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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 妹

測試樣本
樣本包括13款洗衣粉、10款洗衣液和3款洗衣球，購自百貨

公司、超級市場和雜貨店。洗衣粉中10款為較常見重量約2.5公斤

包裝的樣本，另外3款為較大型的5公斤或以上的樣本，售價由$24

至$130；洗衣液樣本的容量或重量由每瓶500克至3公升，售價由

$29至$133；洗衣球樣本每個或每套的售價則由$29至$560。

洗衣液每次開支較高
測試各樣本時所用的洗衣劑分量是按產品包裝說明或產品

供應商的建議，每次洗衣的開支撇除水費和電費費用，整體上以

洗衣粉和洗衣球的樣本較便宜，分別為每次$0.18至$2.13和每次

$0.30至$0.56；使用洗衣液則每次由$0.37至$5.75。

去污效能
洗衣用品的去污效能是消費者考慮是否選用的重要因素，本

會以17種不同的污漬考驗各類洗衣用品，評估它們的去污效能。測

試以染有17種污漬的棉質布塊，連同棉布（餐巾）放入前置式洗衣

機，以一般洗衣程序（wash program）和40℃水溫進行清洗，並記

錄用分光光度計（spectrophotocolorimeter）量度到清洗前和清洗

後布塊上不同污漬的反射係數（reflectance），再計算出去除污漬

的百分比，以6次結果的平均值評分。有關污漬去除百分比愈高，代

用洗衣機洗衣服，如想洗得乾淨，你所用的洗衣劑也

至關重要。洗衣粉和洗衣液的去污效能何者較好？近年興

起的洗衣球是否一如聲稱可以「取代傳統洗衣粉」？

測試了26款洗衣粉、洗衣液和洗衣球，發現洗衣粉和

洗衣液的去污效能相若，而洗衣粉洗衣較潔白，但引致的

褪色問題普遍較洗衣液嚴重。洗衣球的去污能力卻竟與清

水無異！

洗衣粉洗衣液
各擅勝場
洗衣球效用與清水無異洗衣球效用與清水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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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樣本洗紅酒漬和朱古力漬竟較

清水差
洗衣液樣本在清洗紅酒漬和朱古力

漬的表現普遍較洗衣粉理想，而部分洗衣

粉在清洗這兩種污漬時的表現，甚至比只

用清水沖洗效果更差。「汰漬」（#14）洗

衣液在清洗紅酒漬和朱古力漬的表現都

不錯，而「寶絲」Non-Bio（#15）、「護麗」

（#16）及「威潔士」（#19）洗衣液都可有

效去除紅酒漬。洗衣球樣本的表現與只用

清水清洗並無顯著分別。

洗衣粉洗衣液的去污效能分別

不大
雖然洗衣粉樣本在去除紅酒漬和朱

古力漬的表現較遜色，不過在去除芥末、

草、泥土和草混合物、水溶性油漆和血液

等污漬的表現，則普遍較洗衣液優勝，以

整體去污能力而言，洗衣粉和洗衣液樣

本的表現分別並不明顯。整體去污表現以

「汰漬」（#14）洗衣液、「獅王潔白物語」

（#3）和「寶絲」少泡沫（#4）洗衣粉較理

想。

衣物潔白程度
與去污效能測試同步進行，將染

有污漬的布塊和4種不同物料的白色布

塊：包括棉質(cotton)、聚酯棉(polyester/

c o t to n )、聚酯( po l y e s t e r)和聚酰胺

(polyamide)，放入前置式洗衣機，以一般

洗衣程序和40℃水溫進行清洗，再量度

5選擇42111 . 2011

表樣本愈有效去除該種污漬。

為了更全面評估不同類型洗衣用品

的效能，本會特意只以清水用同一程序和

水溫清洗染有污漬的布塊，以比較洗衣用

品間實際清潔效果之餘，亦可與只用清水

清洗的結果作一比較。

17種污漬包括飲品類污漬（咖啡、

茶、紅酒和藍莓汁）、食物類污漬（漢堡飽

醬汁、朱古力、胡蘿蔔糊、醬油、番茄醬和

芥末），以及日常接觸得到的污漬（草、泥

土/草混合物、血液、粉底、礦物油、水溶性

油漆和油溶性油漆）。

難去除咖啡漬及茶漬
試驗結果顯示，各個劑型的樣本在

去除咖啡漬、茶漬和油溶性油漆等污漬的

去污表現都欠佳。以咖啡漬為例，所有洗衣

液和洗衣球樣本都不奏效，布塊上的咖啡

漬於洗後完全沒有減淡，而洗衣粉樣本去

除咖啡漬的效能亦十分有限，當中以「美國

藍帶」（#8）的表現較理想，但實際的去污

效果仍不算明顯。

至於茶漬和油溶性油漆，所有樣本

的表現相若，都未能有效去除該兩種污

漬。朱古力漬和礦物油漬同樣是較難洗

掉的污漬，而各個樣本的表現亦都不算理

想。

真的不知道洗衣球是什麼東西。代替洗

衣粉？不成罷，我覺得要落洗衣粉才洗

得乾淨，才會安心。

如果衣服沾上粉底，我會用手洗，有

些衣物本身也需要用手洗。我會買

手洗用的洗衣液，研究一下成分是否

刺激皮膚，試過用某品牌的洗衣液，

弄得雙手很乾燥，大吃一驚呢！

有時候阿爸阿媽去了內地探親，我都識

得用洗衣機洗衫㗎。揀洗衣粉，我會聽

聽家人和親戚的經驗，譬如有時洗完之

後，衣服明顯比以前白，會留意一下是

否洗衣粉太強力。

我捨得花錢買好的洗衣粉，因為可以保持衣物

柔軟而又不會嚴重甩色，也不會令衣服太快起

毛粒，顯得殘舊。之前用過一款洗衣粉，將柔軟

的牛仔褲弄得乾巴巴的，就像過份洗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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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後白色布塊的潔白程度（whiteness 

