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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委託德國一所具有豐富床褥測

試經驗的實驗室測試了25款雙人床褥，除

了「宜家家居」（#18）的聲稱長度和闊度

分別為189厘米及135厘米外，其餘樣本的

聲稱尺碼為190厘米及137厘米（即長6呎

3吋x闊4呎半），量得厚度由17.1至27.2厘

米（即約6.7吋至10.7吋），售價由$1,799

至$7,920，當中22款為彈簧床褥，包括15

款連鎖彈簧（bonell spring）、2款不鎖口彈

簧（LFK spring）及5款袋裝彈簧（pocket 

spring）床褥，另有3款泡膠（foam）床褥。所

有樣本均在本地購買，然後運往歐洲測試。

測試項目
防火能力

參考歐洲標準EN 597-1及EN 597-2

睡得不好，不單只腰酸背痛，還會浮現

「熊貓眼」，令人沮喪。床褥對睡眠質素有

舉足輕重的影響。這次測試的25款雙人床

褥當中，測試型號於仰臥或側臥時對身體

的承托，以及對腰部的承托，表現參差。根

據量得的硬度數據評級，測試型號可分為

非常硬、硬、中度及軟，用家可因應自己的

喜好和需要來選擇。同場加映5款單人床

褥的海外測試結果。

評估各床褥樣本的防火性能，分別用煙頭

和小火焰引燃床褥，檢視床褥在火源熄滅

後會否繼續燃燒。

承托力和透濕散熱表現

評 估 床 褥 的 功 能 表 現，包 括 檢

測對身體仰臥及側臥的承托力（body 

s u p p o r t）、腰 部 承 托 力（l u m b a r 

support），以及透濕和散熱等舒適程度

（comfort）。

林
欣
彤

現在使用的是乳膠床褥，

睡起來還算滿意，不會影

響睡眠質素。我會定期擦

拭床褥表面及換床單，保

持床褥清潔，大約５年左右

就會換一次床褥。

款單人床褥海外測試+5
款雙人床褥承托力參差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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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對床褥的要求十分簡單，最重要是瞓得舒服，尺寸合適及耐

用，已經足夠了，不需要額外的花巧設計，譬如有一些磁性床褥，

凹凹凸凸的，我自己就不會挑選這類。

彈簧床褥

為什麼睡時會轉身？
 睡在床褥上時間過長，會在身體

上產生壓力點，可能令身體局部血液

循環較差；改變睡姿和轉身有助增加

血液循環，但可能會影響熟睡程度。  

承托表現的測試包括仰卧和側卧，分

別於簇新的和經耐用測試後的床褥進行。

仰卧是讓測試人員身體仰卧於床褥上，量

度身體不同部位包括頭、肩膀、身軀、臀

部及足踝等令床褥受壓下陷的幅度，從而

計算床褥承托身體的表現。進行側卧測試

時，首先在人體背部腰脊柱位置劃定5點，

然後讓身體側卧於床褥上，拍照後量度和

計算該5點位置和床褥水平之間的角度和

距離，從而計算床褥承托身體的表現。

耐用程度

耐用程度測試參考了歐洲標準EN 

1957 ，將約重140公斤的滾筒在床褥來

回滾動30,000次，模擬床褥使用8至10年

後的耐用程度，評估的項目包括床褥經

長期重複載荷受壓的承受能力、軟硬度

變化（firmness changes）、床褥厚度變化

（height loss）和使用後狀態（檢視彈簧或

床褥物料是否有損壞）等。

測試結果
防火測試

18款樣本同時通過煙頭及小火焰2

項測試，其餘7款只通過煙頭測試，但未能

通過小火焰測試。本港法例下，家用床褥

只須通過煙頭測試，但毋須通過小火焰測

▲▼未能通過小火焰測試的樣本。

試。換言之，全部25款樣本的防火測試結

果均符合本港法例要求，只是程度上有分

別。本會加入小火焰測試，目的是讓消費

者知悉床褥之間的防火能力有分別，若有

需要，例如對防火要求較高，可選購通過

較嚴格的小火焰測試的型號。一般來說，

床褥上的物料可能需要添加阻燃劑（flame 

retardants），才可提高防火效果。　

承托表現

仰臥及側臥時承托身體表現參差

仰臥時，承托身體表現較佳的是「愛

皇健」（#5）及「寶富麗」（#8），有4點半

評分，表現較差的是「The Boss」（#21），

只有2點半評分。

睡康寧 Suzuranbed

$3,150

1

總評：★★★★

硬度：中度

歐化寶 Ulfenbo

$5,980

2

總評：★★★★

硬度：硬

鄧祿普 Dunlopillo

$5,700

3

總評：★★★★

硬度：硬

金美夢 Sweetdream

$2,562

4

總評：★★★★

硬度：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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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臥時，承托身體較好的是「寶富

麗」（#8），有4點評分，表現較差的是「百

士」（#7）及「Arthur Martin」（#15），只有

2點半評分。

3 款樣本承托腰部表現較差

測試腰部承托時，用兩個圓形儀器模

擬肩膀及臀部在床褥上施壓，然後量度床

褥受壓下兩個儀器之間位置的高低水平差

異，從而評估床褥承托腰部的表現，是否

能配合腰椎的弧度。

測試結果顯示「富豪」（#20）、「家

樂」（#22）及「美的夢」（#25）承托腰部

的表現較差，只有2點評分；「宜家家居」

（#18）及「睡舒適」（#19）的表現則較佳，

有4點半評分，該兩款的硬度評級均屬軟。

透濕和散熱表現

炎夏時，若床褥的透濕和散熱程度

不佳，會令用者不舒服。測試在25℃及相

對濕度80%的環境下進行，由一個「大

汗」的人躺於床褥上兩小時，然後量度其

雅蘭 Airland

$3,108

6

總評：★★★★

硬度：硬

百士 Bose

$3,200

7

總評：★★★★

硬度：中度

紅蘋果 Red Apple

$2,892

12

總評：★★★★

硬度：硬

雅芳婷 A-Fontane

$2,450

13

總評：★★★★

硬度：硬

斯林百蘭 Slumberland

$7,770

11

總評：★★★★

硬度：硬

喜居樂 Hekura

$1,975

17

總評：★★★

硬度：中度

宜家家居 Ikea

$3,990

18

總評：★★★

硬度：軟

睡舒適 Therapeutics

$5,130

19

總評：★★★

硬度：軟

▲仰卧時量度身體不同部位令床褥下陷的幅度，

計算床褥承托身體的表現。

愛皇健 King Koil

$7,560

5

總評：★★★★

硬度：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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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彈簧床褥

