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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樣本
測試了40款AA及AAA電池，包括22

款鹼性電池及18款碳性電池。每枚鹼性電

池的售價由$1.9至$6.2，平均為$2.9；每

枚碳性電池的售價由$0.5至$2.5，平均為

$1.2，鹼性電池的平均價格比碳性電池貴

約1.4倍。

測試項目
測試委託本港獨立實驗室進行，參

考國際標準IEC 60086，測試40款型號的

壽命及其電解液的耐漏程度，其中一項電

解液耐漏性的模擬測試是由本會按消費者

使用模式而訂立的。此外，本會亦參考歐

盟有關環境保護的指令2006/66/EC，檢

測各型號的重金屬含量。

測試結果

電池壽命測試
電池在不同耗電量下，表現會有不

同，例如有電池設計較適合高耗電量（例

如閃光燈）的產品，有些則較適合低耗電

量（例如時鐘）的產品。每款型號採用9

個樣本測試，參考國際標準IEC 60086-1

及60086-2，量度電池在不同耗電情況下

（低、中及高）的平均可用時間及脈衝次

數，此外又比較鹼性電池與碳性電池間壽

命的差別。

AA 電池

低耗電量

使用於低耗電量的電器時（例如玩

具遙控器、時鐘、計算機），鹼性電池的平

碳性電池

小小一顆電池，可以為

玩具、手電筒、電視遙控器、電器

等等，注入「生命力」。電池的壽命有多

長？測試了40款鹼性和碳性電池，發現鹼性

電池的壽命普遍比碳性電池長，不過考慮到價錢

的話，碳性電池也不一定「輸蝕」。

你試過電池內的電解液洩漏以致損壞電器的慘痛

經驗嗎？電器分分鐘因而報銷。因此，我們也測試了

電池的電解液耐漏程度。

重金屬會對環境造成污染，測試的碳性電

池中，1款型號的水銀、鎘含量及3款型號的

鎘含量超出歐盟環保指令的標準。支持

環保的你，就要小心選擇了！

撮要
1. 測試了40款AA及AAA電池 — 22

款為鹼性電池，18款為碳性電池。

2. 測試項目包括電池的壽命、內裏電

解液的耐漏程度及重金屬含量。

3. 壽命方面，AA鹼性電池在中及高耗

電量測試中，平均壽命比碳性電池

長2.5及2.3倍，兩者相差較大。

4. 全部型號都符合IEC國際標準對電解

液耐漏程度的要求。

5. 重金屬方面，所有鹼性電池都符合歐

盟環保指令的標準。而碳性電池中，1

款型號的水銀、鎘含量及3款型號的

鎘含量超出歐盟環保指令規定該兩

種重金屬在電池內的含量上限。

重金屬含量惹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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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壽命為43.1小時，碳性電池則為15.5小

時，兩者相差1.8倍。鹼性電池中，以「屈

臣氏 Watsons」Long Life Alkaline Battery

（#1）、「金霸王 DURACELL」ULTRA M3

（#3）及Alkaline Battery（#9）表現較佳，

可用時間約45小時；碳性電池則以「東

芝 TOSHIBA」Super Heavy Duty（#13）及

「Gigamax」Manganese Battery（#14）表

現較好，可用時間超過17.5小時。

中耗電量

使用於中耗電量的電器時（例如玩

具），鹼性電池的平均壽命為7.3

小時，碳性電池則為2.1小時，兩者

相差2.5倍。鹼性電池中，壽命最長

的是「勁量 Energizer」e2 Advanced

（#2），平均可用時間長達8.0小時；碳

性電池中，壽命最長的是「首選牌 FIRST 

CHOICE」Extra Heavy Duty Batteries

（#17），平均可用2.6小時。

高耗電量

置於高耗電量的脈衝式電器中（例

如閃光燈、電筒、電動玩具、數碼相機），

鹼性電池平均可用391次，對比碳性電池的

120次，兩者相差2.3倍。鹼性電池以「勁

量 Energizer」e2 Advanced（#2）及「金霸

王 DURACELL」ULTRA M3（#3）的表現

最突出，平均可用次數多於450次；而碳性

電池中以「首選牌 FIRST CHOICE」Extra 

Heavy Duty Batteries（#17）表現最佳，可

用超過160次，「超霸 GP」Supercell Super 

Heavy Duty（#18）及「永備 EVEREADY」

General Purpose（#20）則表現遜色，平均

可用次數少於80次。

鹼性電池在中及高耗電量測試中，平

均壽命比碳性電池長2.5及2.3倍，兩者相

差較大。試驗顯示鹼性電池較適用於中及

高耗電量的電器。

無論是低、中或高耗電量的測試，

以每1元可用時間及次數計算，都以「首選

牌FIRST CHOICE」Ultra Alkaline Batteries

（#8）最為便宜。

AAA 電池

低耗電量

 使用於低耗電量的電器時（例如微型

收音機），鹼性電池的平均壽命為71.1小時，

AA鹼性電池

AA碳性電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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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AA鹼性及碳性電池測試結果

樣
本 
編
號

牌子 型號或識別
標示 

來源地

每包售價/ 
電池數量 

[1]

每枚 
平均售價 

[2]

電池壽命 電解液洩漏樣本數目 [6] 環保項目 [8]

總評 
[10]

用於低耗電量電器 
（例如玩具遙控器）

用於中耗     電量電器 
(例如     玩具)

用於高耗電量電器 
（例如閃光燈）

整體評分 
[5]

IEC 
國際 
標準
測試

本會 
模擬 
測試

耐漏性評分 
[7]

重金屬含量 環保標誌

整體評分 
[9]水銀 鎘 鉛可用時間 

（小時） 
[3]

每元可用時間 
（小時） 

[4]

可用時間 
（小時） 

[3]

每元可用時間 
（小時） 

[4]

可用次數 
[3]

每元 
可用次數 

[4]