degree），以3次結果的平均值評分。

洗衣粉洗衣較潔白
潔白程度的數值越大，表示洗衣用品

有效防止污漬再沉澱到衣物上；相反，數

值越小則代表被洗掉的污漬較容易再黏附

在衣物纖維上，影響衣物的潔白程度。結

果顯示，洗衣粉樣本在保持棉質和聚酯棉

布塊的潔白程度上，整體表現較洗衣液樣

本好；而洗衣粉和洗衣液的表現都明顯較

洗衣球樣本優勝。與只用清水清洗的情況

比較，發現洗衣球樣本和清水在保持衣物

潔白的表現並無明顯分別。

熒光增白劑保持衣物潔白
紡織品纖維少不免夾雜顏色雜質，

因此看起來有灰灰黃黃的感覺。在洗衣劑

中加入的熒光增白劑(optical brighteners或

fluorescent whitening agents)，於洗衣時會

依附在衣物上，令衣物在有紫外線的環境下

反射藍色的光線，因此看起來會較光亮。

其他助劑保持衣物潔白
部分洗衣劑含有抗沉澱劑（ant i -

redeposition agents），例如羧甲基纖維素

鈉（carboxymethyl-cellulose，簡稱CMC）。

抗沉澱劑通常屬水溶性和備有負電荷，可

令污垢在溶液中懸浮而分散，有助防止

洗衣溶液中的污垢再沉澱到衣物纖維上，

「首選牌」（#6）及「美國藍帶」（#8）都標

示含有CMC，而它們保持衣物潔白的表現

也不錯。

顏色衣物褪色程度
將染有13種不同顏色染料的棉質布

塊連同棉布（餐巾）放入前置式洗衣機，以

一般洗衣程序和40℃水溫進行清洗，連續

清洗25次，模擬長期使用各產品清洗衣物

的情況，再以分光光度計量度清洗後布塊

的褪色程度，以樣本所得的色差平均值作

評分。

洗衣粉令衣物褪色較明顯
結果顯示洗衣粉樣本引致的褪色問

題普遍較洗衣液樣本嚴重，其中以「威威」

（#5）洗衣粉的褪色問題較嚴重，此外，亦

有個別洗衣液樣本如「汰漬」（#14）雖具良

好的去污效能，但引起的褪色問題較其他洗

衣液樣本嚴重。如要保持顏色衣物色彩鮮

艷，又想有不錯的去污效果，「花王潔霸」

亮彩（#1）洗衣粉、「護麗」（#16）、「花王

潔霸」抗菌（#18）、「威潔士」（#19）、「保

潔麗」（#20）和「獅王潔白物語」納米樂

（#21）洗衣液樣本都是不錯的選擇。

漂白劑雖可破壞污漬的色素而令

衣物保持潔白，不過缺點是可能令顏色

衣物褪色，「首選牌」（#6）標示含漂白

劑過碳酸鈉（sodium percarbonate），

「特惠牌」（#12）則含過硼酸鈉（sodium 

perborate），這些漂白劑都可能會令衣物

褪色。另一方面，洗衣球樣本雖然在保持衣

物顏色方面表現理想，但它們測出的去污

效能卻十分有限。

洗衣粉溶解度令人滿意
洗衣粉溶解不徹底，容易結成顆粒

殘留在經清洗的衣物上，皮膚經常接觸沾

有洗衣粉殘餘的衣物有機會受刺激，或引

致敏感問題。本會對13款洗衣粉樣本進行

了溶解度測試，在棉質布料加入深藍色和

黑色布塊，加入產品標籤說明或廠商建議

分量的洗衣粉，以一般洗衣程序及20℃水

溫進行清洗，於整個洗衣程序完成後，檢

視深藍色和黑色布塊上是否留有洗衣粉顆

粒。結果顯示，所有洗衣粉樣本的溶解度

都很理想，於較嚴謹的20℃水溫的情況下

都可以完全溶解，未有在深色布塊上留有

洗衣粉殘餘。

測試用的棉質布塊上染上不同的污漬： （1）清洗前的狀況；（2）用去污效能較理想的洗衣劑洗後的狀況； 

（3）用去污效能較遜色的洗衣劑洗後的狀況。

2 3

用不同樣本洗後的顏色布塊分別頗大：褪色問題較

嚴重 ( 上 )；顏色保持鮮艷 ( 下 )。

樣本中「首選牌」（#6）、「美國藍帶」

（#8）、「亮麗」（#9）和「威潔33」（#10）

洗衣粉、「汰漬」（#14）、「寶絲」Non-Bio

（#15）和「白威寶」（#22）洗衣液的標

籤標示含有熒光增白劑，或其廠商向本會

表示產品含有熒光增白劑，而「超值牌」

（#13）洗衣粉、「獅王潔白物語」納米樂

（#21）和「獅王潔白物語」殺菌（#23）洗

衣液等樣本則標示不含熒光增白劑，至於

其他樣本是否含有熒光增白劑則資料不

詳。標示含熒光增白劑的樣本保持衣物潔

白方面都有理想表現。不過部分熒光增白

劑接觸皮膚後，可能會引起敏感反應，皮膚

敏感人士需要留意。

泥土 / 草混合物 芥末

血漬 紅酒

番茄醬 胡蘿蔔糊

1



7選擇42111 . 2011

洗衣粉總磷含量
為減少源自洗衣用品的磷對水生

環境生態造 成的負面影 響，歐 盟議 會

於2010年提出修訂洗衣劑條例EC No. 

