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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
測試站

分，如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簡稱VOCs）是產生臭氧

（Ozone，簡稱O3）的先驅物，臭氧是強力

氧化物，刺激呼吸管道，當臭氧遇其他污

染物如氮氧化物，在陽光及適當溫度條

件下可能產生光化學煙霧，降低能見度。

而油漆中的速乾劑及顏料可能含影響身

體健康的鉛成分。

很多國家如美國及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成員國已制定自願性油

漆環保標籤標準，以減少油漆產品排放

16款乳膠漆和磁漆樣本
樣本包括家居較常用的兩類油漆

－ 乳膠漆/牆身漆(Latex /Emulsion Paints，

下統稱乳膠漆)及磁漆（Gloss/Enamel

Paints）。乳膠漆以水作溶劑，用清水調稀，

適合髹室內牆壁，磁漆則需用有機溶劑

如石油溶劑（White Spirit）、松節水調稀，

適用於塗飾木器和金屬製品。

除重金屬測試一項，全部樣本皆是

白色。樣本共16個，乳膠漆和磁漆各8

個，容量3.79至5公升，乳膠漆售價每公

升$19至$84，而磁漆每公升$30至$66。

全部乳膠漆樣本標示適用於室內，至於

磁漆樣本，6個標示適用於室內及室外，

2個無此標示。重金屬含量檢測中則加

入其他4種較可能含重金屬成分的顏色

－ 黃、綠、棕及橙。購買時，部分樣本4色

不齊。

油漆含有機化合物
可導致空氣污染

油漆可能含危害環境及健康的成

在事事講求經濟實惠的今天，自家動手(DIY)進一步發揚光大，省錢以外，按�自己的需

要、品味行事，擁有屬於自己的製成品，滿足感更大，過程也充滿樂趣。替家中牆壁、家具髹上

漆油，是熱門的自家動手項目。我們測試了16款乳膠漆和磁漆，發現部分含過量鉛；塗髹表現、

塗層耐用程度及防霉效能亦各有高下。

油漆含過量鉛含過量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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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氣污染物量及危險物質成分。製造

商須證明產品達環保標籤標準的要求，

包括環保和效能，才可在包裝上標示相

關的環保標籤。是次測試的樣本皆沒有

該等組織的環保標籤。

VOCs國際常用的定義是1公升油漆

中扣除水分後的VOCs含量，由於自願性

參與的美國綠色標記計劃（Green Seal）

GS-11（以下簡稱美國綠色標記GS-11）亦

以此定義為準，且列出檢測方法測定油

漆VOCs量，而其他環保標籤標準則大多

不用此定義或沒有列出測試方法，因此

試驗參考了美國綠色標記GS-11測試油

漆樣本的環保程度。

試驗結果參考下列標準及法例分

析：美國綠色標記GS - 1 1、中國標準

（GB 18581-2001和GB 18582-2001），

及「美國聯邦消費者產品安全法規例第

1303章 － 禁止含鉛油漆和某些含鉛油

漆的消費品」（US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Act Regulations Part 1303 － Ban

