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1 
ナチュリエ 
スキンコンディショナー 
ハトムギ化粧水 
naturie SKIN CONDITIONER
／Imju・500ml・540円 
近幾年很流行薏仁化妝水，其中又以
Imju的這罐化妝水最多人認識。便宜
又大罐，許多人會當作自製面膜的化
妝水使用。當然，拿來全身保養也不
會傷荷包。

NO.2
肌ラボ極潤 
ヒアルロン液 詰替 
HADALABO Gokujun Hyaluronic 
Lotion Moist(補充包)
／ROHTO製薬・170ml
・約600円 
説到四秒銷售一瓶，第一想到
的就是這個系列了。極潤玻尿
酸化妝水系列成分單純不刺
激，主要添加三重玻尿酸成
分，主打的就是簡單的保湿保
養化妝水。拿來當化妝水面膜
基底也是很不錯的選擇。

NO.3 
オードムーゲ 
薬用ローション  
・EAUDE MUGE Lotion 
／小林製薬・160ml・950円 
小林製藥旗下的EAUDE MUGE算是很長
銷的一個抗痘保養品牌，除了做為一
般的化妝水使用外，也很適合拿來做
為擦拭化妝水。也可以針對局部痘痘
處濕敷加強保養。

NO.4 
ナチュリエ ハトムギ化粧水 
トリガースプレー付  
・naturie SKIN CONDITIONER 
(附噴頭)／Imju・500ml・540円 
和第一名相同的化妝水，在今年7月時推出贈送噴嘴的限
定回饋套組。數量限定。

NO.5 
アクアレーベル ホワイトアップ  
ローション2 しっとり  
・AQUALABEL WHITE UP LOTION 2 MOISTURE 
／資生堂・200ml・1,200円 
水之印寶藍色版本，添加m-傳明酸美白成分。這款化妝水
除了美白成分傳明酸外，同時強調保水滋潤改善肌膚因乾
燥造成的暗沈無光澤現象。2號是滋潤版本。

NO.6  
肌ラボ極潤 ヒアルロン液 ライト 詰替 
・HADA LABO Goku-jyun Light Lotion
(補充包)/ROHTO製薬・170ml・600円 
肌研極潤化妝水的清爽版本，同樣添加三種玻尿酸，但使用
感比經典款更加清爽，適合喜歡使用後清爽膚觸的人使用。

NO.7  
ちふれ 化粧水 とてもしっとり 詰替  
・Chifure Skin Lotion Deep Moisture(補充包)
／CHIFURE・150ml・440円 
CHIFURE在日本因為價格親民，成分公開透明而有許多支持群
眾。這款超滋潤化妝水主要添加玻尿酸以及海藻糖成分加強其滋
潤效果。並添加10%甘油強化保濕力。

Introduction・引言 
化妝水是日本特有的保養文化，因此日本保養品大多都會把化妝水作為基本品項。 
這次把2018年第二季的藥妝店銷量排行榜，這裡只篩選出日本品牌，整理出以下排
行榜和大家分享。

by.JapanCosmeLab.

※以下資料係參考POS系統銷量，以最高名次的日本化妝水品項進行排行。

https://japancosmelab.com



NO.10　
肌ラボ白潤  
薬用美白化粧水 
しっとり 詰替  
・HADA LABO Shiro-jyun
Clear Lotion Moisture 
（補充包)
／ROHTO製薬・170ml・600円
肌研另一個熱門系列就屬白潤了，除主要成
分高純度熊果素之外，還搭配肌研的核心
成分－－玻尿酸，最近一次改版中，提升
奈米玻尿酸比例，並將維生素E也加入白潤
之中，再搭配薏仁萃取物。是一款主打同

時美白以及保濕的開架化妝水。(滋潤版) 

NO.8　
ちふれ 化粧水 
しっとり 詰替 
・Chifure Skin Lotion 
Moisture(補充包) 
／CHIFURE 
150ml・440円
和NO7相同都是CHIFURE化妝水，
主要差異在於甘油比例不同，滋
潤版本的甘油含量有8%。

