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呼嚕嚕吃得心滿意足的簡便飯菜到幸福甜蜜的甜品，

為您介紹可口的成田機場美食。

N A R I T A  G O U R M E T

隨意！隨意！ 好吃！好吃！

成田美食



游洛盛 1,814日圓

油果蝦仁三文魚

百吉圈三明治 650日圓

先什麼也不放，品嚐原汁原味，然後澆上湯

汁喫茶泡飯，是一款一菜兩吃的套餐。標配

佐料。

先什麼也不放，品嚐原汁原味，然後澆上湯

汁喫茶泡飯，是一款一菜兩吃的套餐。標配

佐料。

三崎丸壽司三崎丸壽司

第2候機樓‧主樓4樓
營業時間／7:30∼20:25（LO）
電話0476-34-6169

第2候機樓‧主樓4樓
營業時間／7:30∼20:25（LO）
電話0476-34-6169

鮭魚子蔥花金槍魚

茶泡飯套餐 1,166日圓

新鮮油果、蝦仁、熏三文魚料足量多的

百吉圈三明治與特製洋蔥碎塔塔醬十分

搭配。

BAGEL & BAGEL

第1候機樓‧中央大樓4樓
營業時間／7:30∼21:00（LO）
電話0476-32-8282

油果蝦仁三文魚

百吉圈三明治 650日圓

甜辣煮牛肉和蘿蔔泥澆頭，溜滑爽口。特製湯

汁美味可口令心情放鬆。蔥花隨意放。

甜辣煮牛肉和蘿蔔泥澆頭，溜滑爽口。特製湯

汁美味可口令心情放鬆。蔥花隨意放。

除了有一口塞不進嘴裡的大星鰻，還有金槍

魚、竹莢魚、鮭魚子、海膽、魷魚、三文魚等

材料鱗次櫛比。標配石蓴味噌湯。

除了有一口塞不進嘴裡的大星鰻，還有金槍

魚、竹莢魚、鮭魚子、海膽、魷魚、三文魚等

材料鱗次櫛比。標配石蓴味噌湯。

Homemade Udon Noodles 
KINEYAMUGIMARU

第1候機樓‧中央大樓5樓
營業時間／7:30∼20:30（LO）
電話0476-32-7877

牛肉蘿蔔泥烏冬麵
730日圓

選用在義大利充足的陽光下種植的甜蜜的去

皮整番茄。凝聚蔬菜精華的義大利雜菜湯。
※隔週出售

Soup Stock Tokyo

第1候機樓‧中央大樓4樓
營業時間／8:00∼20:30（LO）  
電話0476-33-0555

義大利產蕃茄的

雜菜湯 630日圓

加入裸麥、燕麥片的混合麵包，夾入80克鮮美

的烤牛肉，一款奢侈的三明治。標配薯條。

RB

第2候機樓‧主樓4樓
營業時間／7:30∼20:30（LO）
電話0476-34-6153

烤牛肉三明治
1,058日圓

在足有113克的肉餅上放上荷包蛋和2片培

根，分量夠足。與蛋黃醬的醇厚很匹配。

FRESHNESS BURGER

第3候機樓‧主樓2樓
營業時間／4:00∼21:00（LO）
電話0476-34-4166

經典培根荷包蛋

漢堡包 669日圓

廚藝嫻熟的師傅用特別定制的銅烤盤烤出的

章魚燒什麼時候吃都熱呼呼的。

口感外脆內糯。

TAKOBON

第2候機樓‧主樓4樓
營業時間／8:30∼20:30（LO）
電話0476-34-6223

章魚燒 490日圓

SUSHI YURAKU

第1候機樓‧中央大樓4樓
營業時間／7:30∼20:30（LO）
電話0476-32-5960

游洛盛 1,814日圓

專欄

用智慧手機拍攝料理時，一些小技巧能讓拍出的菜餚看上去更

誘人。例如將料理移到明亮的地

方，拍出來色彩會鮮豔。在陽光

照到的自然光線下，料理整體明

亮，色澤自然。

美食PHOTO美食PHOTO技巧 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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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 = 最後點餐時間  ※刊載的商品價格均為含稅價格。LO = 最後點餐時間  ※刊載的商品價格均為含稅價格。



