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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專題

我習慣在客廳放一盒面紙，

睡房放一盒。我有鼻敏感，

每天起床的時候是最辛苦

的，會一直打噴嚏、「包雲

吞」，必須有面紙在旁，所

以面紙的柔軟度很重要，如

果不夠柔軟，鼻子便很辛苦，

也要有韌力，不易穿。我很

喜歡一種茉莉花香味的面

紙，用之前，我會聞一聞，

喜歡它的香味很醒神。

H
ot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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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kie

Crystal

通脹升溫
哪款盒裝面紙最抵用又好用？

通脹重臨，消費者都想方設法慳荷包，例如從日常生活用品着

手，慳得就慳。一般家庭常備盒裝面紙，用來抹嘴、抹鼻、抹汗、卸妝

等，有些更廳房各放一盒，用量不少。

流感高峰期又至，擤鼻涕當然要求面紙柔軟

有韌度，以免弄得鼻子乾燥甩皮。哪款面紙乾淨、

柔韌、吸濕力強又抵用呢？

我會去超市格價，有減價就買來試

試，才知道有面紙是粉紅色和粉黃色

梅花間竹排列的。我鍾意有顏色的面

紙，也鍾意有公仔圖案和香味的。

家中的廁所曾經被面紙塞住，要請

人來通渠，很貴呀！是因為那款面

紙太厚嗎？

我也有鼻敏感，以前用的面紙比較薄，每次要

抽出多張才夠用，現在轉了某牌子的盒裝面紙，

韌度和厚度比較好，每次一張便夠用了，很方

便，雖然價錢貴少少，不過耐用得多。如果貨

品值那個價錢，我願意多付一點。逛超市的時

候，看到慣用的一兩隻牌子減價，就大量入貨。

除了超市，我也會去藥房買，有時價錢都幾平。

Re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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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裝面紙在超級巿場、家品店、個人

用品店、藥房或藥行均有售。是次共選取

了20款以多盒裝出售的面紙測試，每抽有

5盒至6盒，售價由$12至$32.9，即使同牌

子及同型號的樣本，在不同地區和店舖的

售價均有差異。

多款面紙沒有標示層數、
張數及紙張大小

近期有消費者向本會表示，盒裝面紙

價錢有高有低，但部分不註明張數，在資

料不足下，難作選擇，希望本會研究。

本會檢視樣本包裝上標示的資料

（例如張數、大小、層數等）是否完備，結

果發現，全部樣本都沒有標示淨重，5個

樣本沒有標示層數，5個樣本沒有標示張

數，只有6個樣本標示紙張大小，而多數約

為20厘米 x 19.5厘米。在有標示張數的

樣本中，大部分的實際張數與標示數目相

若，只有兩個樣本的張數少於標示的數目，

「皇牌」（#8）少了1.3%，但仍然符合內地

紙巾紙技術標準GB/T 20808-2006容許

偏差不超過-2%的要求，「飄雪」（#9）則

少了3.3%，超出內地標準的容許偏差。

詳細的標籤資料，包括張數、大小及

層數等，有助消費者知所選擇，本會呼籲製

造商及代理商及早加上詳細的標籤資料，

方便消費者選購。

冷知識：
隨手丟面紙進馬桶可能造成淤塞
 面紙多數用原木漿製造，為了增加濕水時的強度，在製造過程

中會加入濕強劑，因此遇水後仍具有相當的紙張強度，比廁紙較不

易破爛，換言之在水中的溶解性較差。所以，消費者用完面紙後，

應丟進有蓋的垃圾桶內，不應隨手將面紙丟進馬桶，特別是擤完鼻

涕後那一大堆面紙，否則有可能造成渠道淤塞。

得寶
Tempo

每百張約需

★★★★

1 屈臣氏
watsons
★★★★

2

盒裝面紙（三層紙）

▲▼部分樣本標示了每盒張數、大小及層數等較詳

細的資料，供消費者參考。

每百張約需

$6.5 - $7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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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專題

