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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運輸署的資料，由1999年至2009年，本

港每年有超過2,500輛電單車涉及交通意外，平

均每日超過6輛！相對其他車輛，電單車對駕駛

者的保護能力較弱，要加強保護自己，就要佩戴

保護能力高的頭盔。測試反映電單車頭盔的保

護能力參差，鐵騎士要小心選擇！

根據運輸署的資料，由1999年至2009年，本

港每年有超過2,500輛電單車涉及交通意外，平

均每日超過6輛！相對其他車輛，電單車對駕駛

者的保護能力較弱，要加強保護自己，就要佩戴

保護能力高的頭盔。測試反映電單車頭盔的保

護能力參差，鐵騎士要小心選擇！

測試報告

雖然近年電單車涉及意外的比率有

下降趨勢，但仍比私家車的比率高出三

倍以上（見圖一）。一眾鐵騎士要減低意

外中頭部受傷的風險，佩戴保護能力佳的

電單車頭盔必不可少。歐洲消費者組織

（Euroconsumers）最近測試了17款電單

車頭盔，其中5款在本港有售，結果發現某

些樣本保護能力較差。

樣本
本港有售的5款型號售價約由$1,160

至$3 ,480，其中2款的外殼採用纖 維

（fiber-reinforced composite）製造，包括

「X-lite」X-402（#1）及「Premier Helmets」

Touring 3（#5），其餘3款的外殼物料為熱

塑性塑膠（thermoplastic）。全部樣本都是

開面式（open-face/jet helmet）設計，與全

面式（full-face/integral helmet）、俗稱「大

頭佛」的頭盔相比，缺少下顎部分。

圖一︰本港近年電單車及私家車涉及意外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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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款電單車頭盔
保護能力欠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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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震能力