of  Lead-containing Paint and Cer tain

Consumer  P roduc ts  Bear ing  Lead-

Containing Paint）。

環保標籤屬自願性標準，廠商可因

應市場需要而參加，在某些方面較強制

性標準及油漆法例的要求為高。

試驗項目
檢定油漆樣本的環保程度、效能表

現。美國綠色標記GS-11的環保程度試驗

除VOCs量有指定試驗方法外，其他的只

列出評核準則，沒有指定試驗方法。因

此，其他環保程度試驗參考了美國材料

及試驗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簡稱ASTM）及國際標準化

組織（Internat ional  Organizat ion for

Standardization，簡稱ISO）的方法進行。效

能表現試驗則根據 ISO、ASTM及澳洲標準

（Standards Australia）進行。

試驗結果
(一) 環保程度

根據美國綠色標記GS-11，油漆產

品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和揮發性

芳香烴（Volatile Aromatic Hydrocarbons，簡

稱VAHs）含量不可超過標準規定的限量，

不可用 2 5 種限制使用的化合物

（Restricted Chemical Compounds）包括苯

（Benzene）、鉛及甲醛（Formaldehyde）等。

試驗測試了其中12種大部分環保標籤標

準均有規定的限制使用化合物，包括7種

芳香烴溶劑（Aromatic Solvents）、多環芳

香烴（Polynuclear Aromatics）及鹵有機化

合物（Halogenated Organic Compounds）

﹝以下簡稱限制使用芳香烴及鹵有機化

合物﹞、4種重金屬、及甲醛。

試驗項目包括：（A）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VOCs）含量；（B）揮發性芳香烴

（VAHs）含量；（C）檢出的限制使用芳香

烴及鹵有機化合物；（D）重金屬含量；及

（E）甲醛含量。

(A)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含量

試驗是根據ASTM D3960-01﹝相等

於美國環境保護署標準試驗方法 24

（USEPA Reference Test Method 24）﹞進行，

檢定油漆中扣除水分的VOCs含量，實驗

室最低檢測限量為30克/公升。

要檢定油漆產品的VOCs含量是否

符合美國綠色標記GS-11，須先知道產品

所屬類別。該標記按油漆的塗層鏡面光

澤（Specular Gloss）分為兩類 ─ 塗層鏡面

光澤少於或等如 5光澤單位（Gloss Units）

屬啞光（Flat），超過5光澤單位則屬光面

（Non-flat）。試驗結果顯示，6個乳膠漆樣

本屬啞光，2個屬光面，而全部磁漆樣本

皆屬光面。

根據美國綠色標記GS-11，室內啞光

漆每公升（扣除水含量，下同）所含VOCs

不可超過 50克，而室內和室外光面漆則分

別不可超過150克和200克。試驗結果：8

個乳膠漆樣本中，3個啞光和2個光面的

VOCs含量超標，每公升由79至223克。而8

個磁漆樣本的VOCs含量全部超過美國綠

色標記GS-11室內和室外光面漆的要求，

每公升VOCs由250至425克。

內地有法例規管油漆VOCs量

為保障人體健康安全，內地自

2002年7月1日起，不符合強制性國家

標準的油漆不可於市面出售。根據中國

標準GB 18582-2001，內牆油漆（如乳

膠漆）每公升（不扣除水含量）不可含超

過200克VOCs，至於溶劑型油漆（如磁

漆），按標準GB 18581-2001則每公升

依照產品規定的稀釋比例和溶劑混合

後，VOCs量不可超過550克。由於中國標

準與美國綠色標記GS-11的量度單位不

試驗後，左邊塗層明顯磨損，顯示塗層不耐磨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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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故兩者不可直接比較。

本會將所得試驗結果數據與中國

標準比較，發現樣本VOCs量皆不超過中

國標準的要求。

(B) 揮發性芳香烴（VAHs）含量

按美國綠色標記GS-11，乳膠漆和

磁漆所含VAHs（以重量計）不可超過1%。

中國標準GB 18581-2001及GB 18582-

2001沒有規定VAHs的限量。試驗是以氣

相色譜層析法（Gas-chromatographic

Method）檢定油漆樣本中的VAHs含量，實

驗室最低檢測限量為0.002%。

試驗結果：全部乳膠漆樣本均符合

標準的要求，#1、#2、#3、#4、#5及#7 的

VAHs含量更低於實驗室最低檢測限量，

反之磁漆樣本則全部不符合標準，VAHs

含量1.8% 至3.7%，最高比標準規定超出

逾2倍。

製造商表示，油漆中的VAHs主要源

自所用的有機溶劑如石油溶劑（Whi t e

Spirit）。石油溶劑是無色易燃液體，含脂肪

族（Aliphatic）、脂環族（Alicyclic）及芳香族

（Aromatic）碳氫化合物，被歐盟法例列為

有害物質（Harmful Substance）。石油溶劑

會刺激眼睛，對皮膚產生輕微至中度刺

激，持續或重複接觸會因其脫脂肪功能而

導致皮膚炎，大量吸入會出現頭痛、想吐、

疲勞、暈眩、昏昏欲睡、紛亂、反應遲緩及

失去知覺等症狀。國際癌病研究所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簡稱IARC）將石油溶劑歸類為第3組，即不

