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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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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詩
詠

洗衣乾衣機
乾衣快慢相差半句鐘

每年香港總有些天氣潮濕或者經常下雨的日子，這時最好幫手非乾衣機莫屬。二

合一洗衣乾衣機集多功能於一身，也可以配合香港居室狹小的環境。測試比較8款前置

式洗衣乾衣機的表現，發現洗衣效能均優異，但乾衣速度和均勻性頗為不同。在節約

能源的大前提下，測試型號在乾衣能源效率及慳水方面的表現，也值得細意比較。

我家中的是頂揭式洗衣機，已用了多年。二合一洗衣乾

衣機適合香港家庭使用，因為住宅環境多數比較狹窄，

而且天氣潮濕，乾衣機有助衣服更快乾透。 但是乾衣程

序容易令衣服變「殘」和「縮水」，因此我喜歡用款式簡

單的洗衣機，衣服洗後會掛在屋內。

我喜歡自己洗衣服，

感覺比較乾淨。我不

覺得洗衣是苦差，反

而是一種享受。我會

將衣服分成不同顏色、

質地，有些更要入袋，

且就不同物料的衣服

調校合適的清洗時間，

才可更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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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 8 款 「大眼雞」  洗衣乾衣機
測試8款二合一洗衣乾衣機，全部

