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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輪收納箱  P38

能搭配內托盤與上蓋的收納箱系列，也有不佔空間的摺疊式搬運箱

用途廣泛，還能於戶外使用的耐壓收納箱

耐壓收納箱  P37

可自由移動的附輪收納箱與組合箱可堆疊組裝的收納架

收納架   P36   組合箱/附輪子 P38

高
26cm

高
83cm

高
83cm

深
26cm

深
26cm

深
26cm

高
17.5cm

高
9cm

收納箱  P35    收納箱·橫式 P35    搬運箱·折疊式 P35  大 小 

高
24.5

cm 16.5cm

寬18cm

寬78cm 寬60.5cm 寬40.5cm

寬29cm

寬37cm

寬37cm

寬37cm

寬36cm

寬36cm

深
37cm

深
37cm

深
25cm

深
25cm

深
51cm

深
25.5cm

高 
31.5

cm 16cm深

寬50.5cm

中

寬50.5cm 高 
31.5

cm 16cm

寬37cm

深 中 大 小

寬37cm

俯視

俯視

俯視

正面

正面

正面

深大型 深型 薄型

高
37cm

高
37cm

高
37cm

深
39cm

深
39cm

深
39cm

深
40cm

深
41.5cm

特大 大 小

大×3 深×2
大×1 
小×2

小×4
高
72cm

高
60cm

抽屜式·深型 P34  

PP資料盒·橫式 P35 

衣裝盒 P32

高
30cm

高
24cm

高
18cm

深
65cm

深
55cm

高
30cm

高
24cm

高
18cm

高
30cm

高
24cm

高
18cm

深
44.5cm

深
44.5cm

高
30cm

高
24cm

高
18cm

高
17.5cm

深
37cm

深
26cm

深
26cm

深
26cm

高
17.5cm

高
12cm

高
9cm

深
37cm

深
37cm

高
12cm

高
16.5cm17.5cm

37cm 37cm 37cm

12cm 9cm

最高堆疊數

可相互堆疊或搭配收納家具使用的PP盒／抽屜式 

抽屜式·淺型 P34 抽屜式·薄型 P34 

適合放入壁櫥和衣櫃裡使用的抽屜式PP盒

櫥箱P32 衣裝盒/橫式P32 收納盒 P33

6層 4層 10層 6層 7層 13層

6層 10層 13層

盒型、櫥箱、收納架、附輪收納箱等款式齊全。
可配合用途和使用場所，自由搭配各種尺寸。

PP收納系列

深

大

小

深

大

小

深

大

小

深

大

小

寬40cm 寬44cm 寬55cm 寬34cm

俯視

寬26cm
寬26cm 寬26cm

26cm

寬37cm

37cm
37cm

14cm
14cm

俯視

俯視

正面

正面

正面

半型

深型 淺型 薄型

半型 縱2層

※為防止傾倒危險，請務必遵守最高堆疊數
※PP收納盒系列，基於素材特性，存在個體尺寸外觀差異。堆疊時可能產生高低差距，敬請見諒

最高堆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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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裝盒/儲箱/衣裝盒橫式/收納盒

本體：聚丙烯     框：聚苯乙烯

PP衣裝盒  約寬40×深65cm ※可加裝輪子(另售) PP櫥箱 約寬44×深55cm ※可加裝輪子(另售)

15112081   深型 699元
約寬40×深65×高30cm

內寸：約寬33×深59×高24.5cm

耐重：約7kg(加裝輪子時：約3.5kg)

最高堆疊數：6層 深度較深，適合放
入壁櫥內。

15112098   大 599元
約寬40×深65×高24cm

內寸：約寬33.5×深59.5×高18.5cm

耐重：約7kg(加裝輪子時：約3.5kg)

最高堆疊數：7層

15112104   小 499元
約寬40×深65×高18cm

內寸：約寬33.5×深59.5×高12.5cm

耐重：約7kg(加裝輪子時：約3.5kg)

最高堆疊數：8層

PP衣裝盒 PP櫥箱 

15199693   深型 699元
約寬44×深55×高30cm

內寸：約寬38×深49.5×高24.5cm

耐重：約7kg(加裝輪子時：約3.5kg)

最高堆疊數：6層

15199709   大 599元
約寬44×深55×高24cm

內寸：約寬38.5×深49.5×高18.5cm

耐重：約7kg(加裝輪子時：約3.5kg)

最高堆疊數：7層

15236640   小 499元
約寬44×深55×高18cm

內寸：約寬38.5×深50×高12.5cm

耐重：約7kg(加裝輪子時：約3.5kg)

最高堆疊數：8層

76331490  小 639元
約寬55×深44.5×高18cm

內寸：約寬49×深39.5×高13.5cm

耐重：含加裝輪子時約3kg

最高堆疊數：5層

76331476  深型 859元
約寬55×深44.5×高30cm 
內寸：約寬48.5×深39×高25cm 
耐重：含加裝輪子時約2.5kg
重疊層數上限：4層，可併排收納2件襯衫或毛
衣。

76331483  大 739元
約寬55×深44.5×高24cm

內寸：約寬49×深39.5×高19.5cm

耐重：含加裝輪子時約3kg

最高堆疊數：5層

PP衣裝盒/橫式 約寬55×深44.5cm ※可加裝輪子(另售)

PP衣裝盒/橫式 

PP衣裝盒/橫式
82243925  大/3層        1,499元
約寬55×深44.5×高67.5cm

內寸：約寬49×深39.5×高19.5cm 

82243932  大/4層          1,999元
約寬55×深44.5×高90cm 

內寸：約寬49×深39.5×高19.5cm

底部附車輪，方便
移動。

使用例

耐重：約9kg

（1層約3kg 附輪時：1層約3kg）
可追加PP衣裝盒/橫式使用，最多可追加至5層
抽屜。
※不可分解本體
※另販售可替換零件：PP衣裝盒/橫/大/3層.4層
用車輪/4入，請洽官網『零件專區』查詢。

18816156  深型 529元
約寬34×深44.5×高30cm

內寸：約寬28.5×深40×高25.5cm

耐重：約5kg(加裝輪子時：約3kg)

最高堆疊數：6層  

18816163  大 449元
約寬34×深44.5×高24cm

內寸：約寬28×深39.5×高19.5cm

耐重：約5kg(加裝輪子時：約3kg)