彈簧床褥

寶富麗 Profilia

$5,026

8

總評：★★★★

硬度：硬

絲漣 Sealy

$6,487

9

總評：★★★★

硬度：中度

卡撒天嬌 Casablanca

$2,990

10

總評：★★★★

硬度：硬

蓆夢思 Simmons

$7,920

14

總評：★★★★

硬度：硬

Arthur Martin

$1,999

15

總評：★★★★

硬度：中度

澳美斯 Emmas

$1,887

16

總評：★★★

硬度：硬

富豪 Vono

$3,300

20

總評：★★★

硬度：硬

Sinomax

$4,299

23

總評：★★★★

硬度：硬

海馬牌 Sea Horse

$2,746

24

總評：★★★★

硬度：非常硬

家樂 Calo

$2,250

22

總評：★★★

硬度：非常硬

The Boss

$1,799

21

總評：★★★

硬度：硬

美的夢 Nice Dream

$2,500

25

總評：★★★

硬度：非常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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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雙人床褥測試結果

編
號 牌子 型號/產品資料

彈簧種類/
主要承托

物料

量得
床褥厚度
(厘米)

大約
售價 
[1]

    防火測試 [2]    承托表現 [3] 透濕和散熱表現 [5] 耐用程度 [6]

總評 
[7]煙頭 小火焰 仰臥  側臥

承托腰部
表現 
[4]

透濕 散熱 硬度評級 厚度變化 軟硬度變化 使用後狀態
使用後

承托身體
表現的變化

彈簧床褥

1 睡康寧 Suzuranbed 皇冠之星床褥 Crown Diamond Mattress Pillow Top Series 連鎖彈簧 21.3 $3,150 ●●●● ●●● ●●●● ●●●● ●●●● 中度 ●●●●● ●●●●● ●●●●● ●●●●● ★★★★
2 歐化寶 Ulfenbo 健脊9002特硬床褥 Super 9002 Chiropractic Firm Mattress 連鎖彈簧 21.0 $5,980 ●●●● ●●● ●●● ●●●● ●●●● 硬 ●●●●● ●●●●● ●●●●● ●●●●● ★★★★
3 鄧祿普 Dunlopillo 彈簧樂 Spring Selfi 連鎖彈簧 23.4 $5,700 ●●●● ●●● ●●●● ●●●● ●●●● 硬 ●●●●● ●●●●● ●●●●● ●●●●● ★★★★
4 金美夢 Sweetdream 竹碳護脊床褥 Bamboo Charcoal 連鎖彈簧 20.4 $2,562 不滿意 ●●●● ●●●● ●●● ●●●● ●●●● 硬 ●●●●● ●●●●● ●●●●● ●●●●● ★★★★
5 愛皇健 King Koil 特級護脊健 Spinal Guard Premium 連鎖彈簧 20.1 $7,560 ●●●●● ●●●● ●●● ●●●● ●●●● 硬 ●●●● ●●●●● ●●●●● ●●●●● ★★★★
6 雅蘭 Airland 之寶床褥 Delight 連鎖彈簧 21.6 $3,108 ●●●● ●●● ●●●● ●●●● ●●●● 硬 ●●●● ●●●●● ●●●●● F ●●●●● ★★★★
7 百士 Bose 特硬護脊連鎖彈簧床褥 Master III 連鎖彈簧 21.4 $3,200 ●●●● ●●● ●●●● ●●●●● ●●●● 中度 ●●●● ●●●●● ●●●●● ●●●●● ★★★★
8 寶富麗 Profilia 3 B Intelligent Health Relax 連鎖彈簧 24.0 $5,026 不滿意 ●●●●● ●●●● ●●● ●●●● ●●●● 硬 ●●● ●●●●● ●●●●● ●●●●● ★★★★
9 絲漣 Sealy 君縉 Liberty 不鎖口彈簧 23.4 $6,487 ●●●● ●●● ●●●● ●●●● ●●●● 中度 ●●●● ●●●●● ●●●●● ●●●●● ★★★★
10 卡撒天嬌 Casablanca 美鑽 C200 連鎖彈簧 22.5 $2,990 ●●● ●●● ●●● ●●●● ●●●● 硬 ●●●● ●●●● ●●●●● ●●●●● ★★★★
11 斯林百蘭 Slumberland 金裝翡翠型 Royal Jade 袋裝彈簧 24.3 $7,770 ●●●● ●●●● ●●●● ●●●● ●●●● 硬 ●●● ●●●●● ●●●●● ●●●●● ★★★★
12 紅蘋果 Red Apple 哥德 I 床褥 Gothic I 連鎖彈簧 22.2 $2,892 ●●●● ●●●● ●●● ●●●● ●●●● 硬 ●●●● ●●● ●●●●● ●●●●● ★★★★
13 雅芳婷 A-Fontane 健康床褥 Health Mattress 連鎖彈簧 22.2 $2,450 ●●●● ●●● ●●● ●●●● ●●●● 硬 ●●●● ●●●●● ●●●●● ●●●●● ★★★★
14 蓆夢思 Simmons 甜夢迪肯思床褥 Beautyrest Dickens 袋裝彈簧 21.3 $7,920 ●●● ●●● ●●●● ●●●● ●●●● 硬 ●●●●● ●●●● ●●●●● ●●●●● ★★★★
15 Arthur Martin 適健防蚊床褥 Healthy Sleep Mattress Contour Breeze CB-518 袋裝彈簧 27.2 $1,999 ●●● ●●● ●●● ●●●●● ●●●● 中度 ●●●● ●●●● ●●●●● ●●●●● ★★★★
16 澳美斯 Emmas 舒適特硬701床褥 U-Spine 701 連鎖彈簧 19.6 $1,887 不滿意 ●●●● ●●● ●●● ●●●●● ●●●● 硬 ●●●● ●●●●● ●●●●● ●●●●● ★★★★
17 喜居樂 Hekura 特大口徑連鎖彈簧床褥 B-70 連鎖彈簧 23.4 $1,975 ●●● ●●● ●●● ●●●● ●●●● 中度 ●●●●● ●●●● ●●●●● ●●●●● ★★★★
18 宜家家居 Ikea Sultan Hjartdal 袋裝彈簧 24.2 $3,990 不滿意 ●●● ●●● ●●●●● ●●●● ●●●● 軟 ●●●●● ●●●● ●●●●● ●●●●● ★★★★
19 睡舒適 Therapeutics 納米銀床褥 AG700 袋裝彈簧 21.1 $5,130 不滿意 ●●●● ●●● ●●●●● ●●●● ●●●● 軟 ●●●●● ●●●●● ●●●● ◇ ●●●●● ★★★★
20 富豪 Vono 適脊型 Back Supporter 不鎖口彈簧 21.2 $3,300 ●●● ●●● ●● ●●●● ●●●● 硬 ●●●● ●●●●● ●●●● △ ●●●●● ★★★★
21 The Boss 舒適護脊精鋼床褥 Boss Lite BL-100 連鎖彈簧 24.5 $1,799 ●●● ●●● ●●● ●●●● ●●●● 硬 ●●●● ●●● ●●●●● ●●●●● ★★★★
22 家樂 Calo 天王星338華麗型 Uranus Spinal Design 連鎖彈簧 20.7 $2,250 不滿意 ●●●● ●●●● ●● ●●●● ●●●● 非常硬 ●●● ●●●●● ●●●●● ●●●●● ★★★★
非彈簧床褥

