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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頭設修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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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 9 款剃鬚刀
測試了9款剃鬚刀，售價由$10至$120，分可換

刀頭式及即棄式兩類。可換刀頭的型號中，兩款設有

馬達，「吉列Gillette」鋒隱Fusion Power（#1）的刀

片因此可產生輕微擺動，而「舒適Schick」刀の神

Quattro Titanium Revolution（#2）則設電動修髮器（trimmer），各有不

同。各樣本的刀頭由2片至5片的刀片組成刀陣，部分樣本的刀頭頂邊緣另

設修剪刀（cutter），方便用戶剪短過長鬍鬚或鬢髮。全部樣本刀頭上均有

潤滑條，以增加剃鬚時的順滑感覺，部分更聲稱加添了維他命B、維他命

E、蘆薈及油脂成分護膚。

測試
測試由國際消費者研究及試驗組織（Internationa l Consumer 

Research & Testing，ICRT）統籌，委託一間歐洲檢定中心進行測試，項

目分別有剃鬚表現、護膚表現、刀片耐用程度及使用方便程度。

選最好的剃鬚刀
男士為保整潔儀容，每日剃鬚，有人用電鬚

刨，有人依舊鍾情剃鬚刀，配合清香的剃鬚

膏，剃得乾淨又舒爽。測試型號包括可更換

刀頭式及即棄式，新設計的剃鬚刀配備馬達

製造振動效果，糅合人手剃鬚與機械振動，

表現是否更勝一籌？

剃鬚刀VS電鬚刨
剃鬚刀 電鬚刨

產品售價
較低 (約$10至$120，部
分會多送1個刀頭)

較高 (約$60至$3,600)

刀頭售價
較低 (每個刀頭平均約
$10至$26)

較高 (約$120至$500，個別
型號須另購刀網)

刀頭耐用性 較低 (平均可剃10至17次)
較高 (生產商建議年半至2年
更換1次)

其他成本
剃鬚膏 (約$35至$45一
支，約可用兩個月)

電費 (但充電器耗電量頗低)

每次剃鬚所需
時間

較長 (一般由3至4分鐘) 較短 (一般由1至2分鐘)

清理 用水沖洗
用小刷子刷去鬚根及/或用
水沖。個別高級型號設自動
清洗，須另購指定清潔劑。

攜帶 較輕便 較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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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淨不同粗柔鬚根  2 款表現突出
約55位評審員參與是次測試，當中

包括鬍鬚較柔軟及皮膚較幼嫩敏感的年輕

人，以至曬得一身黝黑健康膚色、鬍子較粗

而濃密的大漢。他們於測試兩星期之前先習

慣使用測試劃一指定的剃鬚膏，其後分組每

天或每三天使用兩個不同樣本分別剃左右

兩面的鬚，然後在專家指導下填寫問卷。問

卷載列他們剃鬚所需的時間，並就整體剃

鬚效果、貼面和舒適程度等評分。評審員也

嘗試剃去難剃位置，包括頸上、耳邊鬢髮和

鼻附近的毛髮或鬚。

附表列出詳細的樣本測試結果，以

「吉列Gillette」鋒隱Fusion Power（#1）及

鋒隱Fusion（#3）較突出，每天剃效果及

舒適程度均獲優異評分。即棄式樣本整體

表現稍遜，其中以「舒適Schick」Xtreme3 

Sensitive（#7）及「吉列Gillette」感應3輕便

刀Sensor3（#8）較佳。

剃鬚之餘也要護膚
護膚表現的評審與剃鬚測試同時進

行，評審員就剃鬚時刀片對皮膚及毛髮造

成的拉扯及刺痛感覺，及剃鬚後皮膚有否

變紅、敏感及熱熨的情況，作出評分。「吉

列Gillette」鋒隱Fusion Power（#1）、鋒隱

Fusion（#3）、鋒速Mach3 Turbo（#4）及鋒

速Mach3（#5）都有不錯評分，剃鬚時及其

後都沒有特別不舒適的感覺。

 