最高堆疊數：7層

18816170  小 379元
約寬34×深44.5×高18cm

內寸：約寬29×深40×高13.5cm

耐重：約5kg(加裝輪子時：約3kg)

最高堆疊數：9層

PP收納盒  約寬34×深44.5cm ※可加裝輪子(另售)

PP收納盒 

小 小 大中小

中

中

中

中 中

PP衣裝盒/

橫式・深×4
PP衣裝盒/

橫式・小×4

PP衣裝盒/

橫式・大×2

PP衣裝盒/

橫式・大×5
PP收納盒  

深×4

PP收納盒
大×5

PP收納盒
小×4

PP收納盒
大×2

PP收納盒系列 組合範例

中・使用例 大・使用例 

小・使用例 

 大・12格・1入

小・4格・2入

大・4格・2入 

中・4格・2入 

PP分隔板 
38369622   大・4枚入 320元
寬65.5×深0.2×高11cm

38369615   中・5枚入 180元
寬36×深0.2×高7cm

38369608  小・5枚入 120元
寬36×深0.2×高4cm

02110468   小・2枚入    

260元
約寬11×深32.5×高21cm

可調整高度的不織布分隔袋 不織布分隔袋 

02110482  大・2枚入        

350元
約寬22.5×深32.5×高21cm

02502867  大・4格・2入

350元
約寬22.5×深32.5×高11cm

02502874  中・4格・2入      

330元
約寬15×深32.5×高11cm

02502898  大・12格・1入    

270元
約寬22.5×深32.5×高11cm

02502881  小・4格・2入

240元
約寬11×深32.5×高11cm

適用於各式收納用品的分隔
袋。可反摺調整高度。也可使
用於天然素材收納。

02110475  中・2枚入        

280元
約寬15×深32.5×高21cm

收納盒系列

內寸約寬29cm

內
寸
約
深
40
cm

衣裝盒/橫式

內寸約寬49cm

內
寸
約
深

39.5
cm

衣裝盒系列

內寸約寬33.5cm

內
寸
約
深

59.5
cm

櫥箱系列

內寸約寬38.5cm

內
寸
約
深
50
cm

直接使用素材的顏色，半透明的收納盒

使用各種顏色的PP材質製品是過去一直以來的習慣，而無印良品則省去
了染色的工程，因而誕生出無色的收納盒。

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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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盒/抽屜式/深型 

PP盒/抽屜式/深型/窄 

PP盒/抽屜式 

PP盒/抽屜式/薄型 

PP盒/抽屜式/淺型 

76749035   附隔板              299元
約寬14×深37×高17.5cm

內寸：約寬10.5×深33.5×高14cm

耐重(含加裝輪子時)：約2kg/抽屜上方約可承受2kg

最高堆疊數：4層
特別分出PP盒/抽屜式的單邊抽屜，適合放在空隙裡
的小型抽屜盒。

※另附2片分隔板(一層抽屜可分4格，變動距離約為
5.5cm)。

76749042   淺型/窄/附隔板           299元
約寬14×深37×高12cm

內寸：約寬10.5×深34×高8.5cm

耐重(含加裝輪子時)：約1.5kg/抽屜上方約可承受2kg

最高堆疊數：6層
特別分出PP盒/抽屜式的單邊抽屜來做成適合放在
空隙裡的小型抽屜盒。
※另附3片分隔板(一層抽屜可分7格，變動距離約為
3cm)。

76749028   2抽屜/附隔板  
02108274   2抽屜/附隔板・白灰 599元
約寬26×深37×高17.5cm

內寸：約寬10.5×深33.5×高14cm

可收納約40片CD

耐重(含加裝輪子時)：約2kg/抽屜上方約可承受2kg

最高堆疊數：6層 

※為防止堆疊時滑動，附有安全卡榫。另附4片分隔
板(一層抽屜可分4格，變動距離約為7cm)。

76748984   2抽屜/附隔板
02108304   2抽屜/附隔板・白灰 399元
約寬26×深37×高12cm

內寸：約寬10.5×深34×高8.5cm

耐重(含加裝輪子時)：約1.5kg/抽屜上方約可承受2kg

最高堆疊數：10層
※ 為防止堆疊時滑動，附有安全卡榫。
另附6片分隔板(一層抽屜可分7格，變動距離約為
3cm)。

37192447

15253586   白灰 369元
約寬26×深37×高17.5cm

內寸：約寬22×深33.5×高14cm

可收納約22片DVD

耐重(含加裝輪子時)：約4kg/抽屜上方約可承受2kg

最高堆疊數：6層

※為防止堆疊時滑動，附有安全卡榫。

37192423   
15253579   白灰 299元
約寬26×深37×高12cm

內寸：約寬22.5×深34×高8.5cm

適合收納A4尺寸
耐重(含加裝輪子時)：約3kg/抽屜上方約可承受2kg

最高堆疊數：10層
※為防止堆疊時滑動，附有安全卡榫。

37192430   淺型/3層 699元
約寬26×深37×高32.5cm

內寸：約寬22.5×深34×高8.5cm         

耐重(含加裝輪子時)：約3kg/抽屜上方約可承受2kg

76749004   淺型/6抽屜/附隔板                    999元
約寬26×深37×高32.5cm

內寸：約寬10.5×深34×高8.5cm

耐重(含加裝輪子時)：約1.5kg/抽屜上方約可承受
2kg

另附18片分隔板
(一層抽屜可分7格，變動距離約為3cm)。

76749066     
02108281  白灰 299元
約寬26×深37×高9cm

內寸：約寬22.5×深34×高5.5cm 

耐重(含加裝輪子時)：約2kg/抽屜上方約可承受2kg 

最高堆疊數:13層

76749073   2層 499元
約寬26×深37×高16.5cm

內寸：約寬22.5×深34×高5.5cm 

耐重(含加裝輪子時)：約2kg/抽屜上方約可承受2kg 

最高堆疊數:7層

PP盒/抽屜式・深型 約寬26×深37cm ※可加裝輪子(另售)

PP盒/抽屜式・淺型  約寬26×深37cm ※可加裝輪子(另售)

PP盒/抽屜式・薄型   約寬26×深37cm ※可加裝輪子(另售)

最高堆疊數：3層
※為防止堆疊時滑動，附有安全卡榫。

PP盒用標示貼紙
37385894  5張 70元
方便辯識PP收納用品抽屜內容物的標籤。

PP資料盒  ※可加裝輪子(另售) 