23 Sinomax 納米銀離子床褥 Nano Silver Mattress 泡膠 17.1 $4,299 ●●●● ●●● ●●●● ●●●● ●●●● 硬 ●●●●● ●●●●● ●●●●● ●●●●● ★★★★
24 海馬牌 Sea Horse 高回彈床褥 High Resilience Mattress 泡膠 19.1 $2,746 ●●●● ●●● ●●● ●●●● ●●●● 非常硬 ●●●●● ●●●●● ●●●●● ●●●●● ★★★★
25 美的夢 Nice Dream 星鑽雙面床褥 7.5" Star Diamond Hard Soft Healthy Mattress 泡膠 17.9 $2,500 不滿意 ●●● ●●● ●● ●●●● ●●●● 非常硬 ●●●● ● ●●●●● ●●●●● ★★★

註 除了樣本#18的聲稱長度和闊度分別為189厘米及135
厘米外，其餘樣本的聲稱長度和闊度分別為190厘米
及137厘米。  

●/★ 愈多表示該項表現愈佳，最多5點。 

[1] 本會於出版前由市場調查所得的售價，不同推廣
時間及零售商的售價會有差異，只供參考。

[2] 煙頭測試參考歐洲標準 EN 597-1檢測。  
 小火焰測試參考歐洲標準 EN 571-2檢測。
 本港法例下，家用床褥只須通過煙頭測試，毋須通過小火焰測試。
 ：滿意

[3] 先在簇新的床褥樣本進行仰臥及側臥測試，樣本經耐用測試後，再次進行仰臥及側臥測試。
 仰臥時，量度身體不同部位令床褥受壓下陷的幅度，計算床褥承托身體的平均表現。 

側卧時，先在人體背部腰脊柱位置劃定5點，然後側卧床褥上，拍照後量度和計算該5點位置
和床褥水平的角度和距離，從而計算床褥承托身體的表現。 

[4] 用兩個圓形儀器模擬臀部及肩膀於床褥上施壓，量度床
褥兩個儀器之間的位置的高低水平，從而評估床褥承托
腰部的表現。

[5] 在室溫25℃及相對濕度80%的環境下進行，由一個「大
汗」的人躺於床褥上兩小時，然後量度其腰間的濕度和
溫度，以反映床褥的透濕和散熱程度是否能令其表面溫
度及濕度保持在人體感覺舒適的範圍內。 

[6] 參考歐洲標準 EN 1957，用滾筒在床褥來回壓
30,000次，檢視床褥的軟硬度和厚度變化及使
用後的狀態，例如彈簧和床墊物料有否損耗等，
又按量得的數據為床褥硬度評級。 

	 F	 剖開床褥樣本後，發現少了1個彈簧。 
 ◇ 部分包着彈簧的外層物料遭彈簧刺穿。 
 △ 部分泡膠有輕微撕裂。  

[7] 總評比重如下： 
 防火測試 10% 
 承托表現 40%
 透濕 5% 
 散熱 5% 
 耐用程度 40%

腰部的濕度和溫度，檢視是否在人體感

覺舒適範圍之內（相對濕度低於60%及

溫度低於36℃）。量得濕度較低的「百士」

（#7）、「Arthur Martin」（#15）及「澳美

斯」（#16）評分有4點半。各樣本在接觸人

體表面的溫度相若，散熱程度分別不大。

耐用程度表現

根據量得的硬度數據評級，3款樣本

的評級為「非常硬」（very hard），15款評為

「硬」（hard），5款為「中度」（medium），

餘下2款為「軟」（soft）。數據顯示大部分

床褥在耐用程度測試後的軟硬度變化不

大，用後都大致可保持其硬度，但兩款樣本

「The Boss」（#21）及「美的夢」（#25）的

軟硬度數據變化頗大，雖然硬度級別沒有

因而改變，但隨着使用時間增加，用者會感

覺到床褥沒有原先的硬。有部分床褥受壓
▲耐用程度測試，用約重 140 公斤的滾筒來回壓床

褥 30,0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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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雙人床褥測試結果

