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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報告

測試樣本
測試了12款抽油煙機，全部在本港購

買，售價約由$1,350至$5,890，機頂排氣口

直徑約15厘米。其中9款為較普遍的台式雙

風扇設計，2款為歐洲式煙 形設計，另有1

款為日本式整流板設計，此設計通常只有1

個風扇，從外觀只可看到整流板。除了歐洲

式的「美家Mita」DHV671（#12）安裝時可

選擇以排氣或再循環模式操作之外，其餘

樣本均為排氣型抽油煙機。測試時所有樣

本都以排氣模式操作。

測試項目
測試委託德國一間實驗室進行。參考

國際標準IEC 61591，測試樣本的效能表

現，包括排氣量及抽油煙能力等。寧靜程度

測試參考IEC 60704-2-13進行。安全程度方

面，參考IEC 60335-2-31，測試樣本的電氣

安全、機械安全、阻燃能力及標示說明。

效能表現
排氣量

將排氣管連接至樣本頂部的排氣

口，用儀器控制排氣管出口位置的氣壓，

再量度樣本在不同氣壓下的排氣量。測試

時樣本調校至最高風速，表列數字是根據

樣本在不同氣壓下量得的數值，參考IEC

標準推算出樣本接駁了排氣喉後的排氣

量。用以推算的排氣喉特性是：當排氣量

為每小時200立方米時，氣壓差為5帕斯卡

（Pa）。

歐洲式設計排氣量較低？

市面上歐洲式抽油煙機的型號愈來

愈多，外形新穎美觀，但通常只有單風扇設

計，排氣量是否及得上台式雙風扇的型號

呢？這次測試的歐洲式樣本都是單風扇設

計，結果顯示其排氣量跟台式雙風扇樣本

的相近，2類樣本的排氣量介乎每小時613

至682立方米，當中以歐洲式「TGC」TR710S

（#11）排氣量最高。日本式「富士皇Fujioh」

H800LV（#1）排氣量較低，為每小時491立

方米。

實際的排氣量會受排氣喉的長短、直

徑、彎位的多寡及出口是否當風等因素影響。

由於是次測試是在相同環境及條件下進行，

因此可對樣本的排氣量作公平比較。實際使

用時要達至較高的排氣量，應盡量縮短排氣

喉及減少彎位。

聲稱排氣量不能直接比較

消費者選購時或許會比較宣傳單張

上聲稱的排氣量，可是廠商沒有在單張上

說明是在什麼情況下得到所述的結果，而

量度單位亦各有不同，令消費者難以直接

比較。根據廠商向本會提供的資料，業界量

度排氣量時並沒有統一標準，有廠商採用

國家GB標準，亦有廠商採用自訂的方法量

港人對健康愈來愈重視，選擇食物都以健

康有益為主，然而烹調過程中所引起的健康問

題卻容易被人忽略。中式烹飪講求鑊氣，經常用

大量食油煮食，過程中產生的油煙，除了會弄污

廚房，亦可能引發呼吸系統疾病，更有研究指出

會致癌，可見抽油煙機的表現不容忽視。
■ 測試了12款抽油煙機，包括1款日本式整

流板樣本，9款台式（台灣式）雙風扇樣本

和2款歐洲式煙 形樣本，售價約由$1,350

至$5,890。

■ 測試項目包括排氣量、排氣量穩定性、風扇

能源效率、抽油煙能力、抽氣味能力、抽蒸

氣能力、油杯/油煙過濾網集油能力、寧靜

程度、安全程度及使用方便程度。

■ 排氣量較高並不代表抽油煙能力較佳。1

款歐洲式樣本的排氣量最高，但抽油煙能

力並非最佳。日本式樣本的排氣量最低，抽

油煙能力卻不俗。

■ 全部樣本在部分安全測試項目的表現都

有改善空間。

撮要

強力抽油煙機變身主婦恩物強力抽油煙機變身主婦恩物
廚房油煙可致癌廚房油煙可致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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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  Pacific
PR-8830