屬於人類致癌物質（Not Classifiable as to its

Carcinogenicity to Humans）。

(C) 檢出的限制使用芳香烴及鹵有機化合物

美國綠色標記GS-11規定油漆不可

用下列限制使用芳香烴及鹵有機化合

物：苯（Benzene）、甲苯（Toluene）、乙苯

（Ethyl benzene）、 （Naphthalene）、二氯

甲烷（Methylene chloride）、1,1,1-三氯乙

烷（1,1,1-trichloroethane）及1,2-二氯苯

（1,2-dichlorobenzene）。

試驗以氣相色譜層析法及內標

（Internal Standards）定量分析上述7種限

制使用芳香烴及鹵有機化合物。實驗室

最低檢測限量為0.0002%。

試驗結果顯示：除2個乳膠漆樣本

外，14個樣本檢出1至4種限制使用的芳

香烴及鹵有機化合物，包括苯、甲苯、乙

苯及 。

苯及甲苯沒超中國標準

檢出的4種限制使用芳香烴及鹵

有機化合物，除苯（見「苯的毒性」一段）

是人類致癌物質外，其餘3種毒性低，但

對眼睛、皮膚或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及

可能影響肝、腎功能。

根據中國標準GB 18581-2001，油

漆中的苯含量不可超過0.5%。油漆樣本

檢出的苯含量，重量在0 . 0 0 0 9 %至

0.0067%，遠低於中國標準的苯限量。又

根據「歐盟委員會指令第1999/45號 －

危險配製品分類、包裝及標籤」(Council

Directive 1999/45/EC － Classification,

Packaging and Labelling of  Dangerous

Preparations)規定，配製品如含1種或以上

致癌物質而其濃度（以重量計）超過或等

如指引限量0.1%，會列為有致癌性的配

製品。由於油漆樣本檢出的苯含量少於

歐盟指引的規定，故不屬致癌配製品。

此外，中國標準GB 18581-2001規

定磁漆中的甲苯及二甲苯（Xylene）總含

量不可超過10%。試驗也測定了磁漆樣本

的甲苯及二甲苯總含量，重量在0.026%

至1.437%，遠低於中國標準的規定。中國

標準GB 18581-2001並無其餘5種限制使

用芳香烴及鹵有機化合物的限量。

(D) 重金屬

用了含重金屬的油漆塗飾居所或傢

俬，如牆壁、木嬰兒床、衣櫃等，久而久之會

破損剝落，兒童長期接觸甚至吃了，可能影

髹漆後1小時VOCs釋放量最大

北京市消費者協會曾對磁漆同類的「硝基清漆」（俗稱力架）油性油漆進行

VOCs、苯、甲苯及二甲苯釋放量研究；量得力架塗髹1小時後VOCs、苯、甲苯及二甲

苯釋放量最大，然後隨時間逐漸減少，到第15天釋放量更明顯下降。部分結果：VOCs

在1小時、3天和15天的釋放量分別是60,000、630和7.4毫克/千克，而苯則分別是

3,000、0.1毫克/千克和未檢出。上述污染物釋放量與油漆配方成分、石油溶劑類別、

居室環境及季節溫度等因素有關。

家中新髹漆油如何避免接觸VOCs？

雖然油漆中的石油溶劑不屬於人類致癌物質，但始終是有害物質及可能含苯，

為健康�想，應盡量減少接觸。世界𦋐生組織建議：

1. 不應在空氣不流通的地方使用磁漆、手掃漆、力架及噴漆等溶劑型油漆，以

減少石油溶劑暴露在空氣中的濃度，降低大眾及職業性接觸的機會。

2. 採取所有可行措施，將室內油漆工人接觸石油溶劑的機會減至最低。方法

包括多用水溶性和其他類型油漆。

進行油漆工程時，最好戴上合適口罩及防護眼鏡，打開窗戶確保空氣流通，並在

窗旁放置電風扇，加速將油漆揮發出來的氣體吹到戶外。工程完成後，經常打開窗

戶，讓空氣流通，減少VOCs和苯等有毒物質積聚。磁漆含易燃有機溶劑，使用時必須

遠離火種、嚴禁點火及吸煙。

VOCs知多少？



11·2002 313   選擇 19

響健康，妨礙兒童發育和智力發展。

檢測油漆的4種重金屬含量，包括

鉛、鎘、鉻（VI）及汞。除白色外，測試包括

了其他顏色──黃、綠、棕及橙。

測試樣本（包括5種顏色）共76

個，36個為乳膠漆，40個磁漆。實驗室

最低檢測限量：鉛、鎘及汞0.001%，

鉻（VI）0.0002%。

結果

全部樣本的鎘、鉻（VI）及汞含量皆

低於實驗室最低檢測限量，符合美國綠

色標記GS-11的規定。

鉛含量方面，乳膠漆均符合標準規定。

40個磁漆樣本中，3個白色（#14、#15及

#16）及20個顏色樣本檢出乾塗層（下同）

含鉛，不符合美國綠色標記GS-11的規定。

表一比較了5種顏色磁漆含鉛量的

試驗結果，檢出含鉛的樣本中，橙色含鉛

量最高，其中一個達33.5%，平均量13.