AA鹼性電池
1 屈臣氏 Watsons Long Life Alkaline Battery 超強能量鹼性電池▽ 中國 $18.9/8 $2.36 45.1 19.1 7.6 3.2 443 188 ●●●●● － － ●●●●● － － － 有 ●●●●● ★★★★★
2 勁量 Energizer e2 Advanced 星加坡 $29.9/8 $3.74 42.7 11.4 8.0 2.1 453 121 ●●●●● － － ●●●●● － － － 沒有 ●●●●● ★★★★★
3 金霸王 DURACELL ULTRA M3 超能量 中國 $27.9/8 $3.49 45.0 12.9 7.6 2.2 457 131 ●●●●● － 5 ●●●● － － － 沒有 ●●●●● ★★★★★
4 超霸 GP Ultra Alkaline Battery 特強鹼性電池 中國 $19.9/8 $2.49 41.8 16.8 7.0 2.8 417 168 ●●●● － － ●●●●● － － － 有 ●●●●● ★★★★★
5 樂聲牌 Panasonic Premium Power 鹼電王 泰國 $13.9/4 $3.48 43.2 12.4 7.1 2.0 404 116 ●●●● －      － ●●●●● － － － 沒有 ●●●●● ★★★★★
6 三洋 SANYO Advanced Alkaline 印尼 $15/4 $3.75 42.9 11.4 6.6 1.8 386 103 ●●●● － － ●●●●● － － － 有 ●●●●● ★★★★★
7 勁量 Energizer MAX 鹼性電池 中國 $24.8/10 $2.48 42.5 17.1 7.7 3.1 342 138 ●●●● － － ●●●●● － － － 沒有 ●●●●● ★★★★★
8 首選牌 FIRST CHOICE Ultra Alkaline Batteries 特強鹼性電池 中國 $14.8/8 $1.85 42.0 22.7 7.4 4.0 368 199 ●●●● － 2 ●●●●● － － － 沒有 ●●●●● ★★★★
9 金霸王 DURACELL Alkaline Battery 鹼性電池 中國 $24.8/10 $2.48 44.7 18.0 7.4 3.0 398 161 ●●●●● － 9 ●●●● － － － 沒有 ●●●●● ★★★★
10 maxell Alkaline Battery 鹼性電池 中國 $8/4 $2.00 41.5 20.7 7.2 3.6 358 179 ●●●● － 6 ●●●● － － － 沒有 ●●●●● ★★★★
11 松井 MATSUSHO Super Alkaline 乾電池 -- $12/6 $2.00 43.2 21.6 7.0 3.5 271 136 ●●●● － － ●●●●● － － － 沒有 ●●●●● ★★★★

IEC標準規定LR6型電池的最低壽命/洩漏電解液的電池數目上限 31 4 200 0  歐盟環保指令規定的
重金屬含量上限

0.0005% 0.002% 0.004%＊

AA碳性電池
12 松柏 Chung Pak　 Vinnic SUM3 Extra Heavy Duty 中國 $6/4 $1.50 17.3 11.6 2.5 1.7 147 98 ●● － － ●●●●● － － 0.042%＊ 有 (Pb) ●●●● ★★★
13 東芝 TOSHIBA Super Heavy Duty 中國 $5/4 $1.25 17.9 14.3 2.4 1.9 144 115 ●● － － ●●●●● － － 0.065%＊ 沒有 ●●● ★★★
14 Gigamax Manganese Battery 乾電池 韓國 $10/8 $1.25 17.6 14.0 2.5 2.0 143 114 ●● － 2 ●●●●● － － 0.039%＊ 沒有 ●●●● ★★★
15 超霸 GP Extra Heavy Duty Greencell 環保碳性電池 中國 $5.9/4 $1.48 15.7 10.6 1.9 1.3 121 82 ●● － － ●●●●● － － 0.063%＊ 有 (Pb) ●●●● ★★
16 maxell Manganese Battery 碳性電芯 中國 $10/10 $1.00 15.9 15.9 1.7 1.7 120 120 ●● － － ●●●●● － － 0.059%＊ 有 (Pb) ●●●● ★★
17 首選牌 FIRST CHOICE Extra Heavy Duty Batteries 特強碳性電池 中國 $17.9/12 $1.49 17.1 11.5 2.6 1.7 162 109 ●● － － ●●●●● － 0.008% 0.110%＊ 沒有 ●● ★★
18 超霸 GP Supercell Super Heavy Duty 中國 $10.9/10 $1.09 14.7 13.5 1.7 1.6   77 71 ● － － ●●●●● － － 0.065%＊ 有 (Pb) ●●●● ★★
19 樂聲牌 Panasonic HYPER 中國 $10/8 $1.25 13.6 △ 10.9 1.7 △ 1.4   88 △ 70 ● － － ●●●●● － － 0.094%＊ 沒有 ●●● ★★
20 永備 EVEREADY General Purpose 藍貓碳鋅電池 印尼 $13.9/12 $1.16   9.7 △ 8.3 1.6 △ 1.4   74 △ 64 ● － － ●●●●● － － 0.062%＊ 沒有 ●●● ★★

IEC標準規定R6P型電池的最低壽命/洩漏電解液的電池數目上限   11 1 60 0 歐盟環保指令規定的
重金屬含量上限

0.0005% 0.002% 0.004%＊

註 - - 	 產品上沒有標示來源地。	 	 	
▽	 該型號已經推出新包裝。
△	 測試型號#19及#20的電池屬R6S型電池，IEC標準規定的

R6P型電池的最低壽命要求並不適用。		

[1]	 售價由本會於2010年9月在大型超級市場或連鎖店調查所
得，由於價格經常調整及不同店舖售價有別，本表售價僅供
參考。	

[2]	 每枚售價是將每包售價除以包裝的電池數量。	

[3]	 可用時間或次數是實驗室測試9個樣本的平均值。	

[4]	 每元可用時間或次數是將[3]除以[2]。	

[5]	 電池壽命根據下列比重評分：	 	 	
	 低耗電量下可用時間	 33.3%	 	
	 中耗電量下可用時間	 33.3%	 	
	 高耗電量下可用次數	 33.3%	

[6]	 電解液洩漏情況	 	 	
	 數字代表測試中有洩漏的樣本數目。	 	
	 IEC國際標準測試：每款型號測試了9個樣本。	
	 本會模擬測試：每款型號測試了9個樣本．此項乃本會就一些消費者

較常誤用的情況模擬出來的測試，例如耗盡的電池仍長時間留在電
器內沒有取出，甚至沒有關掉電器的開關掣，這項並非標準測試。

	 —：沒有樣本出現洩漏。	 	 	

[7]	 	電解液的耐漏性根據下列比重評分：	

	 	IEC國際標準測試	 70%	

	 	本會模擬測試	 30%	

[8]	 	根據歐盟環保指令2006/66/EC，水銀(mercury)及鎘(cadmium)含量

分別不可超出0.0005%及0.002%。	

	 	*	 ：	若電池含鉛量超過0.004%，須在打上交叉的帶輪垃圾筒標誌

下標註代表鉛的化學符號Pb。

	 	—	：	檢不出。

	 	Pb ：	該型號已在電池上的打上交叉的帶輪垃圾筒標誌下標註代表鉛
的化學符號Pb。

[9]	 	環保項目根據下列比重評分：	 	
	 	水銀	 	 50%	 	
	 	鎘	 	 30%	 	
	 	鉛	 	 12%	
	 	附有打上交叉的帶輪垃圾筒標誌	 8%	
	 	若電池的重金屬含量表現不理想，評分會受到局限。
[10]	總評按下列比重計算：	 	
	 	電池壽命	 	 70%	
	 	電解液的耐漏性	 	 15%	
	 	環保項目	 	 15%	
	 若電池壽命及重金屬含量表現不理想，總評分會受到局限。