為前置式（俗稱「大眼雞」）型號，其中一

款為嵌入式設計，即機身不設頂蓋，面板

及前蓋成一平面以配合安裝在有門的櫥

櫃內。樣本的額定最高洗衣量由6至7公

斤，乾衣量則由3至5公斤，最高脫水轉速

每分鐘由1,200至1,400轉。樣本售價由約

$4,700至$9,200。

測試方法
本會委託一間法國實驗室，參考國

際標準IEC60456及IEC61121測試樣本的

洗衣及乾衣效能，測試的項目包括洗衣表

現、乾衣表現、環保表現、使用方便程度

及可靠性。洗衣乾衣測試用的水經特別處

理，硬度調校至接近本港自來水的水平。

洗衣普遍潔淨
洗濯 —— 分為兩部分測試：（A）以

40℃水溫棉質正常程序，清洗純棉質衣物

（重量為樣本洗衣量的八成），及（B）以

40℃水溫人造纖維程序，清洗人造纖維

將染有特定污漬的布

條縫在衣物上進行洗

衣表現測試，由上至

下為含碳粉的油漬、

血漬 /牛奶 / 墨水、

棉質布料上的羊毛脂

肪、鐵銹漬及混棉人

造纖維布料上的羊毛

脂肪。

清洗前 清洗後

我曾經到朋友家中住一星期，首次用前置式洗衣

機。以前不熟悉前置式的運作，以為會洗得不乾

淨，因為運作時只用很少水浸着衣服，但現在發

覺前置式洗衣機用水量較少，較環保。

鼎Candy」GO4W264-07S（#2）、「LG」

WF-C1206PW（#6）及「三星Samsung」

WD0704RQQ（#7）過水較乾淨，「金章

Zanussi」ZKH2125（#8）則較遜色。

脫水表現 —— 以衣物最後的濕度

為準，濕度愈低即脫水效果愈佳。樣本的

實際脫水轉速愈高及脫水時間愈長，效果

愈好。聲稱每分鐘最高脫水轉速為1,400

轉的「西門子Siemens」（#1）脫水最徹底，

但同是聲稱轉速1,400轉的「飛歌Philco」

PWD14S（#4）和「三星Samsung」（#7）

中，只有#4的脫水效能較突出。

洗衣速度 —— 除上述兩個程序（A

和B）外，試驗人員亦進行了洗3公斤純

綿衣物的程序，但只洗2次，而全部3個程

序都量度了洗衣、過水及脫水所需時間，

計算每公斤衣物的平均處理速度，「三星

Samsung」（#7）在所有程序清洗每公斤

衣物均需時較短，得分較高。

震動控制及不平衡衣物 —— 震動

最小和保持最佳平衡狀態的是「西門子

Siemens」（#1），震動控制較遜色的是「海

爾Haier」HWD-D1200TXVE（#5）及「惠而

浦Whirlpool」（#3）。測試發現#5及「LG」

（#6）當感應到衣物不平均時，會減慢脫

水轉速甚至停止轉動，影響脫水效果。

混棉質的衣物（重量為樣本的洗衣量）；

各洗3次，並以一標準高效能洗衣機作比

較。本會特別向實驗室提供在以往測試中

表現較佳的洗衣粉。測試用的污漬包括

含炭粉礦物油、血漬/牛奶/墨水、羊毛脂

肪（lanolin）及鐵銹漬等。結果以「西門子

Siemens」WD14H420GB（#1）及「惠而浦

Whirlpool」AWI312（#3）洗得較乾淨。

過水表現 —— 同樣採用上述兩

個洗濯程序（A和B）。過水表現測試是

抽取過完水的洗衫水，量度其酸鹼度，

以估計留在經過水的衣物上的洗衣劑分

量，以比較過水乾淨程度。結果以「金



6 419 2011 .09選擇

洗衣乾衣機測試結果
樣本編號 1 2 3 4 5 6 7 8
洗衣機種 前置式 前置式 嵌入式 前置式 前置式 前置式 前置式 前置式

牌子 西門子 Siemens 金鼎 Candy 惠而浦 Whirlpool 飛歌 Philco 海爾 Haier LG 三星 Samsung 金章 Zanussi

型號                           WD14H420GB GO4W264-07S AWI312 PWD14S HWD-D1200TXVE WF-C1206PW WD0704RQQ ZKH2125
售價                                   [1] $9,190 $7,598 $8,198 $6,998 $4,690 $5,990 $7,990 $8,998
聲稱原產地                          [2] 中國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中國 中國 中國 意大利

總評                                   [3] ★★★★ ★★★★ ★★★★ ★★★★ ★★★★ ★★★★ ★★★★ ★★★★
洗衣表現                             [4] ●●●● ●●●● ●●●● ●●●● ●●●● ●●●● ●●●● ●●●●

洗衣潔淨程度 ●●●●● ●●●● ●●●●● ●●●● ●●●● ●●●● ●●● ●●●●

過水效能 ●●●● ●●●●● ●●●● ●●●● ●●●● ●●●●● ●●●●● ●●●

脫水效能 ●●●●● ●●●● ●●●● ●●●● ●●●● ●●● ●●●● ●●●●

洗衣速度 ●●●● ●●●● ●●● ●●●● ●●● ●●●● ●●●●● ●●●

震動控制及不平衡衣物 ●●●●● ●●●● ●●● ●●●● ●● ●●● ●●●●● ●●●

乾衣表現                             [5] ●●●● ●●● ●●●● ●●● ●●● ●●● ●●● ●●●●

乾衣速度(分鐘/每公斤)  [6] ●●●●      37及22 ●●●       46及30 ●●●●     46及31 ●●●      42及29 ●●●     48及32 ●●●   78及57 ●●●● 42及23 ●●●● 41及22
乾衣均勻性 ●●● ●●● ●●● ●●● ●●● ●●●● ●●● ●●●