美式華夫三明治

芝士奶油凍草莓 580日圓

選用用八岳山麓的香草等飼料餵養的雞下的

高級「香草雞蛋」製作的蛋捲甜味柔和鬆軟

可口。

caffebene

第3候機樓‧主樓2樓
營業時間／4:00∼22:00（LO）
電話0476-34-4155
※在第3候機樓主樓3樓出境手續後區域也有店舖。

佳宜蛋捲 421日圓

巧克力蛋糕、免烤生奶酪、水果塔等一直都有

5到6種蛋糕，每款都凝聚著糕點師的心力。

CAFE & DINING N's COURT

第2候機樓‧主樓4樓
營業時間／6:45∼21:15（LO）
電話0476-34-6190
※第1候機樓‧中央大樓4樓也有店鋪。

蛋糕 每塊410日圓起

能同時吃到焦糖醬、奶油軟冰淇淋、巧克力冰淇

淋、Homepie等各種甜點，愛吃甜食的人定會欲

罷不能哦！

FUJIYA

第1候機樓‧中央大樓5樓
營業時間／7:00∼20:15（LO）
電話0476-32-5951

焦糖巧克力香蕉奶油

軟冰淇淋芭菲 
810日圓

點餐後現烤的烤餅上裝點著草莓、奇異

果、香蕉、藍莓等多種水果，賞心悅目。

the terminal cafe aspera

第1候機樓‧中央大樓4樓
營業時間／7:30∼20:30（LO）
電話0476-32-7900

水果烤餅 980日圓

融入了香草豆的香甜的香草奶油凍和覆盆子

醬的酸甜絕妙的義式圓頂蛋糕。
※限期商品，售完結束。

CAFÉ de CRIÉ

第2候機樓‧立體停車場樓北樓2樓
營業時間／7:00∼20:30（LO）
電話0476-34-6565

香草奶油覆盆子

蛋糕 400日圓

除絕品蕨菜餅外，中層還有獨特

的鹽糰子冰淇淋！是一款吃不

厭，吃到最後都有驚喜的創意日

式甜點。

KEISEI YUZEN

第1候機樓‧中央大樓4樓
營業時間／7:00∼20:45（LO）
電話0476-32-5905

蕨菜餅芭菲 
630日圓

選用蕎麥粉和麵，靜置一晚醒麵後烤成蓬鬆

的可麗餅，餅上點綴草莓奶油冰淇淋、免烤生

乳酪、草莓。

Obon de Gohan

第2候機樓‧主樓4樓
營業時間／7:30∼20:30（LO）
電話0476-34-6096

蕎麥粉可麗餅

草苺和免烤生乳酪（小） 389日圓

松糯的華夫餅夾著入口即化的芝士奶

油凍和酸酸甜甜的草莓醬，一款甜度適

宜的甜點。

松糯的華夫餅夾著入口即化的芝士奶

油凍和酸酸甜甜的草莓醬，一款甜度適

宜的甜點。

TULLY'S COFFEE 
South Wing Store
TULLY'S COFFEE 
South Wing Store

第1候機樓‧南翼4樓
營業時間／7:00∼21:00（LO）
電話0476-33-2914
※第1候機樓‧北翼4樓也有店鋪。

第1候機樓‧南翼4樓
營業時間／7:00∼21:00（LO）
電話0476-33-2914
※第1候機樓‧北翼4樓也有店鋪。

美式華夫三明治

芝士奶油凍草莓 580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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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點即
開始點餐

10點即
開始點餐
10點即
開始點餐

10點即
開始點餐

逼近料理拍特寫能拍出有震撼力、令人垂涎欲滴的相片。拍攝

時，如將焦點對準料理的一部

分，更能增加立體感。也有些

APP能將料理拍得十分誘人，您

可以一一嘗試！

專欄

美食PHOTO美食PHOTO技巧 其二

LO = 最後點餐時間  ※刊載的商品價格均為含稅價格。LO = 最後點餐時間  ※刊載的商品價格均為含稅價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