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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鋒南下，氣溫驟降，羽絨衣頓成今年

的熱購商品，除了大大小小的時裝店之

外，一些流行服品牌和運動品牌今季

也新推羽絨衣，選擇更加多。揀選

羽絨衣，從內至外，都有學問，譬

如從標籤所示的含絨量、蓬鬆

度、充絨量，便可大致掌握羽絨

衣的保暖程度。

羽絨衣的優點
羽絨衣又輕又軟、透氣性好、保暖性

佳、可壓縮成體積較小的衣物，攜帶方便，

去寒冷的地方旅遊、留學、考察、賞雪或

其他戶外活動，都有備無患。而羽絨衣

的缺點是濕水後保暖效果差、乾得

慢，價錢亦比合成纖維衣物高。

如何選購羽絨衣？
羽絨衣有厚有薄，有外

套、短衣、背心等分別適合

外穿和內穿的款式，長短不

一，亦有貼身和寬鬆的設

計。羽絨衣是許多人對抗

嚴冬的選擇，但買羽絨衣

要因應天氣及個人的需

要來選擇，例如要到外

地過冬，相比只應付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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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寒流，要求便大為不同。當然，也要考

慮自己的預算，市面所見的羽絨衣價格由

數百元到數千元，差異頗大，消費者選購

時，可以留意以下要點。

參考衣物標籤
理想的羽絨衣標籤會詳細列出面

料（shell）和內裏（lining）的成分、填充絨

毛及羽毛成分比例（down and feather 

content）、填料的重量（充絨量）、蓬鬆

度、洗濯及乾衣指示，大部分還包括品牌、

尺碼大小及其他資料。

用手摸拍
選購時，用手觸摸羽絨衣，憑手感

來判斷內藏的物料是羽毛或是絨毛較多，

若感覺有硬的羽毛梗，羽毛含量會較高，

絨毛含量就相對較低，保暖性較差。其次

可將羽絨衣一角緊握後再放開，觀察羽絨

衣恢復原狀的速度和蓬鬆程度，羽絨量愈

高，恢復至原來的厚度的速度會愈快。然

後可輕輕拍打羽絨衣，看看有沒有灰塵、

絨毛或異味；若灰塵較多，可能是加工工

序不當或工藝不完善。

羽絨衣的內裏乾坤

羽絨多來自水鳥
羽絨的成分有絨毛（down）和羽毛（feather）。絨毛是指

鴨鵝等水鳥的胸腹部分的柔軟絨毛或朵絨，羽毛則是來自頸及

兩側，絨毛比例愈高，質素愈好，價錢亦會較昂

貴。取自成熟白鵝的羽絨，朵絨最大，品質最好，

鴨絨次之，其他陸上禽鳥例如雞或火雞的毛，會

被水沾濕及不保暖，品質較次。由於羽絨來自禽

鳥，屬天然產品，羽絨羽毛拔下後須經加工清

潔、消毒、除臭、防菌及分類等多個工序。

含絨量
含絨量（down content）是指

填料的絨毛和羽毛的含量比例，例

如90/10是指90%絨毛及10%羽毛，

80/20指80%絨毛及20%羽毛。

羽絨含量相關規定
每個地方對衣物含羽絨量有相關的規定，例如內地有羽絨

服裝標準GB/T14272-2002，羽絨服裝的含絨量不得低於50%。

歐洲和瑞士方面，最少要有60%含絨量才可稱為羽絨產品，加

拿大則最少要有75%含絨量。 

蓬鬆度
蓬鬆度（fill power）是指特定重量（例如美國常用的重量

單位：安士）的羽絨在指定直徑的透明圓筒內及在一定壓力

下所佔的體積，一般以立方吋計。一般來說，若以立方吋/安

士（in3/oz）表示，羽絨的蓬鬆度由400至450已屬中等品質，

500至550屬品質好，550至750已是非常好的品質，而750以

上屬優質。重量相同但蓬鬆度不同的羽絨，以蓬鬆度較高的較

為保暖。

充絨量
充絨量（fill weight）是指一件羽絨衣填料的全部

羽絨的重量，愈重愈厚則愈保暖。根據一些內地消費

者協會的建議，注重衣物保暖程度的消費者，若身處南方區域，

成人可選購充絨量100克以上的羽絨衣，而當身處北方區域，應

盡量選購充絨量達200克以上的羽絨衣，不過充絨量和服裝的

長短、大小有關，而保暖程度也會因個人需要而有差異，羽絨衣

的充絨量只宜作參考和比較。

消費提示

用鼻子「聞」