編
號 牌子 型號/產品資料

彈簧種類/
主要承托

物料

量得
床褥厚度
(厘米)

大約
售價 
[1]

    防火測試 [2]    承托表現 [3] 透濕和散熱表現 [5] 耐用程度 [6]

總評 
[7]煙頭 小火焰 仰臥  側臥

承托腰部
表現 
[4]

透濕 散熱 硬度評級 厚度變化 軟硬度變化 使用後狀態
使用後

承托身體
表現的變化

彈簧床褥

1 睡康寧 Suzuranbed 皇冠之星床褥 Crown Diamond Mattress Pillow Top Series 連鎖彈簧 21.3 $3,150 ●●●● ●●● ●●●● ●●●● ●●●● 中度 ●●●●● ●●●●● ●●●●● ●●●●● ★★★★
2 歐化寶 Ulfenbo 健脊9002特硬床褥 Super 9002 Chiropractic Firm Mattress 連鎖彈簧 21.0 $5,980 ●●●● ●●● ●●● ●●●● ●●●● 硬 ●●●●● ●●●●● ●●●●● ●●●●● ★★★★
3 鄧祿普 Dunlopillo 彈簧樂 Spring Selfi 連鎖彈簧 23.4 $5,700 ●●●● ●●● ●●●● ●●●● ●●●● 硬 ●●●●● ●●●●● ●●●●● ●●●●● ★★★★
4 金美夢 Sweetdream 竹碳護脊床褥 Bamboo Charcoal 連鎖彈簧 20.4 $2,562 不滿意 ●●●● ●●●● ●●● ●●●● ●●●● 硬 ●●●●● ●●●●● ●●●●● ●●●●● ★★★★
5 愛皇健 King Koil 特級護脊健 Spinal Guard Premium 連鎖彈簧 20.1 $7,560 ●●●●● ●●●● ●●● ●●●● ●●●● 硬 ●●●● ●●●●● ●●●●● ●●●●● ★★★★
6 雅蘭 Airland 之寶床褥 Delight 連鎖彈簧 21.6 $3,108 ●●●● ●●● ●●●● ●●●● ●●●● 硬 ●●●● ●●●●● ●●●●● F ●●●●● ★★★★
7 百士 Bose 特硬護脊連鎖彈簧床褥 Master III 連鎖彈簧 21.4 $3,200 ●●●● ●●● ●●●● ●●●●● ●●●● 中度 ●●●● ●●●●● ●●●●● ●●●●● ★★★★
8 寶富麗 Profilia 3 B Intelligent Health Relax 連鎖彈簧 24.0 $5,026 不滿意 ●●●●● ●●●● ●●● ●●●● ●●●● 硬 ●●● ●●●●● ●●●●● ●●●●● ★★★★
9 絲漣 Sealy 君縉 Liberty 不鎖口彈簧 23.4 $6,487 ●●●● ●●● ●●●● ●●●● ●●●● 中度 ●●●● ●●●●● ●●●●● ●●●●● ★★★★
10 卡撒天嬌 Casablanca 美鑽 C200 連鎖彈簧 22.5 $2,990 ●●● ●●● ●●● ●●●● ●●●● 硬 ●●●● ●●●● ●●●●● ●●●●● ★★★★
11 斯林百蘭 Slumberland 金裝翡翠型 Royal Jade 袋裝彈簧 24.3 $7,770 ●●●● ●●●● ●●●● ●●●● ●●●● 硬 ●●● ●●●●● ●●●●● ●●●●● ★★★★
12 紅蘋果 Red Apple 哥德 I 床褥 Gothic I 連鎖彈簧 22.2 $2,892 ●●●● ●●●● ●●● ●●●● ●●●● 硬 ●●●● ●●● ●●●●● ●●●●● ★★★★
13 雅芳婷 A-Fontane 健康床褥 Health Mattress 連鎖彈簧 22.2 $2,450 ●●●● ●●● ●●● ●●●● ●●●● 硬 ●●●● ●●●●● ●●●●● ●●●●● ★★★★
14 蓆夢思 Simmons 甜夢迪肯思床褥 Beautyrest Dickens 袋裝彈簧 21.3 $7,920 ●●● ●●● ●●●● ●●●● ●●●● 硬 ●●●●● ●●●● ●●●●● ●●●●● ★★★★
15 Arthur Martin 適健防蚊床褥 Healthy Sleep Mattress Contour Breeze CB-518 袋裝彈簧 27.2 $1,999 ●●● ●●● ●●● ●●●●● ●●●● 中度 ●●●● ●●●● ●●●●● ●●●●● ★★★★
16 澳美斯 Emmas 舒適特硬701床褥 U-Spine 701 連鎖彈簧 19.6 $1,887 不滿意 ●●●● ●●● ●●● ●●●●● ●●●● 硬 ●●●● ●●●●● ●●●●● ●●●●● ★★★★
17 喜居樂 Hekura 特大口徑連鎖彈簧床褥 B-70 連鎖彈簧 23.4 $1,975 ●●● ●●● ●●● ●●●● ●●●● 中度 ●●●●● ●●●● ●●●●● ●●●●● ★★★★
18 宜家家居 Ikea Sultan Hjartdal 袋裝彈簧 24.2 $3,990 不滿意 ●●● ●●● ●●●●● ●●●● ●●●● 軟 ●●●●● ●●●● ●●●●● ●●●●● ★★★★
19 睡舒適 Therapeutics 納米銀床褥 AG700 袋裝彈簧 21.1 $5,130 不滿意 ●●●● ●●● ●●●●● ●●●● ●●●● 軟 ●●●●● ●●●●● ●●●● ◇ ●●●●● ★★★★
20 富豪 Vono 適脊型 Back Supporter 不鎖口彈簧 21.2 $3,300 ●●● ●●● ●● ●●●● ●●●● 硬 ●●●● ●●●●● ●●●● △ ●●●●● ★★★★
21 The Boss 舒適護脊精鋼床褥 Boss Lite BL-100 連鎖彈簧 24.5 $1,799 ●●● ●●● ●●● ●●●● ●●●● 硬 ●●●● ●●● ●●●●● ●●●●● ★★★★
22 家樂 Calo 天王星338華麗型 Uranus Spinal Design 連鎖彈簧 20.7 $2,250 不滿意 ●●●● ●●●● ●● ●●●● ●●●● 非常硬 ●●● ●●●●● ●●●●● ●●●●● ★★★★
非彈簧床褥