PP資料盒 /橫式 /薄型

PP資料盒 /橫式

15253753

02108335  白灰 299元
約寬37×深26×高9cm
內寸 : 約寬34×深22.5×高5.5cm 
最高堆疊數13層  耐重 (含加裝輪子時 )：約1kg
抽屜上方約可承受5kg 
可收納A4的紙張及文件。

15253784   淺型
02108328   淺型・白灰 299元
約寬37×深26×高12cm 

抽屜內寸 :約寬33.5×深22.5×高8.5cm 
耐重 (含加裝輪子時 ):約1.5kg(一層 )
整體耐重 :約5kg 最高堆疊數10層  

15253791   深型 
02108311   深型・白灰  399元
約寬37×深26×高17.5cm 

抽屜內寸 :約寬33.5×深22.5×高14cm 
耐重 (含加裝輪子時 ):約2kg(一層 )  整體耐重 :約
5kg 最高堆疊數6層 

15253777   2抽屜   
02118990   2抽屜・白灰 399元
約寬37×深26×高9cm
內寸 : 約寬16×深22.5×高5.5cm 
最高堆疊數13層  
耐重 (含加裝輪子時 )：約0.5kg
抽屜上方約可承受5kg  

PP收納箱/橫式
82219326   深型   399元
約寬50.5×深37×高31.5cm

82219333   中型 299元
約寬50.5×深37×高16cm

尺寸剛好能放入無印良品的檔案盒等收納用品，
並可搭配另售的內托盤一起使用，有效運用箱子
上方空間，收納事務用品、零件等小型物品。可依
需求選購專用上蓋，將收納箱整齊堆疊，不易滑
動。

PP收納箱
82219401   深型   299元
約寬37×深25×高31.5cm

82219418   中型 199元
約寬37×深25×高16cm

尺寸剛好能放入無印良品的檔案盒等收納用品，
並可搭配另售的內托盤一起使用，有效運用箱子
上方空間，收納事務用品、零件等小型物品。可依
需求選購專用上蓋，將收納箱整齊堆疊，不易滑
動。

PP收納箱專用蓋/橫式
82219357 150元
約寬51×深37.5×高2.5cm

收納箱底部的凸面和上蓋的凹面可以嵌合，堆疊
時不易滑動。

PP收納箱專用蓋
82219432 110元
約寬37.5×深25.5×高2.5cm

收納箱底部的凸面和上蓋的凹面可以嵌合，堆疊
時不易滑動。

PP收納箱內托盤
82219449 150元
約寬35×深23×高5.5cm

PP收納箱系列專用內托盤。可放置在收納箱上
部，有效運用箱子上方空間，收納事務用品、零件
等小型物品。
※不可和舊款PP搬運箱系列一同使用。

PP收納箱

PP搬運箱/收納箱

素材：聚丙烯

PP搬運箱/摺疊式 [網購限定]

47686715  大 580元
約寬36×深51×高24.5cm 
內寸：約寬32×深47×高21cm 
耐重（含加裝輪子時）：約7kg
最高可堆疊數：10層

47686708  小 380元
寬36×深25.5×高16.5cm

內寸：約寬32×深21.5×高14.5cm

耐重：約5kg

最高可堆疊數：8層

摺疊時

PP搬運箱/摺疊式   ※可加裝輪子(另售)

※以上商品另販售可替換零件：PP盒/深型用隔板，
請洽官網『零件專區』查詢。

※以上商品另販售可替換零件：PP盒/淺型用隔板
11×7.5cm，請洽官網『零件專區』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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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收納架  ※可加裝輪子(另售)

PP收納架 

82243949  薄型 280元
約寬37×深26×高9cm

可收納內寸：約寬33.3×深23.9×高6.9cm    

重量：0.4kg    耐重：1層3kg (加裝輪子時1.5kg)   

最高堆疊數：13層

82243956  深型 320元
約寬37×深26×高17.5cm  

可收納內寸：約寬33.2×深23.8×高15.6cm    

重量：0.6kg    耐重：1層4kg (加裝輪子時2kg)    

最高堆疊數：6層

82243963  深大型 380元
約寬37×深26×高26cm    

可收納內寸：約寬33×深23.7×高24.2cm    

重量：0.8kg    耐重：1層5kg (加裝輪子時2.5kg)    

最高堆疊數：4層

※若需堆疊使用PP收納盒時，
請在角落4處插入接合配件，確實固定PP盒。

※若需堆疊PP盒/抽屜式・薄型系列時，
也請以接合配件確實固定。

開放型的PP製收納架。
可堆疊組裝，適合放置於水槽下方空間整齊收納。 

※最高可組裝至120cm

※全體耐重上限：
不裝輪子時約39kg，加裝輪子時、倒置時約19.5kg

可倒置使用。 PP盒/抽屜式・深、淺系列可
以互相推疊。

方向相反也可以堆疊。 直接置放於書桌邊緣
(下方收納例：日式兒童書包)

附屬品：插銷☓4  

可組裝輪子・固定座(小)另售

素材：聚丙烯

37525986  大 680元
約寬60.5×深39×高37cm

耐重：蓋約100kg、收納空間約13.5kg

最大重疊數：3層 

容量：約50L

37526266  特大        [網購限定 ] 980元
約寬78×深39×高37cm

耐重：約100kg、收納空間約20kg

最大重疊數：2層 

容量：約70L

02478834   小 490元
約寬40.5×深39×高37cm

耐重：蓋約100kg、收納空間約13.5kg

最大重疊數：3層 

容量：約30L

可用於陽台或屋簷下等屋外空間。
最多可重疊至3層。

可用於整理收納易顯雜亂的車廂空
間。結構堅固，耐車體震動。

可置於戶外或花園等當作簡便的凳
子。

耐壓收納箱

耐壓收納箱 

使用例

素材：聚丙烯

輪子 /PP組合箱用

PP盒連結用零件 /2入組

15523788   4個 130元
輪子：聚丙烯
軸芯：聚碳酸酯・鋼
只需將輪子插入PP收納盒底部的孔中，輕鬆加
裝完成。
※加裝輪子後，整體高度約增加3.8~4.2cm
(視PP盒款式而有所差異)。
※請特別留意，於榻榻米或軟墊地板等軟質地
板上使用時，恐損傷地板。

02528508 70元
約寬9.5×深1.5×高2cm 
本體:鋼・表面加工:丙烯樹脂塗裝
搭配PP盒用固定座可將PP衣裝盒、櫥箱、收納
盒、衣裝盒/橫式連結在一起的零件。使用後可使
PP盒不易滑動。