7日立牌  Hitachi
HB-ST688AW

6西門子  Siemens
LU21853HK

5

度，消費者選購時不能單憑聲稱的數值比

較各牌子的排氣能力。

所有樣本在測試中量得的排氣量都

比聲稱的數值低，可能是因為廠商量度時

將排氣口的氣壓設在很低的數值，阻力較

小，排氣量因而較高，但這並不能反映實際

家居使用時接駁了排氣喉後的情況。

排氣量穩定性

若抽油煙機的位置遠離窗戶，便需要

安裝較長或彎位較多的排氣喉，阻力較大，

樂聲牌  Panasonic
FV-713N

3 惠而浦  Whirlpool
VC883X

4

富士皇  Fujioh
H800LV

1

金雅典  Athens
LS-288E

2

總評：

量得排氣量：491 立方米/小時

風速選擇段數：2

風扇數量：1

高溫提示

保用期：全機1年，摩打1年

聲稱原產地：日本

$5,890

★★★★

總評：

量得排氣量：655 立方米/小時

風速選擇段數：3

風扇數量：2

左右風扇可獨立操控

延遲關機功能：5或15分鐘

保用期：全機1年，摩打3年

聲稱原產地：台灣

$3,780

★★★★ 總評：

量得排氣量：664 立方米/小時

風速選擇段數：3

風扇數量：2

延遲關機功能：8分鐘

保用期：全機1年，摩打1年

聲稱原產地：中國

$2,200

★★★★ 總評：

量得排氣量：648 立方米/小時

風速選擇段數：3

風扇數量：2

左右風扇可獨立操控

延遲關機功能：5至99分鐘

自動清洗

風速選擇記憶

保用期：全機1年，摩打永久

聲稱原產地：台灣

$2,390

★★★★

總評：

量得排氣量：641 立方米/小時

風速選擇段數：6

風扇數量：2

延遲關機功能：5分鐘

自動清洗

風速選擇記憶

保用期：全機3年，摩打永久

聲稱原產地：台灣

$2,690

★★★★總評：

量得排氣量：624 立方米/小時

風速選擇段數：2

風扇數量：2

延遲關機功能：5分鐘

自動清洗

保用期：全機1年，摩打3年

聲稱原產地：中國

$2,280

★★★★總評：

量得排氣量：615 立方米/小時

風速選擇段數：6

風扇數量：2

左右風扇可獨立操控

自動清洗

風速選擇記憶

保用期：全機1年，摩打永久

聲稱原產地：中國

$2,498

★★★★

日本式整流板樣本

台式雙風扇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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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各樣本的排氣量不同，在評估風

扇能源效率時，不能只考慮其耗電量，應同

時考慮其排氣能力。比較各樣本在最高及

最低風速時平均排出10,000立方米空氣所

需電能，所有樣本的耗電量介乎1.6至3.5度

電（kWh）。風扇能源效率最佳的有「富士皇

Fujioh」H800LV（#1）、「西門子 Siemens」

LU21853HK（#5）、「太平洋 Pacific」PR-

8830（#7）、「Misoko」MR-228（#8）及「德

國寶 German Pool」9201（#9）。

抽油煙能力

模擬烹調時使用抽油煙機的情況，分

別進行兩次測試。第一次測試參考IEC標準，

以最高風速開動抽油煙機，同時將食油與

清水連續30分鐘滴在一個放在爐頭上加熱

的平底鑊上，再過10分鐘後關掉抽油煙機，

量度抽油煙機所收集到的油量，與及經出

氣口排放出機外的油量。此外，為模擬中式

烹調較常用大量食油煮食，第二次測試時

將食油與清水的用量加倍。

綜合兩次測試結果，歐洲式「美家

Mita」DHV671（#12）抽油煙能力最佳，日本

式「富士皇Fujioh」H800LV（#1）的表現亦不

俗。台式樣本中，表現較佳的有「金雅典

測試報告

會導致排氣量降低。假如排氣喉出口當風

的話，排氣量更會進一步下降。設計良好的

抽油煙機，排氣量受氣壓或阻力的影響會

較輕微。

測試比較樣本在不同氣壓下排氣量

的差距，差異愈少，應付氣壓或阻力變化的

能力愈高，排氣量愈穩定。結果同屬歐洲式

的「TGC」TR710S（#11）及「美家Mita」

DHV671（#12）排氣量較穩定。

風扇能源效率

撇除照明燈所用的電量，當風速設定

在最高段數時，各樣本的耗電量介乎91至

205瓦特，相差逾1倍；設定在最低段數時，

各樣本的耗電量介乎40至174瓦特，相差

逾3倍。無論風速設定在最高或最低段數，

「富士皇Fujioh」H800LV（#1）的耗電量都

最低，「美家Mita」DHV671（#12）則耗電

最多。

德國寶  German Pool
9201

9 金章牌  Zanussi
Florence

10

TGC
TR710S

11 美家  Mita
DHV 671

12

Misoko
MR-228

8

總評：

量得排氣量：669 立方米/小時

風速選擇段數：2

風扇數量：2

左右風扇可獨立操控

保用期：全機3年，摩打永久

聲稱原產地：中國

$1,350

★★★★ 總評：

量得排氣量：647 立方米/小時

風速選擇段數：1

風扇數量：2

左右風扇可獨立操控

保用期：全機1年，摩打3年

聲稱原產地：中國

$1,780

★★★★ 總評：

量得排氣量：628 立方米/小時

風速選擇段數：3

風扇數量：2

左右風扇可獨立操控

超靜音慢速模式選擇

自動清洗

保用期：全機1年，摩打永久

聲稱原產地：中國

$2,998

★★★★

總評：

量得排氣量：682 立方米/小時

風速選擇段數：3

風扇數量：1

延遲關機功能：5, 10或30分鐘

風速選擇記憶

保用期：全機3年，摩打3年

聲稱原產地：台灣

$2,680

★★★★ 總評：

量得排氣量：613 立方米/小時

風速選擇段數：3

風扇數量：1

附有油煙過濾網

購買時可選擇加購活性碳過濾網，

方便以再循環模式操作

保用期：全機1年，摩打1年

聲稱原產地：中國

★★★

$4,000 ^

台式雙風扇樣本

歐洲式煙囪形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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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hens」LS-288E（#2）、「樂聲牌Panasonic」