盒裝面紙（兩層紙）

潔柔C&S王牌

★★★★

3

飄雪
Freesia
★★★

9

日佳
Luck
★★★

15

維達
Vinda
★★★★

4

mannings

★★★

10

特惠牌
No Frills
★★★

16

心相印

★★★

5

唯潔雅
VIRJOY
★★★

11

健力氏
Kleenex
★★★

17

是維達（#4），紙重為每平方米29克。

由於一般消費者較難理解紙張行業

中「紙重」的意義，本會將樣本的每平方

米重量、每張面積及每盒張數，計算出每

盒紙的淨重。每盒淨重最高的是「妮飄」

（#6），其次是「得寶」（#1）及「維達」

槳愈多，紙質會較厚。

依據計算所得，紙張面積最大的是

「得寶」（#1），平均每張有434平方厘米，

最小的是「唯潔雅」（#11），只有368平方

厘米。較厚的是3層紙的「得寶」（#1），紙

重為每平方米46.4克，而兩層紙中較厚的

量度紙張面積及重量
不同的消費者對面紙的厚薄及面積

有不同的要求，故測試包括量度紙張的

面積及重量。紙重（grammage）以每平方

米計（即grams per square meter，簡稱

gsm)；一般來說，紙重愈大，顯示所用的木

每百張約需

$3.3 - $3.7

每百張約需

$2.9

每百張約需

$2.6 - $3.2

每百張約需

$4 - $4.5

每百張約需

$2.5 - $3.5

每百張約需

$4.3 - $5

每百張約需

$3.3 - $3.6

每百張約需

$2.8 - $3

每百張約需

$2.2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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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飄
nepia
★★★

6

佳之選
seLect
★★★

12

首選牌
FIRST CHOICE
★★★

18

NaxoS

★★★

7

絲潔
Scott
★★★

13

實惠
PRICERITE
★★★

19

皇牌
Raval
★★★

8

超值牌
BESTbuy
★★★

14

Samfa

★★

20

（#4），最輕的則是「Samfa」（#20）。

兩層紙
每百張費用相差超過一倍

部分型號在超巿、藥房、藥行或家品

店均有出售，一般來說，藥房、藥行或家品

店的售價較超巿穩定和便宜，不過遇上超

巿減價，情況可能不一樣，消費者宜多作

比較。

3層紙樣本中，平均每百張面紙費用

由$4.6至$7（以較高價錢計，下同）。兩

層紙樣本的平均每百張面紙費用由$2.5

至$5.4，差異頗大。由於面紙常有特價或

附送贈品，價格時有變動，表列數值只供

參考。

全部樣本合乎衞生
產品的含菌量可反映製造及運輸過

每百張約需

$3

每百張約需

$2.3 - $2.5

每百張約需

$3

每百張約需

$3

每百張約需

$4.5 - $5.4

每百張約需

$3 - $3.1

每百張約需

$3.3

每百張約需

$3.3 - $3.6

每百張約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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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專題

盒裝面紙測試結果

編
號

牌子/型號/產品資料
[1]

每抽 標籤資料
量得 
張數  

(相差)

標籤資料
詳細度及
準確度 

[3]

每張面紙 
平均面積 

(平方厘米)
[4]

每平方米
重量 
(克)
[5]

每盒紙淨重 
(克) 
[6]

平均每百張
面紙費用

[7]

拉力強度

吸濕速度 吸濕量 紙張外觀 柔軟程度
總評 
[8]大約售價

[2]
盒數 層數

紙張尺寸 
(毫米x毫米)

張數 乾紙 濕紙

三層紙

1 得寶原味 Tempo Neutral Box Facial △ $28.0 - $29.9  5 － － － 86 ●● 434 46.4 173 $6.5 - $7.0 ●●●●● ●●●●● ●●●●● ●●● ●●●●● ●●● ★★★★
2 屈臣氏 盒裝面紙 watsons velvety soft tissues $22.9 5 3 200x200 100 100 ●●●●● 402 41.9 168 $4.6 ●●●● ●●●● ●●●●● ●●● ●●●●● ●●● ★★★★
兩層紙

