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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熱盤安全測試 無一款達標
9 款升溫超標 8 款絕緣太近 兩款或致觸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近年流行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多功能電熱盤煮食，在港推出時更一度引起
搶購潮。消費者委員會測試市面 9 款多功能電
熱盤，發現全部都不能通過安全測試，除
了 9 款都有溫度升幅超標問題之外，8
款絕緣距離不足，更有兩款量得的洩漏
電流過高，增加跳掣和觸電的風
險；效能測試亦顯示，各樣本在預
熱及熱力均勻度表現參差。消委
會提醒用家，如果發現電熱盤異
常，應該即時停用。

兩款
「漏電王」

款多功能電熱
消委會昨日公佈測試結果，9
盤售價由 599 元至 998 元不等，消委會測試樣

本的效能和安全性，其中安全測試參考最新版本的國
際標準，項目包括絕緣及非正常操作，防觸電保護、溫
升、輸入功率及標示說明等，結果表現未如理想，沒有
樣本能完全通過所有安全測試項目。
在溫升測試中，所有樣本均有部分位置如鍋蓋手柄、
電源插腳等的溫升超過標準上限，測試中有兩款樣本
「ré colte RBQ-1」和「Thomson TM-356」，機身量
得最高表面溫度升幅，分別達到 87.5K 及 71.7K，由於
兩款樣本欠缺高溫警告標誌，故未能符合標準要求。

洩漏電流遠超標準上限
消委會更發現兩樣本有漏電風險，分別售 699 元和
599 元的「Thomson TM-356」和「億世家 HP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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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7mA
在 1.15 倍的額定輸入功率下操作
時，帶電部分與接地的金屬內殼之間量
得 的 洩 漏 電 流 超 標 ， 分 別 為 5.55mA 及
7.97mA，遠超標準上限的 0.75mA，增加使用時跳掣及
觸電的風險，上述超標較高的樣本，在 1.24 倍額定輸入
功率的非正常操作下，更因電流過大而導致漏電斷路器
跳掣，未能完成部分測試項目。
測試亦發現 7 款樣本未達標準所規定的防觸電保護要
求，當中 5 款樣本採用磁性電源插頭，當傾斜接駁插頭

洩漏電流量(1)

5.55mA

資料來源：消委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志剛

時，有機會觸及插座的帶電部分，消委會促請廠商改善
問題。

預熱後溫度差達77℃
在效能方面，消委會發現各樣本的預熱後溫度頗參
差，平均最高溫度由 117℃至 194℃不等，相差 77℃，

樣本於不同位置量得
的最高溫度差異則由 35.4℃
至 61.1℃，其中兩款樣本的最高
溫度差異均超過60℃，反映其溫度分佈較不均勻。
消委會指出，所有樣本均能完全符合國際安全要求，
機電署詳細檢視測試報告，指所有樣本都通過絕緣測
試，並具備基本絕緣保護，以阻隔帶電部分不被觸碰，
用戶在正常情況下根據產品說明書操作並無危險，故不
用回收。消委會建議使用多功能電熱盤時，應詳細閱讀
說明書和按指示預熱，並應戴上隔熱手套，在煮食時避
免觸摸，更切勿讓小孩單獨使用或觸碰；如果發現電熱
盤異常，例如出現怪聲，應該即時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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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款香水含逾 10 種致敏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消費者委員會測試
市面上 55 款香水的安全程度，發現全部樣本檢出最少
4 種香料致敏物質，當中一半更檢出多達 10 種或以
上；另有 37 款樣本檢出不同種類和濃度的人造麝香物
質，11 款樣本檢出塑化劑 DEP。消委會提醒濕疹患
者、計劃懷孕、孕婦或正餵哺母乳婦女避免使用香
水，市民亦應慎閱產品標籤，留意致敏物質濃度總
量，減少皮膚過敏的風險。
根據歐盟《化妝品條例》，若產品含有致敏物質並
超過特定水平（駐留類化妝品的千分之一)，必須在產
品的成分標籤上列出所含香料致敏物質名稱。
今次測試的 55 款香水，售價由 48 元至 1,775 元，其
中 28 款聲稱為淡香精，23 款為淡香水，其餘 4 款則為
古龍水。消委會發現，全部樣本均檢出多種歐盟《化
妝品條例》列明的香料致敏物質，當中23款檢出10種
或以上。每瓶索價 1,350 元的「CHANEL No. 5 Eau
de Parfum Spray Vaporisateur Spray」淡香精，被檢
出多達15種香料致敏物質，為所有樣本之冠。
至於檢出的致敏物質濃度總量，則由 0.17%至最高
5.35%不等，濃度總量相對較高、達 3%或以上的樣本
有6款，包括4款淡香精和兩款淡香水，售價最高的一
款淡香精為「ACQUA DI PARMA Magnolia Nobile
Eau de Parfum Natural Spray」，售價高達 1,775 元，
同時驗出微量的鉛。消委會提醒，不少香水的成分列