FV-713N（#3）、「Misoko」MR-228（#8）及

「德國寶GermanPool」9201（#9）。

排氣量較高並不代表抽油煙能力

較佳

抽油煙能力通常隨排氣量上升而增

強，但同時亦受抽油煙機的設計影響，因此

排氣量較高的樣本並不一定有較佳的抽油

煙能力。測試結果發現「T G C」T R 7 1 0 S

（#11）排氣量最高，但抽油煙能力卻並非

最佳。「富士皇Fujioh」H800LV（#1）的排氣

量最低，抽油煙能力卻不俗。

抽氣味能力

參考IEC標準，在模擬廚房擺設的房

間進行測試，將一種容易揮發並有強烈氣

味的化學物（methyl ethyl ketone，簡稱MEK）

與清水混和，連續30分鐘滴在一個放在爐

頭上加熱的平底鑊上，分別量度沒有開動

和以最高風速開動抽油煙機後，房間內的

MEK濃度，比較兩個數值的差異，從而評估

各樣本的抽氣味能力。

所有樣本都表現不俗，評分稍高的有

「金雅典Athens」LS-288E（#2）、「惠而浦

Whirlpool」VC883X（#4）、「西門子Siemens」

LU21853HK（#5）、「日立牌Hitachi」HB-

ST688AW（#6）和「美家Mita」DHV671

（#12）。

抽蒸氣能力

同樣在模擬廚房擺設的房間進行測

試，將平底鑊上的清水煲滾，並以最高風速

開動抽油煙機，量度房間內的相對濕度變

排氣模式 （extraction）

必須裝設排氣喉，操作原理是利用機

內風扇把油煙吸入，再用油杯收集或經排

氣管排出室外。

再循環模式 （recirculation）

毋須裝設排氣喉連接室外。利用機內

油煙過濾網及活性碳過濾網，分別將吸入

的油煙及氣味收集，再把經過淨化的空氣

重新傳送到廚房中。以此模式操作的抽油

煙機在香港並不普遍。

自動清洗功能 （auto clean）

將清潔劑注入抽油煙機的指定位置，

按掣啟動自動清洗功能，摩打便會轉動並

自動從機內噴出適量的清潔劑，利用扇葉

的沖擊力清洗抽油煙機的內部。通常同時

設有入水提示，確保每次自動清洗均有足

夠的清潔劑。

延遲關機功能 （delay off）

可以讓用戶在煮食完畢後繼續開動抽

油煙機數分鐘，然後自動關機，方便徹底抽

走廚房油煙。

清洗或更換燈泡及光管時，都必須先關上電源或將

電源插頭拔出。

操作模式及特別功能介紹
化，評估各樣本的抽蒸氣能力。結果顯示

「金雅典Athens」LS-288E（#2）、「Misoko」

MR-228（#8）、「德國寶GermanPool」9201

（#9）和「TGC」TR710S（#11）的抽蒸氣能

力最高。

油杯/油煙過濾網集油能力

吸入的油煙愈容易被油杯或油煙過

濾網收集，留在機身及排氣喉內的油煙便愈

少，清理愈方便。此外，排放出室外的油煙亦

愈少，減低可能對空氣造成的污染。進行抽

油煙能力測試時，比較樣本的油杯或油煙過

濾網所收集到的油量。「美家 Mita」DHV 671

（#12）的表現最好，大部分抽到的油煙都被

油杯及油煙過濾網收集。

寧靜程度

操作寧靜的抽油煙機令煮食的環境

更舒適。測試量度樣本在最高風速操作時的

噪音量，「富士皇Fujioh」H800LV（#1）最寧

靜，「美家Mita」DHV671（#12）噪音較大。

安全程度
全部樣本在部分安全測試項目的表

現都有改善空間（詳見附表測試結果）。

電氣安全

帶電部分之間，以及帶電部分與可接

觸部分之間，必須有一定的距離，以防止因

短路或跳火而引致的危險。「美家 Mita」

DHV 671（#12）樣本內部的其中一個控制

組件，電線端與可接觸的組件膠殼之間的

爬電距離及電氣間隙低於標準要求。

「日立牌 Hi tach i」HB-ST688AW

（#6）、「太平洋 Pacific」PR-8830（#7）、

「Misoko」MR-228（#8）和「TGC」TR710S

（#11）樣本的燈座設計有待改善，在更換

燈泡時，若不先關掉電源或拔出電源插頭，

可能不慎碰到燈頭帶電一小部分，增加觸

電風險。用戶換燈泡時只要先關掉電源或

將電源插頭拔出，便可避免觸電。

機械安全

檢定中心發現部分樣本當打開底板

或風扇罩進行內部清洗時，測試手指能觸

及風扇的扇葉，用戶清洗時應先關掉電源

或將電源插頭拔出，便可避免意外。「德國

寶 German Pool」9201（#9）樣本在沒有打

開底板或風扇罩的情況下，測試手指能觸

及扇葉，用戶不小心使用便會有潛在意外

風險。

阻燃能力

抽油煙機的物料應有充分阻燃能力

能阻止火勢蔓延，結果發現2個樣本的部分