3 潔柔 C&S 王牌盒裝紙面巾 $24.9 - $27.9 5 2 200x192 150 150 ●●●●● 376 27.9 157 $3.3 - $3.7 ●●●● ●●●●● ●●●● ●●● ●●●●● ●●● ★★★★
4 維達新一代 Vinda Facial Tissue $25.0 - $26.9 5 2 207x190 150 150 ●●●●● 397 29.0 173 $3.3 - $3.6 ●●●● ●●● ●●●●● ●●● ●●●●● ●●● ★★★★
5 心相印紙面巾 中国航天專用產品 Facial Tissues J110 $21.9 - $24.9 5 2 217x197 110 110 ●●●●● 396 28.1 122 $4.0 - $4.5 ●●● ●●● ●●●●● ●●●● ●●●●● ●●● ★★★★
6 妮飄 纖巧紙巾盒 nepia $32.9 5 2 210x190 200 200 ●●●●● 424 22.4 190 $3.3 ●●● ●●● ●●●●● ●●●● ●●●● ●●● ★★★★
7 NaxoS SOFT FACIAL TISSUES $26.9 6 2 200x200 150 150 ●●●●● 402 22.6 136 $3.0 ●●● ●●● ●●●● ●●●● ●●●●● ●●●●● ★★★★

8 皇牌化粧面紙 Raval Soft Facial Tissues $22.0 5 2 － 150 148 
(-1.3%) ●●●● 411 26.4 161 $3.0 ●●● ●●● ●●●● ●●●● ●●●●● ●●●●● ★★★★

9 飄雪 Freesia Soft Tissues in Deluxe Box $20.9 5 2 － 150 145
(-3.3%) ●● 390 25.6 145 $2.9 ●●●● ●●● ●●●● ●●● ●●●●● ●●●● ★★★★

10 mannings 高級柔軟白色面紙 Facial Tissues Deluxe Soft White $21.0 - $22.9 5 2 － 150 152
(+1.3%) ●●●●● 396 28.4 171 $2.8 - $3.0 ●●● ●● ●●●●● ●●● ●●●●● ●●● ★★★★

11 唯潔雅 買4送2 VIRJOY premium Possibly the "Softest" in Town $20.0 - $27.9 4+2 2 － － 132 ●●● 368 25.4 123 $2.5 - $3.5 ●●● ●●● ●●●●● ●●●● ●●●●● ●●● ★★★★
12 佳之選盒裝面紙 seLect Facial Tissue $22.5 - $24.9 5 － － － 138 ●● 396 25.4 139 $3.3 - $3.6 ●●● ●●● ●●●●● ●●● ●●●●● ●●●● ★★★★
13 絲潔盒裝面紙 纖巧環保裝 Scott FACIAL TISSUES  $25.0 - $29.9 5 － － － 110 ●● 428 26.1 123 $4.5 - $5.4 ●●● ●●● ●●●●● ●●●● ●●●●● ●●●● ★★★★
14 超值牌面紙巾 BESTbuy FACIAL TISSUES $17.0 - $18.9 5 2 － 150 150 ●●●●● 376 23.9 135 $2.3 - $2.5 ●●● ●● ●●● ●●●● ●●●● ●●●● ★★★

15 日佳面紙 Luck facial tissue $19.9 - $24.9 5 2 － 150 154
(+2.7%) ●●●●● 398 23.0 141 $2.6 - $3.2 ●●● ●● ●●●● ●●● ●●●● ●●●● ★★★

16 特惠牌雙層白色面紙 No Frills WHITE FACIAL TISSUES $16.9 - $18.9 5 2 － 150 152
(+1.3%) ●●●●● 394 25.0 150 $2.2 - $2.5 ●●● ●● ●●●●● ●●●● ●●●● ●●● ★★★

17 健力氏盒裝面紙 Kleenex WHITE TISSUES $25.9 - $29.9 5 － － － 120 ●● 429 27.1 140 $4.3 - $5.0 ●● ●●● ●●●● ●●●● ●●●●● ●●●● ★★★