表，都有標示所含的香料致敏物質，消費者應慎閱產
品標籤，有助減低皮膚過敏的風險。

11款含DEP 或礙生殖系統
此外，有 26 款香水檢出接觸性致敏物 BMHCA，有
機會引致皮膚過敏，當中 5 款的濃度較高。除香料致
敏物質外，測試另發現 11 款樣本檢出塑化劑 DEP，消
費者若長期或經常使用香水，並習慣大面積使用含有
DEP 的身體護理產品，需特別留意香水中的 DEP 含
量，對生殖系統造成的潛在風險。
消委會指出，每個人的致敏原或有不同，建議消費
者在揀選及使用香水時，應先試用香水樣本，如出現
過敏反應或不適，應立即停用；濕疹患者、計劃懷
孕、孕婦或正值餵哺母乳的婦女，以及家中有嬰幼兒
的家庭成員，亦應暫時避免使用香水。

■市面上 55 款香水全部樣本檢出最少 4 種
香料致敏物質。
香料致敏物質
。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消費者委員會測試市面 9 款多功能
電熱盤，
電熱盤
，發現全部都不能通過安全測
試。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碌卡回贈
「天與地」簽賬額可差 8 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
剛）不少港人為了享受回贈而申
請信用卡。消委會比較 19 間發卡
機構合共 38 個有提供現金回贈的
信用卡獎賞計劃，發現各種現金
回贈模式所需簽賬額相差可達 8
倍；計算現金回贈的總成本也會
因各類優惠、兌換條件、使用限
制和年費等因素而改變，難以直
接比較。
消委會呼籲消費者按慣常消費
模式，選取最合適的信用卡，切
勿盲目追求獎賞過度簽賬。
現時信用卡的獎賞計劃計算模

式，可分為自動回贈、換領回贈
及獎賞扣減。當中自動回贈的計
算模式較直接，其餘兩個計算模
式牽涉先以簽賬額賺取賞分，再
透過賞分換取現金回贈，計算現
金回贈的總成本變得更複雜，消
費者更難直接比較。
在撇除所有其他優惠後，各計
劃所需簽賬額由 50 元至 450 元不
等，相差可高達8倍。
消委會調查發現，在 18 個自動
回贈計劃中，所需兌換回贈的簽
賬額，可再細分為按簽賬額的某
個百分比計算，或直接以簽賬額

按特定兌換比例計算，所需的一
般或本地簽賬額由 50 元至 333 元
不等，相差可達5倍以上。
消委會又發現，有發卡機構將
全球分為不同區域，各區域內現
金回贈所需的簽賬額各異，其中
以於台灣簽賬最優惠，每簽賬 11
元便可兌換 1 元現金回贈。惟消
委會提醒，消費者須考慮簽賬除
涉及外幣的兌換滙率，並計算支
付給發卡機構和信用卡組織的手
續費，提醒消費者切忌只着眼於
海外簽賬的優惠，忽略交易中涉
及的其他費用，以免得不償失。

電子煙
「糖衣陷阱」消委促立法全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
近年電子煙在香港愈來愈流行，
更有商人將吸食電子煙塑造成時
尚潮流，吸引年輕人吸食。消費
者委員會調查 20 個商場銷售電子
煙或加熱煙的情況，發現當中半
數有店舖出售電子煙或加熱煙吸
食工具產品，部分店舖更有自家
網站或社交媒體，方便消費者網
上訂購。消委會形容電子煙是
「糖衣陷阱」，促請政府和立法
會盡快落實全面禁止電子煙和加
熱煙等新煙草產品的法例，禁止
入口、製造、銷售、分發和宣傳
電子煙及其他新型吸煙產品。

消委會上月派員到灣仔、銅鑼
灣、旺角、油麻地及深水埗 5 個
地區，一共 20 個主要售賣年輕人
潮流玩意、手機或電腦等產品的
商場調查電子煙或加熱煙的銷售
情況，發現當中半數商場的部分
店舖，均有電子煙或加熱煙吸食
工具產品出售，其中 1 個較小型
商場的 44 間店舖中，有超過一成
（5間）出售該類產品。
調查又發現，部分店舖更有自
家網站或社交媒體，方便消費者
網上訂購，貨到後即可到店付款
取貨，方便年輕人選購，銷售模
式亦較隱蔽，毋須將大量產品擺

放在店舖內，對打擊銷售電子煙
和禁煙等工作容易構成障礙。
消委會警告，無論本地或外地
的醫學報告均指出，電子煙或加
熱煙，都可釋出不同的有害物
質，危害身體健康，近年亦有多
項外地的研究質疑電子煙的「戒
煙」成效。消委會高度關注電子
煙對消費者，特別是年輕人的影
響，促請政府和立法會盡快落實
全面禁止電子煙和加熱煙等新煙
草產品的法例，禁止入口、製
造、銷售、分發和宣傳電子煙及
其他新型吸煙產品，以保護下一
代免受煙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