ 带有颜色的塑料瓶
◆      即使有此标志但不是瓶子形状的物品
◆      没有此标志的瓶子
黄色的垃圾回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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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的垃圾回收箱

带有颜色的塑料瓶
没有此标志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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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废纸（每周回收 1 次）

⑤大件垃圾（关于收集日期请咨询）

※ 雨天也回收

关于立方体形状的垃圾，只要有一边长度大约超过
30cm，就属于大件垃圾。请提前申请。

请按照种类打捆并用带子绑起来。
请不要用胶带打捆。

报纸 • 夹在报纸里的
广告传单

杂志 • 书

申请处（收集日、费用等的介绍）

纸板箱

大件垃圾受理中心
电话 5296-7000

杂纸

※ 企业用大件垃圾不予回收

不能作为废纸回收的东西（作为可燃垃圾处理）
胶带、胶卷等纸以外的东西、纸杯、塑料膜纸、热感应纸传票等
复写纸、被油等污染了的纸

大件垃圾的收集要收费。

※ 请协助地区集体回收废纸。

※ 电脑、家电的再利用
没有再利用标志的电脑，回收时需要交纳再利用费。关于回收方法请向各制造商咨询。
另外，关于电视机·冰箱（冰柜）
·空调·衣服烘干机·洗衣机，法律规定有再利用义务。
处理时，需要委托当初购买时的商店或者换购商店回收。无法向商店委托时，请向家电再利
用受理中心咨询。
※ 有害・危险品（液化气瓶、石油、药品类等）
难以处理的东西｛汽车（包括零部件）、摩托车、轮胎、灭火器、土、液体、墙·混凝土块等｝不予回收。
详情请向北区清扫事务所咨询。

请遵守以下注意事项。
① 请按照垃圾种类分类，于规定日期的 8 时前将垃圾送到收集场所。收集日各地区不同。
② 垃圾量多（45 立升的袋子 5 袋以上）的情况收费。请向清扫事务所咨询。
③ 请不要在收集场所及附近放置不希望被收集的东西。
④ 狗·猫的动物尸体回收时要收费。请向清扫事务所咨询。
⑤ 企业单位投放可燃·不可燃垃圾、废纸的时候，请贴上北区的收费贴儿。
※ 关于其他的垃圾，不要自己判断是否可以回收和有没有回收、另外是否收费，请向清扫事务所咨询。
※ 如果非法乱扔垃圾的话，将受到法律的制裁。（5 年以下徒刑或 1,000 万日元以下罚款或两项并罚）
※ 各咨询处
再利用清扫课

电话 ：3908-8539

北区清扫事务所

电话 ：3913-3141

泷野川清扫厅舍（泷野川地区收集担当）

电话 ：3800-9191

家电再利用受理中心

电话 ：5296-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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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 in
故乡北区区民节
10 月 4 日（星期六）、5 日（星期日）在飞鸟
山公园举办的“区民节”，来自各界的人士到场参加，
盛况空前，并完满谢幕。

国际交流广场

设在飞鸟山公园内“国际交流广场”中的帐篷
屋台提供各国的餐饮和民间工艺品，深受欢迎，顾
客络绎不绝。今年，与北区缔结了友好合作关系的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派遣了文化交流团体访日，推出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太极拳、剪纸画艺术、书画等演
出活动，将庆典的气氛推向高潮。

书法教师的现场表演

太极拳表演

中国传统文化《剪纸画》

致饲养犬只的人士
狗是非常聪明的动物。只要认真培训即能成为人们的好伙伴。请在饲养过程中教会狗狗正确的行
为方式，同时也注意不要给他人带来困扰。

散步时的规则
● 散步前请在自己家里先如厕
● 粪便请处理好带回自家。
● 小便时，准备好装有水的宠物瓶，立即用水清洗。
● 狗狗栓好链子，不要过长，牢牢抓好。可伸缩式的链子也需十分注意。

遇到犬只伤人时……
● 首先帮助处理伤口，负责、有诚意地进行应对。
● 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再次发生。
● 24 小时以内向区保健所等报告事故的发生情况。
● 48 小时以内请兽医对犬只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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