88%，其餘顏色的平均量依次為黃12.

92%、綠3.73%、棕1.67%及白0.33%。

磁漆的鉛分主要源自顏料，而同一

色系磁漆含鉛量也可能有頗大差距，如是

次的橙色，由2.0至33.5%。用鉛為顏料相信

與其穩定性和耐氣候性好有關，用於室外

可保持顏色鮮艷，不易褪色，不過，鉛對健

康及環境有潛在影響，而市場上亦不乏替

代品，部分油漆製造商已不用含鉛顏料。

過時型號

磁漆中的「ICI多樂士」光漆樣本來

自兩個來源地，來自中國的5個白色及顏

色樣本含鉛量均低於實驗室最低檢測限

量，而來自新加坡的樣本，顏色Is l a n d

Green 119和Sunrise 2017分別檢出0.03%

和0.22%鉛。「ICI多樂士」製造商表示，該

兩顏色（標記為「000116/OB」或「LKW/

000132/R」）是1994年前於新加坡生產

的過時型號，已在1994年1月停止發售，

現時市場發售的產品是來自中國。

「日本漆」保得麗9000 超級光面漆

樣本來自兩個來源地，白色樣本來自中

國未檢出鉛，而來自新加坡的樣本，顏

色蘋果綠B9007和深棕B9023分別檢出

4.89%和0.92%鉛。「日本漆」製造商表

示，檢出含鉛的新加坡產品，標記為

SMPE0301，是過時型號，已停止發售，現

時市場發售的產品是來自中國。由於不

排除這等為數甚少的過時型號仍可在本

地市場買到，消費者選購時，應留意產品

的來源地和標記。

含鉛樣本超安全限量

就乾塗層含鉛量不符合環保標準

的樣本，我們參考了「美國聯邦消費者產

品安全法規例第1303章 － 禁止含鉛油

漆和某些含鉛油漆的消費品」的規定，油

油漆
顏色

樣本
數目

檢出
含鉛的
樣本數目

乾塗層含鉛量 (%)

範圍 平均

註: * 不包括過時型號的結果。

表一 : 5種顏色磁漆含鉛量
試驗結果比較*

白

棕

綠

黃

橙

8
8
8
8
8

3 (37.5%)
5 (62.5%)
5 (62.5%)
5 (62.5%)
5 (62.5%)

0.13 - 0.45
0.32 - 3.97
1.56 - 6.59
1.28 - 22.00
2.0 - 33.50

0.33
1.67
3.73

12.92
13.88

1.環保健康塗料室內牆身漆

總評：●●●●
每公升可髹面積：10.3平方米

髹每平方米的費用：$8.2

強項： VOCs量低於檢測度
鉛量低於檢測度
耐衝擊力
附�力
耐潮濕能力
耐擦洗能力

弱項：耐劃損力

其他顏色樣本乾塗層含鉛量：
Yellow Destiny 7044T、Surrey Green
1112T、Barrister Brown 4142T及
Orange Bedder 7073D鉛量低於
檢測度

2. 紫荊花牌特級乳膠漆

總評：●●●
每公升可髹面積：10.3平方米

髹每平方米的費用：$1.84

強項： VOCs量低於檢測度
鉛量低於檢測度
附�力
耐潮濕能力
耐擦洗能力

弱項：耐劃損力
耐磨損力

其他顏色樣本乾塗層含鉛量：
Snow Ball NE101、Opal Green
NE121及Brown NE109鉛量低於檢
測度

3. 巴馬啞面乳膠漆 -
18系列

總評：●●●
每公升可髹面積：13.3平方米

髹每平方米的費用：$3.71

強項： VOCs量低於檢測度
鉛量低於檢測度
附�力
耐潮濕能力

弱項：耐衝擊力
防霉能力

其他顏色樣本乾塗層含鉛量：
Gorse HC404、Seacrest HC810、
Chestnut HC306及Sunrise HC407鉛
量低於檢測度

4. 駱駝牌乳膠漆CC系列

總評：●●●
每公升可髹面積：10.3平方米

髹每平方米的費用：$3.16

強項：鉛量低於檢測度
附�力
耐潮濕能力

弱項：耐劃損力
耐擦洗能力

其他顏色樣本乾塗層含鉛量：
Lime White CC109、Emerald
CC142、Earth Brown CC998及
Carrot Orange CC216鉛量低於檢
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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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含鉛。如吃下或咀嚼此油漆的乾塗層可能有害身體健康。

不應用於玩具、兒童物品和傢俬，及任何兒童居所或使用設施的表面。

不應用於兒童可能接觸到的窗檯、門廊、梯級、欄杆表面。

確保兒童不能觸及。

Warning : Contains Lead.  Dried film of this paint may be harmful if eaten or chewed.