碳性電池則為27.7小時，兩者相差1.6倍。

鹼性電池以「勁量 Energizer」e2 Advanced

（#21）表現最優秀，可用時間高達75.2

小時；碳性電池則以「maxell」Manganese 

Battery（#32）、「超霸 GP」Extra Heavy 

Duty Greencell（#33）及「KEEPMAX」Black 

Battery（#34）的可用時間最長，而「雄健 

XIONG JIAN」Extra Heavy Duty（#40）的

表現則令人失望，可用時間只有17小時，未

能符合IEC最低壽命的要求（20小時）。

中耗電量

使用於中耗電量電器時（例如玩具

遙控器），鹼性電池的平均壽命為19.6小

時，碳性電池則為7.9小時，兩者相差1.5

倍。鹼性電池中，壽命最長的是「勁量 

Energizer」e2 Advanced（#21）及「樂聲牌

Panasonic」EVOLTA（#22），平均可用時

間超過21小時；碳性電池中，壽命最長的

是「maxell」Manganese Battery（#32），

平均可用時間為9.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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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AA鹼性及碳性電池測試結果

樣
本 
編
號

牌子 型號或識別
標示 

來源地

每包售價/ 
電池數量 

[1]

每枚 
平均售價 

[2]

電池壽命 電解液洩漏樣本數目 [6] 環保項目 [8]

總評 
[10]

用於低耗電量電器 
（例如玩具遙控器）

用於中耗     電量電器 
(例如     玩具)

用於高耗電量電器 
（例如閃光燈）

整體評分 
[5]

IEC 
國際 
標準
測試

本會 
模擬 
測試

耐漏性評分 
[7]

重金屬含量 環保標誌

整體評分 
[9]水銀 鎘 鉛可用時間 

（小時） 
[3]

每元可用時間 
（小時） 

[4]

可用時間 
（小時） 

[3]

每元可用時間 
（小時） 

[4]

可用次數 
[3]

每元 
可用次數 

[4]

AA鹼性電池
1 屈臣氏 Watsons Long Life Alkaline Battery 超強能量鹼性電池▽ 中國 $18.9/8 $2.36 45.1 19.1 7.6 3.2 443 188 ●●●●● － － ●●●●● － － － 有 ●●●●● ★★★★★
2 勁量 Energizer e2 Advanced 星加坡 $29.9/8 $3.74 42.7 11.4 8.0 2.1 453 121 ●●●●● － － ●●●●● － － － 沒有 ●●●●● ★★★★★
3 金霸王 DURACELL ULTRA M3 超能量 中國 $27.9/8 $3.49 45.0 12.9 7.6 2.2 457 131 ●●●●● － 5 ●●●● － － － 沒有 ●●●●● ★★★★★
4 超霸 GP Ultra Alkaline Battery 特強鹼性電池 中國 $19.9/8 $2.49 41.8 16.8 7.0 2.8 417 168 ●●●● － － ●●●●● － － － 有 ●●●●● ★★★★★
5 樂聲牌 Panasonic Premium Power 鹼電王 泰國 $13.9/4 $3.48 43.2 12.4 7.1 2.0 404 116 ●●●● －      － ●●●●● － － － 沒有 ●●●●● ★★★★★
6 三洋 SANYO Advanced Alkaline 印尼 $15/4 $3.75 42.9 11.4 6.6 1.8 386 103 ●●●● － － ●●●●● － － － 有 ●●●●● ★★★★★
7 勁量 Energizer MAX 鹼性電池 中國 $24.8/10 $2.48 42.5 17.1 7.7 3.1 342 138 ●●●● － － ●●●●● － － － 沒有 ●●●●● ★★★★★
8 首選牌 FIRST CHOICE Ultra Alkaline Batteries 特強鹼性電池 中國 $14.8/8 $1.85 42.0 22.7 7.4 4.0 368 199 ●●●● － 2 ●●●●● － － － 沒有 ●●●●● ★★★★
9 金霸王 DURACELL Alkaline Battery 鹼性電池 中國 $24.8/10 $2.48 44.7 18.0 7.4 3.0 398 161 ●●●●● － 9 ●●●● － － － 沒有 ●●●●● ★★★★
10 maxell Alkaline Battery 鹼性電池 中國 $8/4 $2.00 41.5 20.7 7.2 3.6 358 179 ●●●● － 6 ●●●● － － － 沒有 ●●●●● ★★★★
11 松井 MATSUSHO Super Alkaline 乾電池 -- $12/6 $2.00 43.2 21.6 7.0 3.5 271 136 ●●●● － － ●●●●● － － － 沒有 ●●●●● ★★★★

IEC標準規定LR6型電池的最低壽命/洩漏電解液的電池數目上限 31 4 200 0  歐盟環保指令規定的
重金屬含量上限

0.0005% 0.002% 0.004%＊

AA碳性電池
12 松柏 Chung Pak　 Vinnic SUM3 Extra Heavy Duty 中國 $6/4 $1.50 17.3 11.6 2.5 1.7 147 98 ●● － － ●●●●● － － 0.042%＊ 有 (Pb) ●●●● ★★★
13 東芝 TOSHIBA Super Heavy Duty 中國 $5/4 $1.25 17.9 14.3 2.4 1.9 144 115 ●● － － ●●●●● － － 0.065%＊ 沒有 ●●● ★★★
14 Gigamax Manganese Battery 乾電池 韓國 $10/8 $1.25 17.6 14.0 2.5 2.0 143 114 ●● － 2 ●●●●● － － 0.039%＊ 沒有 ●●●● ★★★
15 超霸 GP Extra Heavy Duty Greencell 環保碳性電池 中國 $5.9/4 $1.48 15.7 10.6 1.9 1.3 121 82 ●● － － ●●●●● － － 0.063%＊ 有 (Pb) ●●●● ★★
16 maxell Manganese Battery 碳性電芯 中國 $10/10 $1.00 15.9 15.9 1.7 1.7 120 120 ●● － － ●●●●● － － 0.059%＊ 有 (Pb) ●●●● ★★
17 首選牌 FIRST CHOICE Extra Heavy Duty Batteries 特強碳性電池 中國 $17.9/12 $1.49 17.1 11.5 2.6 1.7 162 109 ●● － － ●●●●● － 0.008% 0.110%＊ 沒有 ●● ★★
18 超霸 GP Supercell Super Heavy Duty 中國 $10.9/10 $1.09 14.7 13.5 1.7 1.6   77 71 ● － － ●●●●● － － 0.065%＊ 有 (Pb) ●●●● ★★
19 樂聲牌 Panasonic HYPER 中國 $10/8 $1.25 13.6 △ 10.9 1.7 △ 1.4   88 △ 70 ● － － ●●●●● － － 0.094%＊ 沒有 ●●● ★★
20 永備 EVEREADY General Purpose 藍貓碳鋅電池 印尼 $13.9/12 $1.16   9.7 △ 8.3 1.6 △ 1.4   74 △ 64 ● － － ●●●●● － － 0.062%＊ 沒有 ●●● ★★

