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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用途外，  閣下不得以任何形式傳送、轉載、複製或使用該文章／內容／資料，如

有侵犯版權，消費者委員會必定嚴加追究法律責任，索償一切損失及法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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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根據實驗室試驗結果作分析評論及撰寫報告，有需要時加上特別安排試用者

的意見和專業人士的評論。對某牌子產品的評論，除特別註明外，乃指經試驗的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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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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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資料。

警告：切勿侵犯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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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專題

陸永

C君

與明火比較，用電磁爐煮食，熱力會直接傳遞至鍋具底部，毋須燃燒

空氣，故此產生的廢氣會較少，周邊溫度會較低，令越來越多家庭轉用電

磁爐。若然打算聖誕開美食派對，煮食時便不用大汗疊細汗，玻璃面板易

於清潔，派對後的清潔工作也會比較輕鬆。

本會與機電工程署合作測試市面上10款雙頭電磁爐，發現全部樣本

都屬安全，表現出色的型號效率高亦省電！我鍾意買餸下廚，會

用電磁爐煮家常小菜例如

蒸魚、炒蛋，覺得煮食過程、效

果與傳統爐具分別不大。雖然電磁

爐易清潔，不過，我討厭飯後的清

洗工作，不論以前和弟弟一起住，

抑或現在與女友一起，都是我

負責煮，他們負責洗。

省電高效電磁爐 派對煮食好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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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10款座檯及嵌入式電磁爐
測試的10款廚房用雙頭電磁爐售價