23 Sinomax 納米銀離子床褥 Nano Silver Mattress 泡膠 17.1 $4,299 ●●●● ●●● ●●●● ●●●● ●●●● 硬 ●●●●● ●●●●● ●●●●● ●●●●● ★★★★
24 海馬牌 Sea Horse 高回彈床褥 High Resilience Mattress 泡膠 19.1 $2,746 ●●●● ●●● ●●● ●●●● ●●●● 非常硬 ●●●●● ●●●●● ●●●●● ●●●●● ★★★★
25 美的夢 Nice Dream 星鑽雙面床褥 7.5" Star Diamond Hard Soft Healthy Mattress 泡膠 17.9 $2,500 不滿意 ●●● ●●● ●● ●●●● ●●●● 非常硬 ●●●● ● ●●●●● ●●●●● ★★★

註 除了樣本#18的聲稱長度和闊度分別為189厘米及135
厘米外，其餘樣本的聲稱長度和闊度分別為190厘米
及137厘米。  

●/★ 愈多表示該項表現愈佳，最多5點。 

[1] 本會於出版前由市場調查所得的售價，不同推廣
時間及零售商的售價會有差異，只供參考。

[2] 煙頭測試參考歐洲標準 EN 597-1檢測。  
 小火焰測試參考歐洲標準 EN 571-2檢測。
 本港法例下，家用床褥只須通過煙頭測試，毋須通過小火焰測試。
 ：滿意

[3] 先在簇新的床褥樣本進行仰臥及側臥測試，樣本經耐用測試後，再次進行仰臥及側臥測試。
 仰臥時，量度身體不同部位令床褥受壓下陷的幅度，計算床褥承托身體的平均表現。 

側卧時，先在人體背部腰脊柱位置劃定5點，然後側卧床褥上，拍照後量度和計算該5點位置
和床褥水平的角度和距離，從而計算床褥承托身體的表現。 

[4] 用兩個圓形儀器模擬臀部及肩膀於床褥上施壓，量度床
褥兩個儀器之間的位置的高低水平，從而評估床褥承托
腰部的表現。

[5] 在室溫25℃及相對濕度80%的環境下進行，由一個「大
汗」的人躺於床褥上兩小時，然後量度其腰間的濕度和
溫度，以反映床褥的透濕和散熱程度是否能令其表面溫
度及濕度保持在人體感覺舒適的範圍內。 

[6] 參考歐洲標準 EN 1957，用滾筒在床褥來回壓
30,000次，檢視床褥的軟硬度和厚度變化及使
用後的狀態，例如彈簧和床墊物料有否損耗等，
又按量得的數據為床褥硬度評級。 

	 F	 剖開床褥樣本後，發現少了1個彈簧。 
 ◇ 部分包着彈簧的外層物料遭彈簧刺穿。 
 △ 部分泡膠有輕微撕裂。  

[7] 總評比重如下： 
 防火測試 10% 
 承托表現 40%
 透濕 5% 
 散熱 5% 
 耐用程度 40%

30,000次後遭「壓扁」，「寶富麗」（#8）、

「斯林百蘭」（#11）及「家樂」（#22）的

厚度於測試後減少8毫米至8.8毫米，「愛

皇健」（#5）、「百士」（#7）、「雅芳婷」

（#13）及「美的夢」（#25）均減少超過6

毫米，而「Arthur Martin」（#15）及「富豪」

（#20）則減少超過5毫米，其餘16款樣本

的厚度變化少於5毫米或以下。

耐用測試後，檢視床褥有沒有耗損。

結果發現「富豪」（#20）的部分泡膠物料

有輕微撕裂的痕跡，而「睡舒適」（#19）部

分包裝彈簧的外層物料遭彈簧刺穿。「雅

蘭」（#6）雖然表面沒有出現耗損，但發現

其中間少了一個彈簧。

選購貼士
床褥軟硬度沒有統一標準

床褥的軟硬度目前並沒有統一的標

準，人體感覺的硬度也是相對性的。床褥

並非越硬越好，過硬會令身體支點壓力增

加，可能妨礙身體部分位置的血液循環，

令用者感到不舒服；過軟則可能承托力不

足，身體下陷過多，身體較難移動。由於對

軟硬度的感覺、身型體重、睡眠習慣及喜

好各人不同，用者宜參考床褥的硬度評級，

再按個人的意向選擇軟硬度配合自己身型

和體重的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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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專題

表二：單人床褥海外測試結果（測試由北歐及歐洲消費者組織統籌）

編
號 牌子 型號/產品資料

彈簧種類/
主要承托

物料

量得床褥尺碼 
（長x闊x厚） 

(厘米)
[1]

量得
床褥重量 
（千克）

大約
售價 
 [2]

   防火測試 [3] 承托表現 [4] 透濕和保溫表現 耐用程度 [8]

總評 
[9]煙頭 小火焰 仰臥  側臥

承托腰部 
表現 
[5]

透濕
[6]

保溫
[7]