IEC標準規定R6P型電池的最低壽命/洩漏電解液的電池數目上限   11 1 60 0 歐盟環保指令規定的
重金屬含量上限

0.0005% 0.002% 0.004%＊

註 - - 	 產品上沒有標示來源地。	 	 	
▽	 該型號已經推出新包裝。
△	 測試型號#19及#20的電池屬R6S型電池，IEC標準規定的

R6P型電池的最低壽命要求並不適用。		

[1]	 售價由本會於2010年9月在大型超級市場或連鎖店調查所
得，由於價格經常調整及不同店舖售價有別，本表售價僅供
參考。	

[2]	 每枚售價是將每包售價除以包裝的電池數量。	

[3]	 可用時間或次數是實驗室測試9個樣本的平均值。	

[4]	 每元可用時間或次數是將[3]除以[2]。	

[5]	 電池壽命根據下列比重評分：	 	 	
	 低耗電量下可用時間	 33.3%	 	
	 中耗電量下可用時間	 33.3%	 	
	 高耗電量下可用次數	 33.3%	

[6]	 電解液洩漏情況	 	 	
	 數字代表測試中有洩漏的樣本數目。	 	
	 IEC國際標準測試：每款型號測試了9個樣本。	
	 本會模擬測試：每款型號測試了9個樣本．此項乃本會就一些消費者

較常誤用的情況模擬出來的測試，例如耗盡的電池仍長時間留在電
器內沒有取出，甚至沒有關掉電器的開關掣，這項並非標準測試。

	 —：沒有樣本出現洩漏。	 	 	

[7]	 	電解液的耐漏性根據下列比重評分：	

	 	IEC國際標準測試	 70%	

	 	本會模擬測試	 30%	

[8]	 	根據歐盟環保指令2006/66/EC，水銀(mercury)及鎘(cadmium)含量

分別不可超出0.0005%及0.002%。	

	 	*	 ：	若電池含鉛量超過0.004%，須在打上交叉的帶輪垃圾筒標誌

下標註代表鉛的化學符號Pb。

	 	—	：	檢不出。

	 	Pb ：	該型號已在電池上的打上交叉的帶輪垃圾筒標誌下標註代表鉛
的化學符號Pb。

[9]	 	環保項目根據下列比重評分：	 	
	 	水銀	 	 50%	 	
	 	鎘	 	 30%	 	
	 	鉛	 	 12%	
	 	附有打上交叉的帶輪垃圾筒標誌	 8%	
	 	若電池的重金屬含量表現不理想，評分會受到局限。
[10]	總評按下列比重計算：	 	
	 	電池壽命	 	 70%	
	 	電解液的耐漏性	 	 15%	
	 	環保項目	 	 15%	
	 若電池壽命及重金屬含量表現不理想，總評分會受到局限。

高耗電量

使用於高耗電量電器時（例如手電

筒），鹼性電池的平均可用時間是4.0小

時，比較碳性電池的1.6小時，兩者相差

1.5倍。鹼性電池中以「勁量 Energizer」e2 

Advanced（#21）及「樂聲牌Panasonic」

EVOLTA（#22）的表現最好，可用超過4.4

小時，但後者每枚平均售價高達$6.2；碳

性電池中以「maxell」Manganese Battery

（#32）及「超霸 GP」Extra Heavy Duty 

Greencell（#33）的表現最好，平均可用1.8

小時。

整體而言，無論是低、中或高耗電量

的測試，鹼性電池的壽命表現都比碳性電

池多1.5至1.6倍。但若以每1元可用時間計

算，碳性電池「Power PLUS」Extra Heavy 

Duty（#36）最便宜。雖然如此，站在環保

角度，選用鹼性電池始終比碳性電池好，

因鹼性電池壽命長，更換次數少，不但可

減少廢電池的產生及對堆填區造成的壓

力，還減省經常更換電池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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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解液耐漏測試
用戶一般都會把電池長期擺放在電

器中，特別是一些束之高閣的電器，往往

忘記取出電池，一旦電池內的電解液意外

洩漏，便會腐蝕及損壞電器，因此，電池電

解液的耐漏能力十分重要。本會進行了兩

項電解液耐漏測試，第一項測試採用IEC國

際標準，第二項則是按消費者使用模式設

計的模擬電解液耐漏測試。

IEC 國際標準 — 儲存已使用電池

測試主要參考國際標準IEC60086-

5:2005，模擬用戶使用電池一段短時間

後，把電池長期留在電器內，或把電池從

電器中取出並儲存一段長時間。每款型

號採用9個樣本測試，把電池擺放在高溫

（45℃±5℃）的地方並儲存45日，然後觀

察電池有否洩漏電解液或爆炸。

所有型號都沒有洩漏電解液，符合

IEC耐漏測試的標準。

本會的模擬測試

日常生活中，一些用戶會忘記關掉

電器，或者不用電器時未有取出電池，讓

電池長時間留在電器中。可是，電池長期

留在電器內不用，尤其是已耗盡的電池，

有可能洩漏電解液。鑒於IEC標準測試中

所用的電池仍未耗盡，本會加插了模擬測

試，方法是每個型號採用9個樣本，

連續放電4日使電能完全耗掉〔方

法：用低耗電的75歐姆（Ohm, Ω）

電阻連接AAA電池，或中耗電的10

歐姆電阻連接AA電池〕，然後將電池

儲存在室溫45日，期間每15日觀察一

次，查看有否洩漏電解液。

測試發現四分之一型號有部分樣本

在45日內出現電解液洩漏，其中以鹼性電

池型號佔多數（80%）。不過本會強調，這

項測試旨在檢定電能耗盡的電池長時間放

在電器內可能出現的電解液洩漏情況，這

項並非標準測試，而在此項測試中發現有

電解液洩漏的產品，並不代表在正確使用

時會出現問題。但測試結果可提示消費者

應及早棄掉耗盡的電池，即使是新電池，

長期不用也應從電器中取出，以免電解液

意外洩漏，損壞電器。

AAA鹼性電池

AAA碳性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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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數字
 由2007年至今，本會共接獲8宗

有關電池電解液洩漏的投訴，有投訴人

指電解液的洩漏導致電器損壞。

 本會關注電池電解液洩漏的情

況，因此加入一項模擬測試。本會提醒

消費者若電器長期不使用的話，謹記取

出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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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加強規管電池
 歐盟環保指令2006/66/EC加強了對電池設計及處置上的規管，限制歐盟區內