由$3,680至$7,800，其中4款屬嵌入式，其

餘6款為座檯及嵌入式兩用。樣本的標示

功率由2,800至5,600瓦特。

「Panasonic」（#2）、「薏莎」（#4）、

「惠而浦」（#6）、「德國寶」（#7）、「樂

信牌」（#8）及「樂思」（#10）的標示功率

為2,800瓦特，各樣本都配備了電源線連

13安培插頭，可從廚房電源插座直接取電。

「威馬電器」（#9）的標示功率為5,600瓦

特，因兩個加熱區為獨立供電設計，故附

有兩個獨立13安培插頭。

「金章牌」（#1）、「西門子家電」

（#3）及「伊萊克斯」（#5）的標示功率由

3,200至3,600瓦特，其輸入電流均大於13

安培，故樣本未有配備13安培插頭。電磁

爐必須從較大輸出電流的固定電力線路取

電，而有關的電力安裝需由註冊電業承辨

商進行。

安全測試
機電署委託獨立實驗室

對樣本進行安全測試，結果全

部都通過測試，符合國際安全

標準IEC 60335-1及IEC 60335-

2-6的要求。由於樣本均通過安

全測試，所以作產品比較時，未有將

安全測試列作評審項目計算總評分。

機電署表示滿意是次電磁爐型號的安全

測試表現，又稱會繼續監察巿面上同類電

氣產品的安全，確保符合國際安全標準的

要求，以維護消費者的安全及權益。

效能測試
本會委託另一獨立實驗室就各樣本

進行了效能測試，參考適用於電磁爐的國

際標準IEC 60350-2，比較各樣本的輸入功

率吻合度、省電程度、溫度控制、減低面板

餘熱表現、熱力均勻度及選煲靈活性等。

大部分量得輸入功率比標示低
消費者在選購前須考慮電磁爐的

最高「火力」是否足夠，而輸入功率規格

是主要的參考資料。故這項測試主要是

比較樣本量得的實際輸入功率會否明顯

低於標示的數值。測試時以本港電壓220

伏特（Volt，V）操作樣本，再量度其輸入

功率，然後與標示的額定功率比較，發現

相差由+4.3%至-8%。「金章牌」（#1）及

「Panasonic」（#2）的吻合度較高，前者

功率甚至比聲稱高4.3%，而「西門子家

電」（#3）、「樂信牌」（#8）、「威馬電器」

（#9）量得的功率雖然稍低於聲稱，但相

差都不超過5%；「薏莎」（#4）出現的差別

較大，量得的實際功率比其標示的低8%，

標示功率規格的可參考性較低。

「伊萊克斯」（#5）、「德國寶」

（#7）及「樂思」（#10）標示的額定電壓為

220V-240V，但只標示了單一額定功率，估

計廠商可能是在較高電壓（如240V）而非

220V下量度功率，以致測出的相差百分比

家中是用單頭電磁爐，

比起明火煮食，我覺得電磁

爐比較安全，平時也會和 4 歲女

兒講解接觸熱燙表面的危險，加上

這電磁爐有兒童鎖，所以不擔心她

會受傷。不過，媽媽和外母習慣

明火煮食，覺得加熱的速度

較電磁爐快。

省電高效電磁爐 派對煮食好幫手



6 470 2015 .12選擇

（#10）的待機耗電亦達3.9至4.9瓦特。不

過，各廠商均聲稱其產品沒有參與標籤計

劃，故於待機功率方面，產品並沒有按計

劃的要求設計。

假設每天4小時使用電磁爐煮食，其

餘時間處於待機狀態，以每度電$1.1計算，

各樣本一年的待機耗電費由$2.4至$59.4。

用戶每次使用後，待內部風扇停止運行，便

可關掉電源，省去不必要的耗電。

溫度控制
高中低火力下的溫度控制

測試分別以最高、中、低火力進行，

按標準嘗試把不銹鋼鍋內的芥花籽油在

30分鐘內加熱至250℃。於低火力測試時，

全部樣本可在限時內把油加熱至44℃至

149℃，這種較低溫操作適合用於保溫；於

中火力測試時，「Panasonic」（#2）及「德

國寶」（#7）分別在13及15分鐘便把油加熱

至220℃並自動間歇加熱保持溫度。而「樂

思」（#10）則在23分鐘達到250℃，此3款

樣本的中火力足夠用於煎炸煮食；高火力

測試時，「西門子家電」（#3）、「伊萊克斯」

（#5）及「樂思」（#10）在約10至20分鐘左

右便達到250℃，其餘樣本於相若時間只達

到186℃至228℃。

雖然部分樣本於最高火力下未能加熱

到250℃，不過，最適合煎炸食物的溫度為

180℃至240℃左右，油溫太高反而會增加

油煙揮發，尤其是沸點較低的健康煮食油。

此外，若油量少並且加熱過度，有可能會因

油溫過高而導致着火，故油炸煮食時，應慢

慢加熱並留意加熱情況。

2 款於關爐後  餘熱較高

量度樣本停止加熱後的溫度變化。

測試員用樣本把芥花籽油加熱至80℃後，

馬上關掉爐具，量度其後的持續溫升。結

果發現油溫繼續上升9.7K至26.6K（1K

等如溫度相差1℃）不等，其中「金章牌」

（#1）的左爐頭及「伊萊克斯」（#5）的

兩邊爐頭於關爐後，前者油溫繼續上升

26.6K，後者則分別上升22.6K及23.7K，面

板餘熱較高。

熱力均勻度表現不錯

測試員以標準指定的不銹鋼平底鑊

煎班戟（pancake），以樣本每個爐頭各煎

8塊，藉着比較班戟是否煮熟、會否燒得

太焦及均勻程度，評定熱力均勻度。各樣

本都表現不俗，沒有特別焦黑的情況。「金

1

7

2

6

較為明顯。本會建議，為免消費者誤以為電

磁爐有較高的功率，廠商在標註產品的額

定電壓及功率時，應同時標示產品在本港

供電電壓下使用時的輸入功率，為消費者

提供全面的產品資料。

省電程度
包括加熱效率及待機功率兩項，目的

是比較各樣本的實際操作表現。

加熱效率不俗
量度將水從15℃加熱至90℃所需的

耗電量，再把數據代入公式，計算加熱效

率（把水加熱所需的熱能量與耗電量之

比）。測試員先量度電磁爐爐頭（即加熱

區）的直徑，再按標準要求，用不銹鋼鍋

盛載1、1.5或2升水進行測試。量得的電磁

爐樣本效率由74%至91%，與本會於2007

年測試廚房用電磁爐樣本所得的75%至

84%比較，是次電磁爐樣本的效率普遍較

高。「Panasonic」（#2）左爐頭的加熱效率

最高，達91%，而#1及#3至#7的表現亦不

俗，兩邊爐頭的加熱效率均達83%以上。

表現較遜的是「樂思」（#10），左右爐頭的

加熱效率分別只有74%及77%。

由於測試樣本並非全屬機電署自願

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的涵蓋範圍（總輸入

功率為700瓦特至2,800瓦特的電磁爐），

而且該計劃採用的測試方法亦與本會採用

的略有不同，故是次測出的加熱效率結果

不能與標籤計劃的要求作直接比較。

待機功率表現參差
10款樣本於備用/待機狀態時量得

的耗電量由0.3瓦特至7.4瓦特，參考自願

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於待機功率的要求

（本會此項測試方法與該計劃類同，故可

作比較），雙頭電磁爐的待機功率應小於

2瓦特。「薏莎」（#4）、「伊萊克斯」（#5）

及「惠而浦」（#6）待機時只耗用低於0.5

瓦特電量，表現理想。「德國寶」（#7）

量得的待機耗電最高，達7.4瓦特，「樂信

牌」（#8）、「威馬電器」（#9）及「樂思」

樣本 #3 的火力調校控制為滑動操控，方便用戶

從中選擇合適的火力以配合不同的烹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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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9

