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屆「@cosme 香港美妝大賞」隆重誕生 

搶先飲得「頭啖湯」、摘下首年「香港最強口碑」榮譽的美妝聖品！ 

 
 

日本最大美妝．美容綜合網站@cosme 於 2019 年 10 月在香港推出「@cosme 

HongKong」及手機應用程式「@cosme 化妝品評價及排行榜」後，將於 2020 年 12 月 1

日隆重發佈首屆「@cosme 香港美妝大賞」！一起來揭曉摘下首年@cosme 香港美妝大賞

的頭銜的產品有哪些！？ 

 

� 綜合賞出爐！從 23,000 件產品中拔得頭籌的最強產品是它！ 

� 跨地域好評的經典品再下一成，創出港、日兩屆「美妝大賞」雙料冠軍！ 

� 歐美、韓系品牌搶佔位置，成為港人護膚及底妝產品心頭好！ 

� 在常戴口罩的新常態下，「超級持妝力」及「抗氧化力」變成消費者對粉底的第一訴

求！ 

 

 

首屆「@cosme 香港美妝大賞」最強產品出爐！「綜合大賞」的得主是…… 
 

 

                                              BIODERMA 
                                                 深層卸妝潔膚水 

 

與日本大賞一樣，「2020 年度@cosme 香港美妝大賞」亦是以@cosme 香港消費者的真實

評價為依據，經過公正、客觀的統計，授予最受香港消費者喜愛產品的獎項。從累積超過

15,300 篇消費者真實心、23,000 件產品中評選出 79 支獲獎產品。也因此，能夠入圍並拿下



獎項的產品一定就是消費者公認的優秀產品！其中，又以綜合大賞最為難得，因為它可是入

榜中最厲害的第一名！ 

 

 

跨地域好評的經典品再下一成，成為港、日兩屆「美妝大賞」雙料冠軍！ 
 

首屆「@cosme 香港美妝大賞」就像為美妝產品開拓全新的地區戰場，新品、經典品都在這

個新戰場上重新競逐；許多曾獲得日本部門賞第一名、甚至殿堂賞的產品，都獲得「2020 年

度@cosme 香港美妝大賞」部門賞第一名的獎項，成為港、日兩地口碑雙冠王！ 

 

同時獲得「2020 年度@cosme 香港美妝大賞」及「@cosme 日本美妝大賞」的雙冠王產品 

 

乳液部門第一位 化妝水部門第一位 唇部保養部門第一位 

 

MINON AminoMoist  
長效保濕乳液 

（同獲：@cosme 日本美妝大
賞 2018 殿堂賞） 

naturie  
薏仁清潤化妝水 

（同獲：@cosme 日本美妝大
賞 2018 殿堂賞） 

 
 
 

DHC  
橄欖護唇膏 

（同獲：@cosme 日本美妝大賞
2008 殿堂賞) 

唇彩部門 第一位 眼線部門第一位 眼影部門第一位 

 

OPERA  
LIP TINT 

（同獲：@cosme 日本美妝大
賞 2019 殿堂賞） 

 

KISSME Heroine 
Make 

纖細眼線液 
（同獲：@cosme 日本美妝大
賞 2016 眼線部門賞第一位） 

 
excel  

裸色深邃眼影 
（同獲：@cosme 日本美妝大賞 

2019 眼影部門賞第一位） 

眉彩部門第一位 遮瑕部門第一位  



 

KATE TOKYO 
3D 造型眉彩餅 

（同獲：@cosme 日本美妝大
賞 2019 眉彩部門賞第一位） 

the SAEM  
絲滑自然遮瑕液 

（同獲：@cosme 日本美妝大
賞 2019 遮瑕部門賞第一位） 

 

 

 