NO.9　
キュレル 化粧水Ⅲ 
リッチな使用感 
・Curél Moisture Lotion  III 
Enrich
／花王・150ml・1,700円
花王珂潤可説是乾燥性敏感肌保養
的三大王牌之一，添加潤澤成分尤
加利樹萃取物，防止肌膚乾荒粗
説，提升肌膚對環境傷害的保護
力。也添加了尿囊素修護並舒緩
肌膚不適感。III屬於滋潤版本。 

NO.11　 
肌ラボ極潤 
ヒアルロン液 
・HADALABO Gokujun 
Hyaluronic Lotion Moist 
／ROHTO製薬 
・170ml・約700円
和 N O . 2 相 同 的 肌 研 極 潤
玻 尿 酸 化 妝 水 ， 2 0 1 8 年
剛 改 版 為 新 包 裝 設 計 。 

NO.12　
キュレル 化粧水Ⅱ  
ノーマルな使用感 
・Curél Moisture Lotion II  
／花王・150ml・1,700円
和NO.9同系列，II屬於一般
質地。如果覺得I I I太滋潤
可以選擇，如果還是太滋潤
可以選用I號清爽滋潤版。 

NO.13　
エリクシール 
シュペリエル 
リフトモイスト 
ローション WⅡ 詰替 
・ELIXIR SUPERIEUR LIFTING 
MOISTURE LOTION
／資生堂・150ml・2,500円 
資生堂金水之稱的怡麗絲爾化
妝水，排行榜上為補充包，代
表其回購率不錯。除系列獨家
研發的膠原保養成分之外，W之
中還加入了m-傳明酸，用以舒
緩肌膚，同時打造充滿水潤感
的淨透膚質。WⅡ為滋潤型。 

NO.14　 
肌ラボ白潤 
薬用美白化粧水  
・HADA LABO 　 
Shiro-jyun Clear Lotion 
／ROHTO製薬・170ml・700円
與NO.10相同系列的肌極白潤美白化妝
水，這款的質地為基本款，使用起來較
NO.10為清爽。

NO.15　　 
オードムーゲ 　 
薬用ローション 
・EAUDE MUGE Lotion 
／小林製薬　 
・500ml・2,500円 
與NO.3相同的化妝水，只有容量大小
的差異。

NO.16　 
肌ラボ白潤 　 
美白化粧水 詰替 
・HADA LABO Shiro-jyun Clear 
Lotion（補充包)／ROHTO製薬 
・170ml・600円
與NO.10／14相同系列的肌極白潤
美白化妝水，這款為基本款補充
包，使用起來較NO.10為清爽。

NO.17　 
ウテナ モイスチャー 
アストリン 
・utena Moisture Astrin 
／utena・155ml・590円
可説是自然派化妝水的先驅，是目前
少數從昭和時代留存至今的産品之
一。成分單純，主要保濕成分為蘆薈
萃取物。使用感較為清爽，除了清爽
版本外還有滋潤版本。

NO.18　 
ケシミン 浸透化粧水  
しっとりもちもち 詰替 
・KESHIMIN Spot Care 
Lotion Moisture(補充包) 
／小林製薬・140ml・780円
小林製藥的KESHIMIN，最有名的
是精華乳，化妝水也常出現於銷
量排行榜前幾名。主成分為維生
素C以及甘草酸二鉀，適合針對
容易出現斑點處以加強保養。特
別強調其滲透技術，用以打造滋
潤有彈性的膚觸。

NO.19 
アクアレーベル ホワイトアップ 
ローション1 さっぱり 
・AQUALABEL WHITE UP LOTION 1 Light　 
／資生堂・200ml・1,200円 
和NO5同系列，這款是I清爽型的化妝水。

NO.20　　 
菊正宗 日本酒の化粧水 
高保湿 
・Kikumasamune  
Sake Skin Lotion High Moisture 
／菊正宗酒造 
・500ml・750円
菊正宗的日本酒化妝水，上市以來
一直被視為是和風素材化妝水的經
典代表。大容量500ml不只臉部還
可以用來做全身保養。化妝水中在日
本熱銷的是粉紅色的高保濕版本，除
共通成分外還額外添加保濕成分神
經醯胺。使用感比經典款更加滋潤一
些，如果喜歡清爽質地，也可以選擇
白色的經典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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