648/2004，規定家用洗衣用品的總磷含

量（total phosphorous content），並建議

於2013年1月1日起，如任何家用洗衣用品

的總磷含量等如或超過0.5%（以重量計

算），該等產品都不容許投放入市場銷售。

加拿大的環保法則規定，自2008年起所有

家用衣物洗劑的磷含量以磷元素計算不可

超過0.5%，或以五氧化二磷（P2O5）計算

不可超過1.1%。

台灣洗衣類合成清潔劑標準CNS 

2477則規定，聲稱「無磷」的洗衣劑的全

磷酸鹽含量（以P2O5計算）不可超過2%。

內地的國家標準GB/T 13171.2-2009則規

定，無磷型洗衣粉的總五氧化二磷（P2O5）

質量分數應少於或等於1.1%。

2 款「無磷」產品檢出微量磷化

合物
三 聚 磷 酸 鈉 ( s o d i u m 

tripolyphosphate，簡稱STPP)和磷化合物

膦酸酯(phosphonates)屬洗滌助劑，可軟

化水質，防止污垢再次沉積在衣物上，因此

常用於洗衣劑。不過，如洗衣劑的磷含量過

高，排出的廢水可能影響水生態平衡，有

機會令海藻過度繁殖，以致海水含氧量下

降，最終對水中生物的生命造成威脅。

在 洗 衣 粉 和 洗 衣 液 樣 本 中，共

有8款標榜「無磷（non-phosphate/no 

phospho rus）」，4款聲稱不含磷酸鹽

(phosphate free)，另有1款聲稱其磷含量

少於0.5%（以磷酸鹽計算）。測試發現，

7款樣本檢出磷化合物，其中4款洗衣粉

檢出三聚磷酸鈉，含量由4.6%至最高的

42.9%；3款洗衣液樣本則檢出磷化合物

膦酸酯，其中2款屬DTPMP，當中包括聲

稱「環保無磷」的「保潔麗」（#20）洗衣

液。另外，標榜不含磷酸鹽的「獅王潔白

物語」納米樂（#21）洗衣液則檢出膦酸酯

HEDP。不過，它們的磷含量仍符合內地和

台灣無磷洗衣劑的標準。

樣本中，檢出磷化合物的樣本的總磷

含量介乎0.03%至最高的10.7%（以磷元

素計），「威潔33」（#10）洗衣粉的總磷含

量最高。為減低洗衣劑可能對海洋生態造

成的影響，本會建議洗衣劑供應商盡量調

低產品內的總磷含量。

標籤資料有待改善

普遍沒有列出成分資料
歐盟條例EC No. 648/2004規定，洗

劑產品供應商須於標籤或公司網頁向消費

者提供產品的成分資料，以協助消費者挑選

合適的洗劑。如產品添加了酵素、消毒劑、

熒光增白劑和香料，無論濃度多少，都須

在產品上列明。此外，如產品添加了濃度達

0.01%以上具致敏性的香料，也必須註明。

不過，本港現行的《消費品安全條

例》未有要求洗衣劑列明其成分資料，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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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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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5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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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用品測試結果

編
號

產品名稱 
[1]

零售價 
[2]

重量/
容量 

(千克/
公升)

聲稱
來源地 

[3]

建議用量 
[3]

測試平均 
每次用量 
(克/毫升) 

[4]

平均
每包裝
可用
次數 
[4]

每次 
洗衣費用 

[4]

去污效能

衣物潔白 
程度 
[9]

顏色衣物 
褪色程度 

[10]

總磷含量 
[11]

標籤資料 
 [13]

取用
方便程度 

 [14]

總評 
[15]

飲品
污漬 
[5]

食物
污漬 
[6]

其他
日常接觸
的污漬 

[7]

整體 
[8]

洗衣粉

1 花王潔霸亮彩超濃縮洗衣粉 Kao Attack Color  $47 2.5 — 1/2匙 35 71 $0.66 ●●● ●●●●● ●●●● ●●●● ●●●●● ●●●●● — ■ ●●●●● ●●●●● ★★★★
2 白貓 4X 超濃縮洗衣粉 Whitecat Ultra Concentrated Laundry Powder $47 2.5 — 3/4匙 37 68 $0.69 ●●● ●●●●● ●●●● ●●●● ●●●●● ●●● — ■ ●●●● ●●●●● ★★★★
3 獅王潔白物語 (脂質分解酵素及蛋白質分解酵素) Lion Top Lipase Protease $47 2.5 — 1/2匙 33 76 $0.62 ●●● ●●●●● ●●●● ●●●● ●●●●● ●●●● 1.2% (4.6% STPP) ●●●●● ●●●●● ★★★★
4 寶絲少泡沫洗衣粉 Persil Low Suds Detergent $76 5 越南 1杯 140 36 $2.13 ●●● ●●●● ●●●●● ●●●● ●●●●● ●●● 4.1% (16.5% STPP) ●●●●● ●●●● ★★★★

5 威威高效超濃縮洗衣粉 (清新檸檬芳香加強配方) 
Way Way Super Concentrated Laundry Powder $42 2.5 — 1匙 46 54 $0.77 ●●● ●●●●● ●●●● ●●●● ●●●●● ●● 5.1% (20.4% STPP) ●●●●● ●●●●● ★★★★

6 首選牌5合1超濃縮洗衣粉 First Choice 5-in-1 Concentrated Laundry Detergent $40 2.5 中國 4/5匙 29 86 $0.46 ●● ●●●●● ●●● ●●● ●●●●● ●●●● — ■ ●●●●● ●●●● ★★★★
7 立白超濃縮低泡洗衣粉 Liby Super Concentrated Low Foam Laundry Powder $50 2.68 — 1匙 ▼ 25 107 $0.47 ●● ●●●●● ●●●● ●●● ●●●●● ●●● — ■ ●●●●● ●● ★★★★

8 美國藍帶超濃縮洗衣粉 
Blue Ribbon Concentrated Laundry Detergent $130 13.62 美國

1/4杯 ▼

(量杯以8安士計)
57 239 $0.54 ●●● ●●●● ●●●● ●●● ●●●●● ●●●● — ＊ ●●●●● ● ★★★★

9 亮麗超濃縮洗衣粉 (加倍檸檬芳香) 
Castle Super Concentrate with Double Lemon Fragrance $36 2.5 — 1匙 48 52 $0.69 ●● ●●●●● ●●●● ●●● ●●●●● ●●● — □ ●●●● ●●●●● ★★★★

10 威潔33超濃縮洗衣粉 
Vigor 33 Blue and Green Speckles Formula with Tri-enzyme Ingredient $47 2.5 — 1匙 25 100 $0.47 ●●● ●●●●● ●●●● ●●●● ●●●●● ●●● 10.7% (42.9% STPP) ●●●● ●●●●● ★★★★