環保表現                             [7] ●●●● ●●●● ●●●● ●●●● ●●●● ●●●● ●●●● ●●●●

洗衣能源效率 ●●●●● ●●●●● ●●●●● ●●●●● ●●●●● ●●●●● ●●●● ●●●●●

乾衣能源效率 ●●●● ●●●● ●●●● ●●●● ●●●● ●●● ●●● ●●●

慳水程度 ●●●● ●●●●● ●●●● ●●●● ●●●● ●●●● ●●●● ●●●●

寧靜程度 ●●● ●●● ●●● ●●● ●● ●●● ●●● ●●●

使用方便程度                       [8] ●●●● ●●● ●●● ●●● ●●● ●●● ●●● ●●●

放入和拿出衣物 ●●● ●●●● ●● ●●● ●●● ●● ●● ●●

放洗衣粉和洗衣液 ●●●● ●● ●●● ●●● ●● ●●●● ●●● ●●●

操作 ●●●● ●● ●● ●● ●● ●● ●● ●●●

保養 ●●●● ●●● ●●● ●● ●●● ●●●● ●●● ●●●

說明書 ●●●● ●●●● ●●●●● ●●●● ●●●● ●●●●● ●●●●● ●●●●

可靠性                                [9] ●●●●● ●●●●● ●●●●● ●●●●● ●●●●● ●●●●● ●●●●● ●●●●

漏水測試 ●●●●● ●●●●● ●●●●● ●●●●● ●●●●● ●●●●● ●●●●● ●●●●

小物件測試 ●●●●● ●●●●● ●●●●● ●●●●● ●●●● ●●●●● ●●●● ●●●●

型
號
資
料 

[2]

聲稱每分鐘最高脫水轉速(轉) 1400 1200 1200 1400 1200 1200 1400 1200
可調節轉速 ■ ■ ■ ■ ■ ■ ■ ■

最高洗衣量(公斤) 7 6 6 6 6 6 7 7
最高乾衣量(公斤) 4 4 4 4 3 3 3.5 5
額定電壓(V) 220 - 240 220 - 240 220 220 - 240 220 - 240 220 - 240 220 - 240 220

額定功率(W) 2200 - 2400 2150 2100 2150 2000 1700(洗衣)
1350(乾衣) 2000 - 2400 2200

防止門蓋反鎖掣/面板鎖  [10] —/■ —/— —/— —/— —/■ —/■ —/■ ■/■

保用期(年) 2 2 1 1 2 1(馬達10年) 2 1
大小(闊x高x深) (厘米) 60 x 85 x 64 60 x 85 x 44 60 x 82 x 56 60 x 85 x 44 60 x 85 x 55 60 x 85 x 48 60 x 85 x 61 60 x 85 x 64
續保年費 $380 - $530 $580 $550 $500 $380 不設續保 $320 $460起

註 ●或★愈多，表示該項測試表現愈好，

最多五粒。	

■	表示有該功能

—	沒有該項功能	 	

[1]	售價是約數，乃代理商提供或本會

於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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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總評分的比重：	
	 洗衣表現	 30%	
乾衣表現	 20%	
環保表現	 35%	
使用方便程度	 10%	
可靠性	 5%

[4]	洗衣表現的評分比重：	
	 洗衣潔淨程度	 50%	
過水效能	 25%	
脫水效能	 10%	
洗衣速度	 10%	
震動控制及不平衡衣物	5%	

洗衣潔淨程度、過水效能及脫
水效能3項評分比重分別是棉
質衣物60%和容易打理衣物
40%。	

[5]	乾衣表現的評分比重：	
	 乾衣速度	 90%	
乾衣均勻性	 10%

[6]	乾衣速度所列出的兩個數值為
純棉質衣物的乾衣時間，前者
為全乾所需時間，後者為半乾
所需時間。

[7] 環保表現的評分比重：	

	 洗衣能源效率	 20%	

乾衣能源效率	 60%	

慳水程度	 15%	

寧靜程度	 5%

	 慳水程度評分比重分別是洗

衣83.3%和乾衣16.7%，寧靜

程度評分則是洗衣30%、脫水

30%和乾衣40%。	

[8]	使用方便程度的評分比重：

	 放下和拿出衣物	 25%	

	 放洗衣粉和洗衣液	 10%	

	 操作	 25%	

	 保養	 25%	

	 說明書	 15%	

[9]	漏水測試及小物件測試所佔比重分別

為60%及40%。

[10]	全部樣本操作時門蓋均被鎖上，停止

運轉後方可開啟。

封面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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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而浦 Whirlpool
AWI312