塑膠組件阻燃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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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報告

編號

牌子

型號 [1]

售價 (包括安裝費) [2]

總評 [3]

效能表現 [4]

排氣量
(立方米/小時)

聲稱 [5]

量得 [6]

穩定性 [7]

風扇能源效率 [8]

抽吸能力

油杯/油煙過濾網集油能力 [9]

氣味

蒸氣

寧靜程度

安全程度 [10]

電氣安全 [11]

機械安全 [11]

阻燃能力 [11]

標示/說明書 [11]

使用方便程度 [12]

設計

照明

表面清洗

功能

使用說明

安裝

日本式整流板樣本

油煙

抽油煙機測試結果

註

4

惠而浦 Whirlpool

VC883X

$2,390

5

西門子 Siemens

LU21853HK

$2,498

1

富士皇 Fujioh

H800LV

$5,890

●或★愈多，表示該項表現愈佳。同一類別的樣本按實際總評分排列次序。

[1] ※ 表示安裝時可選擇以排氣或再循環模式操作，是次測試以排氣模式進行，

結果只反映樣本以排氣模式操作時的表現。

[2] 售價是約數，乃本會於2008年5月在市面調查所得，不同零售商的售價會有

差別，如需拆卸舊機或會額外收費。

^ 表示安裝費需面議，表列售價並未包括安裝費。

[3] 總評分按以下比重計算：

效能表現 60%

安全程度 30%

使用方便程度 10%

若安全程度表現不理想，總評分會受到限制。

[4] 效能表現按以下比重計算：

排氣量穩定性 10%

風扇能源效率 5%

抽油煙能力 25%

抽氣味能力 20%

抽蒸氣能力 15%

油杯/油煙過濾網集油能力 5%

寧靜程度 20%

[5] 聲稱排氣量是根據宣傳單張上的資料所得。

* 表示宣傳單張上的單位為立方米/分鐘(m3/min)，表列數值按以下公式

轉換單位：

1立方米/分鐘(m3/min)=60立方米/小時(m3/hr)

— 表示代理商沒有提供排氣量資料。

[6] 樣本風速設定在最高段數。參考IEC標準，推算樣本排氣口接駁至排氣

喉時的數值。用以推算的排氣喉特性如下：

當排氣量為200立方米/小時，氣壓差為5帕斯卡(Pa)。

▲愈多，表示樣本排氣量愈高。△表示半分。

[7] ●愈多，表示樣本應付氣壓變化的能力愈高，即排氣量在不同阻力下

的差異愈小，排氣量愈穩定。

[8] 比較各樣本在最高風速及最低風速時平均排出10,000立方米空氣所

需電能，●愈多，表示樣本所需的電能愈少，愈省電。

[9] ●愈多，表示樣本抽到的油煙愈能夠被油杯/油煙過濾網收集，即留在

機身及排氣喉內的油煙愈少，清理愈方便。

[10] 安全程度按以下比重計算：

電氣安全 50%

機械安全 35%

阻燃能力 10%

標示/說明書 5%

若電氣安全表現不理想，安全程度評分會受到限制。

f hff

n

f h

m o p r

2

金雅典 Athens

LS-288E

$3,780

3

樂聲牌 Panasonic

FV-713N

$2,200

★★★★

●●●●

540

491 ▲▲△

●●●

●●●●●

●●●●

●●●●

●●●●

●●●●

●●●●

●●●●

●●●●●

●●●●

●●●●●

●●●●

●●●

●●●

●●

●●●

●●●

●●●

●●●

(4.31) ★★★★

●●●●

828 *

655 ▲▲▲▲△

●●

●●●●

●●●●●

●●●●

●●●●●

●●●

●●●

●●●●

●●●●●

●●●●

●●●●●

●●●●

●●●

●●

●●●●

●●●

●●●●

●●

●●●●

(4.21) ★★★★

●●●●

720

664 ▲▲▲▲▲

●●●

●●●●

●●●●

●●●●

●●●●

●●●

●●●

●●●●

●●●●●

●●●●

●●●●●

●●●●●

●●●

●●●

●●

●●●●

●●●●

●●●

●●●●

(4.15) ★★★★

●●●●

648 ▲▲▲▲△

●●

●●●●

●●●●●

●●●●

●●●●

●●●

●●●

●●●●

●●●●●

●●●●

●●●●●

●●●●●

●●●

●●●

●●●

●●●

●●●●

●●●

●●●

—

(4.09)