刀片耐用程度異常參差  

可用兩三次至十次
由另外13位評審員負責記錄樣本的

可剃鬚次數，直至刀片開始變鈍、扯痛鬚根

的皮膚或不能繼續正常運作為止，結果以

即棄式「吉列Gillette」感應3輕便刀Sensor3

（#８）得分最高，評審員普遍認為可使用

8次，而鬍鬚不太濃密的用戶可考慮多用幾

次才丟掉。可換刀頭式樣本整體質素較佳，

放大鏡下顯示

剃得乾淨與否。

剃鬚刀使用小貼士

1. 先濕鬚根及洗面：鬍子太乾加上死皮及油脂容易阻塞刀頭，影響剃鬚效果及舒

適度，因此剃鬚前應先用暖水洗面，好讓皮膚維持濕潤，洗面膏的保濕效果比普

通沐浴露或洗手液好。

2. 塗剃鬚膏：剃鬚膏不但令剃刀移動得更暢順，更可令皮膚保持濕潤，市面部分剃

鬚膏特別為敏感皮膚而設。

3. 難剃位置最後處理：留後處理可以讓剃鬚膏停留在這些鬚根的時間較長，令鬍

子柔軟一些，處理難剃位置前應該先沖走停留在刀片之間的鬍子碎，以免阻塞。

4. 天天剃更易剃：最好每日剃鬚，又長又硬的鬍鬚較難剃乾淨。

5. 收藏剃鬚刀：刀頭上的刀片十分鋒利，慎防被𠝹損手，用後應放入提供的收藏

架。「舒適Schick」刀の神Quattro Titanium Revolution（#2）及「舒適Schick」創4

紀Quattro（#6）的刀頭上有保護金屬絲，可減少𠝹損手的機會。

以「吉列Gillette」鋒隱Fusion Power（#1）

和鋒隱Fusion（#3）及「舒適Schick」刀の神

Quattro Titanium Revolution（#2）較耐用，

可剃10次或以上。即棄式的「舒適Schick」

Exacta2 Sensitive（#9）較遜色，用兩三次

已經無法繼續使用。

2 款較易用
評審員就剃鬚刀的操控、適應面形、

換刀頭（如可以）及收藏的方便程度評分，

清洗則由5位實驗室人員評分。結果以可

換刀頭式樣本「吉列Gil lette」鋒隱Fusion 

Power（#1）和鋒隱Fusion（#3）較易用，

各項評分都頗出色。雖然「舒適Sch ick」

Exacta2 Sensitive（#9）的方便程度整體評

分普通，但所設的一按清除毛髮設計，可去

除刀片之間的鬚根。

傳統兩片式或某些三片式刀頭普遍適用於國際標準旋轉刀架（左），

但新設計的多片式刀頭只能配合指定手柄（右）。

選最好的剃鬚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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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鬚刀測試結果
樣本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種類 可換刀頭式

即棄式
電動式 非電動式

牌子                       [1] 吉列 Gillette 舒適 Schick ◇ 吉列 Gillette 吉列 Gillette 吉列 Gillette 舒適 Schick ◇ 舒適 Schick ◇ 吉列 Gillette 舒適 Schick ◇

型號                       [1]
鋒隱

Fusion Power 

刀の神
Quattro Titanium

Revolution ◇

鋒隱 
Fusion 

鋒速
Mach3 Turbo

鋒速
Mach3

創4紀
Quattro ◇

Xtreme3
Sensitive ◇

感應3輕便刀
Sensor3

Exacta2
Sensitive ◇

售價                       [2] $99.9 $119.9 $69.9 $64.9 $57.9 $55.9 $16.9 $17.9 $9.9

聲稱原產地              [3]
中國

(刀頭：德國)
中國

(刀頭：德國)
波蘭

(刀頭：德國)
美國 美國

中國
(刀頭：德國)

中國
(刀頭：美國)

巴西
中國

(刀頭：美國)