3 飛歌 Philco
PWD14S

4

西門子 Siemens
WD14H420GB

1 金鼎 Candy
GO4W264-07S

2

洗衣乾衣機測試結果
樣本編號 1 2 3 4 5 6 7 8
洗衣機種 前置式 前置式 嵌入式 前置式 前置式 前置式 前置式 前置式

牌子 西門子 Siemens 金鼎 Candy 惠而浦 Whirlpool 飛歌 Philco 海爾 Haier LG 三星 Samsung 金章 Zanussi

型號                           WD14H420GB GO4W264-07S AWI312 PWD14S HWD-D1200TXVE WF-C1206PW WD0704RQQ ZKH2125
售價                                   [1] $9,190 $7,598 $8,198 $6,998 $4,690 $5,990 $7,990 $8,998
聲稱原產地                          [2] 中國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中國 中國 中國 意大利

總評                                   [3] ★★★★ ★★★★ ★★★★ ★★★★ ★★★★ ★★★★ ★★★★ ★★★★
洗衣表現                             [4] ●●●● ●●●● ●●●● ●●●● ●●●● ●●●● ●●●● ●●●●

洗衣潔淨程度 ●●●●● ●●●● ●●●●● ●●●● ●●●● ●●●● ●●● ●●●●

過水效能 ●●●● ●●●●● ●●●● ●●●● ●●●● ●●●●● ●●●●● ●●●

脫水效能 ●●●●● ●●●● ●●●● ●●●● ●●●● ●●● ●●●● ●●●●

洗衣速度 ●●●● ●●●● ●●● ●●●● ●●● ●●●● ●●●●● ●●●

震動控制及不平衡衣物 ●●●●● ●●●● ●●● ●●●● ●● ●●● ●●●●● ●●●

乾衣表現                             [5] ●●●● ●●● ●●●● ●●● ●●● ●●● ●●● ●●●●

乾衣速度(分鐘/每公斤)  [6] ●●●●      37及22 ●●●       46及30 ●●●●     46及31 ●●●      42及29 ●●●     48及32 ●●●   78及57 ●●●● 42及23 ●●●● 41及22
乾衣均勻性 ●●● ●●● ●●● ●●● ●●● ●●●● ●●● ●●●

環保表現                             [7] ●●●● ●●●● ●●●● ●●●● ●●●● ●●●● ●●●● ●●●●

洗衣能源效率 ●●●●● ●●●●● ●●●●● ●●●●● ●●●●● ●●●●● ●●●● ●●●●●

乾衣能源效率 ●●●● ●●●● ●●●● ●●●● ●●●● ●●● ●●● ●●●

慳水程度 ●●●● ●●●●● ●●●● ●●●● ●●●● ●●●● ●●●● ●●●●

寧靜程度 ●●● ●●● ●●● ●●● ●● ●●● ●●● ●●●

使用方便程度                       [8] ●●●● ●●● ●●● ●●● ●●● ●●● ●●● ●●●

放入和拿出衣物 ●●● ●●●● ●● ●●● ●●● ●● ●● ●●

放洗衣粉和洗衣液 ●●●● ●● ●●● ●●● ●● ●●●● ●●● ●●●

操作 ●●●● ●● ●● ●● ●● ●● ●● ●●●

保養 ●●●● ●●● ●●● ●● ●●● ●●●● ●●● ●●●

說明書 ●●●● ●●●● ●●●●● ●●●● ●●●● ●●●●● ●●●●● ●●●●

可靠性                                [9] ●●●●● ●●●●● ●●●●● ●●●●● ●●●●● ●●●●● ●●●●● ●●●●

漏水測試 ●●●●● ●●●●● ●●●●● ●●●●● ●●●●● ●●●●● ●●●●● ●●●●

小物件測試 ●●●●● ●●●●● ●●●●● ●●●●● ●●●● ●●●●● ●●●● ●●●●

型
號
資
料 

[2]