11 AXE 超濃縮洗衣粉 Super AXE (Anti-bacterial) Laundry Powder $41 2.5 — 1/2匙 18 139 $0.29 ●● ●●●● ●●● ●●● ●●●●● ●●●● — ●●●●● ●●●● ★★★★
12 特惠牌濃縮洗衣粉 (含酵素) No Frills Concentrated Laundry Powder $24 2.5 中國 1.5匙 75 33 $0.72 ●● ●●●● ●●● ●●● ●●●●● ●●● — □ ●●●●● ●●●●● ★★★★
13 超值牌洗衣粉 (低泡配方) BEST Buy Laundry Detergent (Low Suds) $80 14.5 中國 3/4匙 32 453 $0.18 ●● ●●●● ●● ●●● ●●●● ●●●●● — ●●●●● ●● ★★★
洗衣液

14 汰漬 (冷水配方) Tide for COLDWATER ▲ (2X ULTRA Tide for COLDWATER) $133 1.47 美國
量杯刻度 
Line 2

50 29 $4.51 ●●●● ●●●●● ●●●●● ●●●●● ●●●●● ●●● — ●● ●●●●● ★★★★

15 寶絲 Non-Bio 洗衣液 Persil Non-Biological Liquigel $115 1.5 — 75毫升 75 20 $5.75 ●●● ●●●●● ●●●● ●●●● ●●●●● ●●●● — ●●●● ●●●●● ★★★★
16 護麗洗衣液機洗配方 Woolite Machine Wash $29 1 中國 2杯 110 9 $3.18 ●●● ●●●● ●●●● ●●●● ●●●● ●●●●● 0.04% (0.2% DTPMP) ●●●●● ●●●● ★★★★
17 芭菲 (六效呵護配方) 柔軟洗衣液 Pahmi Laundry Detergent $45 1.8 — 約30毫升 30 60 $0.75 ●●● ●●●● ●●● ●●● ●●●●● ●●●● — ■ ●●●●● ●●●●● ★★★★
18 花王潔霸抗菌配方超濃縮洗衣液 Kao Attack $55 3 — 1/4 - 2/5 杯 25 120 $0.46 ●●● ●●●● ●●● ●●● ●●●● ●●●●● — ■ ●●●●● ●●●● ★★★★

19 威潔士 (超濃縮) 消毒洗衣液 (冷水配方) 
Walex Antibacterial Concentrated Liquid Detergent $42 3 —

量杯刻度 
Level 3

85 35 $1.19 ●●● ●●●● ●●●● ●●●● ●●●● ●●●●● — ●●● ●●●● ★★★★

20 保潔麗抗菌洗衣液 (環保無磷最新配方) POLYCLEAN Super Liquid Laundry $30 2 — 1/4 - 3/4杯 45 44 $0.67 ●●● ●●●● ●●●● ●●●● ●●●● ●●●●● 0.1% (0.5% DTPMP) ■ ●●●● ●●●● ★★★★

21 獅王潔白物語納米樂洗衣液 
Lion Top Nano Liquid Detergent $53 500克 日本 量杯刻度 60

20 毫升
(約22 克) 23 $2.33 ●●● ●●●● ●●● ●●● ●●●● ●●●●● 0.03% (0.1% HEDP) □ ●●●● ●●●●● ★★★★

22 白威寶衣物濃縮洗劑 (抗菌配方) SWIPE The Super Concentrate (Anti-Bacterial) $55 3 — 1/3杯 20 150 $0.37 ●● ●●●● ●●● ●●● ●●●●● ●●●● — ■ ●●●●● ●●●● ★★★★
23 獅王潔白物語殺菌洗衣液 Lion Top Liquid Detergent $50 3 馬來西亞 1/3 - 2/3杯 30 100 $0.50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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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球

24 BIOCERA 碧濤無毒洗衣原創納米洗衣球 $560 — 韓國 1套2個 1000 △ $0.56 ●● ● ●● ● ●●● ●●●●● 平均2% ●●●● ★
25 Singi 極速の洗衣球 Turbo Washing Ball $29 — — 1個 60 △ $0.48 ●● ● ●● ●● ●●●● ●●●●● 見附註 ▽ ●●●●● ★
26 Wellos 環保洗衣球 (機洗) Laundry Washing Ball $298 — 韓國 1個 1000 △ $0.30 ●● ● ●● ● ●●● ●●●●● 22% ●●●● ★

 

註 ●或★愈多，表示樣本在該項目表現愈理想，最多為5個●或★，●或★為

半分。分數相同的樣本會按樣本英文名稱順序排列。 

[1] ▲  本會職員於10月的市場調查結果顯示，產品已轉新包裝及名稱，(  )

內為測試樣本的產品名稱，供應商表示新包裝產品配方並無改變。

[2] 為本會職員於10月的市場調查所得的大約零售價，會因時間、地點和

零售點不同而有差異。

[3] 資料由代理商提供或源自產品標籤，用量是按歐洲前置式洗衣機，清

洗3至5公斤一般骯髒程度的衣物，以產品提供的量杯計算。如產品的

建議用量為某數值範圍，測試會用其平均用量進行。 

 ▼ 樣本包裝沒有提供量匙或量杯。

 — 代表產品無標示或代理商沒有提供 

[4] 本會測試所用的洗衣劑平均每次用量是按產品標籤資料或廠商建議的分

量進行。平均每包裝可用次數及每次洗衣費用是按照平均每次用量計算。

 △ 為產品代理商聲稱的可用次數。

[5] 飲品污漬包括咖啡、茶、紅酒和藍莓汁。 

[6] 食物污漬包括漢堡飽醬汁、朱古力、胡蘿蔔糊、醬油、番茄醬和芥末。

[7] 其他日常接觸的污漬包括草、泥土/草混合物、血液、粉底、礦物油、水溶性油

漆和油溶性油漆。 

[8] 去污效能的整體評分比重如下：

 飲品污漬 33.33%   

 食物污漬 33.33% 

 其他日常接觸的污漬 33.33%   

 [9] 衣物潔白程度是按清洗後四種物料的白色布塊〔包括棉質(cotton)、聚酯棉
(polyester/cotton)、聚酯(polyester)和聚酰胺(polyamide)〕的潔白程度作評分。

