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亞洲

澳大利亞

捷克斯洛伐克

中国

法国

希腊

德国

印度尼西亞

意大利

韓国

拉丁

墨西哥

中東

波蘭

羅馬尼亞

俄羅斯

西班牙

荷蘭

土耳其

英国

美国

世界

www.esteticachina.com.hk



1. ESTETICA

  《ESTETICA》雜志在1946年始創於意大利，其

出版業務拓展已授權有22個地區版本包括有意

大利、法國、英國、德國、拉丁、西班牙、亞

洲、世界、美國、澳大利亞、韓國、俄羅斯、

墨西哥、希臘、土耳其、波蘭、荷蘭、羅馬尼

亞、中國、印度尼西亞、捷克斯洛伐克和中東

等，是現今全球最具影響力之時尚發型雜志。    

2. ESTETICA CHINA 艾絲

  《ESTETICA CHINA艾絲》雜誌於2004在中國

正式出版，雜誌發行包括中國各省、香港、以

至台灣。除不斷提供全球頂尖髮型師的最新創

作，還給予讀者真正國際性一級時尚髮型、美

容、潮流服裝、市場資訊等專業概覽，及獨有

的專業信息可帶給如何打造成為一級髮型師。

雜誌具備有極高質素的出版設計、攝影創作和

充實內容等，具收藏價值，是髮型師不缺的一

本bible – 最有實用價值手冊。同時給予國際

品牌最有效的平台，在中國建立有信譽及可靠

的市場地位，透過 ESTETICA的全國網絡資源，

亦能協助推動國內產品、髮型師拓展及進入國

際市場與舞台，是市場定位的確認。

3. 雜誌規格及出版概況

尺寸 : 216mm ( 寬 ) X 288mm ( 高 )

(* 文檔需四邊各留5mm出血位)

紙質 : 封面 – 250gsm 銅版紙 ;

       內頁 – 105gsm 銅版紙 

顏色 : 4/C+4/C

訂裝 : 無線膠訂

加工 : 封面燙啞膜

出版頻率

雙月刊/逢單月第一星期出刊

雜誌零售價

RMB 60/本

4. 關於 ESTETICA CHINA 艾絲

 《ESTETICA CHINA 艾絲》為大眾讀者帶來最

新潮流資訊，來自世界各地專業美髮行業的資

訊，美髮趨勢，專業技術更新的途徑和美髮業

的國際盛事。

 《ESTETICA CHINA 艾絲》是唯一的刊物，特

別注重本地圖片，提供最全面的資訊和圖片，

展示來自世界各地最新季的度作品。在ESTETICA

的國際網絡中，我們當地的頂級髮型設計師可

以推廣到海外，甚至我們的廣告客戶。

 《ESTETICA CHINA 艾絲》為廣告客戶提供卓

越的價值回報：

- 增強品牌形象及地位

- 美髮師和消費者都能獲得媒體曝光

-  在《ESTETICA CHINA 艾絲》投放廣告, 可以

增加與美髮師和美髮店消費者合作時的花費價

值

-  可以透過發送客戶彙集到《ESTETICA CHINA  

 艾絲》從而改善客戶關係

-   能給予行業用家及消費者對廣告客戶品牌的認

識及信心，讓目標讀者可以清晰閱讀您的廣告

-   可享有最優惠價投放廣告於其他各國ESTETICA

版本雜誌

-  透過台灣的策略性合作媒體《TOP ART》，可

有效地將國內市場資訊給發佈

-  利用網上書店MagV，有效地將《ESTETICA 

CHINA艾絲》雜誌原裝本銷售到全球各地不同

國家





5. 讀者分析

 《ESTETICA CHINA 艾絲》是雙月刊和遍及

整個中國，尤其是主要地點有北京，上海，廣

州，杭州，重慶，同時包括香港和台灣等。而

讀者羣除專業髮型師外，還適合那些追求市場

潮流訊息以及時尚愛好者閱讀。

• 主要平均年齡為20 - 40

 25歲以下（35.6％）；

 25 - 40歲（45.95％）；

 40歲以上（18.5％）

 中至大型美髮店

 (店舖面積不少於100平方米)