18 首選牌高級柔軟白色面紙 FIRST CHOICE Premium Soft White Facial Tissues $22.9 5 2 － 150 153
(+2.0%) ●●●●● 394 26.0 157 $3.0 ●● ●● ●●●●● ●●●● ●●●●● ●●●● ★★★

19 實惠 PRICERITE FacialTissue $22.9 - $23.9 5 － － 150 152
(+1.3%) ●●● 394 22.2 133 $3.0 - $3.1 ●●● ●●● ●●●● ●●● ●●●● ●●● ★★★

20 Samfa SOFT FACIAL TISSUES $12.0 5 2 － 80 80 ●●●●● 388 24.9 77 $3.0 ●● ●● ●● ●●●●● ●●● ●●● ★★★

註 所有樣本的衞生程度(包括細菌菌落總數、真菌菌落總數、大腸菌群、金黃葡萄
球菌、銅綠假單胞菌及溶血性鏈球菌)都符合內地標準GB15979-2002的要求。	
所有樣本均檢不出可遷移熒光物質。	 	

●/★愈多表示表現愈滿意，最多5點或5星	 	

—：沒有標示	 	 	

[1]	△	購自藥行或藥房的樣本，每抽有5盒，但購自超巿的樣本則只有4盒。
	 				大約售價是以5盒裝的樣本而言。	

[2]	大約售價是本會在出版前於超巿、藥行、藥房或家品店調查所得，
售價會隨店舖、地區及推廣時間有差異，只供參考。

[3]	標籤資料愈詳細及準確，評分較高。			
	 根據內地紙巾紙標準，張數偏差須低於2%。	
	 評分比重是層數、大小、張數及張數準確度各佔25%。	
	 若張數準確度偏差超過2%，評分將受局限。

[4]	量度紙的長度和闊度。	 	 	

[5]	根據每張紙的重量和面積計算。	 	 	

[6]	以量得張數、紙張面積和面紙每平方米重量計算所得。

[7]	以每抽大約售價、盒數及量得張數計算平均每百張面紙費用。	
	 	 	

[8]	總評各項比重如下：	 	
標籤資料詳細度及準確度	 10%	
乾紙拉力強度	 15%	
濕紙拉力強度	 15%	
吸濕速度	 15%	
吸濕量	 15%	
紙張外觀	 15%	
柔軟程度	 15%

程是否符合衞生要求，本會參考內地標準

GB 15979-2002（一次性使用衞生用品衞

生標準）進行含菌量檢測。

結果顯示全部樣本均符合細菌菌落

總數（aerobic bacterial count）和真菌菌

落總數（fungal count）的標準，亦檢不出

大腸菌群（coliform bacteria）、銅綠假單胞

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金黃葡

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及溶血

性鏈球菌（Streptococcus hemolyticus）。

紙張質素
乾紙、濕紙拉力強度參差

紙張是否容易破爛，可由拉力強度

反映。樣本紙張在乾的狀態下，強度整體

不俗，但吸水後，全部打個折扣，以拉力強

度較低的面紙抹汗，紙張很可能破爛碎成

小塊，留下紙碎在臉上、頸上。

結果顯示，3層紙樣本「得寶」（#1）

的乾紙和濕紙拉力強度表現出色，「屈臣

氏」（#2）也不俗；兩層紙中，「潔柔C&S

王牌」（#3）表現較佳，「維達」（#4）及

「唯潔雅」（#11）也不錯。

吸濕速度分別大

一般情況下，清理打翻的食物或飲

品多會用潔布。不過，遇到緊急情況，如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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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裝面紙測試結果

編
號

牌子/型號/產品資料
[1]

每抽 標籤資料
量得 
張數  

(相差)

標籤資料
詳細度及
準確度 

[3]

每張面紙 
平均面積 

(平方厘米)
[4]

每平方米
重量 
(克)
[5]

每盒紙淨重 
(克) 
[6]

平均每百張
面紙費用

[7]

拉力強度

吸濕速度 吸濕量 紙張外觀 柔軟程度
總評 
[8]大約售價

[2]
盒數 層數

紙張尺寸 
(毫米x毫米)