聲稱每分鐘最高脫水轉速(轉) 1400 1200 1200 1400 1200 1200 1400 1200
可調節轉速 ■ ■ ■ ■ ■ ■ ■ ■

最高洗衣量(公斤) 7 6 6 6 6 6 7 7
最高乾衣量(公斤) 4 4 4 4 3 3 3.5 5
額定電壓(V) 220 - 240 220 - 240 220 220 - 240 220 - 240 220 - 240 220 - 240 220

額定功率(W) 2200 - 2400 2150 2100 2150 2000 1700(洗衣)
1350(乾衣) 2000 - 2400 2200

防止門蓋反鎖掣/面板鎖  [10] —/■ —/— —/— —/— —/■ —/■ —/■ ■/■

保用期(年) 2 2 1 1 2 1(馬達10年) 2 1
大小(闊x高x深) (厘米) 60 x 85 x 64 60 x 85 x 44 60 x 82 x 56 60 x 85 x 44 60 x 85 x 55 60 x 85 x 48 60 x 85 x 61 60 x 85 x 64
續保年費 $380 - $530 $580 $550 $500 $380 不設續保 $320 $460起

註 ●或★愈多，表示該項測試表現愈好，

最多五粒。	

■	表示有該功能

—	沒有該項功能	 	

[1]	售價是約數，乃代理商提供或本會

於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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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總評分的比重：	
	 洗衣表現	 30%	
乾衣表現	 20%	
環保表現	 35%	
使用方便程度	 10%	
可靠性	 5%

[4]	洗衣表現的評分比重：	
	 洗衣潔淨程度	 50%	
過水效能	 25%	
脫水效能	 10%	
洗衣速度	 10%	
震動控制及不平衡衣物	5%	

洗衣潔淨程度、過水效能及脫
水效能3項評分比重分別是棉
質衣物60%和容易打理衣物
40%。	

[5]	乾衣表現的評分比重：	
	 乾衣速度	 90%	
乾衣均勻性	 10%

[6]	乾衣速度所列出的兩個數值為
純棉質衣物的乾衣時間，前者
為全乾所需時間，後者為半乾
所需時間。

[7] 環保表現的評分比重：	

	 洗衣能源效率	 20%	

乾衣能源效率	 60%	

慳水程度	 15%	

寧靜程度	 5%

	 慳水程度評分比重分別是洗

衣83.3%和乾衣16.7%，寧靜

程度評分則是洗衣30%、脫水

30%和乾衣40%。	

[8]	使用方便程度的評分比重：

	 放下和拿出衣物	 25%	

	 放洗衣粉和洗衣液	 10%	

	 操作	 25%	

	 保養	 25%	

	 說明書	 15%	

[9]	漏水測試及小物件測試所佔比重分別

為60%及40%。

[10]	全部樣本操作時門蓋均被鎖上，停止

運轉後方可開啟。

1.	 原本濕度約為60%（即水分重

量為乾身衣服重量的60%）的棉質衣物

組合。

2.	 原本濕度約為45%的容易打理

（easy-care）衣物。

個別衣物可能抵受不住乾衣機全乾

的熱力，或一些用戶喜歡用熨斗熨直衣服，

都可使用半乾程序。半乾程序（iron-dry）

測試以原本濕度約為60%的特定棉質衣物

組合進行。以「海爾Haier」（#5）的半乾設

乾衣速度快慢差一倍
全部樣本均採用冷凝式（condenser	

type）乾衣原理，也是普遍二合一洗衣乾

衣機採用的技術，優點是安裝位置較方

便，不須考慮排氣口安排。原理是用熱風

烘乾衣物，然後用冷水冷卻及凝聚熱風中

的濕氣，再將冷凝水由去水喉排出。乾衣表

現測試主要針對乾衣速度及乾衣均勻性。

乾衣程序分全乾及半乾。全乾程序

中測試的物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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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 Samsung
WD0704RQQ