不能出售重金屬含量高的電池，並設立回收電池的制度。

禁售重金屬含量高的電池

■ 所有含水銀量超過其重量0.0005%的電池及充電池，包括裝置於電器內的同

類產品（鈕型電池除外，其水銀含量按重量計不得超過2%）。

■ 所有含鎘量超過其重量0.002%的便攜電池及充電池，包括裝置於電器內的同

類產品（用於緊急系統的便攜電池及充電池除外，包括緊急照明、醫療設備

及無線電動工具）。

電池上須印有適當的標籤

■ 所有電池、充電池及電池組均須附有打上交叉的帶輪垃圾筒標誌　 （不論裝

有該等電池的電器是否亦附有該標誌），提醒用戶不要隨便棄置電池。

■ 所有便攜電池含鉛量超過0.004%，須在打上交叉的帶輪垃圾筒標誌下標註代

表鉛的化學符號Pb。

強制性回收一次性電池

 歐盟區內於2008年開始實施強制性回收一次性電池，電池可由電池零售商或

設備供應商負責回收，而回收、處理及循環再造的成本則由生產商負責，指令內亦

訂明所有電池的回收規定及便攜電池的回收目標。

本會建議

 環保署於2005年推出「充電池回收計劃」，但並沒有設立回收一次性電池的

機制，亦沒有法例規管及限制一次性電池的重金屬含量。今次測試的碳性電池含有

鉛，而部分型號含有水銀和鎘等重金屬，若處理不恰當，可能會對環境及人體構成

負面影響。

 本會認為政府可參考其他先進國家及地區所訂下有關一次性電池的規管及/或

指令，從而制訂適合本港的管制及回收措施。

 若市民經常使用一次性電池，用完即棄會製造大量廢物，加重對堆填區的負

擔。本會鼓勵市民盡量使用充電池，以取代一次性電池。品質好的充電池可重複使

用數百次，更減少每年棄置電池的數目，使用後又可回收再造，亦可節省金錢，一

舉三得。

部分碳性電池水銀、鎘含量超標
本港尚未有法例監管電池的重金屬

含量，但由於重金屬會對環境造成污染，本

會參考歐盟環保指令2006/66/EC，測試了

樣本的水銀（mercury）、鎘（cadmium）及

鉛（lead）含量。方法是將樣本以酸性溶

劑溶解，然後用儀器（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photometer）分析電池的重金屬含

量。根據上述環保標準，電池的水銀含量

應低於0.0005%，鎘低於0.002%；鉛含量

若高於0.004%，便須加上特定標籤。

結果顯示，重金屬問題全部出現於

碳性電池中，而鹼性電池所有樣本均檢

不出水銀、鎘及鉛。所有碳性電池的鉛

含量均超過0.004%，根據歐盟環保指令

2006/66/EC，須在打上交叉的帶輪垃圾

筒標誌下標註代表鉛的化學符號Pb；測

試發現，部分碳性電池型號已跟從歐盟環

保指令此項標籤要求。此外，1款型號的水

銀、鎘含量及3款型號的鎘含量超出歐盟環

保指令的標準。測試發現，「雄健 XIONG 

JIAN」Extra Heavy Duty（#40）的水銀

含量達0.0035%，是標準上限的7倍。「首

選牌 FIRST CHOICE」Extra Heavy Duty 

Batteries（#39）的鎘含量高達0.012%，是

標準上限的6倍。雖然在正常使用情況下，

電池內的水銀和鎘一般不會對用戶健康構

成太大的影響，但本會呼籲廠商考慮除去

水銀、鎘等重金屬，避免污染環境。

環保署的意見 
該署相信由於歐盟及中國內地已經進

一步收緊一次性電池內水銀含量的規限，

因此大部分在港出售的一次性電池已不含

水銀，情況與今次測試取得的結果吻合。

該署表示關注部分一次性電池的

鉛及鎘含量超出歐盟環保標準的問題。

為此，該署委託本港獨立實驗室對其中

數款含鉛量或含鎘量較高的電池樣本進

行毒性滲濾測試（Toxicity Characteristic 

Leaching Procedure，TCLP），結果顯示所

切勿將沒有包裝的電池放於衣

袋內，以免電池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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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AAA鹼性及碳性電池測試結果

樣
本 
編
號

牌子 型號或識別
標示 

來源地

每包售價/ 
電池數量 

[1]

每枚 
平均售價 

[2]

電池壽命 電解液洩漏樣本數目 [6] 環保項目 [8]

總評 
[10]

用於低耗電量電器 
（例如收音機）

用於中耗     電量電器 
(例如玩具    遙控器)

用於高耗電量電器 
（例如手電筒）

整體評分 
[5]

IEC 
國際 
標準
測試

本會 
模擬 
測試

耐漏性評分 
[7]

重金屬含量 環保標誌

整體評分 
[9]水銀 鎘 鉛可用時間 

（小時） 
[3]

每元可用時間 
（小時） 

[4]

可用時間 
（小時） 

[3]

每元可用時間 
（小時） 

[4]

可用時間
（小時） 

[3]

每元
可用時間 
(小時）[4]

AAA鹼性電池
21 勁量 Energizer e2 Advanced 美國 $29.9/8 $3.74 75.2 20.1 21.2 5.7 4.4 1.2 ●●●●● － － ●●●●● － － － 沒有 ●●●●● ★★★★★
22 樂聲牌 Panasonic EVOLTA 日本 $24.8/4 $6.20 74.0 11.9 21.2 3.4 4.5 0.7 ●●●●● － 6 ●●●● － － － 沒有 ●●●●● ★★★★★
23 超霸 GP Ultra Alkaline Battery 特強鹼性電池 中國 $19.9/8 $2.49 71.6 28.8 19.5 7.9 3.9 1.6 ●●●● － － ●●●●● － － － 有 ●●●●● ★★★★★
24 首選牌 FIRST CHOICE Ultra Alkaline Batteries 特強鹼性電池 中國 $14.8/8 $1.85 73.0 39.4 19.6 10.6 4.0 2.2 ●●●●● － － ●●●●● － － － 沒有 ●●●●● ★★★★★
25 屈臣氏 Watsons Long Life Alkaline Battery 超強能量鹼性電池▽ 中國 $18.9/8 $2.36 72.3 30.6 19.1 8.1 3.7 1.6 ●●●● －      － ●●●●● － － － 有 ●●●●● ★★★★★
26 勁量 Energizer MAX 鹼性電池 中國 $24.8/10 $2.48 70.9 28.6 19.2 7.7 3.9 1.6 ●●●● － － ●●●●● － － － 沒有 ●●●●● ★★★★★
27 金霸王 DURACELL ULTRA M3 超能量 中國 $27.9/8 $3.49 70.0 20.1 20.3 5.8 4.1 1.2 ●●●●● － 7 ●●●● － － － 沒有 ●●●●● ★★★★★
28 三洋 SANYO Advanced Alkaline 印尼 $15/4 $3.75 68.1 18.2 18.3 4.9 3.7 1.0 ●●●● － － ●●●●● － － － 有 ●●●●● ★★★★★
29 樂聲牌 Panasonic Premium Power 鹼電王 美國 $10/4 $2.50 68.3 27.3 19.1 7.6 3.5 1.4 ●●●● － － ●●●●● － － － 沒有 ●●●●● ★★★★★
30 金霸王 DURACELL Alkaline Battery 鹼性電池 中國 $24.8/10 $2.48 69.6 28.1 20.1 8.1 4.0 1.6 ●●●●● － 9 ●●●● － － － 沒有 ●●●●● ★★★★
31 maxell Alkaline Battery 鹼性電芯 -- $10/5 $2.00 68.7 34.3 18.5 9.2 3.8 1.9 ●●●● － 7 ●●●● － － － 沒有 ●●●●● ★★★★