4

8 10

用樣本的每個爐頭各煎 8 塊班戟，藉着比較

班戟的顏色，評定熱力均勻度。

章牌」（#1）、「西門子家電」（#3）、「薏

莎」（#4）、「樂信牌」（#8）及「威馬電器」

（#9）做出的班戟顏色更相當均勻。

半數樣本選煲靈活性較高

按標準把不同大小的圓形不銹鋼碟，

由小至大分別放在電磁爐樣本爐面中央，

嘗試啟動樣本直至成功，從而得出樣本用

得上的最小鍋具尺寸，可用鍋具越細，得分

越高。大部分樣本可用的鍋具直徑均小於

爐頭直徑的一半，以「金章牌」（#1）、「伊

萊克斯」（#5）、「惠而浦」（#6）、「德國

寶」（#7）及「樂思」（#10）靈活性較高。

不過，若鍋具的底部尺寸跟爐頭尺寸

相若，則能源效益會較高。

售後服務
安裝

只有「金章牌」（#1）、「西門子家電」

（#3）及「威馬電器」（#9）提供免費安裝，

若然打算買電磁爐，必須注意一般陶瓷或鋁質的鍋具不適合用於

電磁爐，只可用含鐵磁性金屬的煮食鍋，例如生鐵鍋、磁性不銹鋼鍋或

附有磁性不銹鋼鍋底的煮食鍋。

市面上有些電磁爐專用的陶瓷鍋具，內藏鐵磁性金屬，故可用於

電磁爐。若想知道現有的鍋具可否用於電磁爐，用者只需將磁石放於鍋

具底部，若成功吸攝，代表鍋具適合用於電磁爐。

由於電磁爐的面板為平面設計，故需選用平底鍋具。此外，鍋具

底部的面積也不能太小，否則電磁爐不能啟動。

不可不知 揀選適用鍋具有竅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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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雙頭電磁爐效能表現測試結果
樣本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牌子 金章牌 Zanussi Panasonic 西門子家電 Siemens 
Home Appliances

薏莎 Esaar 伊萊克斯 Electrolux 惠而浦 Whirlpool 德國寶
German Pool

樂信牌 Rasonic 威馬電器 Goodway 樂思 Garwoods

型號 ZIC-B7500 KY-A227D EH75262IN IH-6280 EHC726BA AC213/BA GIC-BD30B RIC-S228DN GHC-5602 EC-2380
大約售價 [1] $6,690 $4,980 $7,800 $3,980 $6,980 $4,080 $4,620 $3,880 $5,988 $3,680
聲稱原產地（產品／玻璃面板） [2] 中國a／法國 日本／日本 中國／德國 中國a／法國 中國／法國 中國／法國b 中國／法國 中國／德國 中國／德國 中國／中國

總評  [3] ★★★★★ ★★★★1 ★★★★1 ★★★★1 ★★★★1 ★★★★1 ★★★★1 ★★★★1 ★★★★ ★★★★

  輸入功率

額定電壓（伏特） 220 220 220-240 220 220-240 220 220-240 220 220 220-240

額定功率（瓦特） 3500 2800 3600 2800 3200 2800 2800 2800 5600（2800 / 2800） 2800

在供電電壓220V下
量得的功率(瓦特） [4]

3650 2759 3520c 2576 2970c 2589 2632c 2727 2701/ 2807d 2617c

吻合度 (差異百分比） [4] ●●●●● +4.3% ●●●●● -1.5% ●●●●● -2.2%c ●●●0 -8.0% ●●●0 -7.2%c ●●●0 -7.5% ●●●● -6.0%c ●●●●● -2.6% ●●●●0 -3.5%／+0.3% ●●●0 -6.5%c

  省電程度

加熱效率  [5] ●●●●0 84%／86% ●●●●● 91%／83% ●●●●● 87%／89% ●●●●0 86%／87% ●●●●● 88%／86% ●●●●0 83%／85% ●●●●0 85%／83% ●●●0 76%／80% ●●●0 78% ／78% ●●● 74%／77%

待機功率（瓦特） [6] ●●●●0 0.6 ●●●●0 0.8 ●●●●0 0.5 ●●●●● 0.3 ●●●●● 0.3 ●●●●● 0.4 ●●0 7.4 ●●●0 3.9 ●●●0 4.9 ●●●0 4.0

整體  [7] ●●●●0 ●●●●● ●●●●● ●●●●0 ●●●●● ●●●●0 ●●●● ●●●0 ●●●0 ●●●0

 溫度控制 [8] ●●●● ●●●●0 ●●●●0 ●●●● ●●●●0 ●●●● ●●●●0 ●●●● ●●●● ●●●●0

 減低面板餘熱表現 ●●●● ●●●●0 ●●●●0 ●●●●0 ●●●● ●●●●0 ●●●●0 ●●●●0 ●●●●0 ●●●●0

 熱力平均度 ●●●●● ●●●●0 ●●●●● ●●●●● ●●●●0 ●●●●0 ●●●●0 ●●●●● ●●●●● ●●●●0

 選煲靈活性 ●●●●● ●●●●0 ●●●● ●●●●0 ●●●●● ●●●●● ●●●●● ●●●●0 ●●●● ●●●●●

型號
規格
資料
與部
分聲
稱功
能
[9]

尺寸：闊x深x高（厘米） 750 x 450 x 58.5 742 x 400 x 107 760 x 450 x 53 650 x 346 x 58.5 700 x 420 x 55 700 x 400 x 54.5 675 x 405 x 102 735 x 435 x 80 735 x 435 x 100 750 x 450 x 65