總評分                    [4] ★★★★ ★★★★ ★★★★ ★★★★ ★★★★ ★★★ ★★★ ★★★ ★★
剃鬚表現                 [5] ●●●● ●●●● ●●●● ●●●● ●●●● ●●● ●●● ●●● ●●●

每日剃的效果 ●●●● ●●●● ●●●● ●●●● ●●●● ●●● ●●● ●●● ●●●

三日剃一次的效果 ●●●● ●●●● ●●●● ●●●● ●●●● ●●●● ●●● ●●● ●●●

難剃位置的效果 ●●●● ●●● ●●●● ●●●● ●●●● ●●● ●●● ●●● ●●●

舒適程度 ●●●● ●●●● ●●●● ●●●● ●●●● ●●● ●●● ●●● ●●●

護膚表現                 [6] ●●●● ●●●● ●●●● ●●●● ●●●● ●●● ●●● ●●● ●●●

剃鬚時 ●●●● ●●●● ●●●● ●●●● ●●●● ●●● ●●● ●●● ●●●

剃鬚後 ●●●● ●●●● ●●●● ●●●● ●●●● ●●●● ●●●● ●●●● ●●●

防刮損能力 ●●●● ●●●● ●●●● ●●●● ●●●● ●●●● ●●● ●●● ●●●

刀片耐用程度 ●●●● ●●●● ●●●● ●●● ●●● ●●● ●●● ●●●● ●●  △

使用方便程度           [7] ●●●● ●●● ●●●● ●●●● ●●●● ●●● ●●● ●●● ●●●

操控 ●●●● ●●● ●●●● ●●●● ●●●● ●●● ●●● ●●● ●●●

適應面形 ●●●● ●●●● ●●●● ●●●● ●●●● ●●●● ●●● ●●● ●●●

換刀頭 ●●●●● ●●● ●●●●● ●●●●● ●●●●● ●●● — — —

收藏 ●●●● ●●● ●●●● ●●●● ●●●● ●●● — — —

清洗 ●●● ●●● ●●● ●●● ●●● ●●● ●●● ●●● ●●●

型
號
及
配
件
資
料 

[8]

重量 (克) 40 69 40 37 36 41 11 11 6 
長度 (厘米) 14.5 15.3 14 13.5 13.5 13.8 13 12.5 11.5
刀片數目  5 (+1修剪刀)  4 ▽ (+1修剪刀)  5 (+1修剪刀) 3 3 4 3 3 2

包裝內包括刀頭數目 1 1 2 2 2 3 2+1 2+1 2+1

可更換刀頭零售價
(包裝內刀頭數目)

$101.9 (4件裝)
$134.9 (6件裝) $99.9 (4件裝) $82.9 (4件裝)

$111.9 (6件裝)
$71.9 (4件裝)
$122.9 (8件裝)

$64.9 (4件裝)
$109.9 (8件裝)

$59.9 (4件裝)
$104.9 (8件裝) — — —

註 ★或●愈多，表示該項測試表現愈好，最多五粒。  

— 表示該項不適用、沒有該功能或沒有測試。

[1] ◇ : 樣本#2、#6、#7及#9的歐洲測試樣本的牌子為「Wilkinson 
Sword」，歐洲測試型號分別為Quattro Titanium Precision、
Quattro、Xtreme3 Sensitive及Extra2 Sensitive，規格與本地
型號相同。

[2] 售價是約數，乃代理商提供或本會於3月至4月在市面調查所得。
 不同零售商的售價或有差別。  

[3] 資料由代理商提供或源自標籤。 

[4] 總評分的比重：  
 剃鬚表現 35% 
 護膚表現 35% 
 刀片耐用程度 10% 
 使用方便程度 20% 
 △ :  樣本#9於刀片耐用程度得分不理