[10]  顏色衣物褪色程度是量度染有13種不同顏色染料的棉質布塊於清洗後的顏色變
化作評分，● 愈多代表衣物褪色情況較輕微。   

[11]  總磷含量以磷元素計算。
  － 代表無檢出
  ■ 產品聲稱無磷(non-phosphate/no phosphorus)
  ＊ 產品聲稱含不多於0.5%磷(以磷酸鹽計)
  □ 產品聲稱不含磷酸鹽(phosphate free)
  STPP代表三聚磷酸鈉(sodium tr ipolyphosphate)；而DTPMP和HEDP同為

磷化合物膦酸酯(phosphonates)。

[12] 使用樣本清洗60次後量度樣本的重量，再計算其重量下降比率。
  ▽ 樣本#25在使用20次和40次後的重量下降比率分別約為40%和46%，但在

41次至60次的測試期間破爛，無法量度其最終重量。

[13]  標籤資料詳盡程度按產品的中文及英文標籤資料，包括用量指示和安全
警告的標示方式評分。

[14] 取用方便程度以產品包裝是否附有量匙/量杯、所指示用量是否容易量取
以及利用量匙/量杯量取洗衣劑的準確度作評分。

[15] 總評的評分比重如下：  
 測試結果                      85%(洗衣粉和洗衣液樣本)/90%(洗衣球樣本)
  (去污效能   70%) 
  (衣物潔白程度   10%)   

 (顏色衣物褪色程度   10%)   
 (總磷含量/重量下降比率   10%)  

 標籤資料   10%  
 取用方便程度(不適用於洗衣球樣本)  5% 
 若去污效能測試結果不理想，樣本的總評分會受到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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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用品測試結果

編
號

產品名稱 
[1]

零售價 
[2]

重量/
容量 

(千克/
公升)

聲稱
來源地 

[3]

建議用量 
[3]

測試平均 
每次用量 
(克/毫升) 

[4]

平均
每包裝
可用
次數 
[4]

每次 
洗衣費用 

[4]

去污效能

衣物潔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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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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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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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整體 
[8]

洗衣粉

1 花王潔霸亮彩超濃縮洗衣粉 Kao Attack Color  $47 2.5 — 1/2匙 35 71 $0.66 ●●● ●●●●● ●●●● ●●●● ●●●●● ●●●●● — ■ ●●●●● ●●●●● ★★★★
2 白貓 4X 超濃縮洗衣粉 Whitecat Ultra Concentrated Laundry Powder $47 2.5 — 3/4匙 37 68 $0.69 ●●● ●●●●● ●●●● ●●●● ●●●●● ●●● — ■ ●●●● ●●●●● ★★★★
3 獅王潔白物語 (脂質分解酵素及蛋白質分解酵素) Lion Top Lipase Protease $47 2.5 — 1/2匙 33 76 $0.62 ●●● ●●●●● ●●●● ●●●● ●●●●● ●●●● 1.2% (4.6% STPP) ●●●●● ●●●●● ★★★★
4 寶絲少泡沫洗衣粉 Persil Low Suds Detergent $76 5 越南 1杯 140 36 $2.13 ●●● ●●●● ●●●●● ●●●● ●●●●● ●●● 4.1% (16.5% STPP) ●●●●● ●●●● ★★★★

5 威威高效超濃縮洗衣粉 (清新檸檬芳香加強配方) 
Way Way Super Concentrated Laundry Powder $42 2.5 — 1匙 46 54 $0.77 ●●● ●●●●● ●●●● ●●●● ●●●●● ●● 5.1% (20.4% STPP) ●●●●● ●●●●● ★★★★

6 首選牌5合1超濃縮洗衣粉 First Choice 5-in-1 Concentrated Laundry Detergent $40 2.5 中國 4/5匙 29 86 $0.46 ●● ●●●●● ●●● ●●● ●●●●● ●●●● — ■ ●●●●● ●●●● ★★★★
7 立白超濃縮低泡洗衣粉 Liby Super Concentrated Low Foam Laundry Powder $50 2.68 — 1匙 ▼ 25 107 $0.47 ●● ●●●●● ●●●● ●●● ●●●●● ●●● — ■ ●●●●● ●● ★★★★

8 美國藍帶超濃縮洗衣粉 
Blue Ribbon Concentrated Laundry Detergent $130 13.62 美國

1/4杯 ▼

(量杯以8安士計)
57 239 $0.54 ●●● ●●●● ●●●● ●●● ●●●●● ●●●● — ＊ ●●●●● ● ★★★★

9 亮麗超濃縮洗衣粉 (加倍檸檬芳香) 
Castle Super Concentrate with Double Lemon Fragrance $36 2.5 — 1匙 48 52 $0.69 ●● ●●●●● ●●●● ●●● ●●●●● ●●● — □ ●●●● ●●●●● ★★★★

10 威潔33超濃縮洗衣粉 
Vigor 33 Blue and Green Speckles Formula with Tri-enzyme Ingredient $47 2.5 — 1匙 25 100 $0.47 ●●● ●●●●● ●●●● ●●●● ●●●●● ●●● 10.7% (42.9% STPP) ●●●● ●●●●● ★★★★

11 AXE 超濃縮洗衣粉 Super AXE (Anti-bacterial) Laundry Powder $41 2.5 — 1/2匙 18 139 $0.29 ●● ●●●● ●●● ●●● ●●●●● ●●●● — ●●●●● ●●●● ★★★★
12 特惠牌濃縮洗衣粉 (含酵素) No Frills Concentrated Laundry Powder $24 2.5 中國 1.5匙 75 33 $0.72 ●● ●●●● ●●● ●●● ●●●●● ●●● — □ ●●●●● ●●●●● ★★★★
13 超值牌洗衣粉 (低泡配方) BEST Buy Laundry Detergent (Low Suds) $80 14.5 中國 3/4匙 32 453 $0.18 ●● ●●●● ●● ●●● ●●●● ●●●●● — ●●●●● ●● ★★★
洗衣液

14 汰漬 (冷水配方) Tide for COLDWATER ▲ (2X ULTRA Tide for COLDWATER) $133 1.47 美國
量杯刻度 
Line 2