[輪子 /PP組合箱用 適用商品 ]

PP搬運箱/附扣 (深) (大)、PP搬運箱 (深) (大)、PP衣裝盒全系列、PP衣裝盒/橫
式全系列、PP收納盒全系列、附輪收納箱、追加用抽屜全系列、PP垃圾桶/連蓋、
PP盒/抽屜式全系列、PP資料盒全系列、PP組合箱/附輪子全系列、PP收納架全
系列

PP盒用固定座
 1 47554908   小4入    2 47554892   大4入                            

100元
矽膠

[PP盒用固定座/小 適用商品]

PP搬運箱/附扣 (深) (大)、PP搬運箱 (深) (大)、附輪收納箱全系列、追加用抽屜 

全系列、PP垃圾桶/連蓋全系列、PP盒/抽屜式 全系列、PP資料盒全系列、PP組
合箱/附輪子全系列、PP收納架全系列
[PP盒用固定座/大 適用商品]

PP衣裝盒 全系列、PP櫥箱 全系列、PP衣裝盒/橫式 全系列、PP收納盒 全系列

 1  2 

其他零件

縱橫皆可連接聚丙烯平台車
82007848 600元
約寬27.5×深41×高7.5cm    

耐重：80kg

本體：PP車輪：熱塑性彈性體
平台車可以垂直或是水平連接，因此可以依據擺
放物體的大小自由調節。 較難收納於家中的重
物、大型物品等也可放置在平板車上，即使放入壁
櫥中，也可以在使用時輕鬆取出。

※以上商品另販售可替換零件：PP收納架用插銷 

(1組4個)，請洽官網『零件專區』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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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輪收納箱 /4層 附輪收納箱 1 附輪收納箱 2

15521821 999元
約寬18×深40×高83cm

內寸：約寬13×深35.5×高17cm

15880188  1,099元
(抽屜式×1・深型×2)

約寬18×深40×高83cm

內寸：
(抽屜式)約寬13×深35.5×高17cm

(深型)約寬12.5×深35×高26.5cm

15880195 1,199元
(抽屜式×2・淺型×1・深型×1)

約寬18×深40×高83cm

內寸：
(淺型)約寬13×深36×高7cm

(抽屜式)約寬13×深35×高17cm

(深型)約寬12.5×深35×高26.5cm

PP組合箱 /附輪子
15253807   3層     599元
寬29×深41.5×高83cm

內寸：約寬26×深37×高22cm   

耐重：整體8kg  每一層約2kg 

附輪收納箱／追加用收納盒

15880171   淺型  249元
約寬18×深40×高11cm

內寸：約寬13×深36×高7cm

最高堆疊數：10層
可與另外販售的收納盒用輪子、追
加用收納盒
(深、淺型)，組合搭配出獨創的樣式。

47721584  抽屜式 299元
約寬18×深40×高21cm
內寸：約寬13×深35.5×高17cm
最高堆疊數：5層

15880164   深型  399元
約寬18×深40×高30.5cm

內寸：約寬12.5×深35×高26.5cm

最高堆疊數：4層

追加用收納盒 

※以上高度限制數據皆包含輪子 (約4.2cm)。
※於上層抽屜放置較輕物品，即可增加穩定度，使用上更加得心應手。

PP附輪收納箱系列容量表

耐重 (含加裝輪子 )
可收納量 (1層 )

1層 面板耐重 整體

追加用收納盒
15880171  淺型 約2.5kg 約3kg 約30kg

追加用收納盒
47721584  抽屜式 約5kg 約3kg 約30kg

約10個350ml  
易開罐

追加用收納盒
15880164  深型 約5kg 約3kg 約30kg

約4個1000ml  
寶特瓶

附輪收納箱 /4層 .附輪收納箱 1.附輪收納箱 2

可與另外販售的追加用收納盒，組合搭配出獨創的樣式。僅可往上追加，本體不可拆解。組裝後不宜再行拆解，
以免造成商品損壞。
追加高度上限：122cm   淺型(15880171)最多3個、抽屜式(47721584)最多2個、深型(15880164)最多1個
重疊數件單品時整體耐重約30kg。

CD
寶特瓶
1000ml

罐
350ml

罐
350ml

追加用收納盒追加用淺型收納盒×2個堆疊

追加用淺型收納盒×3個堆疊 追加用深型收納盒 追加用淺型收納盒+追加用收納盒

CD
寶特瓶
1000ml

罐
350ml

罐
350ml

追加用收納盒追加用淺型收納盒×2個堆疊

追加用淺型收納盒×3個堆疊 追加用深型收納盒 追加用淺型收納盒+追加用收納盒

洗衣機 4.2kg
高 920mm

冰箱 137L
高 1211mm

SUS
高 830mm高 830mm

高 1220mm

附輪收納箱 1+
淺型×1+深型×1

附輪收納箱2+
抽屜式×1+淺型×2

附輪收納箱

素材：聚丙烯

本體素材：聚乙烯  上蓋：聚丙烯

軟質聚乙烯收納盒

軟質聚乙烯收納盒/半 軟質聚乙烯收納盒/圓型

38749486   大 299元
約寬25.5×深36×高24cm
可堆疊數：2層

02528560   深 349元
約寬25.5×深36×高32cm
可堆疊數：2層

02528577   大 219元
約寬18×深25.5×高24cm
可堆疊數：2層

02528591   深 399元
約直徑36×高32cm

38749509   中 179元
約寬18×深25.5×高16cm
可堆疊數：2層

02528584   中 249元
約直徑36×高16cm

軟質聚乙烯收納盒用蓋
/圓型
02528492    79元
約直徑36×高1.5cm

38749479   中 219元
約寬25.5×深36×高16cm

38749462   小 179元
約寬25.5×深36×高8cm

軟質聚乙烯收納盒用蓋
38749516    79元
約寬26×深36.5×高1.5cm
軟質聚乙烯收納盒專用蓋。

38749493   小 129元
約寬18×深25.5×高8cm

軟質聚乙烯收納盒     
用蓋/中
38749523    59元
約寬18.5×深26×高1.5cm
軟質聚乙烯收納盒・半形專用
蓋。

搭配專用蓋即可堆疊使用。 耐冷素材，可放於冰箱收納調味料。

中、小．收納盒用蓋 半型·小

選用軟質聚乙烯材質製成的收納用品。另外加購專用上蓋即可堆疊使用。
耐水且耐冷，可廣泛運用在各種場所。

軟質聚乙烯收納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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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把手帆布長方形籃 
02528461   特大 990元
約寬52×深26×高32cm
【不可洗滌】