硬度
評級

厚度
變化

軟硬度
變化

使用後
狀態

使用後
承托身體
表現的
變化

由北歐消費者組織統籌   

S1 宜家家居 
Ikea Sultan Engenes 乳膠 202 x 93.5 x 19 21.8 $2,590 不滿意

女* ●●●● ●●●●
●●●● ●●● ●●●● 軟 ●●●●● ●●●●● ●●●●● ●●●●● ★★★★

男* ●●●● ●●●

S2 宜家家居 
Ikea Sultan Fonnes 泡膠 198 x 91.5 x 12.5 7.5 $890 不滿意

女* ●●●● ●●●
●●●●● ●●●● ●●●● 軟 ●●●●● ●●●●● ●●●●● ●●●●● ★★★★

男* ●●● ●●●

S3 宜家家居 
Ikea Sultan Florvag 泡膠 199 x 90.5 x 10 5.3 $549 不滿意

女* ●●●● ●●●
●●●● ●●●● ●●●● 中度 ●●●●● ●●●●● ●●●●● ●●●●● ★★★★

男* ●●● ●●●

由歐洲消費者組織(Euroconsumers)統籌  

S4 Tempur The Original Mattress 20cm 記憶棉 200.5 x 90.5 x 20.5 20.7 $17,000 ●●● ●●●● ●●●●● ●●●● ●●●● 非常軟 ●●●●● ●●●●● ●●● ▲ ●●●● ★★★★

S5 宜家家居 
Ikea Sultan Hagavik 10156294 袋裝彈簧 199 x 80 x 26 14.4 $1,590 不滿意 ●●● ●●● ●●●● ●●●● ●●●● 軟 ●●●● ●●●● ●●● ◆ ●●●●● ★★★

   

註 表一和表二的結果不可作直接比較，因雙人床褥和單人床褥的測試方法、
測試的環境條件和評分比重不一樣。樣本S1至S3的測試由北歐消費者組織
負責，樣本S4至S5則由歐洲消費者組織(Euroconsumers)負責，兩組樣本的
測試方法及總評的比重有少許分別，不宜直接比較。 
●/★愈多表示該項表現愈佳，最多5點。  

[1] 樣本S1、S2、S3及S5在港供應的尺碼為亞洲版，聲稱長度及闊度分別
約189厘米及92厘米。 

[2] 本會於出版前由市場調查所得的售價，不同推廣時間及零售商的售價
會有差異，只供參考。

[3] 煙頭測試參考歐洲標準 EN 597-1檢測。   
 小火焰測試參考歐洲標準 EN 571-2檢測。   
 本港法例下，家用床褥只須通過煙頭測試，毋須通過小火焰測試。
 ：滿意 

[4] *  樣本S1至S3由兩名不同體重及身型的男女進行測試。
 S4至S5由一名測試人員進行測試。
 先在簇新的床褥樣本進行仰臥及側臥測試，樣本經耐用測試

後，再次進行仰臥及側臥測試。 
 仰臥時，量度身體不同部位令床褥受壓下陷的幅度，計算床褥

承托身體的平均表現。 
 側卧時，先在人體背部腰脊柱位置劃定5點，然後側卧床褥上，

拍照後，量度和計算該5點位置和床褥水平的角度和距離，從
而計算床褥承托身體的表現。

[5] 用兩個圓形儀器模擬臀部及肩膀於床褥上施壓，量度兩個儀
器之間的位置的高低水平，從而評估床褥承托腰部的表現。

[6] 床褥擺放在室溫37℃及相對濕度50%的環境下10小時，用儀
器量度水分透過床褥增加重量的比例，反映透濕情況。 

[7] 床褥擺放在室溫0℃及相對濕度50%的環境下10
小時，儀器其中一面緊貼床褥，其餘方向盡量保
溫，量度用以保持該儀器維持於37℃所需的能
量，反映床褥的保溫性。

[8] 參考歐洲標準 EN 1957，用滾筒在床褥來回壓
30,000次，檢視床褥的軟硬度和厚度變化及使用
後的狀態，例如彈簧和床墊物料有否損耗等，又
按量得的數據為床褥硬度評級。 

 ▲ 部分記憶棉撕裂。
 ◆ 部分包着彈簧的外層物料遭彈簧刺穿。

[9] 樣本S1至S3的總評比重如下： 
 防火測試 10%
 承托表現 50% 
 透濕 5% 
 保溫 5%
 耐用程度 30% 

 樣本S4至S5的總評比重如下：
 防火測試 10% 
 承托表現 40%
 透濕 5% 
 保溫 5% 
 耐用程度 40%

$2,590 硬度：軟

宜家家居
Sultan Engenes

S1

總評：★★★★

$17,000 硬度：非常軟

Tempur
The Original Mattress 20cm

S4

總評：★★★

$890 硬度：軟

宜家家居
Sultan Fonnes

S2

總評：★★★★

$1,590 硬度：軟

宜家家居
Sultan Hagavik 10156294

S5

總評：★★★

$549 硬度：中度

宜家家居
Sultan Florvag

S3

總評：★★★

自己的腰骨不是太好，所以偏

好較軟的床褥，會睡得較舒適。

我會自己選購床褥，購買前，

會先試一試瞓在床褥上，試試

它的軟硬及舒適程度，才決定

是否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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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單人床褥海外測試結果（測試由北歐及歐洲消費者組織統籌）

編
號 牌子 型號/產品資料

彈簧種類/
主要承托

物料

量得床褥尺碼 
（長x闊x厚） 

(厘米)
[1]

量得
床褥重量 
（千克）

大約
售價 
 [2]

   防火測試 [3] 承托表現 [4] 透濕和保溫表現 耐用程度 [8]

總評 
[9]煙頭 小火焰 仰臥  側臥

承托腰部 
表現 
[5]

透濕
[6]

保溫
[7]