50 29 $4.51 ●●●● ●●●●● ●●●●● ●●●●● ●●●●● ●●● — ●● ●●●●● ★★★★

15 寶絲 Non-Bio 洗衣液 Persil Non-Biological Liquigel $115 1.5 — 75毫升 75 20 $5.75 ●●● ●●●●● ●●●● ●●●● ●●●●● ●●●● — ●●●● ●●●●● ★★★★
16 護麗洗衣液機洗配方 Woolite Machine Wash $29 1 中國 2杯 110 9 $3.18 ●●● ●●●● ●●●● ●●●● ●●●● ●●●●● 0.04% (0.2% DTPMP) ●●●●● ●●●● ★★★★
17 芭菲 (六效呵護配方) 柔軟洗衣液 Pahmi Laundry Detergent $45 1.8 — 約30毫升 30 60 $0.75 ●●● ●●●● ●●● ●●● ●●●●● ●●●● — ■ ●●●●● ●●●●● ★★★★
18 花王潔霸抗菌配方超濃縮洗衣液 Kao Attack $55 3 — 1/4 - 2/5 杯 25 120 $0.46 ●●● ●●●● ●●● ●●● ●●●● ●●●●● — ■ ●●●●● ●●●● ★★★★

19 威潔士 (超濃縮) 消毒洗衣液 (冷水配方) 
Walex Antibacterial Concentrated Liquid Detergent $42 3 —

量杯刻度 
Level 3

85 35 $1.19 ●●● ●●●● ●●●● ●●●● ●●●● ●●●●● — ●●● ●●●● ★★★★

20 保潔麗抗菌洗衣液 (環保無磷最新配方) POLYCLEAN Super Liquid Laundry $30 2 — 1/4 - 3/4杯 45 44 $0.67 ●●● ●●●● ●●●● ●●●● ●●●● ●●●●● 0.1% (0.5% DTPMP) ■ ●●●● ●●●● ★★★★

21 獅王潔白物語納米樂洗衣液 
Lion Top Nano Liquid Detergent $53 500克 日本 量杯刻度 60

20 毫升
(約22 克) 23 $2.33 ●●● ●●●● ●●● ●●● ●●●● ●●●●● 0.03% (0.1% HEDP) □ ●●●● ●●●●● ★★★★

22 白威寶衣物濃縮洗劑 (抗菌配方) SWIPE The Super Concentrate (Anti-Bacterial) $55 3 — 1/3杯 20 150 $0.37 ●● ●●●● ●●● ●●● ●●●●● ●●●● — ■ ●●●●● ●●●● ★★★★
23 獅王潔白物語殺菌洗衣液 Lion Top Liquid Detergent $50 3 馬來西亞 1/3 - 2/3杯 30 100 $0.50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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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球

24 BIOCERA 碧濤無毒洗衣原創納米洗衣球 $560 — 韓國 1套2個 1000 △ $0.56 ●● ● ●● ● ●●● ●●●●● 平均2% ●●●● ★
25 Singi 極速の洗衣球 Turbo Washing Ball $29 — — 1個 60 △ $0.48 ●● ● ●● ●● ●●●● ●●●●● 見附註 ▽ ●●●●● ★
26 Wellos 環保洗衣球 (機洗) Laundry Washing Ball $298 — 韓國 1個 1000 △ $0.30 ●● ● ●● ● ●●● ●●●●● 22% ●●●● ★

 

註 ●或★愈多，表示樣本在該項目表現愈理想，最多為5個●或★，●或★為

半分。分數相同的樣本會按樣本英文名稱順序排列。 

[1] ▲  本會職員於10月的市場調查結果顯示，產品已轉新包裝及名稱，(  )

內為測試樣本的產品名稱，供應商表示新包裝產品配方並無改變。

[2] 為本會職員於10月的市場調查所得的大約零售價，會因時間、地點和

零售點不同而有差異。

[3] 資料由代理商提供或源自產品標籤，用量是按歐洲前置式洗衣機，清

洗3至5公斤一般骯髒程度的衣物，以產品提供的量杯計算。如產品的

建議用量為某數值範圍，測試會用其平均用量進行。 

 ▼ 樣本包裝沒有提供量匙或量杯。

 — 代表產品無標示或代理商沒有提供 

[4] 本會測試所用的洗衣劑平均每次用量是按產品標籤資料或廠商建議的分

量進行。平均每包裝可用次數及每次洗衣費用是按照平均每次用量計算。

 △ 為產品代理商聲稱的可用次數。

[5] 飲品污漬包括咖啡、茶、紅酒和藍莓汁。 

[6] 食物污漬包括漢堡飽醬汁、朱古力、胡蘿蔔糊、醬油、番茄醬和芥末。

[7] 其他日常接觸的污漬包括草、泥土/草混合物、血液、粉底、礦物油、水溶性油

漆和油溶性油漆。 

[8] 去污效能的整體評分比重如下：

 飲品污漬 33.33%   

 食物污漬 33.33% 

 其他日常接觸的污漬 33.33%   

 [9] 衣物潔白程度是按清洗後四種物料的白色布塊〔包括棉質(cotton)、聚酯棉
(polyester/cotton)、聚酯(polyester)和聚酰胺(polyamide)〕的潔白程度作評分。

[10]  顏色衣物褪色程度是量度染有13種不同顏色染料的棉質布塊於清洗後的顏色變
化作評分，● 愈多代表衣物褪色情況較輕微。   

[11]  總磷含量以磷元素計算。
  － 代表無檢出
  ■ 產品聲稱無磷(non-phosphate/no phosphorus)
  ＊ 產品聲稱含不多於0.5%磷(以磷酸鹽計)
  □ 產品聲稱不含磷酸鹽(phosphate free)
  STPP代表三聚磷酸鈉(sodium tr ipolyphosphate)；而DTPMP和HEDP同為