Do not apply on toys and other children's articles, furniture, or interior surfaces of any dwelling

or facility which may be occupied or used by children.

Do not apply on exterior surfaces of dwelling units, such as window sills, porches, stairs, or

railings, to which children may be commonly exposed.

Keep out of reach of children.

漆的乾塗層含鉛量如超過0.06%會被定

為「含鉛油漆」，屬被禁止的危險產品

（Banned Hazardous Products），不可用於

供兒童使用的產品，而用於非兒童使用

的產品，則須在包裝上標示警告字句（如

右圖），否則禁止發售。全部發現含鉛的

樣本皆沒有標示含鉛警告字句。

23個檢出含鉛的磁漆樣本，乾塗層

含鉛量皆超過美國聯邦規例的限量，最

高1個含鉛量達33.5%，超出限量0.06%

逾 557倍。

中國標準GB 18581-2001以鉛釋出

量為計算單位，試驗結果顯示3個白色樣

本（#14、#15及#16）的鉛釋出量不符合

要求。至於其餘檢出乾塗層含鉛量較高

的20個顏色樣本，由於沒有進行釋出量

測試，故無法比較。

為健康尤其是兒童身體�想，不宜

於家居及任何兒童可觸及的地方使用

含鉛油漆，詳情可參閱圖中警告字句。

油漆剝落不可忽視

當然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讓兒童

“吃下”剝落的油漆，不過兒童不知危險，

又或有異食癖，有可能誤吞剝落油漆。

根據食品添加劑FAO/WHO合作專

家委員會（Jo i n t  F AO /WHO  E x p e r t

Committee on Food Additives，簡稱 JECFA）

的資料，鉛暫定的每星期耐受攝入量

（Provisional Tolerable Weekly Intake，簡稱

PTWI）為0.025毫克/千克體重。以3歲兒

童平均體重13.5千克來說，每星期鉛攝入

量不應超過0.3375毫克。

誤食多少剝落油漆，含鉛量會達到

JECFA建議的PTWI，受乾油漆塗層的含鉛

量、厚度及體重等因素影響。若以油漆樣

本中鉛含量最高（即乾油漆塗層含33.5%

鉛）及乾油漆塗層厚60微米（約兩層厚）

計算，一小塊約0.11平方厘米（約十分之

一港幣1毫大小）油漆塗層的鉛含量會達

到3歲兒童的PTWI，因此家長必須教導小

孩切勿吞下剝落的油漆。要補充的是，上

述例子以試驗中鉛量最高的結果計算，

其他樣本的鉛含量相對較低，且是次含

鉛量較高的樣本屬磁漆，多用於塗飾金

屬、木器傢具，一般人較少用來髹室內牆

壁，故室內含大量鉛的機會不高。

為免兒童吃了含鉛油漆，家長應留

意舊牆壁、家具的油漆，如有剝落，需盡

快維修，先剷除舊油漆，再髹上無鉛油

漆，並教導子女不要胡亂“吃下”隨手拾

5. 菊花牌特麗牆面漆
0600類

總評：●●●
每公升可髹面積：11.9平方米

髹每平方米的費用：$4.2

強項：鉛量低於檢測度
附�力
耐潮濕能力
防霉能力

弱項：耐衝擊力
耐劃損力

其他顏色樣本乾塗層含鉛量：
Butterfly 0607、Green Mist 0625、
Smoke Rose 0617及September
Cream 0616鉛量低於檢測度