h

m

★★★★

●●●

920

615 ▲▲▲▲

●●

●●●●●

●●●●●

●●●

●●●●

●●●

●●

●●●●

●●●●●

●●●●

●●●●●

●●●●

●●●

●●●

●●●●

●●●

●●●●

●●●

●●●●

(4.08)



25選擇38006·2008

歐洲式煙囪形樣本台式雙風扇樣本

7

太平洋 Pacific

PR-8830

$2,690

6

日立牌 Hitachi

HB-ST688AW

$2,280

8

Misoko

MR-228

$1,350

9

德國寶 German Pool

9201

$1,780

10

金章牌 Zanussi

Florence

$2,998

11

TGC

TR710S

$2,680

12

美家 Mita

DHV 671※

$4,000 ^

[11] 英文字母代表有待改善的項目

電氣安全

a 換燈膽時可能接觸燈頭帶電一小部分。

b 用以固定變壓器的內部金屬支架焊接不佳。

c 可能接觸內部其中一個控制組件的帶電部分及基本絕緣部分。

d 內部其中一個控制組件的電線端與可接觸的組件膠殼之

間的爬電距離及電氣間隙低於標準要求、絕緣體厚度低

於標準要求。

機械安全

e 在沒有打開底板或風扇罩的情況下，測試手指能觸及扇葉。

f 當打開底板或風扇罩進行內部清洗時，測試手指能觸及扇葉。

g 依說明書指示在安裝前檢查功能是否正常時，測試手指能觸

及扇葉。

h 隨機提供的安裝配件不足以穩固地安裝抽油煙機。

i 換燈膽時可能接觸金屬外殼的鋒利邊緣。

j 進行內部清洗時可能接觸金屬內殼的鋒利邊緣。

阻燃能力

k 接油盤/扇葉中心旋蓋不能通過針燄測試。

l 接油盤/扇葉中心旋蓋/油杯不能通過針燄測試。

標示/說明書

m 欠缺抽油煙機機底與爐面頂部之間最少要保持的距離，

或標示的距離不符合標準要求。

n 欠缺清洗時必須先拔掉電源插頭的警示字句。

o 欠缺必須保持室內空氣流通的警示字句。

p 欠缺若不依指示進行清洗容易發生火警的警示字句。

q 欠缺清洗說明。

r 欠缺切勿在抽油煙機下直接燃燒的警示字句。

[12] 使用方便程度按以下比重計算：

設計 25%

照明 20%

表面清洗 20%

功能 20%

使用說明 10%

安裝 5%

a

h i

k

a

g h

o p q r

e f h

l

o p r

b

h

a

g

c d

h j

★★★★

●●●●

960 *

624 ▲▲▲▲

●●

●●●●

●●●●●

●●●●

●●●●

●●●●

●●●

●●●●

●●●●

●●●●

●●●●

●●●●●

●●●

●●●

●●

●●●

●●●●

●●●

●●●

(4.07) ★★★★

●●●●

960 *

669 ▲▲▲▲▲

●●

●●●●●

●●●●

●●●●

●●●●●

●●●

●●●

●●●●

●●●●

●●●●

●●●●●

●●●●

●●●

●●

●●

●●●

●●●

●●●

●●●

(4.05) ★★★★

●●●●

1020

647 ▲▲▲▲△

●●

●●●●●

●●●●

●●●●

●●●●●

●●●●

●●●

●●●●

●●●●●

●●●●

●●●●

●●●●

●●

●●

●●

●●

●●●

●●

●●

(4.02) ★★★★

●●●

960 *

628 ▲▲▲▲

●●

●●●●

●●●●

●●●

●●●●

●●●●

●●

●●●●

●●●●

●●●●

●●●●●

●●●●●

●●●

●●●

●●●

●●●

●●●

●●●

●●●●

(3.96) ★★★★

●●●●

852 *

682 ▲▲▲▲▲

●●●●

●●●●

●●●●

●●●●

●●●●●

●●

●●●

●●●●

●●●●

●●●●

●●●●●

●●●●●

●●●

●●

●●●

●●

●●●●

●●●

●●●

(4.25) ★★★

●●●●

1200

613 ▲▲▲▲

●●●●●

●●

●●●●●

●●●●●

●●●●

●●●●●

●●

●●●

●●●

●●●●

●●●●●

●●●●●

●●●

●●●

●●●●

●●●●

●●●

●●●

●●●●

(3.50)

a

g h

o p r

★★★★

●●●●

960 *

641 ▲▲▲▲△

●●

●●●●●

●●●●

●●●●

●●●●

●●●

●●●

●●●●

●●●●

●●●●

●●●●●

●●●●

●●●

●●●

●●

●●●

●●●●●

●●●

●●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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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食油煙會致癌
家庭主婦每日奔波勞碌，為家人準備一頓豐富的晚餐，