•  專業髮型師、染髮技術員、形象設計師、美

髮店東主、美髮學院講師及學生，美髮產品

供應商，美髮店顧客等；

• 傳閱比例是 1:10

 (總發行量38,000本)

 (讀者傳閱人數：380,000）

6. 發行及市場概況

    通過多年來的積極拓展，《ESTETICA CHINA 

艾絲》在行業內建立了權威性和知名度。

    26.3％的刊物專門贈送給中國大陸，香港和台

灣的優質高端沙廊、美容院和水療中心，頂級造型

師，設計師，奢侈品牌，化妝品企業，媒體的CEO

以及其他理髮 /美容/時裝業界的領導。

    48％的雜誌是經由地區代理銷售客戶購買和讀

者訂閱。

    25.7％雜誌是經由全國的分銷商寄售

6.1 每期總發行量

 38,000 本

6.2 銷售分佈數量

 訂閱  – 18,200 本

 市場售賣 – 9,800 本

 贈刊  – 10,000 本

6.3 發行渠道 (髮廊、客戶、訂戶代理、

 專業學院、學校等)

6.4 免費雜誌展示

  為教育消費者加強認識專業產品、潮流發式及

技術，特意挑選了北京、上海及重慶市等給予

安排雜誌在公眾地點作展示。

  