6. ICI多樂士多功能護牆漆

總評：●●●
每公升可髹面積：14.6平方米

髹每平方米的費用：$3.84

強項：鉛量低於檢測度
耐衝擊力
附�力
耐磨損力
耐潮濕能力

弱項：無

其他顏色樣本乾塗層含鉛量：
Champagne White26109、Emerald
23122及Orange Squash 27105鉛量
低於檢測度

7. 麗紋牆壁與天花漆

總評：●●●
每公升可髹面積：10.7平方米

髹每平方米的費用：$6.07

強項：鉛量低於檢測度
耐衝擊力
附�力
耐潮濕能力
防霉能力

弱項：無

其他顏色樣本乾塗層含鉛量：
Curcuma WS300及Ishanley WS600
鉛量低於檢測度

8. 日本漆三合一抗菌塗料

總評：●●●
每公升可髹面積：12.5平方米

髹每平方米的費用：$3.92

強項：鉛量低於檢測度
不濺落性
垂聚性
耐衝擊力
附�力
耐劃損力
耐潮濕能力
防霉能力

弱項：無

其他顏色樣本乾塗層含鉛量：
Divinity 3109(MF)、Pine Tree 3122
(MF)、Brick Tint 3108 (MF)及
Tangerine 3141(MF)鉛量低於檢測度

含鉛油漆標示的警告字句

測試站 油漆含過量鉛



11·2002 313   選擇 21

來的油漆塗層及其他物件。

而製造商方面，應考慮用無鉛或低

鉛成分作為油漆原料。如果必須以鉛為

原料，應在包裝上標示警告字句，以供消

費者參考。

(E) 甲醛含量

油漆中加入甲醛，目的是抑制細菌

生長，防止變壞。甲醛是無色化學氣體，

濃度高時有刺鼻氣味，引起眼睛及呼吸

氣管極度不適，IARC已將甲醛歸類為2A

組，即是可能令人類致癌的物質

（Probably Carcinogenic to Humans）。

油漆如含甲醛，塗髹時便會向周

圍環境釋放。美國綠色標記GS-11規定

油漆不可用甲醛。結果顯示，樣本檢出

的甲醛量在微量範圍，相信主要來自

油漆所用溶劑的雜質，並非樣本的製

造成分。

中國標準GB 18582-2001規定乳膠

漆甲醛含量不可超過0.01%。全部乳膠漆

樣本的甲醛含量皆符合中國標準的要求。

而磁漆的甲醛含量亦遠低於0.01%。

(二) 每公升可髹面積

試驗是檢定一個特定分量的油漆，

可塗髹多少面積。方法是把已調稀的油

漆髹在一塊無孔、不吸水的試驗板上，油

漆塗髹厚度為50微米（一般濕塗層厚

度），然後量度所塗髹的面積。

試驗結果：每公升油漆樣本的可髹

面積，乳膠漆由10.3至14.6平方米，磁漆

則由8.6至14.3平方米。由於牆壁或所塗

髹物質會吸收水分，所以實際塗髹面積

可能較試驗結果細。

髹每平方米的費用

根據上述可髹面積結果及每公升

價錢，我們計算出髹每平方米的費用，

乳膠漆由$1.8至$8.2，而磁漆由$2.5至

$7.3，價錢相差最高逾3倍。

(三) 塗髹表現

油漆應具備良好的塗髹效能，塗髹

過程中漆刷運行暢順，濺滴少，不留刷

痕，垂聚性佳（當油漆髹得過厚時，會從

上方向下流注，越過髹漆線，這種現象叫

「垂聚性」），塗層不起泡、平滑，並能掩蓋

牆壁的底色，現出本身的顏色。

塗髹表現試驗包括檢測樣本在塗

髹時的容易程度、遮蓋力、不濺落性、平

鋪力、垂聚性、有否起泡及平滑度。

化學物小常識
甚麼是VOCs和VAHs ？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簡稱VOCs）包含各種可於室