想，總評分受到扣減。

[5]  剃鬚表現的評分比重： 
 每日剃的效果 30% 
 三日剃一次的效果 10% 
 難剃位置的效果 10% 
 舒適程度 50% 

[6]  護膚表現的評分比重： 
 剃鬚時  80% 
 剃鬚後  10% 
 防刮損能力 10% 

1 43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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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指南

可換刀頭（電動式）：刀頭採用5刀

片設計的「吉列Gillette」鋒隱Fusion 

Power（#1，$99.9）得分較優異，剃鬚、

護膚效果及方便程度俱佳，但馬達產生

的振動則未必每個用戶都喜歡，另一款 

4刀片刀頭「舒適Schick」刀の神Quattro 

Titanium Revolution（#2，$119.9加送

1刀頭）亦有理想評分，備電動修髮器可

方便經常修剪髮腳的用戶。

可換刀頭（非電動式）：以5刀片刀頭「吉列Gillette」鋒隱Fusion（#3，

$69.9加送1刀頭）表現較突出，剃鬚、護膚效果及方便程度都名列前茅，其

次是3刀片刀頭「吉列Gillette」鋒速Mach3 Turbo（#4，$64.9加送1刀頭）

及鋒速Mach3（#5，$57.9加送1刀頭），也有不錯評分，3款的護膚表現均理

想。此組別樣本中以#5的替換刀頭售價較便宜，$109.9有8片。

即棄式：3刀片刀頭「舒適Schick」Xtreme3 Sensitive（#7，$16.9三支裝）

及「吉列Gillette」感應3輕便刀Sensor3（#8，$17.9三支裝）表現較突出，

#8的耐用程度尤其優異，#7則剃較長鬚根表現稍為佔先。 

剃鬚刀測試結果
樣本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種類 可換刀頭式

即棄式
電動式 非電動式

牌子                       [1] 吉列 Gillette 舒適 Schick ◇ 吉列 Gillette 吉列 Gillette 吉列 Gillette 舒適 Schick ◇ 舒適 Schick ◇ 吉列 Gillette 舒適 Schick ◇

型號                       [1]
鋒隱

Fusion Power 

刀の神
Quattro Titanium

Revolution ◇

鋒隱 
Fusion 

鋒速
Mach3 Turbo

鋒速
Mach3

創4紀
Quattro ◇

Xtreme3
Sensitive ◇

感應3輕便刀
Sensor3

Exacta2
Sensitive ◇

售價                       [2] $99.9 $119.9 $69.9 $64.9 $57.9 $55.9 $16.9 $17.9 $9.9

聲稱原產地              [3]
中國

(刀頭：德國)
中國

(刀頭：德國)
波蘭

(刀頭：德國)
美國 美國

中國
(刀頭：德國)

中國
(刀頭：美國)

巴西
中國

(刀頭：美國)

總評分                    [4] ★★★★ ★★★★ ★★★★ ★★★★ ★★★★ ★★★ ★★★ ★★★ ★★
剃鬚表現                 [5] ●●●● ●●●● ●●●● ●●●● ●●●● ●●● ●●● ●●● ●●●