磷化合物膦酸酯(phosphonates)。

[12] 使用樣本清洗60次後量度樣本的重量，再計算其重量下降比率。
  ▽ 樣本#25在使用20次和40次後的重量下降比率分別約為40%和46%，但在

41次至60次的測試期間破爛，無法量度其最終重量。

[13]  標籤資料詳盡程度按產品的中文及英文標籤資料，包括用量指示和安全
警告的標示方式評分。

[14] 取用方便程度以產品包裝是否附有量匙/量杯、所指示用量是否容易量取
以及利用量匙/量杯量取洗衣劑的準確度作評分。

[15] 總評的評分比重如下：  
 測試結果                      85%(洗衣粉和洗衣液樣本)/90%(洗衣球樣本)
  (去污效能   70%) 
  (衣物潔白程度   10%)   

 (顏色衣物褪色程度   10%)   
 (總磷含量/重量下降比率   10%)  

 標籤資料   10%  
 取用方便程度(不適用於洗衣球樣本)  5% 
 若去污效能測試結果不理想，樣本的總評分會受到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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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液

洗衣球

封面專題

時只有少數樣本標有詳細的成分資料，部

分則只籠統地說明產品含有某些成分類別

（如表面活性劑、助劑），這種標示方法無

助皮膚敏感人士挑選合適的洗衣劑。

1款產品欠中文安全警告
按《消費品安全條例》的要求，如

某消費品對消費者有潛在危險，其包裝上

須以中英文雙語標示安全警告字眼，確保

消費者正確使用該產品。本會發現大部分

樣本都標有適當的安全警告，但「汰漬」

部分樣本標示用

量 的 指 示 含 糊，

消費者較難掌握

實際所需用量。

量杯或量匙附有刻度，

方便量取適當用量的

洗衣劑。

（#14）只有英文警告字句而欠缺中文警

告，本會已將資料轉交海關跟進，海關已向

有關產品供應商作出勸喻，而他們亦已立

即在產品包裝補充適當的中文警告。

用量標示不清
要有滿意的洗衣效果，除了要選擇合

適的洗衣劑，還要用上適當的分量才可確

保衣物潔淨之餘不會造成環境問題。「芭

菲」（#17）標示用量以衣物件數釐定，但

衣物有不同大小和重量，指標欠明確；「保

潔麗」（#20）只含糊地以「大量」和「少

量」衣物標示所需用量，使用時容易用得

過多或過少，有關供應商應提供更明確的

用量指引。

沒有提供量杯或量杯分量不準確

添不便
「美國藍帶」（#8）的

建 議 用量 以8安士量杯計

算，不過包裝內並沒有量

杯，要消費者自行計算和衡量所需用量有

一定難度；測試所用的「立白」（#7）為補

充裝，包裝內亦無量匙，但本會的市場調

查未有發現該產品非補充裝的包裝。此

外，個別產品附有量杯或量匙的盛載量並

不符合其標示，例如「超值牌」（#13）標示

清洗3至5公斤衣物的用量為3/4匙（約90

克），但以樣本實際附有的量匙量取3/4匙

只有約32克洗衣粉。亦有部分樣本包裝內

雖附有量杯或量匙，但由於欠缺適當刻度，

要量取不完整的分量（如2/3匙）會有不

便，建議產品供應商作出相應改善。

廠商意見
「獅王潔白物語」（#3、#21和#23）

的生產商指，其日本廠商提供的資料顯示，

日常生活中最常遇到的三大污漬包括來自

身體的污垢（包括衣領及袖口的皮脂污漬、

汗味、體味、血漬等)、灰塵泥土的污漬，以

及食物污漬，但本會是次的污漬測試並沒

有就去除皮脂污漬、汗味及體味進行測試。

在研發洗衣產品時，該公司表示會考慮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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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球去污效能成疑

