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歸原始
重塑新肌



微生物群護膚



我們的微生物就像有生命的盔甲一樣，能夠
保護我們免受病原體的侵襲，並強化皮膚屏
障功能。

Esse致力研究讓皮膚重歸「原始」狀態的技
術，希望利用益生菌和綠色化學來恢復皮膚
與生俱來的微生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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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肌膚是
一個生態系統



我們利用有機生物技術在皮膚上創造一個合適的環境，
讓您的天然微生物多樣性回歸。

有機護膚品配方中的益生菌和益生元有助於恢復微生物
生態的平衡。

重歸肌膚原始狀態,重塑新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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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

乳酸桿菌

產品：

全方位活性益生菌平衡精華液



回歸原始 重塑新肌
擁有健康的微生物組是讓皮膚看起來更年輕最自然
的方式。重歸原始狀態是一個通過綠色化學使皮膚
微生物組恢復平衡和「原始」狀態的科學領域。

通過為皮膚天然微生物創造有利於繁衍的環境，
我們便可以達到恢復皮膚生態, 重塑新肌的目標。

恢復平衡，讓您的肌膚生機蓬勃。



有機認證
自 2002 年成立以來，我們始終恪守我們的核心理念：
我們持有有機、純素和零殘忍認證。此外，我們支持
公平貿易，同時是一家碳中和公司。

我們相信用心研發並製造的產品是邁向可持續、美好
未來的關鍵。





愛護您獨有的
微生物組



您的微生物組有助於皮膚生成透明質酸
和其他保濕因子，同時有助於調節屏障
功能及免疫反應。

除此以外，您的微生物組還可以維持皮
膚的酸鹼值，並有助於產生鎮靜、健康
的皮膚，讓您不僅看起來容光煥發，更
能延緩老化過程。



高端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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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級抗衰老益生菌

源於益生菌及科研的 Esse™ Plus 高端系列，體
現了品牌致力提供最先進益生菌抗衰老護膚品的
理念。

全方位活性益生菌平衡精華液作為系列的重點產
品，運用活性益生菌來調節、塑造肌膚的生態系
統，每滴精華液含 100 萬活性益生菌，這全球首
創的技術，將帶來無可比擬的護膚享受。

Esse™ Plus 高端系列中的所有產品均含有高水
平的益生菌和革命性的抗衰老護膚活性成分，為
肌膚帶來顯著的功效。

喚采新生眼霜 Eye Contour Cream *
所有肌膚類型
合歡萃取物可促進膠原蛋白和彈性蛋白的生成，有效改善魚尾紋，雛菊花萃取物
可淡化黑眼圈，而積雪草提取物可減輕眼周浮腫。

自生防護保濕霜 Defence Moisturizer *
所有肌膚類型
質地輕盈的滋養配方可保護肌膚，減少污染物和自由基對肌膚的侵害。益生元和
益生菌提取物可改善皮膚屏障功能，使肌膚緊緻飽滿。

自生修復保濕霜 Restorative Moisturizer *
所有肌膚類型
富含透明質酸、益生元和益生菌提取物，具有強效保濕、延緩衰老和修復的功效，
能提昇肌膚狀態。

全方位活性益生菌平衡精華液 Probiotic Serum **
所有肌膚類型
作為全球首款注入活性益生菌的精華液，每毫升的全方位活性益生菌平衡精華液
富含超過10億活性益生菌，可改善屏障功能並糾正皮膚失衡，使肌膚更緊緻、飽滿
及充滿彈性。

抗衰老活膚精華液 Ageless Serum
所有肌膚類型
持續使用28天將可見顯著的緊緻和提拉效果。蘊含一系列的益生菌和植物提取物，
可改善皮膚結構並減淡色素沉澱。

高效極緻修護精華液 Intensity Serum *
所有肌膚類型
通過植物性Botox放鬆面部肌肉來迅速減淡皺紋。在使用2小時後即可見效果，而
持續每天早上使用則會有累積效果。



敏感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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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反應性肌膚的益生菌

Esse Sensitive 敏感系列的產品結合了先進的
益生菌 (BIOME+) 技術及溫和的有機成分，可
恢復皮膚屏障功能，減緩肌膚的敏感狀況。

通 過 培 養 肌 膚 降 低 自 身 的 反 應 性 ， E s s e 
Sensitive敏感系列能減低肌膚出現過敏反應的
機會。隨著您的皮膚恢復正常，您將能夠結合使
用其他 Esse™ 系列來解決老化問題。