硬度
評級

厚度
變化

軟硬度
變化

使用後
狀態

使用後
承托身體
表現的
變化

由北歐消費者組織統籌   

S1 宜家家居 
Ikea Sultan Engenes 乳膠 202 x 93.5 x 19 21.8 $2,590 不滿意

女* ●●●● ●●●●
●●●● ●●● ●●●● 軟 ●●●●● ●●●●● ●●●●● ●●●●● ★★★★

男* ●●●● ●●●

S2 宜家家居 
Ikea Sultan Fonnes 泡膠 198 x 91.5 x 12.5 7.5 $890 不滿意

女* ●●●● ●●●
●●●●● ●●●● ●●●● 軟 ●●●●● ●●●●● ●●●●● ●●●●● ★★★★

男* ●●● ●●●

S3 宜家家居 
Ikea Sultan Florvag 泡膠 199 x 90.5 x 10 5.3 $549 不滿意

女* ●●●● ●●●
●●●● ●●●● ●●●● 中度 ●●●●● ●●●●● ●●●●● ●●●●● ★★★★

男* ●●● ●●●

由歐洲消費者組織(Euroconsumers)統籌  

S4 Tempur The Original Mattress 20cm 記憶棉 200.5 x 90.5 x 20.5 20.7 $17,000 ●●● ●●●● ●●●●● ●●●● ●●●● 非常軟 ●●●●● ●●●●● ●●● ▲ ●●●● ★★★★

S5 宜家家居 
Ikea Sultan Hagavik 10156294 袋裝彈簧 199 x 80 x 26 14.4 $1,590 不滿意 ●●● ●●● ●●●● ●●●● ●●●● 軟 ●●●● ●●●● ●●● ◆ ●●●●● ★★★

   

註 表一和表二的結果不可作直接比較，因雙人床褥和單人床褥的測試方法、
測試的環境條件和評分比重不一樣。樣本S1至S3的測試由北歐消費者組織
負責，樣本S4至S5則由歐洲消費者組織(Euroconsumers)負責，兩組樣本的
測試方法及總評的比重有少許分別，不宜直接比較。 
●/★愈多表示該項表現愈佳，最多5點。  

[1] 樣本S1、S2、S3及S5在港供應的尺碼為亞洲版，聲稱長度及闊度分別
約189厘米及92厘米。 

[2] 本會於出版前由市場調查所得的售價，不同推廣時間及零售商的售價
會有差異，只供參考。

[3] 煙頭測試參考歐洲標準 EN 597-1檢測。   
 小火焰測試參考歐洲標準 EN 571-2檢測。   
 本港法例下，家用床褥只須通過煙頭測試，毋須通過小火焰測試。
 ：滿意 

[4] *  樣本S1至S3由兩名不同體重及身型的男女進行測試。
 S4至S5由一名測試人員進行測試。
 先在簇新的床褥樣本進行仰臥及側臥測試，樣本經耐用測試

後，再次進行仰臥及側臥測試。 
 仰臥時，量度身體不同部位令床褥受壓下陷的幅度，計算床褥

承托身體的平均表現。 
 側卧時，先在人體背部腰脊柱位置劃定5點，然後側卧床褥上，

拍照後，量度和計算該5點位置和床褥水平的角度和距離，從
而計算床褥承托身體的表現。

[5] 用兩個圓形儀器模擬臀部及肩膀於床褥上施壓，量度兩個儀
器之間的位置的高低水平，從而評估床褥承托腰部的表現。

[6] 床褥擺放在室溫37℃及相對濕度50%的環境下10小時，用儀
器量度水分透過床褥增加重量的比例，反映透濕情況。 

[7] 床褥擺放在室溫0℃及相對濕度50%的環境下10
小時，儀器其中一面緊貼床褥，其餘方向盡量保
溫，量度用以保持該儀器維持於37℃所需的能
量，反映床褥的保溫性。

[8] 參考歐洲標準 EN 1957，用滾筒在床褥來回壓
30,000次，檢視床褥的軟硬度和厚度變化及使用
後的狀態，例如彈簧和床墊物料有否損耗等，又
按量得的數據為床褥硬度評級。 