歐美、韓系品牌搶佔位置，成為港人護膚及底妝產品心頭好！ 
 

香港美容市場百花齊放，折射出更國際化的多元風景。在首年的香港美妝大賞，不少歐美、

韓系品牌與日系品牌分庭抗禮，從 50 個獲賞品牌中，可以看出消費者以及網友的偏好習

慣！上一段提及不少港、日消費者都大愛的產品，事實上日本品牌可是囊括了 60％的獲賞

品，次之則以歐美、韓國品牌最為大宗！ 

 

 

 
 

 

從香港消費者關注與喜好的品項來看，在護膚方面的重點品項，如精華液、護膚油，消費者

偏好的是歐美以及韓國品牌，兩個部門前三名不約而同都是歐美與韓國品牌！而在彩妝方



面，香港消費者則反而偏好日系品牌。 

 

精華液．肌底液部門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LANCÔME 
升級版嫩肌活膚精華 

(歐美品牌) 
 

 

innisfree 
綠茶籽精萃水分菁露 

(韓國品牌) 

雪花秀 
潤燥精華 EX 

(韓國品牌) 

護膚油・護膚膏部門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The Body Shop 

茶樹油 
(歐美品牌) 

 

 

GUERLAIN 
殿級峰皇水凝黑蜂活肌蜜 

(歐美品牌) 

 

Melvita 
有機堅果油 

(歐美品牌) 

 

 

在常戴口罩的新常態下，「超級持妝力」及「抗氧化力」變成消費者對粉底的

第一訴求！ 
 

粉底在美妝市場中一向是群芳競豔的類別，品牌需一直努力捕捉消費者的訴求，推陳出新。

以往，不同消費者對粉底的訴求各有不同，有的追求自然輕盈、有的追求遮瑕力、有的追求

奶油肌妝效⋯⋯然而今年在疫情之下，戴口罩成為了新常態，消費者對粉底的訴求趨向一致！

綜觀今年的消費者對粉底使用心得，似乎口罩下的底妝脫妝、氧化變成用家共通的苦惱。大



家在評論粉底時，持妝力及抗氧化都是最常被提及的評論要點，可見大家對擁有出色持妝力

及抗氧化的粉底需求很重。 

 

網友 pompom_c 評價 M.A.C 專業無瑕霧鏡粉底 SPF15/PA++時，就說道：「就算現時需要

戴口罩，在又焗又熱的情況下，口罩內的脫妝情況都不算太嚴重。」網友 dora 評價植村秀

無限輕透持妝粉底液時，則說道：「持久度好高，我出街成日戴住口罩都冇乜脫妝。」 

 

「2020 年度香港美妝大賞」粉底部門獲獎產品 

 

粉底部門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M.A.C  
專業無瑕霧鏡粉底 

SPF15/PA++ 
 

 

shu uemura 植村秀 
無限輕透持妝粉底液 

 

media 
粉嫩保濕礦物粉底霜 

 

「2020 年度@cosme 香港美妝大賞」得獎名單公佈網址： 
https://hk.cosme.net/blog/beauty-awards-2020-annual/ 
 

 

2020 年度@cosme 香港美妝大賞獲獎名單 

 
� 「2020 年度@cosme 香港美妝大賞」是依據@cosme HongKong 會員於 

2019/11/01~2020/10/31 期間所發表的使用心得中（共計 15,311 篇），運用獨特的演

算法進行運算，遴選出獎項。 

� 2020 年共計獎項如下：綜合賞共 10 件、部門賞共 69 件。 

� 榜單預計於 2020/12/01 上午 10:00 準時公佈。  

 

 



 

 

2020 年度@cosme 香港美妝大賞—綜合賞 獲獎名單 

 
獎項名 品牌名 產品名 

綜合大賞 BIODERMA 深層卸妝潔膚水 

綜合賞第二名 innisfree 礦物控油碎粉 

綜合賞第三名 naturie  日本薏仁化妝水 

綜合賞第四名 OPERA  LIP TINT 

綜合賞第五名 KATE TOKYO 3D 造型眉彩餅 

綜合賞第六名 excel 3 合 1 持久造型眉筆 

綜合賞第七名 DHC 橄欖護唇膏 

綜合賞第八名 excel 裸色深邃眼影 

綜合賞第九名 Bioré  水凝長效保濕防曬乳 

綜合賞第十名 Bifesta  高效眼部卸妝液 

 