爐頭最高輸入功率

左：2,100W 
(可提升至2,900W) 
右：1,400W； 
共享3,500W

左：2,800W
右：1,800W；
共享2,800W

左：2,200W  
(可提升至3,300Ｗ)
右：1,400 W
(可提升至1,800Ｗ)； 
共享3,600W

左：2,200W   
右：1,400W； 
共享2,800W

    左：2,400W
    右：1,500W； 
    共享3,200W

左：2,000Ｗ
(可提升至2,200Ｗ) 
右：1,400Ｗ 
(當左爐的火力達2,200W，
右爐可輸出600W)；
共享2,800W

左：2,400W
右：2,400W；
共享2,800W

左：2,000W
右：2,600W； 
共享2,800W

左：2,800W 
右：2,800W

左：2,800W
右：2,800W； 
共享2,800W

座檯及嵌入兩用 嵌入 ■ 嵌入 ■ 嵌入 嵌入 ■ ■ ■ ■

提供電源線連13A插頭  — ■ — ■ — ■ ■ ■ ■ ■

火力調校段數 9 左：9　右：8 17 6 14 6 10 8 9 6

餘溫／高溫顯示燈 ■ ■ ■ ■ ■ ■ ■ ■ ■ －

兒童保護／按鍵鎖 ■ ■ ■ ■ ■ ■ ■ ■ ■ ■

過熱／空鍋保護裝置 ■ ■ ■ ■ ■ ■ ■ ■ ■ ■

最長定時／計時設定 99分鐘 9小時30分鐘 99分鐘 9小時59分鐘 99分鐘 9小時59分鐘 6小時 9小時59分鐘 8小時 3小時59分鐘

售 
後 
服 
務 

［10］

基本安裝費用 [11] 免費 $150e 免費 $250／$450 f $500 $310 $350 $150 免費 $250

保用期（年）
 [產品／玻璃面板（非人為損壞)] [12]

1／１ 5g／－ ２／２ 1／１ 1／１ 1／1 1／－ 2／－ 5／－ 2／－

續保年費 [13] $710 $550 $650／$840h $710 $710 $520 i － － － $460

右列服務
於保用期
內免費（非
人為損壞
所致）

上門檢查費用  [14]
保
用
期
後

$510 $230 $750 $510 $510 $450 $350 $450 $250 $290

運回廠維修的來回運輸費 $250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460 $250 $250 $850 $250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100 $300

維修人工費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220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視情況報價 視情況報價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290

零件費 [15] 視情況報價 視情況報價 視情況報價 視情況報價 視情況報價

視情況報價

$300至$1,600 $100至$380

更換玻璃 
面板費用

保用期內（非人
為損壞所致）

免費

$1,500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1,000 $1,250 $900
人為損壞或 
保用期後

$2,500 視情況報價 $1,950 $1,950 視情況報價

偏遠地區附加費 
(安裝／上門檢查／運送) [16]

安裝／上門檢查： 
$70(愉景灣)、$130(離島)
運送：j

安裝／上門檢查：$180 
運送：k

離島：$220； 
偏遠地區：不需附加費

安裝／上門檢查： 
$70 (愉景灣)、$130 (離島)
運送：j

安裝／上門檢查：
$70(愉景灣)、$130(離島)
運送：j

安裝：$200； 
上門檢查：$100； 
運送：k

離島：按貨運收費； 
偏遠地區：$200

安裝：$100； 
上門檢查：$180； 
運送：$150

$100 $250

●或★愈多，表示樣本在該項目表現愈佳，最多5粒。

■表示適用或有該功能。

－表示不適用、沒有該功能或沒有提供資料。

若總評分相同，會按樣本牌子的英文字母排序。

[1]	 售價是約數，乃代理商提供或本會於2015年11月在市面調查所得。	
	 不同零售商的售價或有差別。

[2]	 資料由代理商提供或源自標籤	
	 a	代理商聲稱產品的電腦底盤原產地為德國，而整個產品的組裝地為中國。	
	 b	代理商聲稱玻璃面板原產地為法國，而加工地則為中國。
[3]		 總評分的比重：	
	 輸入功率吻合度	 10%	 減低面板餘熱表現	 10%	
	 省電程度	 30%	 熱力平均度	 	 20%	
	 溫度控制	 10%	 選煲靈活性	 	 20%	
	 所有項目參考國際標準IEC	60350-2進行。

註 [4]	 ●愈多，表示標示功率規格的可參考性愈高，	
	 正數差異百分比表示量得的數值比聲稱的數值高，負數則相反。	
	 在本港供電電壓220V下量度。	
	 c	樣本上標示的額定電壓為220-240V，但只標示單一功率。	
	 	 可能廠商的額定功率是在較高電壓而非220V下量度。		
	 d	樣本的兩邊爐頭為獨立供電設計，所列數值分別為左/右爐頭量得的	
	 	 功率。

[5]	 量度將水從15℃加熱至90℃所需的耗電量，再把數據代入公式，計算加	
	 熱效率。列出的加熱效率分別為左／右爐頭之加熱效率。

[6]	 量度樣本於備用／待機狀態時的耗電量。

[7]	 省電程度的比重：	
	 加熱效率	 70%	
	 待機功率	 30%	

[8]	 測試分別以最低、中、高火力進行，按標準嘗試把不銹鋼鍋內的芥花籽油	
	 在30分鐘內加熱至250℃。根據低、中、高火力之間的加熱速度之差異，對火	
	 力可調校性作評分。

[9]	 資料主要源自產品標籤、包裝資料、說明書、宣傳單張或由代理商提供。

[10]	 資料主要由代理商提供。	
	 表列為收取市區用戶的費用。偏遠地區的用戶須就安裝、上門檢查或運回	
	 廠維修的運輸費支付附加費。

[11] 基本安裝並不包括灶檯面開孔、托架安裝及/或重新設置電掣或電源。	
	 e	電掣位與電磁爐的距離不超過1.5米。不包括鋪設電力裝置或額外安裝服務。	
	 f	若已有合適的電掣位，安裝費用為$250。	
	 	 若沒有合適的電掣位，安裝費用為$450。