7

海爾 Haier
HWD-D1200TXVE

5 LG
WF-C1206PW

6

金章 Zanussi
ZKH2125

8

封面專題

乾衣 —— 根據歐盟有關電動乾衣機

研究報告的資料，以往乾衣機每次把1公斤

衣物烘乾的平均耗電量為0.86千瓦小時。

是次樣本全乾棉質衣物量得的數值由0.57

至1千瓦小時，半乾則由0.39至0.76千瓦小

時，以「惠而浦Whirlpool」（#3）較佳，「LG」

（#6）則較其他樣本耗電，不過假設每度電

$1.1計算，#6烘乾3公斤衣物的費用應不超

過$3.5。

慳水程度 —— 樣本在乾衣程序中

冷卻用的耗水量差別很大，其中「西門子

Siemens」（#1）十分慳水，替每公斤衣物

乾衣不用1升水，「LG」（#6）耗水較多，平

均用量是#1的20多倍。

寧靜程度 —— 洗衣及乾衣的寧靜

定乾衣，最後的乾度較正常的低，但再進

行多一次乾衣又過乾，用戶可能要在第二

次半乾過程的中途停止乾衣。

測試的乾衣量為各樣本說明書上指

定的最高乾衣量，得出的平均乾衣速度每

公斤棉質衣物全乾由37至78分鐘，半乾為

22至57分鐘，容易打理衣物則需31至62分

鐘。整體上「LG」（#6）較慢。

均勻性測試量度每件衣物的最後

濕度，再計算出各件衣物濕度的標準差

（standard	 deviation），標準差愈大，乾

衣均勻性愈低。測試中「LG」（#6）乾得最

均勻。

環保表現
個別樣本乾衣慳電表現有待改善

洗衣及乾衣測試中，同時量度了各

樣本的用水及用電量，從而計算處理每

公斤衣物所需的用水及用電量，比較環保

表現。

洗衣 —— 與上述洗衣測試程序相

同，並加入清洗3公斤棉質衣物的測試。各

樣本量得每公斤衣物平均耗電量由0.03至

0.19千瓦小時，其中以「LG」（#6）3個洗衣

程序都很慳電，其他樣本表現也不俗。

樣本洗較小量（3公斤）衣物時，每

公斤衣物的用水量由7.6至19.2升，較多衣

物時則由9.6至20.4升，顯示洗小量衣服跟

洗一機衣物的用水量差別不大，用戶洗小

量衣物時應盡量選用「半量」等程序。結

果以「金鼎Candy」（#2）及「金章Zanussi」

（#8）洗衣較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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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說明書指示，定期清理棉絨過

濾器裏積聚的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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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小貼士