張數 乾紙 濕紙

三層紙

1 得寶原味 Tempo Neutral Box Facial △ $28.0 - $29.9  5 － － － 86 ●● 434 46.4 173 $6.5 - $7.0 ●●●●● ●●●●● ●●●●● ●●● ●●●●● ●●● ★★★★
2 屈臣氏 盒裝面紙 watsons velvety soft tissues $22.9 5 3 200x200 100 100 ●●●●● 402 41.9 168 $4.6 ●●●● ●●●● ●●●●● ●●● ●●●●● ●●● ★★★★
兩層紙

3 潔柔 C&S 王牌盒裝紙面巾 $24.9 - $27.9 5 2 200x192 150 150 ●●●●● 376 27.9 157 $3.3 - $3.7 ●●●● ●●●●● ●●●● ●●● ●●●●● ●●● ★★★★
4 維達新一代 Vinda Facial Tissue $25.0 - $26.9 5 2 207x190 150 150 ●●●●● 397 29.0 173 $3.3 - $3.6 ●●●● ●●● ●●●●● ●●● ●●●●● ●●● ★★★★
5 心相印紙面巾 中国航天專用產品 Facial Tissues J110 $21.9 - $24.9 5 2 217x197 110 110 ●●●●● 396 28.1 122 $4.0 - $4.5 ●●● ●●● ●●●●● ●●●● ●●●●● ●●● ★★★★
6 妮飄 纖巧紙巾盒 nepia $32.9 5 2 210x190 200 200 ●●●●● 424 22.4 190 $3.3 ●●● ●●● ●●●●● ●●●● ●●●● ●●● ★★★★
7 NaxoS SOFT FACIAL TISSUES $26.9 6 2 200x200 150 150 ●●●●● 402 22.6 136 $3.0 ●●● ●●● ●●●● ●●●● ●●●●● ●●●●● ★★★★

8 皇牌化粧面紙 Raval Soft Facial Tissues $22.0 5 2 － 150 148 
(-1.3%) ●●●● 411 26.4 161 $3.0 ●●● ●●● ●●●● ●●●● ●●●●● ●●●●● ★★★★

9 飄雪 Freesia Soft Tissues in Deluxe Box $20.9 5 2 － 150 145
(-3.3%) ●● 390 25.6 145 $2.9 ●●●● ●●● ●●●● ●●● ●●●●● ●●●● ★★★★

10 mannings 高級柔軟白色面紙 Facial Tissues Deluxe Soft White $21.0 - $22.9 5 2 － 150 152
(+1.3%) ●●●●● 396 28.4 171 $2.8 - $3.0 ●●● ●● ●●●●● ●●● ●●●●● ●●● ★★★★

11 唯潔雅 買4送2 VIRJOY premium Possibly the "Softest" in Town $20.0 - $27.9 4+2 2 － － 132 ●●● 368 25.4 123 $2.5 - $3.5 ●●● ●●● ●●●●● ●●●● ●●●●● ●●● ★★★★
12 佳之選盒裝面紙 seLect Facial Tissue $22.5 - $24.9 5 － － － 138 ●● 396 25.4 139 $3.3 - $3.6 ●●● ●●● ●●●●● ●●● ●●●●● ●●●● ★★★★
13 絲潔盒裝面紙 纖巧環保裝 Scott FACIAL TISSUES  $25.0 - $29.9 5 － － － 110 ●● 428 26.1 123 $4.5 - $5.4 ●●● ●●● ●●●●● ●●●● ●●●●● ●●●● ★★★★
14 超值牌面紙巾 BESTbuy FACIAL TISSUES $17.0 - $18.9 5 2 － 150 150 ●●●●● 376 23.9 135 $2.3 - $2.5 ●●● ●● ●●● ●●●● ●●●● ●●●● ★★★

15 日佳面紙 Luck facial tissue $19.9 - $24.9 5 2 － 150 154
(+2.7%) ●●●●● 398 23.0 141 $2.6 - $3.2 ●●● ●● ●●●● ●●● ●●●● ●●●● ★★★