每日剃的效果 ●●●● ●●●● ●●●● ●●●● ●●●● ●●● ●●● ●●● ●●●

三日剃一次的效果 ●●●● ●●●● ●●●● ●●●● ●●●● ●●●● ●●● ●●● ●●●

難剃位置的效果 ●●●● ●●● ●●●● ●●●● ●●●● ●●● ●●● ●●● ●●●

舒適程度 ●●●● ●●●● ●●●● ●●●● ●●●● ●●● ●●● ●●● ●●●

護膚表現                 [6] ●●●● ●●●● ●●●● ●●●● ●●●● ●●● ●●● ●●● ●●●

剃鬚時 ●●●● ●●●● ●●●● ●●●● ●●●● ●●● ●●● ●●● ●●●

剃鬚後 ●●●● ●●●● ●●●● ●●●● ●●●● ●●●● ●●●● ●●●● ●●●

防刮損能力 ●●●● ●●●● ●●●● ●●●● ●●●● ●●●● ●●● ●●● ●●●

刀片耐用程度 ●●●● ●●●● ●●●● ●●● ●●● ●●● ●●● ●●●● ●●  △

使用方便程度           [7] ●●●● ●●● ●●●● ●●●● ●●●● ●●● ●●● ●●● ●●●

操控 ●●●● ●●● ●●●● ●●●● ●●●● ●●● ●●● ●●● ●●●

適應面形 ●●●● ●●●● ●●●● ●●●● ●●●● ●●●● ●●● ●●● ●●●

換刀頭 ●●●●● ●●● ●●●●● ●●●●● ●●●●● ●●● — — —

收藏 ●●●● ●●● ●●●● ●●●● ●●●● ●●● — — —

清洗 ●●● ●●● ●●● ●●● ●●● ●●● ●●● ●●● ●●●

型
號
及
配
件
資
料 

[8]

重量 (克) 40 69 40 37 36 41 11 11 6 
長度 (厘米) 14.5 15.3 14 13.5 13.5 13.8 13 12.5 11.5
刀片數目  5 (+1修剪刀)  4 ▽ (+1修剪刀)  5 (+1修剪刀) 3 3 4 3 3 2

包裝內包括刀頭數目 1 1 2 2 2 3 2+1 2+1 2+1

可更換刀頭零售價
(包裝內刀頭數目)

$101.9 (4件裝)
$134.9 (6件裝) $99.9 (4件裝) $82.9 (4件裝)

$111.9 (6件裝)
$71.9 (4件裝)
$122.9 (8件裝)

$64.9 (4件裝)
$109.9 (8件裝)

$59.9 (4件裝)
$104.9 (8件裝) — — —

註 ★或●愈多，表示該項測試表現愈好，最多五粒。  

— 表示該項不適用、沒有該功能或沒有測試。

[1] ◇ : 樣本#2、#6、#7及#9的歐洲測試樣本的牌子為「Wilkinson 
Sword」，歐洲測試型號分別為Quattro Titanium Precision、
Quattro、Xtreme3 Sensitive及Extra2 Sensitive，規格與本地
型號相同。

[2] 售價是約數，乃代理商提供或本會於3月至4月在市面調查所得。
 不同零售商的售價或有差別。  

[3] 資料由代理商提供或源自標籤。 

[4] 總評分的比重：  
 剃鬚表現 35% 
 護膚表現 35% 
 刀片耐用程度 10% 
 使用方便程度 20% 
 △ :  樣本#9於刀片耐用程度得分不理

想，總評分受到扣減。

[5]  剃鬚表現的評分比重： 
 每日剃的效果 30% 
 三日剃一次的效果 10% 
 難剃位置的效果 10% 
 舒適程度 50% 

[6]  護膚表現的評分比重： 
 剃鬚時  80% 
 剃鬚後  10% 
 防刮損能力 10% 

剃鬚刀測試結果
樣本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種類 可換刀頭式

即棄式
電動式 非電動式

牌子                       [1] 吉列 Gillette 舒適 Schick ◇ 吉列 Gillette 吉列 Gillette 吉列 Gillette 舒適 Schick ◇ 舒適 Schick ◇ 吉列 Gillette 舒適 Schick ◇

型號                       [1]
鋒隱 

Fusion Power 

刀の神
Quattro Titanium 

Revolution ◇

鋒隱 
Fusion 

鋒速 
Mach3 Turbo

鋒速 
Mach3

創4紀	
Quattro ◇

Xtreme3 
Sensitive ◇

感應3輕便刀	
Sensor3

Exacta2 
Sensitive ◇

售價                       [2] $99.9 $119.9 $69.9 $64.9 $57.9 $55.9 $16.9 $17.9 $9.9

聲稱原產地              [3]
中國	

(刀頭：德國)
中國	

(刀頭：德國)
波蘭	

(刀頭：德國)
美國 美國

中國	
(刀頭：德國)

中國	
(刀頭：美國)

巴西
中國	

(刀頭：美國)