IEC標準規定LRO3型電池的最低壽命/洩漏電解液的電池數目上限 44 15 2.2 0 歐盟環保指令規定的
重金屬含量上限

0.0005% 0.002% 0.004%＊

AAA碳性電池
32 maxell Manganese Battery 碳性電芯 中國 $10.9/10 $1.09 30.5 28.0 9.2 8.4 1.8 1.7 ●● － － ●●●●● － － 0.110%＊ 有 (Pb) ●●● ★★★
33 超霸 GP Extra Heavy Duty Greencell 環保碳性電池 中國 $5.9/4 $1.48 30.9 21.0 9.0 6.1 1.8 1.2 ●● － － ●●●●● － － 0.120%＊ 有 (Pb) ●●● ★★★
34 KEEPMAX Black Battery 乾電池 中國 $10/8 $1.25 30.7 24.6 8.9 7.1 1.7 1.4 ●● － － ●●●●● － － 0.110%＊ 沒有 ●●● ★★★
35 超霸 GP Supercell Super Heavy Duty 中國 $10.9/10 $1.09 30.1 27.6 7.9 7.2 1.6 1.5 ●● － － ●●●●● － － 0.110%＊ 有 (Pb) ●●● ★★★
36 Power PLUS Extra Heavy Duty 超能量環保碳性電池 -- $9.9/18 $0.55 27.0 49.1 7.8 14.2 1.6 3.0 ●● － － ●●●●● － － 0.060%＊ 沒有 ●●● ★★★
37 永備 EVEREADY Super Heavy Duty 黑金剛碳鋅電池 印尼 $9.9/4 $2.48 29.1 11.8 8.1 3.3 1.4 0.6 ●● － － ●●●●● － － 0.095%＊ 沒有 ●●● ★★★
38 松井 MATSUSHO Super Heavy Duty 乾電池 -- $12.9/14 $0.92 26.7 29.0 7.4 8.1 1.6 1.7 ●● － － ●●●●● － 0.009% 0.130%＊ 沒有 ●● ★★
39 首選牌 FIRST CHOICE Extra Heavy Duty Batteries 特強碳性電池 中國 $17.9/12 $1.49 27.4 18.4 8.0 5.4 1.6 1.1 ●● － － ●●●●● － 0.012% 0.160%＊ 沒有 ●● ★★
40 雄健 XIONG JIAN Extra Heavy Duty 中國 $2/4 $0.50 17.0 34.0 4.7 9.4 0.9 1.7 ● － 9 ●●●● 0.0035% 0.009% 0.180%＊ 沒有 ● ★

IEC標準規定RO3型電池的最低壽命/洩漏電解液的電池數目上限 20 4 0.75 0 歐盟環保指令規定的
重金屬含量上限

0.0005% 0.002% 0.004%＊

註 - - 	 產品上沒有標示來源地。	 	 	

▽	 該型號已經推出新包裝。

[1]	 售價由本會於2010年9月在大型超級市場或連鎖店調查所

得，由於價格經常調整及不同店舖售價有別，本表售價僅供

參考。	

[2]	 每枚售價是將每包售價除以包裝的電池數量。	

[3]	 可用時間是實驗室測試9個樣本的平均值。	

[4]	 每元可用時間是將[3]除以[2]。	

[5]	 電池壽命根據下列比重評分：	 	 	
	 低耗電量下可用時間	 33.3%	 	
	 中耗電量下可用時間	 33.3%	 	
	 高耗電量下可用時間	 33.3%	

[6]	 電解液洩漏情況	 	 	
	 數字代表測試中有洩漏的樣本數目。	 	
	 IEC國際標準測試：每款型號測試了9個樣本。	
	 本會模擬測試：每款型號測試了9個樣本．此項乃本會就一些消費者

較常誤用的情況模擬出來的測試，例如耗盡的電池仍長時間留在電
器內沒有取出，甚至沒有關掉電器的開關掣，這項並非標準測試。

	 —：沒有樣本出現洩漏。	 	 	

[7]	 	電解液的耐漏性根據下列比重評分：	

	 	IEC國際標準測試	 70%	

	 	本會模擬測試	 30%	

[8]	 	根據歐盟環保指令2006/66/EC，水銀(mercury)及鎘(cadmium)含量

分別不可超出0.0005%及0.002%。	

	 	*	 ：	若電池含鉛量超過0.004%，須在打上交叉的帶輪垃圾筒標誌

下標註代表鉛的化學符號Pb。

	 	—	：	檢不出。

	 	Pb ：	該型號已在電池上的打上交叉的帶輪垃圾筒標誌下標註代表鉛
的化學符號Pb。

[9]	 	環保項目根據下列比重評分：	 	
	 	水銀	 	 50%	 	
	 	鎘	 	 30%	 	
	 	鉛	 	 12%	
	 	附有打上交叉的帶輪垃圾筒標誌	 8%	
	 	若電池的重金屬含量表現不理想，評分會受到局限。
[10]	總評按下列比重計算：	 	
	 	電池壽命	 	 70%	
	 	電解液的耐漏性	 	 15%	
	 	環保項目	 	 15%	
	 若電池壽命及重金屬含量表現不理想，總評分會受到局限。

有型號電池的鉛及鎘可滲濾量（leachable 

amount）均很低及合乎安全水平。該署指

香港堆填區的設計採用嚴謹的標準，各堆

填區設有防滲漏層，以防任何受污染的液

體洩漏，所有廢物的滲漏液會送往污水處

理設施處理。建基於現有數據及處理設

施，該署認為棄置一次性電池並不造成嚴

重污染問題，這也是海外（例如美國和日

本）一般處理方法，故香港並沒有迫切性

規管一次性的電池。然而，該署鼓勵市民

減少使用一次性電池，盡量使用充電池，

因優質的充電池可重複使用500至1,000

次，長遠而言，無論是經濟效益抑或減少

廢物產生，都以充電池為佳，更符合成本

效益及更環保。

廠商意見
「松柏」的廠商表示，傳統碳性電池

較一般鹼性電池便宜，用家如有效使用於低

電流放電之產品，如遙控器、鬧鐘等會更經

濟，效果絕對不遜於鹼性電池。此外，該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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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AAA鹼性及碳性電池測試結果