敏感肌膚潔面乳 Sensitive Cleanser *
所有敏感肌膚
具有溫和且有效的潔淨力，卸妝同時呵護敏感肌膚。

全方位舒敏益生菌噴霧 Sensitive Mist **
所有敏感肌膚
富含益生菌提取物和益生元營養素，可以幫助維持皮膚微生物組的平衡狀態，
並提升肌膚水份

水潤保濕霜 Hydro Moisturiser *
油性或中性敏感肌膚
通過改善皮膚微生物組的健康來舒緩、穩定敏感肌膚。

滋潤保濕霜 Nourish Moisturiser *
乾性敏感肌膚
強化乾性敏感肌膚的屏障功能，體驗豐潤的保濕效果。

敏感肌膚活性益生菌精華液 Sensitive Serum 
所有敏感肌膚
富含活性益生菌，能糾正失衡並強化屏障功能。

瞬間復甦精華液 Resurrect Serum 
所有敏感肌膚
適用於所有肌膚包括敏感肌的精華，具有保濕功效，能令皮膚飽滿、有光澤，
減退色斑，在延緩衰老跡象的同時，亦不會引發皮膚免疫功能反應。

敏感肌膚護眼霜 Sensitive Eye Cream **
所有敏感肌膚
配方含溫和、高效保濕成分，可滋養眼周敏感肌膚。

全方位抗污染護理油 Protect Oil 
所有敏感肌膚
全方位保護敏感肌膚免受環境壓力影響。



基本系列



C8

C5

C6

C7

T6

T5

我們的日用益生菌產品

Esse Core基本系列產品蘊含革命性的益生菌
技術。

這些配方裡所包含的益生元和益生菌提取物具
關鍵作用；能自動為皮膚上的有益微生物提供
營養。

平衡的皮膚微生物群能改善屏障功能，有助鎖
住水分並防止毒素進入，繼而減少亞臨床炎症
並有效地延緩衰老。

潔面乳 Cream Cleanser *
所有肌膚類型
溫和、有效地去除面上油性污垢和化妝品。

潔面凝膠 Gel Cleanser *
所有肌膚類型
一款清爽泡沫潔面凝膠，可有效清潔面部而不會使肌膚感到缺水緊繃。

細緻磨砂潔面膏 Refining Cleanser *
所有肌膚類型
柔滑粘土質地的潔面膏可清除肌膚毒素，同時去除角質。

卸妝乳 Make-up Remover *
所有肌膚類型
極緻輕盈的卸妝乳能在不刺激皮膚的情況下有效卸除彩妝，包括眼妝及
唇妝。

潔面產品

全方位保濕噴霧 Hydrating Mist **
所有肌膚類型
一款具抗氧化功效的保濕噴霧，可活化、保護和改善皮膚膚質、紋理。

全方位益生菌修護噴霧 Biome Mist **
所有肌膚類型
蘊含益生菌提取物，可改善屏障功能並培養皮膚的免疫系統。

更多系列產品於下一頁>

爽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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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透保濕霜 Light Moisturiser *
年輕或油性肌膚/潮濕氣候
一款輕盈、啞緻的保濕霜，含有益生元，有助優化皮膚的微生物組。

深層保濕霜 Deep Moisturiser *
中性或混合性肌膚
採用 Esse 的全新 Biome+ 技術，有助肌膚保濕並保持穩定平衡。

豐潤保濕霜 Rich Moisturiser *
乾性肌膚/乾燥氣候
一款富含益生菌提取物的奢華保濕霜，有效優化皮膚的微生物組。

極致保濕霜 Ultra Moisturiser *
極乾性肌膚/極度乾燥氣候
採用 Biome+ 技術深層滋養肌膚，滿足極度乾性肌膚的需要。 

保濕霜

玻尿酸抗氧化精華液 Hyaluronic Serum **
所有肌膚類型/初老跡象
透明質酸能快速為肌膚注入水份，益生元則可以優化皮膚微生物群。

眼唇修護露 Eye & Lip Cream *
所有肌膚類型/初老跡象
富含活性成份的眼唇護理，可滋潤及撫平嬌嫩的肌膚。

活膚修復精華油 Repair Oil *
所有肌膚類型/夜間修護/修復肌膚缺損
一款糅合奧米加脂肪酸維生素E的強效精華油，修復並為肌膚帶來深層滋潤，
適用於疤痕及色素沈殿。

治療性產品

可可磨砂膏 Cocoa Exfoliator *
所有肌膚類型
令人愉悅的去角質體驗，讓您的肌膚保持水潤光滑，可用作唇部磨砂。

微晶磨砂膏 Microderm Exfoliator *
熟齡肌膚/敏感肌膚
一款帶有微粒的溫和磨砂膏，可輕柔地去除角質，改善色素沈澱，展現柔滑肌膚。

磨砂產品

奧米加清透保濕霜 Omega Light Moisturiser
年輕或油性肌膚
富含必需脂肪酸和抗氧化劑，讓年輕或油性肌膚享受活性成分的功效，
同時帶來清爽水潤的膚感。