16 特惠牌雙層白色面紙 No Frills WHITE FACIAL TISSUES $16.9 - $18.9 5 2 － 150 152
(+1.3%) ●●●●● 394 25.0 150 $2.2 - $2.5 ●●● ●● ●●●●● ●●●● ●●●● ●●● ★★★

17 健力氏盒裝面紙 Kleenex WHITE TISSUES $25.9 - $29.9 5 － － － 120 ●● 429 27.1 140 $4.3 - $5.0 ●● ●●● ●●●● ●●●● ●●●●● ●●●● ★★★

18 首選牌高級柔軟白色面紙 FIRST CHOICE Premium Soft White Facial Tissues $22.9 5 2 － 150 153
(+2.0%) ●●●●● 394 26.0 157 $3.0 ●● ●● ●●●●● ●●●● ●●●●● ●●●● ★★★

19 實惠 PRICERITE FacialTissue $22.9 - $23.9 5 － － 150 152
(+1.3%) ●●● 394 22.2 133 $3.0 - $3.1 ●●● ●●● ●●●● ●●● ●●●● ●●● ★★★

20 Samfa SOFT FACIAL TISSUES $12.0 5 2 － 80 80 ●●●●● 388 24.9 77 $3.0 ●● ●● ●● ●●●●● ●●● ●●● ★★★

註 所有樣本的衞生程度(包括細菌菌落總數、真菌菌落總數、大腸菌群、金黃葡萄
球菌、銅綠假單胞菌及溶血性鏈球菌)都符合內地標準GB15979-2002的要求。	
所有樣本均檢不出可遷移熒光物質。	 	

●/★愈多表示表現愈滿意，最多5點或5星	 	

—：沒有標示	 	 	

[1]	△	購自藥行或藥房的樣本，每抽有5盒，但購自超巿的樣本則只有4盒。
	 				大約售價是以5盒裝的樣本而言。	

[2]	大約售價是本會在出版前於超巿、藥行、藥房或家品店調查所得，
售價會隨店舖、地區及推廣時間有差異，只供參考。

[3]	標籤資料愈詳細及準確，評分較高。			
	 根據內地紙巾紙標準，張數偏差須低於2%。	
	 評分比重是層數、大小、張數及張數準確度各佔25%。	
	 若張數準確度偏差超過2%，評分將受局限。

[4]	量度紙的長度和闊度。	 	 	

[5]	根據每張紙的重量和面積計算。	 	 	

[6]	以量得張數、紙張面積和面紙每平方米重量計算所得。

[7]	以每抽大約售價、盒數及量得張數計算平均每百張面紙費用。	
	 	 	

[8]	總評各項比重如下：	 	
標籤資料詳細度及準確度	 10%	
乾紙拉力強度	 15%	
濕紙拉力強度	 15%	
吸濕速度	 15%	
吸濕量	 15%	
紙張外觀	 15%	
柔軟程度	 15%

扁身新包裝慳地方 適合狹小空間
 常見的盒裝面紙盒長約22-23厘米、闊11-12厘米、高7-8厘米，所含張數則

由80張至150張不等，不過，品牌間紙張的大小其實相差不遠（大約20厘米x19.5

厘米），無論是內藏80張或150張，通常盒內都留有一定空間，方便抽出面紙。

 近年巿面上出現「瘦身版」盒裝面紙，紙張數量由150張至200張，長

闊與常見的面紙盒差不多，但高度則只有約5厘米，盒內空間相對較小，內藏

200張紙的樣本，初用時抽出面紙有少許難度，其後便沒有問題，但由於盒的

高度減少，佔用體積較小，存放時較省地方。
▲兩盒面紙同樣標示含 150 張紙，但左方的紙盒較

扁身，存放時較省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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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層紙中，「得寶」（#1）及