Age
Below 25 
25-40   
Above 40

年齡

25 歲以下

25 - 40 歲

40 歲以上

地區分佈

讀者覆蓋面  合資格訂閱戶  合資格贈閱戶 零售  總計

中國北部  19.1%   6.8%  4.1%  30%

中國東部  10.9%   5.1%  6.8%  22.8%

中國南部  7.5%   4.6%  3.1%  15.2%

中國中部  2.2%   4.1%  2.7%  9.0%

中國西南部  2%   1.6%  2.3%  5.9%

中國西北部  1.6%   1.2%  1.3%  4.1%

香港＆台灣  4.7%   2.9%  5.4%  13%

總計   48.0%   26.3%  25.7%  100.0%



7.  內容

封面故事 走秀

展望 美髮時尚

創作 Step By Step

活動 潮流

訪問 產品

212 products

1 ALFAPARF 絲動瑩亮水晶美髮液 蘊含亞麻子高端護髮科技成分和維生
素 E，可收緊頭髮的表皮層，為秀髮即時添上瑰麗光澤及柔滑質感，頭
髮綻放極致奢華光澤。吹幹頭髮時，可揮發多餘的水分，縮短吹幹頭髮

的時間。塗抹於幹發上，可為你去除頭髮毛躁，而且無任何油膩感，絲

質順滑立刻呈現。

2 Dancoly 摩卡咖啡直發燙 富含 Coffein效用成分的活性直發燙能促進維
護發芯保護功能並穩固它；軟化快速不傷發；燙後發身直順，使頭髮擁

有蠶絲般的閃亮，香味宜人。

3 Davines大衛尼斯 自然亮澤洗髮水 針對乾性或油性頭屑設計。自然亮
澤洗髮水有效預防微生物侵襲，同時清潔你的頭皮，為頭皮創造健康純

淨的環境，這種強化護理將很快解決你的頭屑困擾。

1

自然亮澤洗髮水有效預防微生物侵襲，同時清潔
你的頭皮，為頭皮創造健康純淨的環境。

6 Matrix美奇絲香舒養護專業系列 全新香舒養護系列，喚醒你的感官之
旅。根據你的情緒個性，定制你的深層頭部按摩與頭髮護理。喚醒，養

護，享受。全新香舒養護系列，包含杏果、可哥、薄荷、依蘭花等珍貴

精華成分，從“感性”和“理性”層面雙管齊下，給予你最愉悅的護髮

體驗。

7 Cab's卡碧絲 阿甘油護髮精油 珍貴的摩洛哥頭髮護理精油，微小分子
不油膩，極易被吸收，修復開叉及脆弱易斷髮質，強韌髮絲，增加髮絲

活力及彈性；染後髮質使用能提亮髮色，並在髮絲表層形成保護膜，固

色修復。

8 ALFAPARF MILANO絲動瑩亮亞麻子亮發液 亞麻籽成分瞬間修護受損頭
髮，重建髮絲組織，脂肪酸（Omega-3，Omega-6) 和抗氧化的維生素 E
撫平開叉的表皮層，令頭髮更柔順健康，配方輕盈無重，修護功效更是

瞬間顯現。

全新香舒養護系列，從“感性”和“理性”層面
雙管齊下，給予你最愉悅的護髮體驗。

4 Dancoly 摩卡咖啡曲發燙 內含 Coffein效用成分的活性曲發液及臘菊精
油成分，有抗靜電作用，徹底減輕對頭皮的刺激；含有葡萄籽油及牛油

果護髮精華深入滋潤頭髮，防止頭髮分叉由裡到外絲絲滋養，令燙後頭

髮輕盈柔順，展現健康亮澤，即使是乾枯毛躁的發質，燙後也能恢復頭

髮靚麗生機，盡顯無限魅力。

5 Davines大衛尼斯 歐艾滋潤護髮精華油 這是 Davines一款針對所有發
質設計的多功能護理精油。精油為秀髮帶來光澤和柔軟，使秀髮更易打

理，並讓你的造型保持更長時間。精油將有效對抗自由基，減緩頭髮氧

化衰老，並且在秀髮表面形成一層保護膜，助你保護秀髮，不斷改善發

質。

9 Cab's卡碧絲 質感勁酷啞光造型泥 獨有的複合蠟質配方，質地清爽不
油膩，無沉重感；含天然泥成分，適用於從髮根處造型，給髮型賦予特

殊質感。水溶性產品，易清洗，重塑力強，可隨意定型，令髮型更具結

構感，帶給髮型師無限靈感，創造出極富創意和充滿表現力的作品。

10 Cab's卡碧絲 多酚熱能俏卷燙髮套裝  注入紅酒 SOD的多酚光彩魅惑
軟化劑，能在燙髮過程中利用正負相吸原理自動尋找並中和由於燙髮氧

化作用新生的自由基。紅酒 SOD中的氨基酸與獨特滋養成分結合，持續
穩定地改善秀髮的蛋白質結構，有效補充燙髮過程中的營養流失。使燙

後的秀髮卷度均勻，豐盈光澤富有彈性。智慧軟化終止自動判斷系統，

使藥性溫和而軟化迅速，並自動判斷軟化完成，防止過度軟化，為秀髮

提供最密切的訶護；獨特的葡萄藤香味，擺脫化學異味困擾，令秀髮倍

增光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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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廣告價格