1 款不滿意  重試仍有瑕疵
吸震能力測試參考歐洲經濟委員會

第22號規例ECE R22-05的測試方法，將樣

本戴在假人頭上，再利用儀器讓其以每秒

7.5米的速度墮下產生撞擊，撞擊的位置包

括前額、側面、頭頂及後腦。各型號以兩個

樣本進行，測試前分別經-20℃及50℃的低

溫及高溫處理，然後分別撞向模擬平地及

行人路邊（curb/kerb）的鋼砧。根據在假人

頭的中心點量得的加速速度等數據，評估

樣本的吸震能力。量得的加速速度愈低，表

示吸震能力愈好。若有測試型號表現不滿

意，會以最多兩個新樣本再進行測試。結果

5款型號中以「X-lite」X-402（#1）的表現最

佳，「Nolan」N43 Air（#2）、「愛諾 Airoh」

纖維外殼頭盔的售價一般較

熱塑性塑膠外殼高。雖然纖維外殼

頭盔的保護能力未必一定較佳，但

好處在於一旦受到碰撞，頭盔表面

較容易留有痕跡，讓用者更容易察

覺到頭盔有否曾受碰撞而可能影響

到保護能力，提醒用者及早更換。

纖維外殼VS熱塑性

塑膠外殼

Jet 55 s（#4）及「Premier Helmets」Touring 

3（#5）亦表現不俗。「AGV」Blade（#3）在

以頭頂位置撞向模擬平地的鋼砧的撞擊測

試中表現不滿意，以兩個新樣本再進行測

試時，其中一個仍有瑕疵。

固定强度

3 款令後腦位置較易暴露
參考ECE R22-05的測試方法，進行

防拉扯及防轉動測試。防拉扯測試是把樣

本戴在假人頭上，利用儀器在樣本與假人

頭之間垂直施加拉力，看看頭盔與假人頭

之間被拉出的距離會否過長，結果5個型號

都表現理想。

防轉動測試是把樣本戴在固定的假

人頭上，利用儀器從後腦位置把樣本向前

上方拉，頭盔轉動的角度不能超過30度。

「AGV」Blade（#3）、「愛諾 Airoh」Jet 55 s

（#4）及「Premier Helmets」Touring 3（#5）

的細碼及加細碼樣本均出現過大角度（33

度至45度）的轉動，意外中可能令用戶的

後腦位置較易暴露出來，增加受傷風險。

綜合固定强度測試的結果，5款型

號中以「X-l ite」（#1）的固定强度最高，

「Nolan」（#2）亦佳。

面鏡表現理想
ECE R22-05要求樣本的面鏡在撞擊

之後，包括碎片在內，不應有利邊，結果5

全部樣本聲稱符合歐洲經

濟委員會第 22 號規例 ECE 

R22-05 標準。 

售價及聲稱原產地資料由

代理商提供。 

售價是約數，不同花紋或

顏色的售價或有差別。

樣本 #3 至 #5 的總評分相

同，以牌子外文字母次序排

列。 

註

總評：★★★★
聲稱原產地：意大利

外殼物料：纖維

頭盔帶固定方法：雙D形扣

重量：1.43千克

評語：吸震能力及固定強度

最高，面鏡清晰度佳，戴上

及除下亦頗方便。

$3,480

X-lite
X-402

1

總評：★★★★
聲稱原產地：意大利

外殼物料：熱塑性塑膠

頭盔帶固定方法：自動扣

重量：1.65千克

評語：面鏡清晰度及舒適程

度最佳，吸震能力及固定强

度都不俗，戴上及除下亦頗

方便。

$2,280

Nolan
N43 Air

2

總評：★★
聲稱原產地 ：中國

外殼物料：熱塑性塑膠

頭盔帶固定方法：自動扣

重量：1.27千克

評語：戴上及除下頗方便，

但有兩個樣本在頭頂位置

的撞擊測試表現不滿意，吸

震能力較差。固定強度亦遜

色，意外中可能令後腦位置

較易暴露出來。

$1,160

AGV
Blade

3

總評：★★
聲稱原產地：意大利

外殼物料：熱塑性塑膠

頭盔帶固定方法：自動扣

重量：1.49千克

評語：吸震能力及面鏡清晰

度都不俗，但舒適程度及固

定強度較差，意外中可能令

後腦位置較易暴露出來。戴

上及除下亦較不便。

$1,580

愛諾 Airoh
Jet 55 s

4

總評：★★
聲稱原產地：意大利

外殼物料：纖維

頭盔帶固定方法：自動扣

重量：1.10千克

評語：戴上及除下最方便，

吸震能力亦不俗，但固定強

度較差，意外中可能令後腦

位置較易暴露出來。

$2,180

Premier Helmets
Touring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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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面式電單車頭盔測試結果
樣本編號 1 2 3 4 5