[12] g	推廣期（至2015年12月31日）內購買可享5年保用；推廣期外購買則為	
	 	 1年保用。不包括機殼、按鍵、面板、面板貼紙及附件的保用。	
	 樣本#2及#7至#10不包括玻璃面板的保用(無論是人為損壞或非人為損壞)。

[13]	 用戶續保前，應向代理商查詢保養內容，例如會否包括運輸費、維修人工費及	
	 零件費等，以衡量是否參加。	
	 h	$650續保計劃可免上門檢查費及維修人工費；$840續保計劃免上門檢查費、	
	 	 維修人工費及包功能性零件保養，並不包括外觀性或損耗性零件保養。	
	 	i	偏遠地區、離島或禁區客戶須另加$200附加費。
[14]	 保用期內免費：#9的代理商稱只限產品出現非人為所致的損壞，不包括例行檢查。

[15] 保用期內免費：#2不包括機殼、損耗性零件及附件。	
	 #10只包括玏能性零件，如電子板、發熱線盤等。

[16]	 偏遠地區一般包括離島，惟不同代理商對偏遠地區的定義或會不同，相關用戶	
	 宜向代理商查詢。	
	 j	 離島用戶：需自行將電磁爐送往市區碼頭交收。	
	 	 馬灣/愉景灣用戶：＄40／＄120	
	 	 其他特別偏遠地區(如落馬洲、禁區等)：視乎情況而定。	
	 k	用戶需自行將電磁爐送往市區或代理商服務中心交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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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雙頭電磁爐效能表現測試結果
樣本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牌子 金章牌 Zanussi Panasonic 西門子家電 Siemens 
Home Appliances

薏莎 Esaar 伊萊克斯 Electrolux 惠而浦 Whirlpool 德國寶
German Pool

樂信牌 Rasonic 威馬電器 Goodway 樂思 Garwoods

型號 ZIC-B7500 KY-A227D EH75262IN IH-6280 EHC726BA AC213/BA GIC-BD30B RIC-S228DN GHC-5602 EC-2380
大約售價 [1] $6,690 $4,980 $7,800 $3,980 $6,980 $4,080 $4,620 $3,880 $5,988 $3,680
聲稱原產地（產品／玻璃面板） [2] 中國a／法國 日本／日本 中國／德國 中國a／法國 中國／法國 中國／法國b 中國／法國 中國／德國 中國／德國 中國／中國

總評  [3] ★★★★★ ★★★★1 ★★★★1 ★★★★1 ★★★★1 ★★★★1 ★★★★1 ★★★★1 ★★★★ ★★★★

  輸入功率

額定電壓（伏特） 220 220 220-240 220 220-240 220 220-240 220 220 220-240

額定功率（瓦特） 3500 2800 3600 2800 3200 2800 2800 2800 5600（2800 / 2800） 2800

在供電電壓220V下
量得的功率(瓦特） [4]

3650 2759 3520c 2576 2970c 2589 2632c 2727 2701/ 2807d 2617c

吻合度 (差異百分比） [4] ●●●●● +4.3% ●●●●● -1.5% ●●●●● -2.2%c ●●●0 -8.0% ●●●0 -7.2%c ●●●0 -7.5% ●●●● -6.0%c ●●●●● -2.6% ●●●●0 -3.5%／+0.3% ●●●0 -6.5%c

  省電程度

加熱效率  [5] ●●●●0 84%／86% ●●●●● 91%／83% ●●●●● 87%／89% ●●●●0 86%／87% ●●●●● 88%／86% ●●●●0 83%／85% ●●●●0 85%／83% ●●●0 76%／80% ●●●0 78% ／78% ●●● 74%／77%

待機功率（瓦特） [6] ●●●●0 0.6 ●●●●0 0.8 ●●●●0 0.5 ●●●●● 0.3 ●●●●● 0.3 ●●●●● 0.4 ●●0 7.4 ●●●0 3.9 ●●●0 4.9 ●●●0 4.0

整體  [7] ●●●●0 ●●●●● ●●●●● ●●●●0 ●●●●● ●●●●0 ●●●● ●●●0 ●●●0 ●●●0

 溫度控制 [8] ●●●● ●●●●0 ●●●●0 ●●●● ●●●●0 ●●●● ●●●●0 ●●●● ●●●● ●●●●0

 減低面板餘熱表現 ●●●● ●●●●0 ●●●●0 ●●●●0 ●●●● ●●●●0 ●●●●0 ●●●●0 ●●●●0 ●●●●0

 熱力平均度 ●●●●● ●●●●0 ●●●●● ●●●●● ●●●●0 ●●●●0 ●●●●0 ●●●●● ●●●●● ●●●●0

 選煲靈活性 ●●●●● ●●●●0 ●●●● ●●●●0 ●●●●● ●●●●● ●●●●● ●●●●0 ●●●● ●●●●●

型號
規格
資料
與部
分聲
稱功
能
[9]