 ▲ 部分記憶棉撕裂。
 ◆ 部分包着彈簧的外層物料遭彈簧刺穿。

[9] 樣本S1至S3的總評比重如下： 
 防火測試 10%
 承托表現 50% 
 透濕 5% 
 保溫 5%
 耐用程度 30% 

 樣本S4至S5的總評比重如下：
 防火測試 10% 
 承托表現 40%
 透濕 5% 
 保溫 5% 
 耐用程度 40%

5 款單人床褥的海外測試結果
 歐洲消費者組織（Euroconsumers）及北歐地區的消費者組織，去年曾分別測試約

長190厘米、闊80厘米（約74吋x 31吋）的單人床褥，當中5款在本港有售，包括1款

袋裝彈簧、1款乳膠（latex）、1款含記憶棉（visco-elastic）及2款泡膠的床褥，本會刊

印有關測試結果供消費者參考。

 5款單人床褥售價由$549至$17,000不等，售價最高的一款聲稱物料是由感溫記憶活性粒

子所組成，聲稱可紓緩壓力、減少翻身次數。5款床褥量得的厚度由10厘米至26厘米不等。

 測試項目包括防火測試、承托表現、透濕和保溫表現及耐用程度。北歐的測試與本

會進行的測試不同之處是承托身體測試分別由不同身型和體重的男女，於簇新的和經耐

用測試後的床褥，分別仰卧和側卧，量得數據後再計算承托表現。

 結果顯示同一張床褥，對體重較輕的女士，仰卧和側卧的承托表現均較比較「重

磅」的男士為佳。所以，買床褥時，體重高的人士要特別注意床褥的承托表現。

 此外，該兩個海外測試就透濕和保溫表現所採用的測試方法及環境的溫度和濕度與

本會所採用的亦有明顯差異，結果見表二。

結果

 「宜家家居」Sultan Engenes （#S1）和Sultan Fonnes（#S2）的表現較佳，有4星

評分，售價分別是$2,590和$890。

親身試睡

選購時，不要只用手試按幾次或坐

於床邊來判斷床褥的軟硬。現時有不少店

舖都容許顧客試睡，不要平白放棄試睡的

權利。試睡時最好預算充足的時間（例如

半小時）及穿較鬆身的衣服，嘗試仰睡、側

睡、轉身數次，留意床褥給身體各部位的

貼服及舒適程度。

若選購雙人床，不妨帶伴侶一起試

睡，由重的一方轉身數次，讓另一方感受床

褥的震動是否可接受，會否影響安睡。有

時候兩個人對床褥的接受程度未必一致，

或可考慮將兩張不同物料的單人床褥合併

起來使用。

如何保養床褥？
無論是彈簧或非彈簧床褥，睡久了都

可能出現局部下陷、不易恢復彈性，而且人

體排出的濕氣可能弄髒內襯墊或令質材變

質。建議在床褥外套上床墊，因床墊較易

通風透氣，定時清洗，可去除異味、濕氣，

較為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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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專題

此外，可考慮每隔一段時間將床褥

前後對調，如床褥的底面物料結構相同，

還可上下翻面，這樣循環反覆可讓濕氣排

出，也讓長時間受壓的地方回復彈性。但

未必適用於面層有軟墊的pillow-top型號，

要保持床褥清潔，可將床褥置於陰涼通風

處，或用抽濕機保持床褥乾爽。

切勿在床上吸煙
雖然測試的床褥樣本全部符合香煙

測試，但消費者不應掉以輕心，要時常留意

火種。

1. 謹記不要在床上吸煙

2. 不要在無人看管下燃點蠟燭、香

薰爐等

3. 不要讓小孩把玩蠟燭、火柴或打

火機

香港物理治療學會意見
該會表示，人體的脊柱，從側面看，

不是一條直桿。為防止背部疼痛，睡眠時

背部必須有足夠的承托。保持背部向前彎

曲，對背部的健康和預防背痛至關重要。

床褥是否有足夠的承托力便足夠？

若背部承托不足以保持腰脊柱向前

彎曲，腰椎柱會變扁平。隨着時間流逝，可

能導致腰脊柱轉形，從而加速脊柱衰老。

床褥若只能均勻地承托脊柱，未必能保持

腰部向前彎曲的生理弧度。

怎樣選合適的床褥？

不同的人、年齡和性別，腰脊柱的弧

度會不同，所以沒有既定的規則就男、女、

體重、身高、身體構造或姿勢等選擇適合

的床褥。任何床褥，不論厚或薄，獨立彈簧

或其他，硬或軟，只要可充分保持腰脊柱

的弧度就是合適。當然，一般人普遍關注

床褥維持足夠承托的耐用性，若床褥在短

時間內失去了承托力便不理想。

若有腰酸背痛，怎樣的睡姿才可減

輕痛楚？

如有嚴重的背痛，或坐骨神經痛而

伸延至腿部，睡眠時，不論仰臥或側臥，要

採用無痛或至少是最舒適的姿勢，以求有

充足的睡眠。找到適當的睡姿，可減輕或

消除痛楚，物理治療師在這方面可提供建

議。無論如何，不建議俯睡，長時間俯睡可

引致頸部拉傷。

廠商意見
「金美夢」（#4）的製造商表示，測試

的型號未能符合小火焰的測試，是由於該

床褥的布料未有添加任何化學物質，讓消

費者有多一個選擇；該公司另有提供其他

添加了阻燃用料的床褥型號。該公司又表

示，會對測試型號作出相應改善，增加布

料的密度以符合更高的防火標準。

「愛皇健」（#5）的代理商表示，所

測試的型號為附額外軟墊層（pillow-top）

的型號，所以受壓後厚度變化會較大。

「雅蘭」（#6）的製造商表示，有關

測試發現缺失個別彈簧的事項，該公司非

常關注，已即時通知生產和品質檢驗部門

 是次測試的雙人床褥彈簧床褥

中以「睡康寧」（#1，$3,150）及

「歐化寶」（#2，$5,980）的評分

最高，非彈簧床褥中以「Sinomax」

（#23，$4,299）的評分最高，其

他多款床褥的評分也不俗。消費者

可按自己的需要，親身試睡後再作

選購。

選
W

N擇指 南

跟進，又重新檢測已生產完成的彈簧，所有

彈簧均符合標準及沒有發現相關的情況。

該公司相信個別彈簧缺失的事件為個別

例子，該公司已採取措施要求廠方對整個

生產過程重新規範，加強產品質量控制管

理，確保不會再發生相類情況。

「寶富麗」（#8）的製造商寄來該

型號的訂貨資料，顯示所用的布料通過

BS7175煙頭及小火焰的測試。

「宜家家居」（#18、#S1、#S2、#S3

及#S5）的代理商表示，各款床褥均經過國

際認可的EN 1957耐用測試，模擬一個重

300磅的人於床上滾動49,876次，相當於

正常使用床褥25年，同時也以100公斤的

重量測試床褥邊緣20,000次以保證其耐

用性。該公司稱其提供25年品質保證及90

日床褥及床墊試用服務，以保證質素及令

顧客能挑選合適的床褥。

該公司又指根據脊醫意見，軟身的床

褥不一定影響脊骨，硬身的床褥也不一定

適合每一個人，選擇床褥應根據體重、身高

及睡眠習慣揀選合適的床褥。

「Tempur」（#S4）的廠商表示，記

憶棉的其中一個特性是隨溫度變化，在

低溫時會變得較硬，溫度上升時會變得

較軟。至於樣本於耐用測試後泡膠出現撕

裂，可能是個別質量問題或曾錯誤處理，

該公司指其床褥有15年保養，可確保產品

的質量。

▲側卧時，拍照量度背部腰脊柱 5 點位置和床褥水

平的角度和距離，然後計算床褥承托身體的表現。

▲測試腰部承托的儀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