牌子 X-lite Nolan AGV 愛諾
Airoh

Premier
Helmets

型號 X-402 N43 Air Blade Jet 55 s Touring 3

售價          [1] $3,480 $2,280 $1,160 $1,580 $2,180

聲稱原產地 [2] 意大利 意大利 中國 意大利 意大利

總評分       [3] ★★★★ ★★★★ ★★  ▽ ★★  ▽ ★★  ▽

安全          [4] ●●●● ●●●● ●● ●● ●●

吸震能力 ●●● ●●● ● ●●● ●●●

 固定強度 ●●●● ●●● ● ● ●

面鏡 ●●●●● ●●●●● ●●●● ●●●●● ●●●●●

實際使用    [5] ●●●● ●●●● ●●●● ●●●● ●●●

說明書 ●●●●● ●●●●● ●●●●● ●●●● ●●●

戴上及除下 ●●●● ●●●● ●●●● ●●●● ●●●●

舒適程度 ●●● ●●●● ●●● ●●● ●●●

面鏡 ●●●● ●●● ●●● ●●●● ●●●

註 ●或★愈多，表示該項測試表現愈好，最多
五粒。

全部樣本聲稱符合歐洲經濟委員會第22號
規例ECE R22-05標準。 

[1]  售價是約數，乃代理商提供。不同花紋
或顏色的售價或有差別。 

[2] 資料由代理商提供。

[3] 總評分的比重：  
 安全 50%  
 實際使用 50% 

 ▽ 若吸震能力或固定強度評分不理想，
安全及總評分會受到局限。

 樣本#3至#5的總評分相同，以牌子外
文字母次序排列。

[4]  安全評分的比重：  
 吸震能力 50% 
 固定強度 25% 
 面鏡 25%

[5] 實際使用評分的比重： 
 說明書 5%
 戴上及除下 25%
 舒適程度 50%
 面鏡 20%

測試報告

款型號都符合要求。測試亦評估面鏡的清

晰度，及以磨擦測試來模擬頭盔在使用一

段日子之後，面鏡能否維持一定的清晰度，

結果5款型號均表現理想，其中以「Nolan」

（#2）表現最佳，「X-l ite」（#1）及「愛諾 

Airoh」（#4）亦不俗。

大致上方便使用
主要由5位經驗豐富的電單車駕駛

者，包括4男1女，組成評審團，試用樣本並

有機會要為乘客的損傷負上賠償責任。

● 沒有認證的電單車頭盔保護能力

成疑：本會發現市面上部分售價較便宜的

頭盔，其標示符合的標準並未獲本港法例

認可，甚或完全沒有標示所符合的頭盔標

準。對於只符合未獲本港認可的標準的頭

盔，供應商可事先向運輸署申請，並提供證

據證明該款頭盔的保護能力不低於任何一

個本港法例認可的標準，在取得運輸署認

可後，該款頭盔便可符合本港法例的要求；

但運輸署表示，自從有關頭盔標準的法例

在2005年更新後，未嘗收到有關的申請。

因此，現時市面上出售的頭盔，除非附有標

記標示符合現時本港法例認可的標準，否

則便不符合法例要求。本會建議當局加強巡

查市面，以防止店舖售賣不符合本港法例

的電單車頭盔。本會亦建議政府研究將更

多不同國家或地區的電單車頭盔標準，納

入法例認可的標準，讓消費者有更多選擇。

● 外遊時購買的電單車頭盔未必適

合在本港使用：旅遊時見到喜愛的電單車

頭盔款式，愛不釋手，很可能當場便買下

來，但用戶須留意，各地區對頭盔使用及其

戴着手套時，使用傳統的雙D形扣頭盔較為不便。

作出評審，項目包括戴上及除下、舒適程度

及面鏡等。評審團認為當戴着手套時，手

指靈活性較低，設計類似汽車安全帶扣的

自動扣比傳統的雙D形扣稍為方便。綜合

而言，評審團認為5款型號都表現不俗。

電單車頭盔的選擇、使用及
保養

選購
● 必須屬法例認可的頭盔：選購時，

應留意頭盔上附有的標記，確保頭盔符合

法例認可的標準（見右表）。根據本港《道

路交通（安全裝備）規例》，電單車司機及

乘客必須佩戴認可的頭盔，否則不僅觸犯

法例，發生意外時頭部亦可能得不到應有

的保護，而視乎具體情況及保險合約條款

等因素，駕駛者本身可能沒有保障之餘，更

本港認可的電單車頭盔標準
歐洲經濟委員會第22號規例
(ECE Regulation No. 22，簡稱ECE R22)

美國聯邦汽車安全標準第218號
(FMVSS No. 218) (DOT標記）

美國國家標準研究院ANSI Z90.1

美國安全頭盔協會（SHCA）證明書

史尼爾紀念基金會防護安全帽標準
(Snell Memorial Foundation Standard for 
Protective Headgear)

英國標準 BS 2495/BS 5361/BS 6658

德國標準 DIN 4848

法國國家標準 AFNOR NFS 72-301

荷蘭道路車輛國家研究院
(Dutch National Institute for Road Vehicles) TNO

比利時標準研究院 BENOR NBN 626

澳洲標準AS 1698/AS E 33

日本工業標準JIS T 8133
(全保護型防護頭盔標準)