附把手帆布長方形籃/窄
02528430   深 690元
約寬37×深18.5×高32cm
【不可洗滌】

附把手帆布長方形籃/窄
02528447   大 570元
約寬37×深18.5×高26cm
【不可洗滌】

附把手帆布長方形籃/窄
02528454   中 480元
約寬37×深18.5×高16cm
【不可洗滌】

附把手帆布長方形籃 
02528416   深 840元
約寬37×深26×高32cm
【不可洗滌】

附把手帆布長方形籃 
02528423   大 750元
約寬37×深26×高26cm
【不可洗滌】

方便於一時性的收納使用。 因底部有表面塗裝，可直接放置於地板使用。

附把手帆布長方形籃
大

附把手帆布長方形籃
窄·大

素材：棉100%

附
把
手
帆
布
收
納
籃

附有把手而容易搬運的收納籃，外側底部及內側皆有容易清除髒汙的表面塗裝。
也可放置於地板上，方便在各種情境中使用。 

附把手帆布收納籃

【不可洗滌】
方便您集中收納難以整理小物或玩具等。不用時可精巧摺疊。

38369776   中 350元
寬37×深26×高26cm

棉麻聚酯收納箱 /長方形
38369738  大  450元
寬37×深26×高34cm

38369752  小  300元
寬37×深26×高16cm

38369769  中 ・附蓋 500元
寬37×深26×高26cm

使用例

用來收納衣物、織物或玩具都相當便利。

棉麻聚酯收納箱/附蓋/衣物箱
38369745  小                       600元
寬59×深39×高18cm

【不可洗滌】  

高度恰可置於床下。 適用於附床板床
墊20cm床腳下收納。

38369707  大 700元
約寬59×深39×高23cm 
【不可洗滌】
適用於收納床內收納空間及附床板床
墊26cm床腳下收納。

38369691  小・ 附蓋 500元
約寬35×深35×高16cm
【不可洗滌】

38369684  小 350元 

棉麻聚酯收納箱/正方形 棉麻聚酯收納箱/正方形
38369714  L 450元38369721  L・ 附蓋 600元

寬35×深35×高32cm

【不可洗滌】

正方形．小

棉
麻
聚
酯
收
納

不使用時能夠精巧摺疊的收納箱。
採基準寸法，能夠和層架組合使用。 

棉麻聚酯收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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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附隔層，便於收納容易變形的物品。 讓雜誌可直放收納。

02118792   L・半型 300元
約寬17.5×深35×高32cm

可整合收納瑣碎物品的布製收納箱。可搭配自由
組合層架使用。
【不可洗滌】

02118822   大 800元
約寬65×深40×高26cm

大容量布製收納箱。可放於壁櫥或是衣櫃，整合空
間的使用。

02118815  中・半型 300元
約寬18.5×深26×高26cm

可整合收納瑣碎物品的布製收納箱。可搭配自由
組合層架使用。
【不可洗滌】

02118785  L・半型/附蓋 400元
約寬17.5×深35×高32cm

02118846  小 400元
約寬37×深26×高16cm

布製收納箱，可用於整合收
納零碎物品。內附隔板，方便
整理收納箱內空間。

02118808  中・半型/附蓋  350元
約寬18.5×深26×高26cm

棉麻聚酯收納籃/L/半

棉麻聚酯收納箱/長方盒型

棉麻聚酯收納箱/長方形/中/半

棉麻聚酯收納箱/淺型

棉麻聚酯收納箱/長方形

38369660  迷你 200元
約寬13×深37×高12cm 

38369677  長方形・迷你 250元
約寬18.5×深26×高16cm

可方便收納手巾等物品。不使用時可精巧折疊。

尺寸適中，可聰明收納領帶、襪子、手帕等物品。
【不可洗滌】

素材：聚酯纖維38%、棉25%、麻22%、嫘縈15%

長方盒型·小 L·半型/附蓋
L·半型

可收納各式雜物。

藤籃·長方盒·小/附蓋
藤籃·長方盒·中

47381313   大 1,260元
約寬36×深26×高24cm

可堆疊藤編 /方形籃
18021833  中 1,330元
約寬35×深36×高16cm

方型藤籃間可互相重疊。

18021826   大     1,860元
約寬35×深36×高24cm

方形藤籃間可互相重疊。

可堆疊藤編 /長方盒 /小 /附蓋
47381337                          950元
約寬26×深18×高16cm

長方形盒間可互相重疊。

可堆疊藤編 /長方盒 /小
47381238 830元
約寬26×深18×高12cm 
長方形盒間可互相重疊。

可堆疊藤編 /提把
47028454    570元
約寬15×深22×高9cm

47381290   小        870元
約寬36×深26×高12cm

47381306   中         880元
約寬36×深26×高16cm

※天然素材收納系列的清潔・保管－請勿置於潮濕地點。請定期晾於陰涼處並使用吸塵器或撣子清除表面灰塵。

可堆疊藤編 /長方形籃

藤籃採用輕便好用、觸感光滑的藤材素材手工細心編織而成。
方便堆疊使用，亦備有考量使用便利性的附蓋款式與提把設計。

可堆疊藤編籃

素材：藤

可堆疊藤編/長方形盒/淺型
37525702 370元
約寬26×深9×高6cm

適合整理細碎物品的尺寸。

38309819   特大 1,840元
約寬36×深26×高31cm

長方形藤籃間可互相重疊。

可堆疊藤編 /方形用蓋
15004775 440元
約寬35×深36×高3cm

可堆疊藤編 /長方形籃用蓋
15004768 330元
約寬36×深26×高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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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85200  7  1,600元
約寬51×深37×高24cm