程度表現也納入環保評分之內，由3位技術

人員評審，整體表現以「西門子Siemens」

（#1）、「惠而浦Whirlpool」（#3）、「LG」

（#6）及「三星Samsung」（#7）較寧

靜，「金鼎Candy」（#2）、「飛歌Philco」

（#4）、「海爾Ha i e r」（#5）及「金章

Zanussi」（#8）脫水時的噪音較高。

安全

●	 洗衣乾衣機不應安放於潮濕的地方（例如戶外、浴

室），避免水分流到或濺在洗衣機上，進而滲入洗衣機

內部。

●	 洗衣機的用電量大，不應在洗衣機的供電插座上接駁其

他電器。

●	 應按照說明書的指示使用洗衣乾衣機，並須確保洗衣量

及乾衣量不超過說明書所列明的上限，以免因乾衣量過

大或乾衣時間過長，引致機件過熱。

●	 洗衣前應清理衣物內的所有雜物，例如錢幣及鎖匙等。

●	 切勿在操作中的洗衣機附近使用易燃化學物品，例如殺

蟲水及天拿水等。

●	 不應用乾衣功能烘乾羽絨、海綿乳膠、含橡膠或蠟質等

的衣物，以免過熱引致危險。

●	 定期清理棉絨隔濾器上積聚的來自衣物鬆散出來的纖維

細絲，以防阻礙排水。滾桶式洗衣機的隔濾器多以塑膠

製造，設在前方近地面位置；葉輪式的隔濾器似一尼龍

網，在洗衣桶內側，用久了會損壞需更換。

環保

●	 為節約能源，應盡可能使用冷水洗衣功能，先按物料種

類或骯髒程度將衣物分類，再按生產商提供的方法選擇

合適的洗衣程序，有助慳水慳電。

●	 盡量儲滿一機衣物才開啟洗衣機，清洗小量衣物時，應

採用半量洗濯功能。乾衣時，應先按衣物厚度將衣物分

類，再分開乾衣。

保養

●	 若發現洗衣機入水的時間較正常長，應檢查入水膠喉及

過濾器有否堵塞。

●	 如懷疑有洗衣粉殘留在機內或有其他雜質產生異味，用

戶可考慮轉用不同的洗衣粉或洗衣液。

●	 定期清洗洗衣劑盛載格，切勿使用過量洗潔劑，以免殘

方便程度未如人意
評審項目包括：

1.  放入和拿出衣物 —— 評審開關

門蓋的力度、開啟角度和幅度，整體以「金

鼎Candy」（#2）較佳；「惠而浦Whirlpool」

（#3）的門柄設計較差及門蓋打開幅度較

小，得分受限制。

留的洗衣劑及衣物柔順劑積聚在洗衣機內。

●	 定期檢查前置式洗衣機的機門塑膠封邊，清理積聚的塵

埃雜物。

●	 應聘請有經驗技師定期檢查洗衣機，以確保電器安全

運作。

關顧小孩免生意外

	 今年初有報章報道一名歲半幼童跌落洗衣機的意外，過

往關於幼童在洗衣機中遇溺的事故亦時有所聞。是次測試

的樣本，門蓋面積多數較小，小孩不容易爬進滾筒；但不

少頂揭式型號有較大的頂蓋，有些啟動後仍可打開，少數

並且不設「兒童安全設計」保護措施（例如打開蓋後一段

時間後自動排水等），一旦兒童好奇爬上機頂，意外跌進

載滿水的內筒，後果可大可小。

	 「金章Zanussi」（#8）的門蓋特設防止反鎖設計，只

要用硬幣扭一下，門蓋便不能關上，防止小孩意外自行啟

動洗衣機。用戶若使用「惠而浦Whirlpool」（#3）或類似

的嵌入式洗衣機，亦可考慮加上櫃門鎖，以防小孩接觸到

洗衣機。要避免兒童發生意外，最重要的還是家長時刻留

神照顧。以下是一些要留意的地方：

●	 頂揭式洗衣機應選購設有「兒童安全設計」裝置的型號，

並優先考慮當有關裝置啓動後會把頂蓋鎖上的型號。

●	 應善用產品所提供的兒童鎖保護設計。

●	 家長應教導兒童洗衣機的潛在危險，敦促他們切勿好奇

打開機蓋觀看或伸手入洗衣機內，更不要將它當作捉迷

藏的藏身地點。

●	 切勿在頂揭式洗衣機旁放置凳子、箱子等，以免兒童利

用作腳踏，攀上洗衣機。

●	 不要獨留兒童在洗衣機旁玩耍。對年紀較幼的小童更要

特別留意，切勿以為自己在家便可確保安全，因而讓小

孩在洗衣機旁玩耍。

●	 每次用完洗衣機後，必須排清所有用水，切勿在洗衣桶

內儲水備用或浸衫。用後蓋好機蓋或機門。

2.  放洗衣粉和洗衣液 —— 評核

抽出及放回洗粉格的方便程度，「西門

子Siemens」（#1）及「LG」（#6）得分較

高，「金鼎Candy」（#2）及「海爾Haier」

（#5）的洗粉格開口較小，較難放入洗

衣粉。

3.  操作問題多多 —— 檢驗了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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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忙碌時，洗