選購時嗅嗅看有沒有異味，因羽絨來

自家禽鳥類，若羽絨未徹底清潔和消毒，就

容易藏細菌，不衞生之餘還可能產生異味。

外層物料也至關重要
羽絨衣怕潮濕，因濕水後保暖程度

會降低，所以羽絨衣的外層多採用高密

度編織以防羽絨「走脫」、聲稱有「跣水」

（water-resistant）功能的質料，或布料

羽絨衣的外層物料有「跣水」效果，令內層的羽絨

不易弄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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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過去3年共收到225宗有關羽

絨產品的投訴，當中大部分涉及洗衣店清

洗羽絨產品後出現問題，例如變色或洗後

有破爛的情況；也有投訴所購羽絨產品的

質量，例如不夠暖、羽絨甩毛等。部分投訴

的內容如下： 

個案一：

買入羽絨褸覺得不夠保暖
錢小姐以$598在某店購買了一件標

籤標示含90%鵝絨的女裝羽絨褸，在新年

期間她穿着上街，覺得不夠保暖，便回到  

店舖查詢及要求退換，但店員解釋羽絨褸

的保溫程度與個人體溫有關，並表示不會

退換。錢小姐認為店員的解釋不合理，向

本會求助，要求該店退款。

跟進

本會跟該店舖負責人聯絡上，負責人

表示只要錢小姐能出示購物收據及退回該

羽絨衣，便可退款。

個案二：

羽絨褸穿着後不斷甩毛  更換另

一件問題依舊

張女士於2010年12月底在某商店購

買了一件黑色女裝羽絨褸，價值$3,550。

一個月後她發現羽絨褸不斷甩出羽絨，於

2011年1月底往店舖投訴，在2月中獲更換

一件同款羽絨褸，但穿着後同樣出現甩毛

問題。3月中她再往店舖投訴，店舖職員建

議她更換其他羽絨褸；張女士當時未能在

店內揀到合適的款式，職員聲稱有新款便

通知她。及至6月底，張女士收到店舖職員

電話通知，更換羽絨褸的期限是8月。張女

士十分不滿該店舖的經營手法，認為該店

並沒有新款羽絨褸供她選擇，做法不負責

任，於是向本會投訴，要求店舖退回全部

款項，或將更換期延長半年以便她能更換

其他款式的羽絨褸。

跟進

本會聯絡下該店舖負責人表示可將

更換期延長，張女士接受這解決方案。 

個案三：

乾洗後，羽絨褸毛領的毛黏在

一起
陳小姐把附有毛領的羽絨褸拿到洗

衣店乾洗，取回衣服時發現毛領的毛黏在

一起，不能分開，向洗衣店投訴及索取賠償

不果，要求本會協助向洗衣店索償$500。

跟進

本會多次聯絡該洗衣店均不獲回覆，

建議陳小姐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索償。

上有透氣防水的塗層，藉以保護內層的羽

絨。如要做到車縫位置都防水，技術要求

更高，例如在拉鏈及接縫位置用上防水

壓膠技術，這些設計再加上剪裁的繁複性

等，都會影響衣物的售價。

看車縫線的緊密度
為了防止衣物內的羽絨移動，羽絨

衣設計通常為方格或長條形，並以車縫線

分格，在選購時要注意縫線是否完整、用

線是否細緻、有沒有脫線等情況。若車縫
羽絨衣設計多數是方格或長條形，以縫線分隔，

防止羽絨變得不均勻。

本會過去3年收到有關羽絨產品的投訴數字

年份
涉及洗衣店清洗羽絨產品

的投訴
涉及購買羽絨產品

的投訴
總數

2009 49 5 54

2010 52 17 69

2011 76 26 102

總數 177 48 225

做工過於粗疏，羽絨會隨穿着及洗濯等移

動，日久之下，羽絨會集中在衣服下方，不

僅不好看，穿着耐用性也會降低，衣服可能

變得不保暖。

親身試穿
不同品牌的羽絨衣有不同的袖長、肩

膊闊度、腰身及長度等，要親身試穿，感受

羽絨衣的保暖性和產生「暖意」的速度，才

能找到適合自己的。

投訴個案

消費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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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油脂，破壞羽絨的彈性，也可能破壞衣

