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田機場

限定

與脆而爽口、烤制而成的小甜餅乾混
合的甘脆巧克力。
牛奶味和抹茶味是成田機場的限定
商品。

 東京食賓館

第3候機樓‧主樓2樓
營業時間／4:00∼21:00
電話0476-34-4161
※第1候機樓‧中央大樓4樓也有店鋪。

※第2候機樓‧主樓4樓也有店鋪。

成田機場甘脆巧克力
（牛奶、抹茶） 
每個1,080日圓（20個裝）

成田機場甘脆巧克力
（牛奶、抹茶） 
每個1,080日圓（20個裝）

 One-Village
 One-Product Market
第1候機樓‧中央大樓4樓
營業時間／8:00∼20:00
電話0476-33-5613

寧靜安詳的咖啡店裡排列著美觀漂亮的沙發，
值得熱薦的是「高級芝士香腸熱狗」。
在大大的香腸熱狗中夾著已溶化的芝士。
請與香氣瀰漫的咖啡一起品嚐。

 FaSoLa Cafe coffee & beer

第2候機樓‧衛星樓3樓
營業時間／6:30∼21:30（LO）
     0120-191-625

高級芝士
香腸熱狗 750日圓
混合咖啡 350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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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境手續后區域  ※僅限在第2候機樓辦理完出境

手續的旅客可以利用。

 ※僅限在第2候機樓辦理完出境

手續的旅客可以利用。

用有機種植、香味濃郁的埃及產花草
茶來放鬆身心。
推薦約燜5分鐘後品嚐。

品嚐喜愛的食品和飲料，

舒適地度過輕鬆愉快的休息時光。
味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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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荷袋泡茶
洋甘菊袋泡茶
每個756日圓（35袋裝）

薄荷袋泡茶
洋甘菊袋泡茶
每個756日圓（35袋裝）

用 五感 療癒夏天疲勞的身體

舒緩商品和服務場所
介紹透過五感（味覺、嗅覺、聽覺、觸覺、視覺）療癒身心的商品和服務場所。有許多能

在旅途中使用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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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限在第1候機樓

辦理完出境手續的旅客可以利用。

 ※僅限在第1候機樓

辦理完出境手續的旅客可以利用。

 ※僅限在第2候機樓辦

理完出境手續的旅客可以利用。

 ※僅限在第2候機樓辦

理完出境手續的旅客可以利用。 ※僅限在第1候機樓辦理完出境

手續的旅客可以利用。

 ※僅限在第1候機樓辦理完出境

手續的旅客可以利用。

具有世界頂級降噪功能的無線耳機的
特徵便是優質音質。
材料輕量優質，佩戴感舒適。

 FaSoLa MEN’S

第2候機樓‧主樓3樓
營業時間／7:30∼21:30
     0120-191-625

「超聲波芳香擴散器」用超聲波發生的
香霧有效地擴散香氣。
附帶LED燈。
並不對香味加熱，因而能品賞「精油」原
本的自然芳香。

 MUJI to GO

第2候機樓‧主樓4樓
營業時間／7:30∼21:00
電話0476-33-1071
※第1候機樓‧中央大樓4樓也有店鋪。

超聲波芳香
擴散器 4,900日圓

精油 薰衣草
1,400日圓（10ml），
3,500日圓（30ml）

植物油經1個月成熟後製成的香皂不使用合
成成分。
既能洗去污垢又不會過度洗去皮脂，隨著
打出的綿密泡沫，薰衣草芳香四溢。

 cosmétics makanai
第1候機樓‧中央大樓4樓
營業時間／8:00∼20:00
電話0476-32-8180

以京都點心為主題的膏狀香水裝入可愛的
小兔盒裡，香味有桂花、蜜桃、瑞香3種。
取少量擦於手腕或耳後。

 Wamonoya Kaya

第2候機樓‧主樓4樓
營業時間／7:30∼21:00
電話0476-34-6787
※第1候機樓‧中央大樓4樓也有店鋪。

手掌大小的防水揚聲器，能無線播放各
種唱機的音樂。
不用擔心在浴室被蓮蓬頭的水淋上哦。

 Fa-So-La TAX FREE AKIHABARA

第1候機樓‧南翼3樓
營業時間／7:30∼20:30       0120-191-625

小巧玲瓏的蛋形八音盒還可以當作放
小東西的盒子。
捏一下頂部的施華洛世奇水晶，蓋子開
啟，飄出悅耳的音樂。

 天正堂

第1候機樓‧第3衛星樓3樓
營業時間／8:00∼20:00
電話0476-33-5161

AromatherapyAromatherapy

Relax MusicRelax Music

※刊載的商品價格均為含稅價格。

※並非完全防水。請勿長時間浸泡於45℃以上的水中。能防的液體有真水、

自來水、雨水。此外，也勿在桑拿浴時使用。

※第2候機樓‧主樓3樓也有店鋪。

※第3候機樓‧主樓3樓也有店鋪。

嗅覺

香味帶來的寧馨發揮

療癒功效。
0202

京都點心式 膏狀香水
每個669日圓

日本蜂蜜和無農藥薰衣草
製成的洗臉香皂
每個3,024日圓

讓悅耳的旋律、

撫慰心靈的BGM放鬆情緒。
聽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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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e® QuietComfort®35
無線耳機
每個37,000日圓