耐重:15kg  可堆疊數:2層

18-8不鏽鋼收納籃 18-8不鏽鋼收納籃

18-8不鏽鋼收納籃

15117147  6 1,270元
約寬51×深37×高18cm

耐重:10kg  可堆疊數:2層

15117048  2 660元
約寬37×深26×高8cm 
耐重:5kg  可堆疊數:2層

15117055  3 750元
約寬37×深26×高12cm 

耐重:5kg  可堆疊數:2層

15117062  4 850元
約寬37×深26×高18cm 

耐重:5kg  可堆疊數:2層

15117079  5 940元
約寬37×深26×高24cm 

耐重:10kg  可堆疊數:2層

15117031  1 550元
約寬26×深18×高18cm 

耐重:5kg  可堆疊數:2層

鋼製工具箱
37845831  1 490元
約寬20×深11×高6cm 
耐重：1.5kg 
可堆疊數：3層

37845992  4 1,020元
約寬38×深18×高13cm 
耐重：10kg

37845947  3 1,180元
約寬38×深23×高10cm 
耐重：10kg 
可堆疊數：2層

37845886  2 410元
約寬16×深11×高6cm 
耐重：1.5kg 
可堆疊數：3層

本體：鋼
塗裝：美耐樹脂靜電烤漆

適合當作急救箱，還能吸附磁鐵。 附隔板可依需求使用。將把手內收即可堆疊使用。 木製小物收納盒6層可縱橫使用。

鋼製工具箱·3 木製小物收納盒1層18-8不鏽鋼網籃·3×2 木製小物收納盒6層
木製檔案收納盒2層.A4

適合各式用途，堅固耐用的鋼製工具箱，放在房間也不顯突兀。
造型簡單的鋼製箱使用方便，作為物品存放也十分合適。
另有使用強度高、不易生鏽的不鏽鋼所製成的網籃。附把手容易搬運，將把手內收即可堆疊使用。

鋼製工具箱．不鏽鋼收納籃
表面為橡木原木貼皮，易於融入居家擺設。 

可依照不同收納用途，整理桌上物品。

木製小物收納

鋼
製
工
具
箱
．
不
鏽
鋼
收
納
籃

[18-8不鏽鋼收納籃]

素材：18-8不銹鋼

木製小物收納盒1層     
82603316 689元
約25.2×17×8.4cm  

便於收納桌面物品的尺寸；內附一片分隔板，可
依收納需求調整間隔大小；最多約可堆疊三層。

木製收納架.A5尺寸     
82603354 489元
約8.4×17×25.2cm  

便於收納桌面物品的尺寸設計。

木製小物收納盒3層    
82603323 799元
約8.4×17×25.2cm 

改變抽屜方向，即可將收納盒改成縱向或橫向放
置；橫向使用時，最多約可堆疊三層。

木製檔案收納盒/2層.A4   
82603347 799元
可收納A4文件，亦便於分類收納明信片、信件或
公文文件等。※由於無法固定，堆疊使用時請留
意安定性(最多約可堆疊三層)。

木製小物收納盒6層    
82603330 899元
約8.4×17×25.2cm

改變抽屜方向，即可將收納盒改成縱向或橫向放
置；橫向使用時，最多約可堆疊三層。

木製面紙盒    
82603361 399元
約26.5×13.5×7.2cm

木
製
小
物
收
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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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丙烯檔案盒·標準型·A4
82264197       

82264241  白灰 169元
約寬10×深32×高24cm  
簡約風的檔案盒，讓繁複的文件，有了整齊感。

聚丙烯檔案盒·標準型·寬·A4
82264296   

82264340   白灰 269元
約寬15×深32×高24cm

可放入兩個書背寬5cm的2孔檔案夾。

聚丙烯附手把檔案盒·標準型
38654834

38699019  白灰 330元
約寬10×深32×高28.5cm

使用耐用、防水聚丙烯素材製成的檔案盒，加上
手把，便利可攜。

聚丙烯檔案盒·標準型25cm

82264548 399元
約寬25×深32×高24cm

寬度25cm的檔案盒，搭配另售的檔案盒用蓋，最
多可堆疊2層。

聚丙烯檔案盒·標準型25cm

82264494   1/2                                   239元
約寬25×深32×高12cm 

高度為系列商品的1/2、寬25cm的立式檔案盒，
搭配另售的「聚丙烯檔案盒用蓋(可裝置輪子)」，
最多可堆疊3層。

聚丙烯檔案盒用蓋  (可裝置輪子)

02553135   寬25cm用・灰白 150元
02553104   寬15cm用・透明 120元
02553111   寬15cm用・灰白 120元
02553081   寬10cm用・透明 90元
02553098   寬10cm用・灰白 90元
聚丙烯檔案盒・標準型用蓋，可搭配另售的「PP

組合箱用輪子」使用。

聚丙烯摺疊分隔盒.3入
82207682  寬10cm用             39元
對應聚丙烯檔案盒.標準型.寬10cm.1/2

使用，最多可放入3個，依個人需求分隔
使用。

聚丙烯摺疊分隔盒.3入
82207699  寬15cm用           39元
對應聚丙烯檔案盒.標準型.寬15cm.1/2

使用，最多可放入3個，依個人需求分隔
使用。

聚丙烯檔案盒·標準型·1/2  
82264098  
82264142   白灰                      109元
約寬10×深32×高12cm

高度為聚丙烯檔案盒・標準型的1/2，最
多可堆疊3層。

聚丙烯檔案盒·標準型·寬·1/2        
82264395        
82264449   白灰                      169元
約寬15×深32×高12cm

聚丙烯檔案盒標準型・寬的1/2尺寸，最
多可堆疊3層。

聚
丙
烯
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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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用、防水聚丙烯素材製成的檔案盒，
除了文件以外，報紙、雜誌等也能整齊收納。

聚丙烯檔案盒

手提收納盒·寬
聚丙烯檔案盒·標準型·寬·A4

手提收納盒·寬
15915453

37035508  白灰 300元
約寬15×深32×高8cm 

耐重：約5Kg

可用來收納工具、文具或兒童玩具等，分隔設計
好整理。附把手，提取更方便。

聚丙烯檔案盒用
38996477   小物盒 60元
寬9×深4×高10cm

38996491   隔間小物盒 50元
寬9×深4×高5cm

38996484   筆盒 50元
寬4×深4×高10cm

磁鐵片
38996460   60元
19×0.4×3cm 

方便拿取的造型設
計，可懸掛無印良品
的聚丙烯檔案盒用(

小物盒、筆盒、隔間
小物盒)使用。
耐重：約300g

PP抽屜整理盒➁
18421558  10×20×4cm          75元
另售整理盒用隔板(18497997)。

PP抽屜整理盒➃
18421572  13.4×20×4cm      85元
另售整理盒用隔板(18498017)。

PP抽屜整理盒➀
45元18421541 10×10×4cm          

另售整理盒用隔板(18497997)。

PP抽屜整理盒➂
18421565  6.7×20×4cm          70元
另售整理盒用隔板(18498000)。

聚丙烯手提文件包收納盒· 
立式可收納A4用
38699026

02815783  白灰                            290元
可收納文件紙張或零件的收納盒，內部亦可放置無印
良品另售的PP抽屜整理盒，作為分隔使用。