而辛勞背後更可能隱藏了致癌的危機。近年有研究指出，婦

女長期吸入煮食油煙，會增加患肺癌的機會，經常用煎炸方

法烹調的婦女，患肺癌的風險更高。

煮食油煙含致癌物

食油本身含有一些雜質，例如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簡稱PAHs）。這些食油內的

雜質，經過長時間的加熱，可能會變得更為濃縮，亦可能在加

熱過程時跟隨油煙走進空氣 。有些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

曾被發現可令人患上癌症。

世界 生組織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簡稱 IARC）於2006年將煮食油煙列作可

能致癌的因素之一，在一到四級的風險中，列為2A級的「可能

令人類致癌」，與通宵工作列入同一等級，風險比列入2B級、

食物中禁用的孔雀石綠及硝基夫喃為高。

此外，油煙亦會影響呼吸系統。人體吸入高濃度油煙後，

會出現鼻喉刺激、咳嗽、流眼淚、氣促和氣道收窄等症狀。

患肺癌風險隨入廚時間增加

中文大學社區及家庭醫學系於2002年至2004年間，調

查了200名患有肺癌而不吸煙的婦女，以及285名沒有患肺

癌亦不吸煙的婦女，年齡介乎30至79歲，比較兩組人的健康

狀況及煮食習慣，包括烹調方法、使用食油種類及有否安裝

抽油煙機等。結果發現用煎、炒或炸的方法烹調，會有累積性

增加肺癌的風險，若一名不吸煙婦女每天烹調五碟 菜而又

已入廚超過二十年，她患肺癌的風險比每天同樣烹調五碟而

入廚少於十年的不吸煙的婦女高出一至二倍，如累積烹調碟

數越多，風險便會越高。研究同時推算出全港患有肺癌的婦

女之中，41%懷疑與煮食油煙有關。

油炸爆鑊最高危

中國人煮食一向講求鑊氣，每餐晚飯都離不開煎、炒、炸

的烹調方法，但這些烹調方法卻會產生大量油煙，容易危害

健康。中大的研究指出，以油炸的方式最容易致癌，每天以油

炸方式烹調五碟 菜而又入廚兩年的婦女，患肺癌的風險是

一般人的2.56倍。以煎和炒的方式煮食則分別會是1.47倍及

1.12倍。部分家庭主婦亦喜歡以猛火爆鑊，但研究發現經常

高溫爆鑊者的患肺癌風險是甚少爆鑊烹調婦女的1.97倍。

中大的研究結果亦顯示，不論用花生油、粟米油或芥花子

油煮食，都會增加患肺癌的風險，增加的幅度亦相若。使用抽

油煙機則可以將風險輕微降低，但作用並不明顯。

如何減低患肺癌風險？

家庭主婦應減少以煎、炒或炸的方式煮食及以猛火爆

鑊，改用其他如焗或蒸的烹調方法，避免煮食時產生大量油

煙。廚房應有足夠的通風系統，例如使用抽油煙機，減低煮食

時吸入油煙的機會。

測試報告

標示/說明書

所有樣本之中以樣本#3、#4、#6、

#10、#11和#12的標示說明最齊全。

使用方便程度
設計

評 審 項 目 包 括 按 鈕 設 計、裝 拆 油

杯、過濾網及燈泡是否容易、會否妨礙在

爐 面 煮 食 及 清 洗 方 便 程 度。「 富 士 皇

Fujioh」H800LV（#1）機身較高，而且按鈕

位置接近機頂，對身型矮小的用戶可能不

太方便。

照明

除了「金雅典 Athens」LS-288E（#2）

及「美家 Mita」DHV 671（#12）屬雙燈泡設

計之外，其餘所有樣本都只有一顆燈泡或光

管，因此樣本 #2和 #12的照明效果較好。

「西門子 Siemens」LU21853HK（#5）及「金

章牌 Zanussi」Florence（#10）以光管照明，表

現亦佳，光度充足而且光線分布平均。

表面清洗

在樣本的表面，例如不 鋼、焗漆及

玻璃表面，以牛油黏上手指印，再評估是

否容易將手指印清洗。此外，測試亦評估

用海棉及清潔劑清洗樣本表面時的方便

程度及防刮花保護。以下樣本的防刮花保

護較佳：「金雅典 Athens」LS-288E（#2）、

「樂聲牌 Panasonic」FV-713N（#3）、「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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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得排氣量：431 立方米/小時