「屈臣氏」（#2）均獲4星，前者的

平均每百張費用較貴，約需$7，但

拉力強度較佳及紙張面積較大。

 兩層紙中，「潔柔C&S王牌」

（#3）及「維達」（#4）獲4星，

表現不俗，兩者的平均每百張費用

約$3.6至$3.7，比三層紙的樣本便

宜，但拉力強度稍遜，且每張面積

較小。其餘樣本的整體表現也不

俗，消費者可因應自己的喜好、價

錢等因素作選擇。

選
W

N擇指 南

度了樣本的可遷移熒光物質，結果所有樣

本均檢不出可遷移熒光物質。

總評
總評比重如下：

標籤資料詳細度及準確度 10%

乾紙拉力強度 15%  

濕紙拉力強度 15% 

吸濕速度 15%

吸濕量 15%  

紙張外觀 15%

柔軟程度 15% 

代理商意見
「維達」（#4）的製造商表示本會所

用的檢測方法與其所用的不同，數據有差

異，並強調該公司的品質控制和測試監控

符合內地標準要求。（本會按：本會對所有

樣本均採用同一測試方法檢測，結果可作

比較。）

「飄雪」（#9）的代理商表示接到本

會的測試結果後，即翻查過往3個月的品

質控制紀錄，又分別檢查存貨及零售產品

共25盒，均沒有發現紙張數量有不符的情

況。該公司又表示會將檢測品質的頻率由

每兩小時1次提升至每小時1次。

面紙小常識
 有人認為常用面紙擦鼻會弄損皮膚，有人會問傷風或患流感時用手帕還是面

紙較衞生，也有人想知顏色面紙會否令人過敏，本會請來香港醫學會會董及皮膚

專科醫生陳厚毅給予意見。

皮膚專科醫生意見

1. 常用粗糙面紙擦鼻會令皮膚過敏？

 陳厚毅醫生表示，若本身有鼻敏感或患上傷風，每日多次使用比較粗糙的面

紙大力擦鼻或擦嘴，有可能弄損皮膚，尤其是鼻和嘴之間的皮膚，嚴重的話，亦

可能出現濕疹或令皮膚過敏，若出現此情況最好諮詢醫生意見。

2. 患流感時，怎樣使用面紙才合衞生？

 患上流感或傷風鼻塞，會頻打噴嚏或咳嗽，陳醫生認為用面紙掩着鼻和嘴比

用手帕衞生，用面紙抹嘴或擦鼻後，應該丟棄在有蓋的垃圾桶內，不要重用，例

如不要再用來擦眼睛，以防交叉感染。

3.有顏色的面紙會引致過敏嗎？

 有顏色的面紙看起來賞心悅目，不過製造過程中可能額外添加了染料或色

素，不排除有人可能對染料敏感，但情況並不常見，用與不用有顏色的面紙純屬

個人喜好。

瀉飲品、醬汁在衣物上，會隨手用面紙吸

濕，便於清理。

吸濕速度方面，大部分樣本表現不

俗，以「維達」（#4）吸濕最快，「Samfa」

（#20）卻吸濕較慢。

吸 濕 量 方 面，吸 濕 慢 的 兩 層 紙

「Samfa」（#20）吸濕量最多，其次是「妮

飄」（#6），其餘樣本也不俗。

紙張有小瑕疵

多數盒裝面紙樣本都發現皺摺，部分

有較多的細小孔洞或斑點；由於面紙多數

用原木漿製成，木漿難免含小量褐色纖維而

令紙張出現斑點，但問題不嚴重的不會妨

礙使用。瑕疵多寡或可反映原料及品質控制

的嚴謹度。整盒紙計，多個樣本的瑕疵相對

上都較少，「Samfa」（#20）所發現的孔洞

和斑點比例上較多，但不影響使用。 

3 款面紙比較柔軟

面紙用來抹面、擦汗或抹嘴，接觸

幼嫩肌膚的機會多，傷風時，會頻密用面

紙，若面紙不夠柔軟，尤其是在冬天較乾

燥的情況下，容易擦損皮膚。測試由10個

評審員用手觸摸面紙，給予評分後統計

得分。測試中，「NaxoS」（#7）及「皇牌」

（#8）有較多評審員認為較柔軟，獲4.5

分，「健力氏」（#17）則有4分，紙質也頗

柔軟。

沒有發現可遷移熒光物質	

雖然目前未有證據證明熒光增白劑

會損害人體健康，但部分人士可能會因接

觸熒光增白劑而引致皮膚過敏。測試亦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