聚丙烯小物收納盒 
61154909   6層    750元
61164458   3層 600元
約寬11×深24.5×高32cm   

可收納各式細小物品。與立式檔案盒高度相同，
能整齊地收納。抽屜可依需求縱、橫放置。
※另販售可替換零件：聚丙烯小物收納盒/6層用分
隔板/1入、PP小物收納盒/3層用隔板，請洽官網『
零件專區』查詢。

聚丙烯立式斜口檔案盒·A4  

82263893    

82263947  白灰      169元
約寬10×深27.6×高31.8cm

聚丙烯立式斜口檔案盒·寬·A4       

82263992  

82264043  白灰                  269元
約寬15×深27.6×高31.8cm  

寬幅大，可收納較厚的檔案夾，讓繁複
的文件，有了整齊感。

方便整理抽屜內的小物。

PP抽屜整理盒

聚
丙
烯
檔
案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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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堆疊壓克力盒/大
02855901 350元
寬25.2×深12.6×高16cm  

可堆疊壓克力盒/小
02855925 230元
寬25.2×深12.6×高4cm  

可堆疊壓克力盒.面紙用蓋
02855963 70元
寬24.6×深12cm 

搭配「可堆疊壓克力盒/大、中、小」(3款
擇一)使用，即可收納面紙。

可堆疊壓克力盒
廚房紙巾用蓋
02855970 90元
寬24.6×深12×高3cm

搭配「可堆疊壓克力盒/大、中、小」(3款
擇一)使用，即可收納廚房用紙巾。

可堆疊壓克力盒.間隔板.1

02855994 70元
約寬12×深12×高7.2cm 

可自由組合於可堆疊壓克力盒系列使用。

可堆疊壓克力盒.間隔板.2

02856007 70元
寬12×深12×高3.2cm  

可自由組合於可堆疊壓克力盒系列使用。

可堆疊壓克力盒.間隔板.3

02856014 50元
寬12×深12×高3.3cm  

可自由組合於可堆疊壓克力盒系列使用。

可堆疊壓克力盒/中
02855918 290元
約寬25.2×深12.6×高8cm

可堆疊壓克力盒/大.1/2

02855932 260元
約寬12.6×深12.6×高16cm

可堆疊壓克力盒/中.1/2

02855949 200元
約寬12.6×深12.6×高8cm

可堆疊壓克力盒/小.1/2

02855956       170元
約寬12.6×深12.6×高4cm

依照收納用途，可自由搭配蓋子或間隔板使用。

可堆疊壓克力盒使用例

壓
克
力
收
納

透明設計，內容物一目瞭然，省去翻找的時間。
可堆疊使用，將小物整齊收納。

壓克力收納

可堆疊壓克力盒.桌上型.小
02856069       90元
寬8.4×深8.4×高3cm

可堆疊壓克力卡片盒桌上型
02856090       90元
寬10×深8.4×高4.5cm

可收納名片尺寸的小卡，亦可堆疊使
用。

可堆疊壓克力盒
桌上型用托盤
02856083       90元
寬25.9×深9.1×高1.3cm

可堆疊壓克力盒.桌上型.大、中、小三者
併排使用時，可作為托盤亦可作為盒蓋
使用。

可堆疊壓克力盒.桌上型.大
02856045       120元
約寬8.4×深8.4×高9cm

可堆疊壓克力盒.桌上型用蓋
02856076       40元
約寬8.4×深8.4cm 

可作為可堆疊壓克力盒.桌上型.大、中、
小的盒蓋使用，相互搭配可組合成收藏
用展示盒。

可堆疊壓克力盒.桌上型.中
02856052 100元
約寬8.4×深8.4×高6cm

可堆疊壓克力盒.桌上型.    

間隔板
02856106       90元
約寬5.8×深8.4×高5.7cm 

可直立式收納名片或紙製信封等小物
品。

對應桌上較狹窄的空間設計，收納公仔、小物等相當便
利，亦有專用蓋和托盤配件，方便系統性整理。

可堆疊壓克力盒·桌上型
使用例

壓
克
力
收
納

壓克力展示盒(附門)
02856113  大        750元
約寬33.6×深8.4×高24.4cm 

附拉門設計，可作為公仔、裝飾品等
收藏盒使用。

壓克力展示盒(附門)
02856120  小   650元
約寬25.2深8.4×高18.4cm

壓克力斜口信件收納架.寬
02856168   250元
約寬8.7×深13×高13cm

壓克力手機小物架
02856212  大           350元
約寬16.8×深8.4×高9cm

壓克力手機小物架
02856229  小 250元
約寬8.4×深8.4×高9cm

壓克力瓶罐收納架
37318533   3層 490元
寬17.5×深6.5×高23cm

方便收納小尺寸瓶罐。

使用透明壓克力素材製成的小物架，亦可作為手機架使
用。 

壓克力手機小物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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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克力盒 /橫型壓克力盒 /橫型
15915507  3層 790元
寬25.5×深17×高10cm

可用於小物收納等多用途的收納盒。

15915491   5層 1,190元
寬25.5×深17×高16cm

可用於小物收納等多用途的收納盒。

壓克力盒用灰絨內盒 

38373568   大/項鍊收納 269元
約寬23.5×深15.5×高2.5cm
使用在壓克力盒內，可分類擺放首飾等
小物品。大尺寸壓克力抽屜裡可以放置
一個分隔盒。
※不適用於壓克力盒橫型(3層、5層)

壓克力盒用灰絨內盒 

38373551   大/戒指小物 269元
約寬23.5×深15.5×高2.5cm
使用在壓克力盒內，可分類擺放首飾等
小物品。大尺寸壓克力抽屜裡可以放置
一個分隔盒。
※不適用於壓克力盒橫型(3層、5層) 

壓克力盒用灰絨內盒 

38373575   縱                 139元
約寬15.5×深12×高2.5cm

使用在壓克力盒內，可分類擺放首飾與手
錶等小物品。大尺寸壓克力抽屜裡可以放
置兩個分隔盒。
※不適用於壓克力盒橫型(3層、5層) 