風速選擇段數：3

延遲關機功能：10分鐘

保用期：全機1年，摩打1年

聲稱原產地：德國

$14,380

量得排氣量：417 立方米/小時

風速選擇段數：3

延遲關機功能：10分鐘

保用期：全機1年，摩打1年

聲稱原產地：德國

$39,600

西門子  Siemens
LC66951

Gaggenau
AH600190

注意安裝高度
抽油煙機必須要有適當的安裝，才能發揮最佳效能。根

據IEC標準，抽油煙機機底與氣體煮食爐具頂部之間最少要

距離65厘米，以防高溫影響抽油煙機的安全操作；但又不能

太高，以免影響效能，最好依照製造商的指示安裝。

量得排氣量：427 立方米/小時

風速選擇段數：3

延遲關機功能：5或15分鐘

保用期：全機1年，摩打1年

聲稱原產地：德國

$21,900

Miele
DA 429-4

根據IEC標準，抽油煙機機底與氣體煮食爐具頂

部之間的高度最少要距離65厘米。

保用期資料由代理商向本會提供，只供參考，消費者購買時應向代理商查詢。

聲稱原產地資料由代理商向本會提供。

售價包括一般安裝費，乃本會於2008年5月在市面調查所得的約數，不同零

售商的售價會有差別，如需拆卸舊機或會額外收費。

^ 表示安裝費需面議，表列售價並未包括安裝費。

註

歐洲測試結果公布ICRT歐洲測試樣本

國際消費者研究及試驗組織（International Consumer Research &

Testing，ICRT）去年測試了多款歐洲式抽油煙機，其中3款型號在本港

有售。ICRT的測試及評分方法跟本會略有不同，本會發表此3款型號的

部分測試結果讓讀者參考。

測試型號售價較高

3款型號包括「Miele」DA 429-4、「西門子Siemens」LC66951及

「Gaggenau」AH600190，全部樣本在歐洲購買，設有油煙過濾網，可選

擇以排氣或再循環模式操作，本港售價約由$14,380至$39,600，較本

會測試的型號昂貴。

排氣量

量度方法跟本會相同，以排氣模式操作時的排氣量以「西門子

Siemens」LC66951稍高，為每小時431立方米，而「Miele」DA429-4及

「Gaggenau」AH600190的排氣量分別為每小時427及417立方米。

風扇能源效率

比較樣本分別以排氣及再循環模式操作時的風扇能源效率，結果

全部樣本都以排氣模式操作時效率較佳，其中「西門子Siemens」

LC66951在兩種操作模式的效率都最好，其餘兩款樣本表現相若。

抽油煙能力

全部樣本都是以再循環模式操作時的表現較好，抽油煙能力比以

排氣模式操作時稍強。「西門子Siemens」LC66951不論以排氣或再循

環模式操作表現都較佳。全部樣本的油煙過濾網都能夠將大部分吸入

的油煙收集，其中以「Miele」DA429-4表現較好。

抽氣味能力

以排氣模式操作時，各樣本的抽氣味能力分別不大，表現亦跟本

會測試的型號相若。以再循環模式操作時，「Gaggenau」AH600190的

表現比其餘樣本略佳。比較兩種操作模式，全部樣本都是以排氣模式

操作時的抽取氣味能力較強。

抽蒸氣能力

以「Miele」DA429-4最佳，其次為「西門子Siemens」LC66951。

寧靜程度

各樣本的寧靜程度沒有明顯分別，但以排氣模式操作時噪音較

低。全部樣本都比本會測試的型號更寧靜。

綜合測試結果

不論以排氣或再循環模式操作，3個型號的總評分都非常接近，

其中以「Miele」DA429-4的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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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皇 Fujioh」H800LV（#1，$5,890）