          
註 節錄自《道路交通（安全裝備）規例》附表1《認

可防護頭盔》的現行版本（版本日期：2005年

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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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款樣本中以「X-lite」X-402（#1，

$3,480）整體表現最好，次為「Nolan」

N43 Air（#2，$2,280）。

選
W

N擇指 南

安全要求有異，所以從外地帶回來的頭盔

未必符合本港法例的要求。

● 「西瓜皮」半頭盔保護不足：本會

不建議用戶使用俗稱「西瓜皮」或「水殼」

的半頭盔（half helmet），因其只覆蓋頭的

上半部，受保護的範圍較小，雖然它們亦

可能符合個別頭盔標準，但意外時卻不能

提供較全面的保護。全面式（俗稱「大頭

佛」）或開面式頭盔是較佳的選擇。

● 必須試戴找出鬆緊合適的尺碼：

選購時應試戴以找出最合適的頭形、尺

碼，確保頭盔能完全緊貼頭部而不會感到

不舒適，不可過大或過小。試戴時應嘗試

上下及左右搖動頭部，確保頭盔能保持穩

固，沒有移位。將頭部向前微傾，由別人嘗

試從後腦位置把頭盔向前上方向拉，頭盔

不應容易被轉動。試戴時不應倉卒，應戴

着頭盔數分鐘，確保佩戴舒適。若試戴後

感覺兩個不同尺碼都合適，宜選擇較小的

一個，因較大的尺碼在實際駕駛時可能因

意外而轉動，容易造成危險。

撞，儘管表面無受損跡象，其保護能力可能

已減弱，不應繼續使用。

使用
● 使用前檢查頭盔是否有裂紋、凹

陷或其他異常的情況，並確保面鏡清晰。

● 確保佩戴穩固不會中途甩脫：歐

洲委員會的研究顯示，在歐洲涉及電單車

的交通意外中，有12％的電單車頭盔在意

外中甩脫，未能完全發揮保護作用。因此，

應確保頭盔佩戴穩固，以免移位或甩脫而

阻礙視線或影響保護能力。

● 在夜間或能見度低的情況下駕

駛，不可戴上有色的頭盔面鏡，以免影響

視線。

保養
● 避免碰撞及陽光照射：用後應用布

袋將頭盔包好，妥善收藏，並避免碰撞及高

温或陽光直接照射，以免影響其保護能力。

● 頭盔清潔後，讓其自然風乾。

● 若面鏡被刮花，及早更換：因為即

使在日間看似影響不大，但在晚間面對對

行車的頭燈時，面鏡的刮痕可能會令光線

散射，使人眼花，影響駕駛安全。

● 不要胡亂用貼紙裝飾頭盔：除非

是由頭盔製造商提供，否則不要在頭盔上

加上油漆、貼紙或溶劑等物質，以免破壞

頭盔物料的化學結構，影響保護能力。

● 經常留意頭盔的保護能力：視乎

使用的頻密程度，頭盔一般可用約3至5

年，過舊或曾受過碰撞的頭盔保護能力會

下降，應及時更換。   

● 宜選擇淺色、搶眼的顏色或有原廠

反光貼的頭盔，讓其他駕駛者容易看到。

● 不應購買二手頭盔：原因是難以

保證頭盔從未受過碰撞。若頭盔曾受過碰

頭盔頂的疏氣孔愈多，夏

天佩戴時會覺得較通爽。

符合歐洲經濟委員會 ECE R22 標準的電單車頭

盔附有「E」字標記，旁邊數字為發出認證國家

的編號，例如 3 代表意大利。

「西瓜皮」半頭盔

男裝開面式頭盔

女裝開面式頭盔

市面上部分售價較便宜的

頭盔沒有標示頭盔標準或

標示的標準並未獲本港法

例認可，不符合法例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