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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下)

蒸氣冷卻後變回液體狀態。

為了製作絲柏香薰油，製作工場經反覆研究後，

設計了橫長型的蒸餾器，讓工作人員製作香薰油

時能一邊攪拌一邊加熱。

進行蒸餾前的木材碎片。濕潤的木材碎片散發著淡淡的絲柏清香。

在蒸餾的過程中，帶

有精油的水蒸氣將冷

凝成液體狀態，靜止

一段時間後，便會分

離成香薰油及純露(即

植物的水分)。把密度

較高、沉澱於下層的

純露取去，留下的便

是香薰油。

無論是零件的檢查及組合等各工序均分

工嚴謹，一台香薰噴霧器約由30名工作

人員製成。

製成後的香薰噴霧器需經3小時的運作測

試，確保品質後才運送至世界各地的無

印良品。

剛被削成碎片的絲柏木，水分含量約為50%。為了

不讓香氣流失，木材碎片會在一星期內運往蒸餾，

並萃取香薰油。蒸氣機鍋爐所產生的熱能，在蒸餾

過程完結後會用作烘乾絲柏碎片。350公斤的絲柏木

透過蒸餾後只能製成約3.5公升的香薰油，可謂森林

的香氣全濃縮在這1%裡。

位於中國廣東省廠房林立的工廠

地區，在這裡製造的香薰噴霧

器，每一部均經過嚴格的檢測。

經過工作人員長年的經驗累積及

持續檢測修正，終成為無印良品

的代表商品之一。

前往製作香薰噴霧器的工廠

香薰油

前往絲柏森林

製作香薰油同時關顧環境，使用

未被用作建材的絲柏木材作香薰

油的原材料，有助保護森林。

置身於涼風颯爽的絲柏森林，清新的

絲柏木香讓人心曠神怡。森林位於紀

伊半島中央，和歌山縣北部高野山的

山麓地帶，是一個樹木茂盛、生態資

源豐富，並能體現人與大自然和諧共

處的地方。植林工作早在100年前已在

這裡展開，以密集方式種植杉樹及絲

柏樹為主，並定期進行間伐以確保樹

木能夠茁壯成長。壯實挺直的木材會

用作建材，透過間伐而來、或因形狀

不合適而無法用作建材的木材便會成

為絲柏香薰油的原材料。

流經山麓的紀之川，曾是運送木材的運河航道。

運 送 至 製 作 工 場 的 絲 柏

木，會根據其粗壯度及重

量記錄並分類。製作工場

會以垂直方式切割絲柏木

並進行蒸餾。

上) 

下)