溫下揮發的有機化合物，而揮發性芳香烴（Volatile Aromatic Hydrocarbons，簡稱

VAHs）是其家族成員之一，組成部分（Structural Formula）最少有1個芳香環的碳氫

化合物。長期接觸高濃度的VOCs，可構成各種短期或長期的不良影響。當VOCs在

空氣中濃度達一定程度，便會刺激眼、鼻及咽喉，亦可能導致頭痛、暈眩、視覺問

題等。部分的VOCs更有導致吸入者“上癮”的可能，甚至抑制中樞神經系統，產生

沮喪的幻覺。

苯的毒性
有樣本檢出含苯，苯是無色化學液體，常溫下揮發很快，有特殊芳香氣味，對

皮膚、黏膜有刺激作用。吞下或吸入大量苯可致急性苯中毒，主要傷害中樞神經，

症狀包括暈眩、虛弱、興奮、頭痛、噁心、嘔吐、視覺模糊、發抖、呼吸一下快一下慢、

麻痺及休克，嚴重者可致死亡。長期接觸苯可致慢性苯中毒，影響中樞神經，甚而

抑制骨髓的生理機能如再生障礙性貧血（Aplastic Anemia）。國際癌病研究所（IARC）

已將苯歸類為第1組，即是人類致癌物質（Carcinogenic to Humans）。

鉛的毒性
鉛經接觸或吸入進入人體

油漆含鉛，塗髹在傢俬、裝飾物和玩具上，其表面便附�鉛成分。隨�時間油

漆可能變質，產生粉塵，甚至殘破剝落，如沾染在手上，有可能隨食物吃進體內。

毒性

鉛是有毒重金屬，人體機能可把大部分鉛經大小便排出體外，但當攝入量超

過每日排出量時，便積聚在人體的骨骼、腎、血液及脊髓等處，達某一程度，便會慢

性中鉛毒，危害健康。

IARC將鉛和無機鉛化合物分類為第2B組（風險較第2A組低），屬可能令人類

致癌的物質(Possibly Carcinogenic to Humans)。

鉛可影響成人和小童的健康，其中幼兒及胎兒由於體形較小及新陳代謝不

同，健康最易受影響。經常接觸鉛會損害神經系統、紅血球、腎臟，可能使血壓上

升，影響智力及四肢協調。及時接受治療，是可以康復的，否則可能造成永久性的

腦部損害。

結果

全部樣本的髹塗表現皆不錯，個

別樣本在不同項目中表現不一，如易塗

髹的油漆樣本，平鋪力和平滑度表現較

好，但不濺落性和垂聚性則較差；相反，

難塗髹的油漆樣本，平鋪力和平滑度表

現較差，但不濺落性和垂聚性則較好。

乳膠漆在不濺落性和垂聚性的表現一

般較磁漆好，但在平鋪力和平滑度表現

則較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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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菊花牌膠玉磁漆1100類

總評：●●●
每公升可髹面積：13.1平方米

髹每平方米的費用：$3.72

強項：鉛量低於檢測度
甲醛量低於檢測度
附�力
耐劃損力
耐潮濕能力
耐擦洗能力

弱項：無

其他顏色樣本乾塗層含鉛量：
Golden Yellow 1112、Apple Green
1131、Rich Chocolate 1123及Light
Orange 1150鉛量低於檢測度

10. 巴馬光面膠玉磁漆 -
38系列

總評：●●●
每公升可髹面積：8.6平方米

髹每平方米的費用：$7.33

強項：鉛量低於檢測度
甲醛量低於檢測度
耐劃損力
耐磨損力
耐擦洗能力
耐潮濕能力
防霉能力

弱項：無

其他顏色樣本乾塗層含鉛量：
Ivory HC015、Elfin Green HC805、
Chestnut HC306 及Sunrise HC407
鉛量低於檢測度

11. 飛虎牌快燥磁漆

總評：●●●
每公升可髹面積：11.8平方米

髹每平方米的費用：$2.54

強項：鉛量低於檢測度
附�力
耐潮濕能力
耐擦洗能力

弱項：無

其他顏色樣本乾塗層含鉛量：
Light Yellow 4418含鉛4.32%
Emerald Green 4459含鉛6.59%
Chocolate 4415含鉛3.04%
Orange 4406含鉛33.5%

12. ICI 多樂士光漆

總評：●●●
每公升可髹面積：11.7平方米

髹每平方米的費用：$5.64

強項：鉛量低於檢測度
附�力
耐磨損力
耐潮濕能力
耐擦洗能力

弱項：無

其他顏色樣本乾塗層含鉛量：
Yellow Ribbon 26139、Gem 23185、
Colonial Red 62019及Flamingo 2063
鉛量低於檢測度(見19頁「過時型號」
一段)

