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田机场

限定

与脆而爽口、烤制而成的小甜饼干混
合的甘脆巧克力。
牛奶味和抹茶味是成田机场的限定
商品。

 东京食宾馆

第3候机楼·主楼2楼
营业时间／4:00～21:00
电话0476-34-4161
※第1候机楼·中央大楼4楼也有店铺。

※第2候机楼·主楼4楼也有店铺。

成田机场甘脆巧克力
（牛奶、抹茶） 

每个1,080日元（20个装）

 One-Village 
 One-Product Market
第1候机楼·中央大楼4楼
营业时间／8:00～20:00
电话0476-33-5613

宁静安详的咖啡店里排列着美观漂亮的沙发，值
得热荐的是“高级芝士香肠热狗”。
在大大的香肠热狗中夹着已溶化的芝士。
请与香气弥漫的咖啡一起品尝。

 FaSoLa Cafe coffee & beer

第2候机楼·卫星楼3楼
营业时间／6:30～21:30（LO）
     0120-191-625

高级芝士
香肠热狗 750日元

混合咖啡 350日元

Break TimeBreak Time
LO = 最后点餐时间  ※刊载的商品价格均为含税价格。

出境手续后区域 ※仅限在第2候机楼办理完出境

手续的旅客可以利用。

 ※仅限在第2候机楼办理完出境

手续的旅客可以利用。

用有机种植、香味浓郁的埃及产花草
茶来放松身心。
推荐约焖5分钟后品尝。

品尝喜爱的食品和饮料，

舒适地度过轻松愉快的休息时光。
味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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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荷袋泡茶
洋甘菊袋泡茶
每个756日元（35袋装）

薄荷袋泡茶
洋甘菊袋泡茶
每个756日元（35袋装）

用 五感 疗愈夏天疲劳的身体

舒缓商品和服务场所
介绍通过五感（味觉、嗅觉、听觉、触觉、视觉）疗愈身心的商品和服务场所。

有许多能在旅途中使用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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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世界顶级降噪功能的无线耳机的
特征便是优质音质。
材料轻量优质，佩戴感舒适。

 FaSoLa MEN’S

第2候机楼·主楼3楼
营业时间／7:30～21:30
     0120-191-625

“超声波芳香扩散器”用超声波发生的香
雾有效地扩散香气。
附带LED灯。
并不对香味加热，因而能品赏“精油”原
本的自然芳香。

 MUJI to GO

第2候机楼·主楼4楼
营业时间／7:30～21:00
电话0476-33-1071
※第1候机楼·中央大楼4楼也有店铺。

超声波芳香
扩散器 4,900日元

精油 薰衣草
1,400日元（10ml），
3,500日元（30ml）

植物油经1个月成熟后制成的香皂不使用
合成成分。
既能洗去污垢又不会过度洗去皮脂，随着
打出的绵密泡沫，薰衣草芳香四溢。

 cosmétics makanai
第1候机楼·中央大楼4楼
营业时间／8:00～20:00
电话0476-32-8180

以京都点心为主题的膏状香水装入可爱的
小兔盒里，香味有桂花、蜜桃、瑞香3种。
取少量擦于手腕或耳后。

 Wamonoya Kaya

第2候机楼·主楼4楼
营业时间／7:30～21:00
电话0476-34-6787
※第1候机楼·中央大楼4楼也有店铺。

手掌大小的防水扬声器，能无线播放各
种唱机的音乐。
不用担心在浴室被莲蓬头的水淋上哦。

 Fa-So-La TAX FREE AKIHABARA

第1候机楼·南翼3楼
营业时间／7:30～20:30      0120-191-625

小巧玲珑的蛋形八音盒还可以当作放
小东西的盒子。
捏一下顶部的施华洛世奇水晶，盖子开
启，飘出悦耳的音乐。

 天正堂

第1候机楼·第3卫星楼3楼
营业时间／8:00～20:00
电话0476-33-5161

AromatherapyAromatherapy

Relax MusicRelax Music

※刊载的商品价格均为含税价格。

※并非完全防水。请勿长时间浸泡于45℃以上的水中。能防的液体有真水、自来水、
雨水。此外，也勿在桑拿浴时使用。

※第2候机楼·主楼3楼也有店铺。
※第3候机楼·主楼3楼也有店铺。

嗅觉

香味带来的宁馨发

挥疗愈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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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点心式 膏状香水
每个669日元

日本蜂蜜和无农药薰衣草
制成的洗脸香皂
每个3,024日元

让悦耳的旋律、

抚慰心灵的BGM放松情绪。
听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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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e® QuietComfort®35
无线耳机
每个37,000日元