尺寸：闊x深x高（厘米） 750 x 450 x 58.5 742 x 400 x 107 760 x 450 x 53 650 x 346 x 58.5 700 x 420 x 55 700 x 400 x 54.5 675 x 405 x 102 735 x 435 x 80 735 x 435 x 100 750 x 450 x 65

爐頭最高輸入功率

左：2,100W 
(可提升至2,900W) 
右：1,400W； 
共享3,500W

左：2,800W
右：1,800W；
共享2,800W

左：2,200W  
(可提升至3,300Ｗ)
右：1,400 W
(可提升至1,800Ｗ)； 
共享3,600W

左：2,200W   
右：1,400W； 
共享2,800W

    左：2,400W
    右：1,500W； 
    共享3,200W

左：2,000Ｗ
(可提升至2,200Ｗ) 
右：1,400Ｗ 
(當左爐的火力達2,200W，
右爐可輸出600W)；
共享2,800W

左：2,400W
右：2,400W；
共享2,800W

左：2,000W
右：2,600W； 
共享2,800W

左：2,800W 
右：2,800W

左：2,800W
右：2,800W； 
共享2,800W

座檯及嵌入兩用 嵌入 ■ 嵌入 ■ 嵌入 嵌入 ■ ■ ■ ■

提供電源線連13A插頭  — ■ — ■ — ■ ■ ■ ■ ■

火力調校段數 9 左：9　右：8 17 6 14 6 10 8 9 6

餘溫／高溫顯示燈 ■ ■ ■ ■ ■ ■ ■ ■ ■ －

兒童保護／按鍵鎖 ■ ■ ■ ■ ■ ■ ■ ■ ■ ■

過熱／空鍋保護裝置 ■ ■ ■ ■ ■ ■ ■ ■ ■ ■

最長定時／計時設定 99分鐘 9小時30分鐘 99分鐘 9小時59分鐘 99分鐘 9小時59分鐘 6小時 9小時59分鐘 8小時 3小時59分鐘

售 
後 
服 
務 

［10］

基本安裝費用 [11] 免費 $150e 免費 $250／$450 f $500 $310 $350 $150 免費 $250

保用期（年）
 [產品／玻璃面板（非人為損壞)] [12]

1／１ 5g／－ ２／２ 1／１ 1／１ 1／1 1／－ 2／－ 5／－ 2／－

續保年費 [13] $710 $550 $650／$840h $710 $710 $520 i － － － $460

右列服務
於保用期
內免費（非
人為損壞
所致）

上門檢查費用  [14]
保
用
期
後

$510 $230 $750 $510 $510 $450 $350 $450 $250 $290

運回廠維修的來回運輸費 $250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460 $250 $250 $850 $250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100 $300

維修人工費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220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視情況報價 視情況報價

已包括在上門檢查費內 $290

零件費 [15] 視情況報價 視情況報價 視情況報價 視情況報價 視情況報價

視情況報價

$300至$1,600 $100至$380

更換玻璃 
面板費用

保用期內（非人
為損壞所致）

免費

$1,500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1,000 $1,250 $900
人為損壞或 
保用期後

$2,500 視情況報價 $1,950 $1,950 視情況報價

偏遠地區附加費 
(安裝／上門檢查／運送) [16]

安裝／上門檢查： 
$70(愉景灣)、$130(離島)
運送：j

安裝／上門檢查：$180 
運送：k

離島：$220； 
偏遠地區：不需附加費

安裝／上門檢查： 
$70 (愉景灣)、$130 (離島)
運送：j

安裝／上門檢查：
$70(愉景灣)、$130(離島)
運送：j

安裝：$200； 
上門檢查：$100； 
運送：k

離島：按貨運收費； 
偏遠地區：$200

安裝：$100； 
上門檢查：$180； 
運送：$150

$100 $250

●或★愈多，表示樣本在該項目表現愈佳，最多5粒。

■表示適用或有該功能。

－表示不適用、沒有該功能或沒有提供資料。

若總評分相同，會按樣本牌子的英文字母排序。

[1]	 售價是約數，乃代理商提供或本會於2015年11月在市面調查所得。	
	 不同零售商的售價或有差別。

[2]	 資料由代理商提供或源自標籤	
	 a	代理商聲稱產品的電腦底盤原產地為德國，而整個產品的組裝地為中國。	
	 b	代理商聲稱玻璃面板原產地為法國，而加工地則為中國。
[3]		 總評分的比重：	
	 輸入功率吻合度	 10%	 減低面板餘熱表現	 10%	
	 省電程度	 30%	 熱力平均度	 	 20%	
	 溫度控制	 10%	 選煲靈活性	 	 20%	
	 所有項目參考國際標準IEC	60350-2進行。

註 [4]	 ●愈多，表示標示功率規格的可參考性愈高，	
	 正數差異百分比表示量得的數值比聲稱的數值高，負數則相反。	
	 在本港供電電壓220V下量度。	
	 c	樣本上標示的額定電壓為220-240V，但只標示單一功率。	
	 	 可能廠商的額定功率是在較高電壓而非220V下量度。		
	 d	樣本的兩邊爐頭為獨立供電設計，所列數值分別為左/右爐頭量得的	
	 	 功率。