奧米加深層保濕霜 Omega Deep Moisturiser
中性或混合性肌膚
富含維生素和奧米加油，抗氧化的同時為肌膚注入水份，讓肌膚穩定平衡，光彩照人。

奧米加豐潤保濕霜 Omega Rich Moisturiser
乾性肌膚
一款滋潤豐盈的面霜，為肌膚注入大量奧米加 3，同時保護肌膚免受外界污染侵害。

奧米加保濕霜

深層淨化排毒面膜 Clay Mask *
所有肌膚類型/排毒/暗瘡肌膚
蘊含高嶺土和膨潤土，能吸附與環境和飲食污染相關的雜質和毒素。

煥白亮膚精華面膜 Cream Mask
熟齡肌膚/乾性肌膚
蘊含大量綜合維生素，可改善皮膚結構並減淡色素沉澱。

面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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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潤身體保濕乳Rich Body Moisturiser *
所有肌膚類型/乾燥氣候
專為乾燥或缺水肌膚而設的身體護理。

身體修復護理油 Body Oil*
所有肌膚類型/妊娠紋
類似於皮膚天然皮脂的輕盈護理油，是皮膚真正需要的食糧。

抗衰老淡斑護手霜 Hand Cream*
所有肌膚類型/四季適用/初老跡象
蘊含馬魯拉油，質地輕盈、毫不黏膩，有效減淡色斑及修護皮膚。

潤唇膏 Lip Conditioner*
所有肌膚類型
保護和鎖住水份，迅速修復乾燥和乾裂的嘴唇，令雙唇煥發健康光彩。

身體護理

有機全方位防曬霜 SPF 30 Sunscreen SPF 30 **
所有肌膚類型
一款可生物降解、珊瑚友善，且提供廣譜紫外線防護的有機防曬霜。

益生菌全方位防曬粉底液 - 10種色調 Foundation -10 Shades **
所有肌膚類型/ SPF 30/ 抗藍光
蘊含益生元和益生菌的補充劑，完善您的 Esse 護膚程序。 

防矖及粉底液



淨痘系列



應用於問題肌膚的生物技術

現今，超過 80% 的青少年和大約 4% 的成年人患有
暗瘡。從前當人們過著傳統農村生活之時，暗瘡非常
罕見，甚至是不存在的。

淨痘系列為這種炎症性皮膚狀況提供了另一種解決
方法：將傳統的活性成分（如水楊酸）與微生物組技
術相結合，以重新建立健康、平衡的肌膚。

淨痘系列的產品透過大幅減低皮膚屏障的破損，從而
減少皮膚的炎症負荷。 產品含有針對性成分，可吸收
雜質、調節皮脂分泌、減少細菌過度增長及鎮靜發炎
的皮膚。

益生元竹炭淨化潔面液 Clarifying Cleanser **
所有肌膚類型
均勻塗抹於面部，並按摩以溶解化妝品。隨後用濕棉片或臉巾擦拭。可
用冷水或溫水沖洗。

益生元維他命B3淨痘精華 Clarifying Serum
所有肌膚類型
使用活性益生菌補骨脂酚淨痘護理油 (Clarifying Oil) 後，在臉上均勻塗
抹2-3泵精華。建議早晚使用。

活性益生菌補骨脂酚淨痘護理油 Clarifying Oil
所有肌膚類型
在使用益生元維他命B3淨痘精華 (Clarifying Serum) 之前，先將1-2泵
淨痘護理油塗抹在臉上，以增強淨痘護理油的滲透。可以根據您的皮膚
狀況自行調整淨痘護理油的用量。建議早晚使用。

維他命B3補骨脂酚重點祛痘精華 Clarifying Spot Corrector
所有肌膚類型
在使用活性益生菌補骨脂酚淨痘護理油 (Clarifying Oil) 和益生元維他命
B3淨痘精華 (Clarifying Serum) 後，重點用於暗瘡或皮膚問題區域。建
議早晚使用。

*有機和天然化妝品認證；由ECOCERT Greenlife 根據 ECOCERT 標準進行認證。詳細資料：http://cosmetics.ecocert.com 
**COSMOS 有機化妝品認證；由ECOCERT Greenlife 根據 COSMOS 標準進行認證。詳細資料：http://COSMOS.ecocert.com



ESSE PROFESSIONAL



為專業美容中心提供一系列的定制專業產品及治療方案。

歡迎瀏覽 www.esseskincare.hk 並成為 Esse 零售商。

Esse 專業美容院系列



www.esseskincare.com

otect our skin 
 that kill both 

microbes. We will choose products without synthetic ingredients and 
and destabilise our skin microbiome. We’ll feed our 
t seed our skin with beneficial probiotic species to 

e sensitivity and slow the rate of ageing.

The future is pro-biotic not anti-biotic… and that future starts now.

IN THE FUTURE WE’LL ALL LOOK AFTER
THE MICROBES ON OUR SKIN. 

我們會明白到這些微生物是我們的共生盟友，可以保護肌膚免受病原體和毒素的
侵害。抗菌產品不論好壞摧毀微生物組，我們應停止使用。我們將選用不含人造
成份及防腐劑的產品，以免微生物組受損及喪失功效。我們更透過含豐富益生菌
的護膚品及療程促進微生物生長，維持微生態平衡，以舒緩過敏和延緩衰老。

告別抗生素，擁抱益生菌，立刻重塑未來。

www.esseskincare.com

在未來，我們將守護肌膚上的微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