可堆疊壓克力抽屜盒/2層 

47380910  449元
寬17.5×深13×高9.5cm。

可堆疊壓克力附蓋抽屜盒/2層 

47380965   469元
寬17.5×深13×高9.5cm

可堆疊壓克力附蓋抽屜盒/2層 

38970125   大 679元
寬25.5×深17×高9.5cm

可堆疊，堆疊時更加輕鬆簡便。

可堆疊壓克力抽屜盒/2層 

38300397   大 649元
寬25.5×深17×高9.5cm

可堆疊，堆疊時更加輕鬆簡便。

壓克力盒用灰絨內盒 

38373544   15小格                269元
約寬15.5×深12×高2.5cm
使用在壓克力盒內，可分類擺放首飾等
小物品。大尺寸壓克力抽屜裡可以放置
兩個分隔盒。
※不適用於壓克力盒橫型(3層、5層) 

使用例 使用例 使用例 使用例

可堆疊壓克力附蓋抽屜盒·2層
壓克力盒用灰絨內盒·15小格

可堆疊壓克力抽屜盒·2層·大
壓克力盒用灰絨內盒·縱

放入壓克力盒用灰絨內盒 /小格，方便整理各式耳環。可放入壓克力盒用灰絨內盒・縱 。

壓
克
力
收
納

壓克力左右對開型收納盒用          
灰絨內盒/灰
02119577   139元
約寬16.7×深3.7×高2ｃｍ
壓克力眼鏡小物收納盒/左右對開型
(38671497)專用灰絨內盒。

使用例

壓克力左右對開型收納盒用       
灰絨內盒/戒指用.灰
02119560   139元
約寬16.7×深3.7×高2ｃｍ
壓克力項鍊耳環收納/左右對開型
(38671480)專用灰絨內盒，可分類收納
戒指。

壓克力眼鏡小物收納架     
灰絨內盒
38373520      139元
約寬5×深16.5×高2cm 

壓克力眼鏡小物收納架/4層
(61174280)專用灰絨內盒

壓克力項鍊耳環收納架用   
灰絨內盒
38373537  139元
約寬5×深12×高2cm 

壓克力項鍊耳環收納架(18958207)專
用灰絨內盒，可妥善收納戒指。

使用例

壓克力眼鏡小物收納盒     
左右對開型
38671497 599元
寬17.5×深8.8×高25cm

壓克力項鍊耳環收納        
左右對開型
38671480 599元
寬17.5×深8.8×高25cm

壓克力小物收納盒
37268142   6層                    990元
寬8.7×深17×高25.2cm

以透明度高的壓克力材質製成，可看見收
納物。

壓克力項鍊耳環收納架
18958207 469元
約寬6.7×深13×高25cm

壓克力收納架/A5尺寸
61798233 490元
約寬8.7×深17×高25.2cm 

可整齊收納A5尺寸的文件、筆記本、型錄
等。

壓克力眼鏡小物收納架/4層
61174280                       599元
約寬6.7×深17.5×高25cm 

改變抽屜方向即可任意縱、橫放置。

壓克力小物收納盒
61798202   3層                     750元
寬8.7×深17×高25.2cm

可依不同的收納需求改變抽屜方向即可
任意縱、橫放置。

壓克力小物收納盒
61798196   1層 590元
寬25.2×深17×高8.7cm

使用例 使用例

選完今天要戴的飾品後，輕輕闔起放入櫃中，輕便不佔
空間。

壓克力項鍊耳環收納·左右對開型
壓克力左右對開型收納盒用·灰絨內盒/

灰+戒指用.灰

壓
克
力
收
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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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克力間隔板/3間隔
15902200 350元
寬13.3×深21×高16cm  

可分類收納書本、雜誌、文件等間隔板，用
途多元。

壓克力小物收納架/斜口
15296309  大     490元
寬17.5×深13×高14.3cm

隔間採斜切式設計，便於整理桌面各種小
物。

壓克力隔板
15919840 280元
寬26×深17.5×高16cm

壓克力隔板
15919833 210元
寬26×深17.5×高10cm

壓克力小物收納架/斜口
15296286    350元
寬8.8×深13×高14.3cm

壓克力間隔板/3間隔
15902194 490元
寬26.8×深21×高16cm

可縱橫擺放壓克力小物收納盒
38907572  6層      1,190元
約寬11×深24×高32cm

只需重新組裝層板，即可調整抽屜縱、橫
方向。
※另販售可替換零件：可縱橫擺放壓克
力小物收納盒・6層用隔板/3入，請洽官
網『零件專區』查詢。 

可縱橫擺放壓克力小物收納盒
38907589    3層        990元
約寬11×深24×高32cm

只需重新組裝層板，即可調整抽屜縱、橫
方向。
※另販售可替換零件：可縱橫擺放壓克
力小物收納盒・3層用隔板/2入，請洽官
網『零件專區』查詢。 

可堆疊壓克力分類盒 /大
61407845  550元
約寬25.8×深17.5×高6.1cm

可堆疊，便於收納化妝、洗臉台用小
物。

壓克力筆架
37528574 40元
寬5.5×深4.5×高9cm

可用於小物收納等多用途筆架。

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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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多元的隔板，可用於分隔或擺放物品。

壓克力隔板

PP化妝盒
37495548   109元
約寬15×深22×高16.9cm

PP化妝盒/棉棒.急救品
37497665    49元
約寬10.7×深7.2×高7.7cm

PP化妝盒/刷具.化妝筆筒
37497672    49元
約寬7.1×深7.1×高10.3cm

PP化妝盒1/4加高型
82576146  44310199    119元
約寬15×深22×高21cm

PP化妝盒
37495555  1/2 99元
約寬15×深22×高8.6cm

PP化妝盒
37495562  1/4 59元
約寬15×深22×高4.5cm

PP化妝盒蓋
82576153  大 49元
約寬15.7×深23.2×高2cm

PP化妝盒蓋
82576160  小 29元
約寬11.7×深15.7×高2cm

PP化妝盒/橫型
37495586   1/2  59元
約寬15×深11×高8.6cm

PP化妝盒/橫型
37497764  1/4  49元
約寬15×深11×高4.5cm

配合收納物大小，可選擇不同高度的化妝盒，自由堆疊收納。
亦可搭配無印良品的其他商品進行使用，使用方式多元。

PP化妝盒

P
P

化
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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