[5]	 量度將水從15℃加熱至90℃所需的耗電量，再把數據代入公式，計算加	
	 熱效率。列出的加熱效率分別為左／右爐頭之加熱效率。

[6]	 量度樣本於備用／待機狀態時的耗電量。

[7]	 省電程度的比重：	
	 加熱效率	 70%	
	 待機功率	 30%	

[8]	 測試分別以最低、中、高火力進行，按標準嘗試把不銹鋼鍋內的芥花籽油	
	 在30分鐘內加熱至250℃。根據低、中、高火力之間的加熱速度之差異，對火	
	 力可調校性作評分。

[9]	 資料主要源自產品標籤、包裝資料、說明書、宣傳單張或由代理商提供。

[10]	 資料主要由代理商提供。	
	 表列為收取市區用戶的費用。偏遠地區的用戶須就安裝、上門檢查或運回	
	 廠維修的運輸費支付附加費。

[11] 基本安裝並不包括灶檯面開孔、托架安裝及/或重新設置電掣或電源。	
	 e	電掣位與電磁爐的距離不超過1.5米。不包括鋪設電力裝置或額外安裝服務。	
	 f	若已有合適的電掣位，安裝費用為$250。	
	 	 若沒有合適的電掣位，安裝費用為$450。

[12] g	推廣期（至2015年12月31日）內購買可享5年保用；推廣期外購買則為	
	 	 1年保用。不包括機殼、按鍵、面板、面板貼紙及附件的保用。	
	 樣本#2及#7至#10不包括玻璃面板的保用(無論是人為損壞或非人為損壞)。

[13]	 用戶續保前，應向代理商查詢保養內容，例如會否包括運輸費、維修人工費及	
	 零件費等，以衡量是否參加。	
	 h	$650續保計劃可免上門檢查費及維修人工費；$840續保計劃免上門檢查費、	
	 	 維修人工費及包功能性零件保養，並不包括外觀性或損耗性零件保養。	
	 	i	偏遠地區、離島或禁區客戶須另加$200附加費。
[14]	 保用期內免費：#9的代理商稱只限產品出現非人為所致的損壞，不包括例行檢查。

[15] 保用期內免費：#2不包括機殼、損耗性零件及附件。	
	 #10只包括玏能性零件，如電子板、發熱線盤等。

[16]	 偏遠地區一般包括離島，惟不同代理商對偏遠地區的定義或會不同，相關用戶	
	 宜向代理商查詢。	
	 j	 離島用戶：需自行將電磁爐送往市區碼頭交收。	
	 	 馬灣/愉景灣用戶：＄40／＄120	
	 	 其他特別偏遠地區(如落馬洲、禁區等)：視乎情況而定。	
	 k	用戶需自行將電磁爐送往市區或代理商服務中心交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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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用維修