樣
本 
編
號

牌子 型號或識別
標示 

來源地

每包售價/ 
電池數量 

[1]

每枚 
平均售價 

[2]

電池壽命 電解液洩漏樣本數目 [6] 環保項目 [8]

總評 
[10]

用於低耗電量電器 
（例如收音機）

用於中耗     電量電器 
(例如玩具    遙控器)

用於高耗電量電器 
（例如手電筒）

整體評分 
[5]

IEC 
國際 
標準
測試

本會 
模擬 
測試

耐漏性評分 
[7]

重金屬含量 環保標誌

整體評分 
[9]水銀 鎘 鉛可用時間 

（小時） 
[3]

每元可用時間 
（小時） 

[4]

可用時間 
（小時） 

[3]

每元可用時間 
（小時） 

[4]

可用時間
（小時） 

[3]

每元
可用時間 
(小時）[4]

AAA鹼性電池
21 勁量 Energizer e2 Advanced 美國 $29.9/8 $3.74 75.2 20.1 21.2 5.7 4.4 1.2 ●●●●● － － ●●●●● － － － 沒有 ●●●●● ★★★★★
22 樂聲牌 Panasonic EVOLTA 日本 $24.8/4 $6.20 74.0 11.9 21.2 3.4 4.5 0.7 ●●●●● － 6 ●●●● － － － 沒有 ●●●●● ★★★★★
23 超霸 GP Ultra Alkaline Battery 特強鹼性電池 中國 $19.9/8 $2.49 71.6 28.8 19.5 7.9 3.9 1.6 ●●●● － － ●●●●● － － － 有 ●●●●● ★★★★★
24 首選牌 FIRST CHOICE Ultra Alkaline Batteries 特強鹼性電池 中國 $14.8/8 $1.85 73.0 39.4 19.6 10.6 4.0 2.2 ●●●●● － － ●●●●● － － － 沒有 ●●●●● ★★★★★
25 屈臣氏 Watsons Long Life Alkaline Battery 超強能量鹼性電池▽ 中國 $18.9/8 $2.36 72.3 30.6 19.1 8.1 3.7 1.6 ●●●● －      － ●●●●● － － － 有 ●●●●● ★★★★★
26 勁量 Energizer MAX 鹼性電池 中國 $24.8/10 $2.48 70.9 28.6 19.2 7.7 3.9 1.6 ●●●● － － ●●●●● － － － 沒有 ●●●●● ★★★★★
27 金霸王 DURACELL ULTRA M3 超能量 中國 $27.9/8 $3.49 70.0 20.1 20.3 5.8 4.1 1.2 ●●●●● － 7 ●●●● － － － 沒有 ●●●●● ★★★★★
28 三洋 SANYO Advanced Alkaline 印尼 $15/4 $3.75 68.1 18.2 18.3 4.9 3.7 1.0 ●●●● － － ●●●●● － － － 有 ●●●●● ★★★★★
29 樂聲牌 Panasonic Premium Power 鹼電王 美國 $10/4 $2.50 68.3 27.3 19.1 7.6 3.5 1.4 ●●●● － － ●●●●● － － － 沒有 ●●●●● ★★★★★
30 金霸王 DURACELL Alkaline Battery 鹼性電池 中國 $24.8/10 $2.48 69.6 28.1 20.1 8.1 4.0 1.6 ●●●●● － 9 ●●●● － － － 沒有 ●●●●● ★★★★
31 maxell Alkaline Battery 鹼性電芯 -- $10/5 $2.00 68.7 34.3 18.5 9.2 3.8 1.9 ●●●● － 7 ●●●● － － － 沒有 ●●●●● ★★★★

IEC標準規定LRO3型電池的最低壽命/洩漏電解液的電池數目上限 44 15 2.2 0 歐盟環保指令規定的
重金屬含量上限

0.0005% 0.002% 0.004%＊

AAA碳性電池
32 maxell Manganese Battery 碳性電芯 中國 $10.9/10 $1.09 30.5 28.0 9.2 8.4 1.8 1.7 ●● － － ●●●●● － － 0.110%＊ 有 (Pb) ●●● ★★★
33 超霸 GP Extra Heavy Duty Greencell 環保碳性電池 中國 $5.9/4 $1.48 30.9 21.0 9.0 6.1 1.8 1.2 ●● － － ●●●●● － － 0.120%＊ 有 (Pb) ●●● ★★★
34 KEEPMAX Black Battery 乾電池 中國 $10/8 $1.25 30.7 24.6 8.9 7.1 1.7 1.4 ●● － － ●●●●● － － 0.110%＊ 沒有 ●●● ★★★
35 超霸 GP Supercell Super Heavy Duty 中國 $10.9/10 $1.09 30.1 27.6 7.9 7.2 1.6 1.5 ●● － － ●●●●● － － 0.110%＊ 有 (Pb) ●●● ★★★
36 Power PLUS Extra Heavy Duty 超能量環保碳性電池 -- $9.9/18 $0.55 27.0 49.1 7.8 14.2 1.6 3.0 ●● － － ●●●●● － － 0.060%＊ 沒有 ●●● ★★★
37 永備 EVEREADY Super Heavy Duty 黑金剛碳鋅電池 印尼 $9.9/4 $2.48 29.1 11.8 8.1 3.3 1.4 0.6 ●● － － ●●●●● － － 0.095%＊ 沒有 ●●● ★★★
38 松井 MATSUSHO Super Heavy Duty 乾電池 -- $12.9/14 $0.92 26.7 29.0 7.4 8.1 1.6 1.7 ●● － － ●●●●● － 0.009% 0.130%＊ 沒有 ●● ★★
39 首選牌 FIRST CHOICE Extra Heavy Duty Batteries 特強碳性電池 中國 $17.9/12 $1.49 27.4 18.4 8.0 5.4 1.6 1.1 ●● － － ●●●●● － 0.012% 0.160%＊ 沒有 ●● ★★
40 雄健 XIONG JIAN Extra Heavy Duty 中國 $2/4 $0.50 17.0 34.0 4.7 9.4 0.9 1.7 ● － 9 ●●●● 0.0035% 0.009% 0.180%＊ 沒有 ● ★