如於使用初期，洗衣機內殘餘的洗衣劑發

揮清洗作用，消費者未必可以在指定日子

內及時發現洗衣球產品的實際去污能力。

店舖以清水也可輕易去除的
污漬作示範

有店舖以汽水、豉油和茄汁染污毛

巾，再連同洗衣球放入洗衣機內進行清

洗，以示範洗衣球的「去污」能力，並與某

洗衣粉的清潔效能作比較。有關店舖聲稱

從洗衣球樣本#25

取出的小珠，輕易

被暖水溶解，令清

水變得混濁。

洗衣球聲稱可取代傳統洗衣粉，洗後的衣物一樣潔淨，亦有產品稱可重複使用 1000 次。

「碧濤」（#24）、「Singi」（#25）和

「Wellos」（#26）屬於近年興起的洗衣球

產品，除「Wel los」（#26）說明如要清洗

較髒的衣物可加入適量的洗衣劑外，其餘 

2款樣本聲稱洗衣時毋須加入其他洗衣劑，

又稱可「取代傳統洗衣粉」或「不必使用洗

衣粉、消毒劑，洗後衣物也一樣潔淨」。

去污能力與清水無異
測試結果發現，即使沒有加入任何洗

劑或洗衣球，清水都具有一定的去污能力，

在去除棉質衣物上的漢堡飽醬汁、胡蘿蔔

糊、醬油、番茄醬、血液和水溶性油漆等污

漬的表現不錯。測試中發現3款洗衣球樣

本清洗各種污漬的效能，與只用清水清洗

並無明顯分別，看不到洗衣球發揮額外去

污作用。

有洗衣球樣本的重量用後明
顯下降

洗衣球樣本聲稱可重複使用數十至

一千次，本會以各樣本分別重複清洗20、40

和60次，再於風乾後量度樣本的重量，發現

「Singi」（#25）和「Wellos」（#26）洗衣球

清洗20次後的重量明顯下降，分別下降了

約40%和12%，而「Singi」（#25）於清洗60

次後，由於樣本破爛而無法量度其重量。

「Singi」（#25）標示含有非離子表面

活性劑（nonionic surfactants），經重複使

用後，球內的小珠溶解導致其重量明顯下

降。表面活性劑是洗衣粉和洗衣液的主要

成分之一，可令溶劑的表面張力下降，因而

產生潤濕和幫助去污的作用。洗衣球內的

小珠有可能是洗衣粉壓縮而成，該樣本的

整體去污效能稍勝其餘2款洗衣球樣本，

不過其去污能力仍是十分有限。另1款洗衣

球樣本標示其成分為礦石，雖然其重量於

用上數十次後並無明顯改變，但亦不見得

與其他種類的洗衣球在去污、保持衣物潔

白和導致褪色等方面的表現有明顯分別。

機內殘餘洗劑仍可有效去污
試用洗衣球的消費者在使用產品初

期，可能會發現其洗衣效果和平常用洗衣

粉沒兩樣，因此感覺洗衣球具去污效能。

出現這情況的原因可能是：使用洗衣球初

期，洗衣機內仍有殘餘的洗衣劑，令清洗

衣物還可見到不錯的清潔效果，往後則與

只用清水無異；此外，如衣物並非很髒，或

沒有難以去除的污漬，只用清水清洗也可

能得到可接受的清潔效果。

個別洗衣球說明有「7天售後退款保

證」，指如客戶購買產品7天內發現使用產

品後效果不如理想，可作退款安排。不過，

11選擇42111 . 2011

以洗衣球清洗的毛巾，上面的汽水漬和豉

油漬都可被完全清除，而茄汁漬則只剩下

少許，因而作出洗衣球的去污效能與洗衣

粉相若的結論。

不過，本會測試下發現，純粹以清水

用洗衣機清洗染有醬油和番茄醬的棉質布

料，仍可有效去除約達90%醬油和60%番

茄醬污漬，而使用洗衣球樣本則看不到額

外的去污效能。

由於汽水漬未有包括在是次用以測

試的污漬內，本會未能就洗衣球能否在去

除汽水漬時起清水以外的額外清洗作用下

結論。此外，本會認為示範時所用的布料、

污漬種類、布料染上污漬的時間等，均會

對示範所得的結果有重大影響，例如衣物

纖維較粗疏，或染上污漬的時間短，都有

利於去除有關的污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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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力稍勝該洗衣粉樣本。而該代理商認為

本會的測試結果亦顯示，其洗衣球在沒有

去漬輔助劑的情況下仍可有效去除醬油、

漢堡飽醬汁漬、血液和番茄醬漬等，有不

錯的洗衣效果。此外，該代理商強調該款

洗衣球不含化學成分，不會破壞衣物纖維

外，更可將衣物纖維重新排列。（本會按：

測試所用的污漬對所得結果和作出的結論

有莫大影響，代理商未能提供其內部測試

所用的污漬資料。）

「Wellos」（#26）的代理商表示，洗

衣球只可以代替洗衣粉的功能，不能用作

去除頑固污漬。又稱其洗衣球含有的天然

陶瓷珠是礦石的一種，可令分子量大的水

分子切割成納米尺寸的水分子，所用的是

自然原理清洗衣物纖維內的污垢。遇有

頑固污漬時，消費者或需加入其他化學性

去污劑以加強去污效果，如使用洗衣粉一

樣。該公司指消費者可按產品說明書的指

示，先用其他洗衣劑（如環保清潔去污劑）

浸洗衣物，或在洗衣機內同時加入洗衣球

和其他洗衣劑一起清洗，但加入的化學劑

對洗衣球的耐用程度具一定影響。

普遍洗衣粉較能保持衣物潔白，去污能力好；而洗衣液樣本除了有效去污

外，亦較能保持顏色衣物色彩，相對較適合用於顏色衣物，不過它們保持衣物潔

白的能力則較遜色。

洗衣粉：「花王潔霸」亮彩（#1）、「白貓」4X（#2）和「獅王潔白物語」

（#3）都是表現出色的洗衣粉。

洗衣液：「汰漬」冷水配方（#14）的去污能力和保持衣物潔白程度的表現

令人滿意，不過較大機會引致顏色衣物褪色，「寶絲」Non-Bio（#15）、「護麗」機

洗配方（#16）和「芭菲」六效呵護配方（#17）都是不錯的選擇。

與洗衣液比較，洗衣粉還是抵用之選。

選
W

N擇指 南

封面專題

費者在洗衣上各方面的需要，包括去除衣

領及袖口的皮脂污漬、去除衣物上的異味、

潔白力、殺菌、室內乾衣時能避免產生噏味

和清洗後衣服留下清香等功能。

該公司又稱，其日本廠商就殘留在衣

物上的汗漬及汗味進行針對性的研究，發

現皮脂污漬之一的油酸（oleic acid）是導

致汗味殘留在衣物纖維的原因，如所用的

洗衣劑不能將油酸完全分解，就會在衣物

上留有汗味。公司研發的產品#21採用了

高濃度MEE（methyl ester ethoxylate）洗

淨成分，能將油酸完全分解至納米程度，

從而解決衣物上留有汗漬和汗味的問題。

「超值牌」（#13）的代理商指，產品

沒有添加熒光增白劑，因此在保持衣物潔

白的效能較含熒光增白劑的產品遜色。代

理商表示，正更改產品標籤資料以提供成

分資料供消費者參考。

「芭菲」（#17）的代理商表示，本會

的測試結果反映該產品在去除咖啡、茶、

油溶性油漆、礦物油、芥末、朱古力和青草

等污漬欠理想，不過該公司的內部測試則

顯示該產品有不錯的去污效能，只是在去

除咖啡、茶及油溶性油漆的表現較差。該

代理商強調其產品含有護色因子，適合用

於不同的顏色衣物。

「碧濤」（#24）的代理商表示，將洗

衣球與洗衣粉及洗衣液作去污和潔白程度

的比較並不公平，洗衣粉和洗衣液含有化

學物質，例如表面活性劑「苯磺酸鈉」幫助

去污；各類酵素溶解蛋白、澱粉和油脂污

漬；分散劑有助分解污漬；熒光增白劑令衣

物看起來潔白等。該代理商指該款洗衣球

並不含任何化學成分，內有的納米陶瓷珠

會釋出負離子、遠紅外線及磁力，減低水

的表面張力，以提供洗衣效果，因此去污

效能相比下較洗衣粉和洗衣液低屬正常情

況。

該代理商指2008年一所本地大學就

其產品和某品牌洗衣粉進行了內部的潔淨

力比較測試，測試報告顯示其洗衣球的潔

試過混合清洗不同顏色的衣服

而致甩色，汲取教訓之後，現在

會分開深淺色衣物，譬如儲齊

足夠的淺色衣物才開洗衣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