衣工作由爸爸

代勞，但他不太

細心，將各種顏

色的衣服都放

進機內。因此不

管多忙，我也希

望可抽時間親

自處理。

封面專題

	 「 西 門 子 S i e m e n s 」

WD14H420GB（#1，$9,190）

整體得分較高，「金鼎Cand y」

GO4W264-07S（#2，$7,598）

及「惠而浦Wh i r l poo l」AWI312

（#3，$8,198）的得分亦名列前

茅，#1洗衣潔淨及乾衣快速，#2

機身較薄及慳水慳電，而且售價較

低，#3為嵌入式，適合放在帶有門

蓋的櫥櫃內。

選
W

N擇指南

把圖中的小物件放入洗衣機滾筒內，

測試洗衣後遺留在機內的情況。

顯示字體和訊號是否清晰、扭動旋鈕及

按掣是否暢順、洗衣進度顯示及更改程序

是否方便。評審員普遍給予較低評分，只

有「西門子Siemens」（#1）得分較佳，「惠

而浦Whirlpool」（#3）的面板只有英文標

示，但樣本附有中文標示貼紙，有需要用

戶可貼上。「飛歌Phi lco」（#4）及「三星

Samsung」（#7）的顯示屏上個別標示未

有文字解釋，	#3、#4、「海爾Haier」（#5）

及「LG」（#6）則面板上印刷字體較小，尤

其是#5；#3及#4的按鈕並非依照實際按

動的先後次序排列，而#6及#7的同一按鈕

有多個功能，都可能帶來不便，#3、#5及

#7的面板均被評為傾斜度不足，按動時不

太就手。

4.	 保養	——	包括保養橡皮環、

面板及洗粉格，及清洗雜物隔的方便程

度，各樣本得分接近，惟「金鼎Candy」

（#2）、「惠而浦Whirlpool」（#3）、「飛

歌Phi lco」（#4）、「海爾Haier」（#5）及

「金章Zanussi」（#8）手指握位較小，以

致取出雜物隔時不就手，另因排水管出口

位置及設計未完善，取出雜物隔時，積水

流出而弄濕地面的機會較大。

5.	 說明書	——	說明書愈詳盡清

晰，此項得分愈高，以「惠而浦Whirlpool」

（#3）、「LG」（#6）及「三星Samsung」

（#7）的說明書得分較佳，中英文兼備，

「海爾Haier」（#5）則只有英文說明書。

用戶一旦遺失說明書，若可在網上下

載查閱，不必自行摸索，方便不少。

樣本#3、#6及#7的本地代理

商的網頁都有提供說明書免

費下載，更備有中文版本，

#1、#2、#5及#8則要在生產

商的主網頁搜尋。

可靠性整體不俗
分別考驗樣本零件出現故障或衣物

內藏小物件對洗衣機的影響。

漏水測試

技術人員刻意令樣本的水壓感應器

及電動閥門失效，觀察樣本的反應。結果

大部分樣本都偵察到及顯示相關問題，

馬上停止灌水，「金章Zanussi」（#8）注

滿水時才偵測到問題，但仍能及時停止

灌水。

小物件可能導致機械故障

樣本能否防止細小物件進入機內非

常重要，實驗室加入襪子、鈕扣、小額硬幣

和萬字夾，模擬用戶洗衣前未拿走衫褲袋

中的小物件，及洗衣過程中可能脫落的衫

鈕。本會特別向實驗室提供多個本港1角和

2角硬幣，一些衣物的衫鈕及褲頭鈕，以反

映本港實際使用環境。

結果所有襪子仍留在樣本的滾筒

內，但其他小物件則散落在機內不同位

置，有些留在滾筒內，有些在橡皮環中

尋回，有的流到雜物隔處，還有墮進機

內的。以「海爾Haier」（#5）有較多物件

掉到洗衣桶、橡皮環及雜物隔以外的地

方。若小物件進入轉動部分，有可能阻礙

洗衣機運作、阻塞喉管/水泵，增加負載

甚至令馬達停止轉動，或令機件損壞。不

過是次樣本測試時都沒有出現任何不正

常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