各代理商提供的資料顯示，各測試型

號的保用期由1至5年不等。其中「威馬電

器」（#9）最長，達5年，「Panasonic」（#2）

於推廣期內購買亦可享有5年保用，推廣期

後為1年。其餘型號則只保用1或2年。此外，

只有部分型號（#1、#3至#6）提供玻璃面

板（非人為損壞）保用，用戶在收貨時應檢

查清楚玻璃面板是否有損壞或裂痕。更換

玻璃面板（人為損壞、保用期後或玻璃面

板不在保用範圍內）的費用大約由$900至

$2,500，價格視乎實際情況而定。

保用期內，全部型號都為市區用戶

提供免費上門檢查服務，但一般不包括例

行檢查。偏遠地區用戶一般都需收取附加

費，收費由$70至$250不等。

新機保用期內，若產品需要維修，

而有關損壞非人為所致，全部型號可獲豁

免維修人工費及零件費（一般不包括外在

零件或非功能性零件，詳情宜向代理商查

詢）；若需運送回廠維修，市區用戶可獲豁

免回廠運輸費，偏遠地區用戶則需付附加

費或按部分代理商要求由用戶將產品自行

運送到市區的指定服務中心。另外，不同

代理商對偏遠地區的定義或會不同，用戶

宜向代理商查詢清楚。

續保方面，#7至#9不設續保，其餘型

號的續保年費介乎$460至$840不等。用戶

續保前，應向代理商查詢保養內容，例如是

否包括運輸費、維修人工費及零件費等，以

衡量是否參加。

產品停產後多久不獲維修？
本會向各 代 理商查詢，產品會否

於停產一段時間後不再獲得維修？「西

門子家電」（#3）及「威馬電器」（#9）

於截稿前未有回覆。「金章牌」（#1）、

「Panasonic」（#2）、「薏莎」（#4）、「伊

萊克斯」（#5）、「惠而浦」（#6）及「樂信

牌」（#8）的代理商表示沒有設定有關期

限，不過需因應零件供應情況而提供服務。

「德國寶」（#7）的代理商則會在產品停產

後5年停止維修有關產品；「樂思」（#10）

的代理商則表示收到廠方停產通知後，會

多備一點零件作產品保養及維修服務。

至於零件存倉期，「金章牌」（#1）、

「Panasonic」（#2）、「薏莎」（#4）、「伊萊

克斯」（#5）、「惠而浦」（#6）、「德國寶」

（#7）及「樂思」（#10）的代理商表示由產

品停產日起計算，會將零件存倉3至8年不

等。「樂信牌」（#8）的代理商則表示需視乎

零件的供應情況，故沒有指定存倉期。若沒

有零件維修，#1、#4、#5、#7及#10的代理

商均表示會讓用戶以優惠價購買較新的型

號；#6的代理商表示若產品仍在保用期內，

則會以同等級的產品換機。#2及#8的代理

商則表示會視乎情況而決定處理方法。

總輸入功率700至2800瓦特的電磁爐，屬於機電工程

署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的涵蓋範圍。此計劃屬「確認

式」標籤計劃，所有向機電署提交申請的電磁爐，只要符合

計劃所訂的能源效益及表現要求，便會獲得確認和註冊。由

於此計劃屬自願性，現時市面上大部分有關產品仍未備有自

願性能源效益標籤。因應電磁爐煮食漸趨普及，本會建議機

電署考慮把電磁爐納入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藉此提高

市面上有關產品的能源效益。

此外，本會發現市面上大部分兩頭或以上的電磁爐的總輸入功率均大於2,800瓦特， 

所以本會建議此計劃應作出修訂，以涵蓋更高輸入功率的產品。

機電署的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

其餘樣本的代理商回覆指其產品售價不包

括基本安裝費，費用為$150至$500左右。代

理商的基本嵌入式安裝服務，一般不包括在

灶檯面開孔、托架安裝、重新設置電掣或電

源等，用戶宜向代理商查詢所有額外收費。

我老婆買錯很多

個煲，通常是在街邊

攤檔買的，買回來才發現

不適合電磁爐，累積損

失估計也有二千元。



封面專題

使用電磁爐小貼士
● 電磁爐功率高，切勿與其他電器（尤其

是大功率電器）共用插座。

● 經常保持電磁爐面清潔，切勿把雜物如

罐頭或刀叉等散放在爐面。

● 使用前，檢視爐面是否有裂縫或破損。

● 不應放過多湯水在鍋內，以免沸騰時熱

湯流出，濺濕電磁爐。

● 煮食時盡可能加上蓋子，調低火力，既

慳電亦可保存食物水分。

● 使用後，不應立即切斷電源，因部分型

號的內部風扇會繼續開動，讓爐底及面

板降溫。

保養小貼士
● 電磁爐四周應留有足夠的空間，讓電磁

爐散熱。

● 避免使用底部粗糙或凹凸不平的鍋具，

以免刮花爐面。

● 切勿於爐面拖扯鍋具、大力或快速放下

鍋具，以免損壞面板。

● 清潔前，必須關掉電源或拔掉電源插頭。

買電磁爐的時候，

推銷員說全部煲都適合

用。誰不知我買了個二千多

元的新煲，卻怎樣都不能把

水煲滾，後來才知道不是每

款煲都適合用於電磁爐，

白白浪費了錢。

量得的加熱效率結果為86.1%。該公司又稱

#9的兩個爐頭為獨立供電設計，各爐頭均

達2,800W，故待機耗電量相對較高。

「樂思」（#10）的代理商表示日後設

計產品時會注意待機功率。對於加熱效率

測試結果，該公司稱現階段機電署的能源

效益標籤計劃屬自願性，而且本會所參考

的是IEC國際標準，與該計劃所參考的GB

國家標準不同，故未能作出回應。 

● 切勿用水直接沖洗爐面。煮食後，用濕

布抹爐面已可抹去污漬。

● 切勿用堅硬的刷子或百潔布刷洗爐面。

廠商回應
「金章牌」（#1）及「薏莎」（#4）的代

理商表示，本會量得其樣本的總輸入功率

與額定值的差異，在功率偏差的容許範圍內

（+5%／-10%）；又指#4的各個爐頭於獨立

使用時，均能達到其聲稱的最高輸入功率。

「Panasonic」（#2）的代理商表示，

其產品的兩個爐頭的加熱效率存在差異是

由於爐頭的線圈與測試所用的鍋具的尺寸

不同所致。

「惠而浦」（#6）的代理商表示，本

會量得其樣本的總輸入功率與其額定值的

差異，符合國際標準IEC 60335-1規定的容

許範圍值。

「德國寶」（#7）的代理商表示，已

委任新生產商生產有關產品以提高加熱效

率，而待機功率亦會降至1.37瓦特。

「樂信牌」（#8）的代理商表示，由

於本會及生產商所使用的測試鍋具不同，

故本會的加熱效率測試結果與其廠方有差

異，不過，本會量得的結果仍符合生產商

的制定範圍。就待機功率方面，該公司稱

於設計#8時沒考慮申請自願性能源標籤計

劃，故沒按照其要求設計。

「威馬電器」（#9）的代理商表示，其

產品符合國家標準GB21456-2014《家用電

磁爐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級》的要求，而其

  
「金章牌」ZIC-B7500（#1，$6,690）

整體表現最好，熱力均勻。「Panasonic」

KY﹣A227D（#2，$4,980）、「西門子家

電」EH75262IN（#3，＄7,800）及「伊萊克

斯」EHC726BA（#5，＄6,980）加熱效率

較高，「薏莎」IH﹣6280（#4，＄3,980）待

機耗電小及價格較經濟。

選擇指 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