IEC標準規定RO3型電池的最低壽命/洩漏電解液的電池數目上限 20 4 0.75 0 歐盟環保指令規定的
重金屬含量上限

0.0005% 0.002% 0.004%＊

註 - - 	 產品上沒有標示來源地。	 	 	

▽	 該型號已經推出新包裝。

[1]	 售價由本會於2010年9月在大型超級市場或連鎖店調查所

得，由於價格經常調整及不同店舖售價有別，本表售價僅供

參考。	

[2]	 每枚售價是將每包售價除以包裝的電池數量。	

[3]	 可用時間是實驗室測試9個樣本的平均值。	

[4]	 每元可用時間是將[3]除以[2]。	

[5]	 電池壽命根據下列比重評分：	 	 	
	 低耗電量下可用時間	 33.3%	 	
	 中耗電量下可用時間	 33.3%	 	
	 高耗電量下可用時間	 33.3%	

[6]	 電解液洩漏情況	 	 	
	 數字代表測試中有洩漏的樣本數目。	 	
	 IEC國際標準測試：每款型號測試了9個樣本。	
	 本會模擬測試：每款型號測試了9個樣本．此項乃本會就一些消費者

較常誤用的情況模擬出來的測試，例如耗盡的電池仍長時間留在電
器內沒有取出，甚至沒有關掉電器的開關掣，這項並非標準測試。

	 —：沒有樣本出現洩漏。	 	 	

[7]	 	電解液的耐漏性根據下列比重評分：	

	 	IEC國際標準測試	 70%	

	 	本會模擬測試	 30%	

[8]	 	根據歐盟環保指令2006/66/EC，水銀(mercury)及鎘(cadmium)含量

分別不可超出0.0005%及0.002%。	

	 	*	 ：	若電池含鉛量超過0.004%，須在打上交叉的帶輪垃圾筒標誌

下標註代表鉛的化學符號Pb。

	 	—	：	檢不出。

	 	Pb ：	該型號已在電池上的打上交叉的帶輪垃圾筒標誌下標註代表鉛
的化學符號Pb。

[9]	 	環保項目根據下列比重評分：	 	
	 	水銀	 	 50%	 	
	 	鎘	 	 30%	 	
	 	鉛	 	 12%	
	 	附有打上交叉的帶輪垃圾筒標誌	 8%	
	 	若電池的重金屬含量表現不理想，評分會受到局限。
[10]	總評按下列比重計算：	 	
	 	電池壽命	 	 70%	
	 	電解液的耐漏性	 	 15%	
	 	環保項目	 	 15%	
	 若電池壽命及重金屬含量表現不理想，總評分會受到局限。

選購電池時，

消費者可留

意電池的有

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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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報告

 各型號的耐漏性、重金屬含量及用於不同耗電量電器時的壽命互有長短，用

戶可根據本身需求選擇。下列是整體表現較佳的型號：

AA電池

 鹼性電池：「屈臣氏 Watsons」Long Life Alkaline Battery（#1）的表現最佳，

售價亦便宜。表現優異但售價較高的是「勁量 Energizer」e2 Advanced（#2）及

「金霸王 DURACELL」ULTRA M3（#3），用於高耗電量電器時較耐用。

 碳性電池：「松柏 Chung Pak」Vinnic SUM3 Extra Heavy Duty（#12）、

「東芝 TOSHIBA」Super Heavy Duty（#13）及「Gigamax」Manganese Battery

（#14）的整體表現都不錯。

AAA電池

 鹼性電池：「勁量 Energizer」e2 Advanced（#21）及「樂聲牌Panasonic」

EVOLTA（#22）的壽命表現優異。「超霸GP」Ultra Alkaline Battery（#23）及 

「首選牌 FIRST CHOICE」Ultra Alkaline Batteries（#24）整體表現良好，且售價

亦較便宜。

 碳性電池：「maxell」Manganese Battery（#32）、「超霸 GP」Extra 

Heavy Duty Greencell（#33）及「KEEPMAX」Black Battery（#34）的整體表現

都不錯。

選
W

N擇指 南

選購及使用電池小貼士
● 有效日期越遲越好——電池能量會隨時間逐漸減退，選購電池時，應留意電池

的有效日期，有效日期越遲越好。

● 經常用電池可揀大包裝——市面上的電池有不同數量的包裝，如4粒、8粒、12

粒及18粒裝。通常電池數量越多的包裝，價錢越經濟，消費者可按需要選擇適

合數量的包裝。

● 切勿將電池的正負極誤裝。

● 新舊電池不可混合使用——在更換電池時，應把整組電池一起更換，不應混合

新舊電池一起使用，因新與舊電池的電壓不同，使用時會令負荷落在舊電池

上，使它過度放電而容易洩漏電解液。

● 儲存地點不宜過熱過濕——應把電池儲存於溫度及濕度較低的地方，溫度過高

會減少電解液的水分，濕度過高則會影響絕緣功效。

● 電器閑置應先取出電池——若電器長期不用，謹記取出電池，避免電池洩漏電

解液，損壞電器。

商表示雖然現時環保條例並沒有禁止含鉛

的產品，該公司已在市面上推出無鉛電池。

「金霸王」的廠商稱其產品均符合

一系列IEC 60086的國際標準，認為本會

模擬的電解液耐漏測試並非依照國際標準

進行，不能代表消費者使用電池的一般情

況。該公司又指該模擬測試對所有電池並

不公平，皆因電池的設計乃是根據國際標

準而定。另該公司指市面上許多電子產品

的設計都可以防止電池在產品中過量放

電，用戶必須避免造成電池的過量放電，

以免令電池內積聚過多氣體及產生壓力。

為釋放此壓力以避免可能構成的危險，其

牌子的鹼性電池具有安全封合系統，用以

釋放過量的氣體；容許電池排氣是保證電

池安全的措施，當過量的氣體通過安全

封釋放時，可能會造成類似電池漏液的情

況。該公司表示設有顧客服務部，為客戶

提供產品支援及解答顧客的查詢。（本會

按：由於用戶有可能忘記關掉電器，而部

分電器又不能在電池過量放電前截斷電

部分電池附有「打

上交叉的帶輪垃圾

筒」的標誌。

源，假若電池不能防止意外洩漏電解液，

電器內連接電池的金屬片以及其他零件便

有機會被腐蝕損壞。本會進行有關的模擬

測試以瞭解出現洩漏的情況及向用戶作出

提醒。）

「勁量」的廠商表示，歐盟環保指令

2006/66/EC所要求的標籤並不需要顯示

於在港零售市場出售的電池上。

「首選牌」的廠商表示會自願性跟從

歐盟環保指令2006/66/EC的要求，並改善

電池的重金屬含量，推出不含鎘的電池。

「樂聲牌」的廠商表示，該品牌電池

的電解液耐漏性符合IEC 60086-1的國際

標準，並指本會模擬的電解液耐漏測試並

非依照國際標準進行。

「東芝」的廠商表示，本會在本港購

買的測試樣本（#13）屬平行進口貨品，該

產品應該只在內地出售，香港並沒有出售

該款的「行貨」電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