由山麓沿著道路駕駛約30分鐘前往山頂神社，

向山神祈求工作人員的平安。

利用電鋸，把間伐後留下的絲柏木切割為方便

運送的尺寸。細小的枝葉則會留在原地作土壤

的肥料。



香薰油

無印良品的香薰油100%萃取自大自然的植物及果實，純淨天然。
可配合心情和需要選用不同香氣，享受源自大自然的芳香。

Eucalyptus 
尤加利

10ml $98
$18830ml

散發如綠葉般的清幽芳香，適用於客廳及

洗手間等地方。

學名 : Eucalyptus Globulus

$88
$188

Sweet Orange
甜橙

10ml
30ml

讓人感到親切的橙香，清新香甜，無論是

大夥兒聚集的地方或個人空間如寢室等同

樣適用。

學名 : Citrus Sinensis

$108
$238

Lavender
薰衣草

10ml
30ml

優雅花香有助舒緩情 緒 ， 享 受 悠 然 時 刻 ，

適用於客廳及寢室等地方。

學名 : Lavandula Angustifolia

$108
$238

Rosemary 
迷迭香

10ml
30ml

澄明透徹的香氣有助讓心情回復舒爽，適合

需要專注提神時使用。

學名 : Rosmarinus Officinalis

$128
$258

Geranium
天竺葵

10ml
30ml

香氣與玫瑰花香相若，是略帶綠草清香的

優雅花香，適合與摯愛親朋共度特別時光

時使用。

學名 : Pelargonium Graveolens

$168
$458

Yuzu 
柚子

10ml
30ml

柚子香氣溫和清新，深受日本人喜愛。適用

於客廳，或款待賓客時使用。

學名 : Citrus Junos

$108
$238

Lemongrass 
檸檬草

10ml
30ml

芳香馥郁且清爽提神，適合展開新開始或

需要保持心情開朗舒暢時使用。

學名 :  Cymbopogon Citratus

$128
$258

Japanese Cypress
絲柏

10ml
30ml

萃取自未被用作建材的絲柏木材，散發彷

如置身森林般的清新木香，適用於寢室及

衣櫃。

學名 : Chamaecyparis Obtusa

Grapefruit
葡萄柚

10ml $98
30ml $188

清爽提神的柑橘香味，適用於客廳，浴室及

工作間等地方。

學名 : Citrus Paradisi

Bergamot 
佛手柑

10ml $128
$25830ml

帶有如花香般的柔和甘甜香氣，適用於客廳

或寢室等地方，有助舒緩心情。

學名 : Citrus Bergamia Risso

Lemon
檸檬

10ml $108
$23830ml

清新舒爽、帶有淡淡果香，適用於廚房或

飯廳等地方，亦可於轉換心情時使用。

學名 : Citrus Limon

Blood Orange
血橙

10ml $108
$23830ml

散發比甜橙更香甜的果香，有助心情變得

更輕鬆愉快。

學名 : Citrus Sinensis L. Osbeck

Lime 
青檸

10ml $108
$23830ml

清爽的青檸果香，適合於需要專注提神時

使用。

學名 : Citrus Aurantifolia Swingle

Tea Tree
茶樹

10ml $128
$25830ml

散發舒爽芳香，令空氣更清新，適用於玄關

及洗手間等地方。

學名 : Melaleuca Alternifolia

Peppermint
薄荷

10ml $128
$25830ml

澄明透徹的清爽芳香，適合於辦公室及會議室

等需要專注工作時使用。

學名 : Mentha Piperita

Ylang Ylang
伊蘭伊蘭

10ml $168

帶有異國情調的甘甜沉實花香，有助安穩

及放鬆心情。

學名 :  Cananga Odorata

Iyokan 
伊予柑

10ml $168

散發獨特的溫和馥郁甘香，適用於廚房或

洗手間。

學名 : Citrus Iyo

Mikan 
蜜柑

10ml $128

柔和香甜並帶有清新橘子果香，適用於客廳。

學名 : Citrus Unshiu

薄荷木香 柑橘果香 香草花香

日本植物香氣

適合需要提神時使用的清新薄荷木香 適合需要煥發心情時使用的怡人柑橘果香 適合需要舒緩放鬆時使用的柔和香草花香

適合需要放鬆心情時使用



混合香薰油 香薰噴霧器

$108
$258

Relaxing 
鬆弛神經

10ml
30ml

以薰衣草為主調，加入甜橙及天竺葵混合

調配而成的柔和芳香，有助安定心神，適合

休憩時使用。

香薰油：薰衣草、甜橙、天竺葵、樟樹
Aroma Diffuser
香薰噴霧器 - 大

Portable Aroma Diffuser
便攜式香薰器

香薰噴霧器使用方法

$680

大型的香薰噴霧器，讓房間的每個角落

都彌漫着芳香。

適用空間：約200平方呎 

重量：約520g

預設使用時間：30•60•120•180分鐘

配件：火牛、量杯   

其他：設有2段LED燈光

體積小巧，方便隨身攜帶，隨時享受喜愛

的芳香。無需注水，可無線或連接USB

電源使用。

     

重量：約72g (包括鋰離子充電電池)

電源：內置鋰離子充電電池

運作時間：充電後可使用約8小時 

(連續使用2小時後會自動關閉)  

充電時間：約3.5小時

配件：專用USB線、專用軟墊袋

噴霧開關 照明開關

$450 $280W7.5 x D7.5 x H3.7cmDia8 x H14cm Dia16.8 x H12.1cm  

Refill For 
Portable Aroma Diffuser
便攜式香薰器棉墊替換配件

$4502480295

Aroma Diffuser
香薰噴霧器 - 小

Unglazed Stone 
輕石

$6518959112

小型的香薰噴霧器，小巧不佔存放空間，

方便置於辦公桌上使用。

適用空間：約100平方呎 

重量：約220g

預設使用時間：30•60•120•180分鐘

配件：火牛、量杯  

其他：設有2段LED燈光

1. 

2.

3. 

轉開本體外殼，於水箱內加入蒸餾水及香薰油，然後套回本體外殼以回復原狀。

長按本體背面的噴霧開關即可開啟噴霧功能，享受芳香。

*預設使用時間：30•60•120•180分鐘

按下本體的照明開關即可調節燈光的光暗，設2段LED燈光。

Sleeping 
輕鬆入睡

10ml $108
30ml $258

混合佛手柑及甜橙等，散發使人平靜心神的

芳香，適合睡前使用。

香薰油：佛手柑、甜橙、絲柏、樟樹

$108

Travelling
愉快旅程

10ml

混合甜橙、檸檬草及墨角蘭等，清新爽朗的

芳香適合旅行或公幹時使用。

香薰油：甜橙、檸檬草、墨角蘭、薄荷葉、樟樹

側放使用 朝上使用

38970804 170x105x80mm $198

Oak Wood Essential Oil Storage Box
橡木香薰油儲存盒

無印良品香薰油專用儲存盒，可將盒蓋部分朝上或側放以

存放香薰油。

Homing 
愛回家

10ml $108

混合尤加利、絲柏及檸檬等，清爽寧神的芳

香讓室內空氣更清新，適用於玄關及客廳。

香薰油：尤加利、佛手柑、檸檬、絲柏、芳樟葉

個人時間

Refreshing 
清新醒神

10ml $108
30ml $258

混合檸檬、青檸及尤加利等，散發清新舒爽的

芳香，適用於辦公室及會議室等地方。

香薰油：檸檬、青檸、尤加利、迷迭香

Unwinding
輕鬆時刻

10ml $108
30ml $258

混合檸檬、血橙及杜松子等，清新爽朗的芳香

讓人放鬆心情，適合休憩時使用。

香薰油：檸檬、甜橙、血橙、佛手柑、杜松子

Greeting  
誠意款待

10ml $108

混合檸檬及絲柏等，散發樸實親切的芳香，

適合於款待賓客時使用。

香薰油：檸檬、絲柏、尤加利、醒目薰衣草、樟樹

Morning  
清新早晨

10ml $108

混合血橙、迷迭香及杜松子等，清爽提神的

芳香適合早上煥發精神時使用。

香薰油：血橙，迷迭香，杜松子，檸檬草，雪松

工作時間

$6802868307 

Porcelain Aroma Pot
米磁香薰爐

$4812pcs44255629 

Mini Candle
迷你蠟燭 



Images are for reference only. 圖片只供參考。
All item information, selling prices and inventory are subject to in-store display. 所有商品資料、價格及貨存以店內陳列為準。 
Prices are shown in Hong Kong Dollar. 所有價格均以港幣標示。
2019©MUJI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2021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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