服外層織物的防水塗層，因此清洗必須按

護理標籤進行。

 標示可水洗才用洗衣機洗：在天

氣好的時候，按指示用洗羊毛的中性洗潔

劑或羽絨專用清潔劑等溫和的洗潔劑，並

要選用溫和的洗衣程序，勿用高速旋轉的

洗衣程序，以免羽絨因高速旋轉而纏結或

斷裂，損壞羽絨的組織，縮短壽命。

 切勿用衣物柔順劑：衣物柔順劑

會加速羽絨衣的塗層老化，降低衣物的耐

用性。

衣物護理標籤十分重要，用錯清洗方法可能

損壞衣物，部分羽絨衣標示不能乾洗，或不可

用乾衣機烘乾，但亦有部分標示只可乾洗。
 脫水後要盡快平放在通風

的地方晾乾，時常拍打衣服內的羽

絨，令其均勻分布及盡快乾透，以免

發霉及產生氣味。

 若說明可烘乾，應調校至

低溫烘乾。

怎樣收藏？
 收納：將已清洗及晾乾的

羽絨衣摺好，用透氣的棉衣袋包起，

避免使用不透氣的膠袋，以免產生

氣味。不要存放在潮濕及密閉的地

方。

 免壓：羽絨衣雖可壓縮減

少體積，但不宜被長期擠壓，以免不

能回復原先的鬆軟，影響保暖功能。

 曬太陽：存放一段時間後，

宜趁好天氣偶爾拿出來透氣，並在

溫和的陽光下晾曬，讓羽絨恢復原

來的蓬鬆效果，但不要曝曬或時間

過長。

個案四：

黑色羽絨褸乾洗後變成灰色
黃小姐把黑色羽絨褸拿到洗衣店乾

洗，取回時發覺羽絨褸變成灰色，黃小姐

認為該羽絨褸無法補救及要報銷，要求洗

衣店賠償褸的原價$2,900，並要求本會予

以協助。

跟進

本會聯絡該洗衣店後，該店職員提

出以現金$450及洗衣券$1,000解決糾紛，

黃小姐不接受，堅持索償$2,900。其後，該

職員離職。黃小姐往後再聯絡洗衣店，表

示願意收取現金$500及洗衣券$500，但

洗衣店不予回覆。本會建議黃小姐入稟小

額錢債審裁處索償。

消費者將羽絨衣物送洗時，應選擇

有商譽及口碑的洗衣店。送洗前，最好留

意羽絨衣的護理標籤註明是要乾洗還是水

洗，並主動向洗衣店說明。可要求在收據

上詳述衣物品牌、特徵及污漬位置；當面

點算清楚衣物數量，並妥善保存收據。提

取衣物時，應當面檢查衣物確定衣物清洗

後情況滿意，若有問題要即時反映，要求店

方跟進。

香港洗衣商會

意見
香港洗衣商會建

議，消費者購買羽絨

產品時，注意產品

要 有清 楚 洗衣標籤

指示，內容應包含清晰

的洗濯和乾衣方法，不

應存有含糊的標示，例如

Professional Dry Clean。

該商會表示，由於羽絨衣的生產商

在生產過程中會嚴格監控品質，一般品質

較佳的羽絨產品在護理上並不困難。而一

般情況下，洗衣店收到羽絨產品，會詳細

檢查衣物及洗衣標籤，如發現衣物有任何

問題或標籤指示含糊，都會向顧客解釋清

楚；在雙方同意後，在單據上列明，簽名作

實，才進行交易，以避免不必要的誤會。一

般羽絨產品經過長期使用或收藏，品質及

色澤確實會有某程度損耗，經洗濯後會更

明顯。因此，消費者將羽絨衣送洗時，要讓

洗衣店瞭解衣物的狀況，例如衣物染上污

漬後是否已存放多時，因為這會令污漬較

難洗掉。又建議顧客穿着後，先清洗，再儲

存。儲存時不要用有氣味的防蟲劑，以免

羽絨填料吸收氣味後難以清除。

清洗有法
 洗濯及護理應按製造商的護理

標籤說明進行：若羽絨衣沒有清晰的護理

標籤及質料成分說明，宜考慮

是否購買。

 羽絨衣應盡量減少

洗濯：因每次洗濯或多或少會

損害羽絨的功能。

 除非產品說明只可乾

洗，否則羽絨衣應避免乾洗：乾洗

用的有機溶劑會溶解或洗掉羽絨的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