 版面位置 尺寸（寬×高）*     單價（人民幣）

 全頁 FULL PAGE(ROP) 216mm × 288mm ￥42,000

 封面 COVER 216mm × 288mm ￥136,500

 封面內頁 INSIDE FRONT COVER 216mm × 288mm ￥105,000

 封面拉頁 FRONT COVER GATEFOLD 432mm × 288mm ￥189,000

 封面內跨頁 INSIDE FRONT COVER SPREAD(1st DPS) 432mm × 288mm ￥155,400

 面對版權頁 OPPOSITE TO MASTERHEAD 216mm × 288mm ￥52,500

 第二跨頁 SECOND SPREAD (2nd DPS) 432mm × 288mm ￥92,400

 第三跨頁 THIRD SPREAD (3rd DPS) 432mm × 288mm ￥81,900

 內頁跨頁 INSIDE SPREAD 432mm × 288mm ￥63,000

 封底內頁 INSIDE BACK COVER 216mm × 288mm ￥84,000

 封底內跨頁 INSIDE BACK COVER SPREAD 432mm × 288mm ￥115,500

 封底拉頁 BACK COVER GATEFOLD 432mm × 288mm ￥157,500

 封底 BACK COVER 216mm × 288mm ￥144,900

 *軟文廣告 ADVERTORIAL 216mm × 288mm 廣告費

  (+ 軟文編採費)  + ¥5,000

 廣告代理傭金：減15%

 超額折扣：減15%（投放廣告3頁或3頁以上）

 *版面尺寸需要預留每邊出血位5mm

216mm 432mm

288mm288mm

全頁 跨頁



9. ESTETICA 艾絲國際網絡收費

 在《ESTETICA CHINA 艾絲》投放廣告的客戶，可以按列表中的每版全頁優惠價在 ESTETICA國際網

絡裡的其他地區版本投放廣告。

Estetica 網絡   發行量 優惠價 原價 發行國家         每年出版
   (歐元)  (歐元)      期數  

亞洲  7,000 1,100.00 (1,700.00) 香港, 日本, 馬來西亞, 菲律賓,  4

     新加坡, 台灣, 泰國, 越南

澳大利亞& 5,000 1,100.00 (1,700.00) 澳大利亞, 新西蘭   4

新西蘭

捷克斯洛伐克 5,000 1,500.00 (2,200.00) 捷克共和國&斯洛伐克   5

德國  13,500 2,200.00 (3,300.00) 德國, 澳洲, 德國瑞士   7

西班牙 13,000 1,900.00 (2,500.00) 西班牙    7

法國  11,000 2,100.00 (3,000.00) 法國, 比利時, 法國瑞士  7

希臘  7,000 1,000.00 (2,200.00) 希臘, 塞浦路斯   6

印度尼西亞 40,000 1,500.00 (2,000.00) 印尼    6

意大利 23,500 2,600.00 (4,200.00) 意大利, 提契諾州   7

韓國  20,000 1,500.00 (2,500.00) 韓國    12

拉丁  4,500 1,050.00 (1,700.00) 美國南部    4

墨西哥 7,000 1,100.00 (1,700.00) 墨西哥, 美國中部   4

中東  10,000 1,800.00 (3,500.00) 沙地 阿拉巴, 科威特, 巴林,卡爾塔,  2

     阿聯酋, 阿曼

波蘭  6,000 1,500.00 (1,900.00) 波蘭    4

葡萄牙 3,000 1,000.00 (1,500.00) 葡萄牙    2

羅馬尼亞 3,000 1,500.00 (2,400.00) 羅馬尼亞, 摩爾多瓦共和國  4

俄羅斯 35,000 2,500.00 (5,000.00) 俄羅斯    4

荷蘭  5,500 2,000.00 (2,500.00) 荷蘭, 比利時   5

土耳其 5,000 1,500.00 (1,900.00) 土耳其    6

英國  15,000 1,600.00 (3,000.00) 英國, 愛爾蘭   5

美國  30,000 1,600.00 (2,800.00) 美國, 加拿大   5

世界  3,500 1,100.00 (1,700.00) 北非, 斯堪的納維亞國家, 東歐  4



10. 其他業務

10.1 髮廊訂閱 / 贈刊

 《ESTETICA CHINA艾絲》在中國已是髮型界

的國際資訊交流橋梁，是所有從事美髮行業者

必看讀物。當然，除了雜誌本身內容極有可讀

性外，借此還可以把市場上客戶的最新訊息、

技術、動向及產品等帶給讀者，加強讀者的專

業知識。

10.2 網絡平台

 《ESTETICA CHINA艾絲》已奠定了在中國髮

型雜誌中的領導地位，從雜誌的贈到及線上線

下銷售網絡，已有一群固定讀者。讀者更可隨

意透過 ESTETICA CHINA 艾絲官方微信平台，

facebook 等公眾社交網上交流、組織活動、訊

息發放等，還可以經由《ESTETICA CHINA艾絲》

將訊息發放世界各地。

10.3 活動及比賽

 有著《ESTETICA CHINA艾絲》雜誌支援，

ESTETICA 國際平台，以及讀者網絡，定期與合

適單位包括全國各地代理商及品牌客戶合作：

-  為提高專業技術交流及知識，在各地舉辦有

關研討會或培訓課程；

－  為擴闊業界知識，可邀各地行內知名人士開

設專業講座

－  為增加學術交流，可舉辦多個國際性展覽

會、交流會或表演賽事等；

－  為廣告市場推廣，將髮型、化妝、時裝品牌

揉合作為主題活動。 

10.4 公關工作

 《ESTETICA CHINA艾絲》同時扮演著一個非

常重要的公關角色，可配合報道品牌與業界市

場作推廣活動，也可通過雜誌訪問介紹，將市

場最新趨勢與品牌成功案例作專業分析等，更

能令專業品牌概念深入人心。



香港辦事處

視博媒體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長沙灣大南西街1016-
1018號廣隆泰大廈9字樓917室

電話：(852)-3590 4650
傳真：(852)-3590 4670

謝  謝

髮型: Orea Malià
攝影: D. Testoniwechat ID：estetica_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