2020 年度@cosme 香港美妝大賞—部門賞 獲獎名單 

 
部門及獎項名 品牌名 產品名 

卸妝部門  第一位 BIODERMA  深層卸妝潔膚水 

卸妝部門  第二位 Bifesta 高效眼部卸妝液 

卸妝部門  第三位 FANCL MCO 納米卸粧液 

洗顏部門  第一位 SENKA 專科  皇牌保濕洗顏泡泡 

洗顏部門  第二位 Curél 豐盈泡沫潔面乳 

洗顏部門  第三位 b.glen 礦泥潔面乳 

化妝水部門  第一位 naturie  日本薏仁化妝水 

化妝水部門  第二位 Kiehl's 金盞花植物精華爽膚水 

化妝水部門  第三位 MEISHOKU 明色 美顏水 

乳液部門  第一位 MINON AminoMoist  長效保濕乳液 

乳液部門  第二位 SOFINA jenne  水油平衡啫喱乳液 

乳液部門  第三位 Curél 水凝保濕乳液 

精華液．肌底液部門 

第一位 

LANCÔME  升級版嫩肌活膚精華 

精華液．肌底液部門 

第二位 

innisfree 綠茶籽精萃水分菁露 

精華液．肌底液部門 

第三位 

雪花秀 潤燥精華 EX 

面霜部門  第一位 Kiehl's 特效保濕乳霜 



面霜部門  第二位 Curél 深層高效保濕面霜 

面霜部門  第三位 CLINIQUE 72 小時自我修護水嫩補濕啫喱 

護膚油・護膚膏部門  第

一位 

The Body Shop 茶樹油 

護膚油・護膚膏部門  第

二位 

GUERLAIN 殿級峰皇水凝黑蜂活肌蜜 

護膚油・護膚膏部門  第

三位 

Melvita 有機堅果油 

面膜部門  第一位 Kiehl's 亞瑪遜白泥毛孔深層清潔面膜 

面膜部門  第二位 毛穴撫子 日本米精華保濕面膜 

面膜部門  第三位 MINON AminoMoist 超水潤保濕修護面膜 

唇部保養部門  第一位 DHC 橄欖護唇膏 

唇部保養部門  第二位 LANEIGE 水潤修護睡眠唇膜 

唇部保養部門  第三位 Dior 誘惑煥彩潤唇膏 

防曬部門  第一位 Bioré 水凝長效保濕防曬乳 

防曬部門  第二位 MENTHOLATUM 曼秀雷敦 美肌亮膚防曬隔離霜 

防曬部門  第三位 ANESSA 極防水輕爽低敏 UV 乳液 

妝前部門  第一位 SOFINA Primavista 持久控油底霜 

妝前部門  第二位 Benefit 毛孔細緻霜 

妝前部門  第三位 CEZANNE 長效控油妝前隔離乳 

遮瑕部門  第一位 the SAEM 絲滑自然遮瑕液 SPF28 PA++ 

遮瑕部門  第二位 MAYBELLINE FIT ME！柔滑遮瑕膏 

遮瑕部門  第三位 NARS 光亮柔滑遮瑕霜 

粉底部門  第一位 M.A.C 專業無瑕霧鏡粉底 

SPF15/PA++ 

粉底部門  第二位 shu uemura 植村秀 無限輕透持妝粉底液 

粉底部門  第三位 media 粉嫩保濕礦物粉底霜 

碎粉部門  第一位 innisfree 礦物控油碎粉 

碎粉部門  第二位 CHACOTT FOR 

PROFESSIONALS 

完妝蜜粉 

碎粉部門  第三位 LAURA MERCIER 柔光透明蜜粉 

定妝噴霧部門  第一位 M.A.C FIX+ 妝前瞬間定妝噴霧 

定妝噴霧部門  第二位 NYX Professional Makeup MAKEUP SETTING SPRAY (霧

感) 