總評分                    [4] ★★★★★ ★★★★ ★★★★★ ★★★★ ★★★★ ★★★★ ★★★★ ★★★★ ★★
剃鬚表現                 [5] ●●●●● ●●●● ●●●●● ●●●● ●●●● ●●●● ●●●● ●●●● ●●●

每日剃的效果 ●●●●● ●●●● ●●●●● ●●●●● ●●●● ●●●● ●●●● ●●●● ●●●

三日剃一次的效果 ●●●●● ●●●● ●●●● ●●●● ●●●●● ●●●● ●●●● ●●● ●●●

難剃位置的效果 ●●●● ●●●● ●●●● ●●●● ●●●● ●●●● ●●●● ●●●● ●●●

舒適程度 ●●●●● ●●●● ●●●●● ●●●● ●●●● ●●●● ●●●● ●●●● ●●●

護膚表現                 [6] ●●●●● ●●●● ●●●●● ●●●●● ●●●●● ●●●● ●●●● ●●●● ●●●

剃鬚時 ●●●●● ●●●● ●●●●● ●●●●● ●●●●● ●●●● ●●●● ●●●● ●●●

剃鬚後 ●●●●● ●●●● ●●●●● ●●●●● ●●●●● ●●●● ●●●● ●●●● ●●●●

防刮損能力 ●●●●● ●●●● ●●●●● ●●●● ●●●●● ●●●● ●●●● ●●●● ●●●

刀片耐用程度 ●●●● ●●●● ●●●● ●●●● ●●● ●●● ●●● ●●●●● ●●  △

使用方便程度           [7] ●●●●● ●●●● ●●●●● ●●●● ●●●● ●●●● ●●●● ●●●● ●●●

操控 ●●●●● ●●●● ●●●●● ●●●● ●●●● ●●●● ●●●● ●●●● ●●●

適應面形 ●●●●● ●●●● ●●●●● ●●●● ●●●● ●●●● ●●●● ●●●● ●●●

換刀頭 ●●●●● ●●●● ●●●●● ●●●●● ●●●●● ●●●● — — —

收藏 ●●●●● ●●● ●●●●● ●●●● ●●●●● ●●●● — — —

清洗 ●●●● ●●●● ●●●● ●●● ●●●● ●●●● ●●● ●●●● ●●●

型
號
及
配
件
資
料 

[8]

重量 (克) 40 69 40 37 36 41 11 11 6 
長度 (厘米) 14.5 15.3 14 13.5 13.5 13.8 13 12.5 11.5
刀片數目  5 (+1修剪刀)  4 ▽ (+1修剪刀)  5 (+1修剪刀) 3 3 4 3 3 2

包裝內包括刀頭數目 1 1 2 2 2 3 2+1 2+1 2+1

可更換刀頭零售價 
(包裝內刀頭數目)

$101.9 (4件裝)
$134.9 (6件裝) $99.9 (4件裝) $82.9 (4件裝)

$111.9 (6件裝)
$71.9 (4件裝)
$122.9 (8件裝)

$64.9 (4件裝)
$109.9 (8件裝)

$59.9 (4件裝)
$104.9 (8件裝) — — —

[5]		剃鬚表現的評分比重：	
	 每日剃的效果	 30%	
	 三日剃一次的效果	 10%	
	 難剃位置的效果	 10%	
	 舒適程度	 50%	

[6]		護膚表現的評分比重：	
	 剃鬚時	 	 80%	
	 剃鬚後	 	 10%	
	 防刮損能力	 10%	

[7]	使用方便程度的評分比重：
	 操控	 70%	
	 適應面形	 15%	
	 換刀頭	 5%	
	 收藏	 5%	
	 清洗	 5%	
	 即棄式樣本的不適用項目，比重由其他項目按比例攤分。

[8]		▽	:		樣本#2另附設電動修髮器。
 	:		即棄式型號通常是每包2支剃刀加送1支。
	 	 刀頭與手柄連成一體，不可更換。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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