無線便攜式揚聲器 
SRS-X1
每個8,500日圓

蛋形八音盒
每個8,000日圓

出境手續后區域

出境手續后區域

出境手續后區域



穩定頸部、讓您舒適睡眠的頸枕。
硬度適當的低反彈型貼合感出色，令人心
情舒適。有各種花紋。

※刊载的商品价格均为含税价格。

 GRAN SAC’S

第3候機樓‧主樓2樓
營業時間／4:00∼21:00
電話0476-32-1065
※第1候機樓‧中央大樓4樓也有店鋪。

此款包裹整個頭部似的理療儀經精確計
算，全方位設計。
只需上下移動鋼絲，就能以專業理療師的
手感壓力，刺激頭皮，舒緩壓力。

 MINIPLA

第2候機樓‧主樓4樓
營業時間／8:00∼20:00
電話0476-33-0411

提供按摩疲勞的身體肌肉和穴位的身體
護理和足療等放鬆舒緩服務。

 Raffine

第1候機樓‧中央大樓2樓
營業時間／9:00∼20:00（最後受理時間19：30）
電話0476-33-8711

豎著耳朵的躺臥姿勢非常可愛的「懶懶布
偶」還有伴手禮版本。看看就能療癒心靈
的布偶。
※庫存賣完為止

 Pokémon Store
第2候機樓‧主樓4樓
營業時間／8:00∼20:00
電話0476-37-5192

在鏡片中添加人造黑色素，抑制會造成色
斑和雀斑的黑色素的過量生成。能遮蔽約
99%的紫外線，還能有效遮蔽藍光，眼睛
不易疲勞。

 EXPRESS GLASS

第1候機樓‧中央大樓4樓
營業時間／8:00∼20:00
電話0476-33-2955

約40℃的蒸汽持續10分鐘，溫和包裹眼睛
和眼部。
添加薰衣草等天然精油，附帶任何姿勢都
能方便使用的掛耳繫帶。

 DRUG BOX

第2候機樓‧主樓2樓
營業時間／7:00∼20:30
電話0476-34-6777
※第2候機樓‧主樓3樓（出境手續後區域）

　也有店舖。

ComfortableComfortable

Healing Visual

預定10月份發售的薄而柔軟、易於用手洗
臉的紗布＆絨毛巾。
正反兩面的手感不同，有粉紅色、藍色和
綠色三色。

預定10月份發售的薄而柔軟、易於用手洗
臉的紗布＆絨毛巾。
正反兩面的手感不同，有粉紅色、藍色和
綠色三色。

 IORI

第1候機樓‧中央大樓4樓
營業時間／8:00∼20:00
電話0476-32-8130

 IORI

第1候機樓‧中央大樓4樓
營業時間／8:00∼20:00
電話0476-32-8130

活頁紙為開窗信封，可以收藏旅途中的票券和卡片
以及照片等，成為今後可愉快翻看的紀念本。

 TRAVELER'S FACTORY AIRPORT

第1候機樓‧中央大樓4樓
營業時間／8:00∼20:00
電話0476-32-8378

© 2016 Pokémon.
© 1995-2016 Nintendo/Creatures Inc. /GAME FREAK inc.
口袋妖怪、寵物小精靈、Pokemon是任天堂、Creatures、
GAME FREAK的註冊商標。

預定
10月下旬
發售

※第1候機樓地下1層、中央大樓3樓（出境手續

後區域）也有店舖。

※第2候機樓·主樓2樓、衛星樓3樓（出境手續

後區域）也有店舖。

柔軟親膚、暖和舒適，

令人精神爽快。
觸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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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en 浴巾 4,320日圓

面巾 1,620日圓

洗臉巾 864日圓

garden 浴巾 4,320日圓

面巾 1,620日圓

洗臉巾 864日圓

LOW REBOUND PILLOW
每條2,160日圓

頭部理療儀 每個1,598日圓身體護理 2,160日圓（20分鐘）∼

令人不禁心情興奮♪
從視覺上舒緩疲勞療癒心靈的時光。

令人不禁心情興奮♪
從視覺上舒緩疲勞療癒心靈的時光。

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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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線圈筆記本〈B6〉
草原蜜蜂圖案 每本648日圓

懶懶布偶
皮卡丘 每個928日圓

NATULIC EYE SUNGLASSES 
每個4,320日圓

美舒律蒸汽眼罩
薰衣草 1,200日圓（14片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