整體表現最好，但售價最高。「金雅典

Athens」LS-288E（#2，$3,780）及「TGC」

TR710S（#11，$2,680）亦表現不俗。

「Misoko」MR-228（#8，$1,350）及「德國

寶 German Pool」9201（#9，$1,780）售價

較低。

選
W

N擇指 南

測試報告

國寶 German Pool」9201（#9）和「美家

Mita」DHV 671（#12）。

功能

「富士皇 Fu j ioh」H800LV（#1）、

「Misoko」MR-228（#8）和「德國寶 German

Pool」9201（#9）只有兩段甚至沒有風速

選擇，同時不設延遲關機功能。

機電署意見
本會將測試結果送交機電工程署跟

進，機電署在收到安全測試報告後，已立刻

與有關供應商聯絡跟進。有關供應商回應

會對其產品作出相應改善，機電署將繼續

跟進及監察有關產品的改善情況。

廠商回應
「金雅典 Athens」代理商向本會提供

產品符合IEC 60335-2-31:1995的測試證

書，並表示將抽油煙機底板打開，機內的自

動斷路裝置會把整部抽油煙機的電源切

斷，摩打會即時停止動力，並不會構成危

險，而說明書亦沒有指示清洗時須要將風

扇護罩拆下。

「富士皇 Fujioh」代理商表示說明書上

已列明清洗時必須先關上電源及拔掉電源

插頭，確保安全。又指出產品一向附有安裝

說明書，測試樣本欠缺有關標示說明只是

個別事件，會確保將來的產品都附有安裝

說明書。消費者如發現產品欠缺安裝說明

書，可向代理商索取。說明書上的警告字句

會加以改善以符合要求。

「德國寶 German Pool」代理商表示根

據廠方以前做的測試，風網通過有關測試，

日後產品會加密風網，避免使用者可以接

觸到扇葉部分。但抽油煙機為固定裝置，有

別於風扇等，除非刻意接觸扇葉，一般情況

下，使用者不會因接觸到扇葉而引致危險。

產品為易拆式，清洗前必須將機底板拆下，

說明書已清楚列明，拆底板前必須切斷電

源。此外，機身左右兩邊角位各有兩顆螺絲

吸入的油煙愈容易被油杯收集，留在機身及排氣喉

內的油煙便愈少，清理愈方便。

鎖實機身，左右兩邊另有鎖匙窿位，安裝時

用兩顆螺絲旋緊，將機身穩固掛在牆上，螺

絲一經收緊，便不可以將機身托起，因此產

品已有足夠的穩固安裝設施。過往亦從未

有抽油煙機旋緊螺絲後被托起而引致意

外。阻燃能力方面，代理商參考公證行意

見，表示接油盤、扇葉中心旋蓋及油杯不大

可能被來自機內故障所引起的火燄點燃及

令火勢蔓延，根據標準不需進行針燄測試。

說明書上的警告字句會加以改善。

（本會按：根據抽油煙機的測試標準，

阻燃能力測試除了要考慮來自機內故障所

引起的火燄之外，亦應同時考慮來自機下

的火燄。）

「日立牌 Hitachi」代理商向本會提供

產品符合IEC 60335-2-31:2002的測試證

書，並表示產品通過所有香港《電氣產品

（安全）規例》的安全測試，在正常情況下使

用，絕對安全。排氣量根據中國國家標準

GB/T17713-1999進行測試，與本會的測試

結果略有差異。有關更換照明燈泡、承托裝

置及耐燃物料等疑問，代理商與公證行覆

核，均符合IEC標準。

「Misoko」及「太平洋 Pacific」代理商

表示產品符合IEC 60335-2-31:2002標準，

獲頒發CB測試證書，並表示不同意本會有

關安全規格的測試結果。安裝用的「掛碼」

（mounting bracket）使用二十年來並未接獲

任何因「掛碼」引致意外的報告或投訴，而

產品出廠時扇葉護罩會用鏍絲固定。說明

書上的警告字句會加以改善。

「美家 Mita」代理商向本會提供產品

符合IEC 60335-2-31:2002的CB測試證書，

並表示機身背面可加裝兩顆螺絲以防止產

品被托起。內部控制組件有膠套保護，不可

能被用戶觸及。說明書亦列明產品應由專

業工程人員維修，用戶不應自行維修。清洗

時只應清洗機身、油杯及油煙過濾網，不應

將抽油煙機拆開。

「樂聲牌 Panasonic」代理商向本會提

供產品符合IEC 60335-2-31:2002的CB測試

證書。又指出正常使用時手指不能觸及扇

葉，而且扇葉護罩用鏍絲固定，只有清洗時

才會拆下護罩，說明書上亦有提醒用戶清

洗時必須先將電源插頭拔出。

「西門子 Siemens」代理商向本會提供

產品符合IEC 60335-2-31:1995的CB測試證

書，並表示會改善安裝配件。排氣量的測試

方法與本會採用的不同。

「TGC」代理商向本會提供產品符合

IEC 60335-2-31:1995及燈座符合IEC

60238:2004的測試報告，並指出產品測試

是在「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下的認可實驗

所內測試，結構及內部配件等全部符合安

全規格。

「惠而浦 Whirlpool」代理商表示產品

符合IEC 60335-2-31: 2002標準，並瞭解歐

洲與亞洲的檢定中心可能有不同詮釋。

「金章牌 Zanussi」代理商向本會提供

產品符合IEC 60335-2-31:1995的CB測試證

書，並表示產品會由代理商技工使用拉爆

螺絲安裝，亦從沒有收到抽油煙機跌落的

報告，說明書亦說明「抽油煙機必須要由專

業工程人員安裝」。廠方會改良安裝用的

「掛碼」以消除疑慮。代理商相信產品內部

其中一個金屬支架焊接不佳只是個別事

件，檢查存貨及翻查維修紀錄都沒有同樣

情況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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