无线便携式扬声器
SRS-X1
每个8,500日元

蛋形八音盒
每个8,000日元

出境手续后区域 ※仅限在第2候机楼办

理完出境手续的旅客可以利用。

 ※仅限在第2候机楼办

理完出境手续的旅客可以利用。出境手续后区域 ※仅限在第1候机楼办理完出境

手续的旅客可以利用。

 ※仅限在第1候机楼办理完出境

手续的旅客可以利用。

出境手续后区域 ※仅限在第1候机楼

办理完出境手续的旅客可以利用。

 ※仅限在第1候机楼

办理完出境手续的旅客可以利用。



稳定颈部、让您舒适睡眠的颈枕。
硬度适当的低反弹型贴合感出色，令人心
情舒适。有各种花纹。

※刊载的商品价格均为含税价格。

 GRAN SAC’S
第3候机楼·主楼2楼
营业时间／4:00～21:00
电话0476-32-1065
※第1候机楼·中央大楼4楼也有店铺。

此款包裹整个头部似的理疗仪经精确计
算，全方位设计。
只需上下移动钢丝，就能以专业理疗师的
手感压力，刺激头皮，舒缓压力。

 MINIPLA
第2候机楼·主楼4楼
营业时间／8:00～20:00
电话0476-33-0411

提供按摩疲劳的身体肌肉和穴位的身体
护理和足疗等放松舒缓服务。

 Raffine
第1候机楼·中央大楼2楼
营业时间／9:00～20:00（最后受理时间19：30）
电话0476-33-8711

竖着耳朵的躺卧姿势非常可爱的“懒懒布
偶”还有伴手礼版本。看看就能疗愈心灵
的布偶。
※库存卖完为止

 Pokémon Store
第2候机楼·主楼4楼
营业时间／8:00～20:00
电话0476-37-5192

在镜片中添加人造黑色素，抑制会造成色
斑和雀斑的黑色素的过量生成。能遮蔽约
99%的紫外线，还能有效遮蔽蓝光，眼睛
不易疲劳。

 EXPRESS GLASS
第1候机楼·中央大楼4楼
营业时间／8:00～20:00
电话0476-33-2955

约40℃的蒸汽持续10分钟，温和包裹眼睛
和眼部。
添加薰衣草等天然精油，附带任何姿势都
能方便使用的挂耳系带。

 DRUG BOX
第2候机楼·主楼2楼
营业时间／7:00～20:30
电话0476-34-6777
※第2候机楼·主楼3楼（出境手续后区域）

　也有店铺。

ComfortableComfortable

Healing Visual

预定10月份发售的薄而柔软、易于用手洗
脸的纱布＆绒毛巾。
正反两面的手感不同，有粉红色、蓝色和
绿色三色。

预定10月份发售的薄而柔软、易于用手洗
脸的纱布＆绒毛巾。
正反两面的手感不同，有粉红色、蓝色和
绿色三色。

 IORI

第1候机楼·中央大楼4楼
营业时间／8:00～20:00
电话0476-32-8130

 IORI

第1候机楼·中央大楼4楼
营业时间／8:00～20:00
电话0476-32-8130

活页纸为开窗信封，可以收藏旅途中的票券和卡片
以及照片等，成为今后可愉快翻看的纪念本。

 TRAVELER'S FACTORY AIRPORT
第1候机楼·中央大楼4楼
营业时间／8:00～20:00
电话0476-32-8378

© 2016 Pokémon.
© 1995-2016 Nintendo/Creatures Inc. /GAME FREAK inc.
口袋妖怪、宠物小精灵、Pokémon是任天堂、Creatures、
GAME FREAK的注册商标。

预定
10月下旬
发售

※第1候机楼地下1层、中央大楼3楼（出境手续
　后区域）也有店铺。
※第2候机楼·主楼2楼、卫星楼3楼（出境手续后
　区域）也有店铺。

柔软亲肤、暖和舒适，

令人精神爽快。
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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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en 浴巾 4,320日元

面巾 1,620日元

洗脸巾 864日元

garden 浴巾 4,320日元

面巾 1,620日元

洗脸巾 864日元

LOW REBOUND PILLOW
每条2,160日元

头部理疗仪 每个1,598日元身体护理 2,160日元（20分钟）～

令人不禁心情兴奋♪
从视觉上舒缓疲劳疗愈心灵的时光。

令人不禁心情兴奋♪
从视觉上舒缓疲劳疗愈心灵的时光。

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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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线圈笔记本〈B6〉
草原蜜蜂图案 每本648日元

懒懒布偶
皮卡丘 每个928日元

NATULIC EYE SUNGLASSES 
每个4,320日元

美舒律蒸汽眼罩
薰衣草 1,200日元（14片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