眉彩部門  第一位 KATE TOKYO 3D 造型眉彩餅 

眉彩部門  第二位 excel 3 合 1 持久造型眉筆 

眉彩部門  第三位 shu uemura 植村秀 武士刀眉筆 

眼線部門  第一位 KISSME Heroine Make 纖細眼線液 

眼線部門  第二位 msh Love Liner 極細防水眼線液 



眼線部門  第三位 UZU BY FLOWFUSHI UZU EYE OPENING LINER 

眼影部門  第一位 excel 裸色深邃眼影 

眼影部門  第二位 CANMAKE 完美高效眼影 

眼影部門  第三位 CANMAKE 完美幻變眼影 

睫毛液部門  第一位 KISSME Heroine Make 超級防水纖長鬈曲睫毛液 

睫毛液部門  第二位 ettusais 魔束捲翹睫毛底膏 

睫毛液部門  第三位 CANMAKE 速捲持久睫毛液 

胭脂部門  第一位 CANMAKE 花漾瑰麗胭脂 

胭脂部門  第二位 CLINIQUE 花之戀光感胭脂 

胭脂部門  第三位 CANMAKE 夢幻胭脂膏 

唇彩部門  第一位 OPERA LIP TINT 

唇彩部門  第二位 CANMAKE 絲滑豐潤唇膏 

唇彩部門  第三位 Yves Saint Laurent 迷魅亮彩唇膏 

打亮、修容部門  第一位 CEZANNE Pearl Glow Highlight 

身體保養部門  第一位 Vaseline 凡士林純白花士苓 

身體保養部門  第二位 Nature Republic 蘆薈舒緩保濕啫喱 

身體保養部門  第三位 MegRhythm 蒸氣溫熱眼膜(薰衣草) 

美髮部門  第一位 TSUBAKI 速效滲透修復髮膜 

美髮部門  第二位 Liese 泡泡染髮劑 

美髮部門  第三位 Lucido-L HAIR TREATMENT OIL 

 

2020 年度【香港@cosme STORE—BEST HIT 賞】 獲獎名單 

 

� 【香港@cosme STORE - BEST HIT 賞】同步発表 

� 2019/11/01~2020/10/31 期間，香港化妝品専門店「@cosme STORE」的販售實績為

依據，遴選出獎項。 

 
部門及獎項名 品牌名 產品名 

綜合賞  第一位 excel  3 合 1 持久造型眉筆 

基礎保養部門  第一位 b.glen 礦泥潔面乳 

基礎保養部門  第二位 b.glen C serum 精華液 

基礎保養部門  第三位 Tunemakers 神經醯胺 200 原液 

彩妝部門  第一位 excel 3 合 1 持久造型眉筆 

彩妝部門  第二位 KISSME Heroine Make 纖細眼線液 

彩妝部門  第三位 珊娜 New Born 3 in 1 自然柔

和眉筆 

底妝部門  第一位 CHACOTT FOR PROFESSIONALS 完妝蜜粉 

底妝部門  第二位 SOFINA Ange 控油持妝隔離底霜 



底妝部門  第三位 CHACOTT FOR PROFESSIONALS 保濕蜜粉 

 

【istyle China Corporation Limited 公司簡介】 

■ 所在地：SHOP 105 1/F STAR HOUSE 3 SALISBURY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HONG KONG 

■ 資本額：HKD 9,000,000 

■ 董事長及總經理：菅原敬 (Kei Sugawara) 
■ 董事：遠藤宗 (Hajime Endo)、湊崇宏(Takahiro Minato)、増田正史(Masafumi 
Masuda)、山本佑樹  (Yuki Yamamoto) 
 

媒體聯絡人：Amy Wong 

e-mail：amy.wong@itrue.com.tw 

TEL.：6386-55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