(四) 塗層耐用程度

油漆除要有好的塗髹表現外，亦要

有耐用塗層，保護牆壁及所塗飾物品。

試驗塗層耐用程度共6項，包括：

1.耐衝擊力（Impact Resistance）

檢視塗層給硬物衝擊後的受損程度。

2.附�力（Adhesion Test）

比較各樣本塗層對底材黏合的牢固度，

附�力愈高，塗層愈難剝落。

3.耐劃損力（Scratch Test）

測定劃針劃透塗層所需的最小負荷，負

荷愈小，塗層愈易被劃花。

4.耐磨損力（Resistance to Abrasion）

量度塗層給砂紙磨擦200次後的損耗量，

損耗量愈多，耐磨損力愈差，較快耗損。

5.耐潮濕能力（Resistance to Humidity）

溫暖潮濕的天氣可能引致塗層起泡，因

此油漆應具備良好的耐潮濕能力，減低

塗層遇潮起泡。

6.耐擦洗能力（Wet-scrub Resistance）

塗層染上污漬時會用清水或稀釋了的洗

潔精清洗，耐擦洗能力差的油漆，塗層擦

洗多次後，可能嚴重損耗，影響耐用程度。

結果

全部乳膠漆樣本皆表現不錯，樣本

#8表現最佳。部分乳膠漆樣本在個別試

驗項目表現較差，計有：#3和#5的耐衝

擊力；#1、#2、#4和#5的耐劃損力；#2的

耐磨損力；#4的耐擦洗能力。

磁漆樣本的表現亦全部達平均以

上，且平均較乳膠漆表現好，8個樣本中7

個表現非常滿意，只#15稍遜。個別項目

方面，除#15的耐擦洗能力較差外，其他

皆在平均以上。

(五) 防霉效能

春夏季節，天氣潮濕溫暖，黴菌

（Mold，又稱霉菌）容易滋生，牆壁有發霉

現象，不但有礙觀瞻，且不合𦋐生。採用

有防霉效能的油漆，可減少牆壁發霉。

參考ASTM D3273，把油漆樣本刷塗

在試驗板上，待乾透後，掛在培養有黑曲

黴（Asp e r g i l l um s  n i g e r）和青黴菌

（Penicillium sp）的試驗箱內。黑曲黴和青

黴菌皆是頗常見的黴菌，生果、麵包放置

過久，表面產生的青色霉點便是青黴菌所

致。試驗箱內的溫度保持在32.5℃±1℃

及相對濕度95%至98%，以提供適合黴菌

生長的環境。4星期後，根據ASTM D3274

的指標來分辨不同的發霉程度，分0至

10級，0級最嚴重，10級無發霉。

結果7個有防霉標註的樣本中，

#3發霉程度屬2級，表示防霉效能不理

想，與產品聲稱效能有出入，其他6個由

6至10級，表示有平均以上至甚佳的防

霉效能，當中以樣本#13表現最好，沒

有發霉。

至於其他沒有防霉標註的9個樣

本，除1個發霉程度4級外，其他皆達7級

或以上，防霉效能不俗。

整體來說，有防霉標註的油漆產品，

其防霉效能不一定較沒有標註的好。

牆身乾爽防止發霉

黴菌能否生長，環境因素十分重要。

黴菌靠水分生長，藉產生孢子繁殖，可透

過空氣傳播孢子。在潮濕環境特別是春

天溫暖潮濕的室內地方，孢子可從油漆

得到有機物養料，令黴菌生長。在潮濕、

測試站 油漆含過量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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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氣凝結、少陽光或通風不良的地方如

浴室和廚房，或是樓宇接近山邊及叢林，

發霉機會更大。未徹底將黴菌清除就在

牆壁髹上新的油漆，也會引起發霉。相

反，牆壁處理好，將黴菌徹底除淨後才髹

上新的油漆，保持室內空氣乾爽及牆壁

清潔，即使採用沒有防霉標註的油漆，亦

不一定有發霉現象。

測試資料已交海關
油漆是消費品，受《消費品安全條

例》監管，須符合法例的一般安全規定，

包括標準機構所公布的合理安全標準、

警告說明的標示等，才可在本地市場發

售，否則即屬違法。

本會已將上述油漆的測試資料給

予香港海關的檢控及消費者保障科，研

究有否違反《消費品安全條例》的一般安

全規定。

結語
乳膠漆較磁漆環保

試驗結果顯示，乳膠漆較磁漆環保，

13. 日本漆「保得麗」
9000 超級光面漆

總評：●●●
每公升可髹面積：11.4平方米

髹每平方米的費用：$2.84

強項：鉛量低於檢測度
甲醛量低於檢測度
附�力
耐潮濕能力
耐擦洗能力
防霉能力

弱項：無

其他顏色樣本乾塗層含鉛量：
Primrose A2704含鉛1.28%
Azure Green A2803含鉛3.13%
Wheat A2708含鉛0.32%
Sunrise A2600含鉛2.0%
(見19頁「過時型號」一段)

14. 紫荊花牌高級
膠玉磁漆(8400類)

總評：●●
每公升可髹面積：14.3平方米

髹每平方米的費用：$2.5

強項：附�力
耐潮濕能力
防霉能力

弱項：含鉛

其他顏色樣本乾塗層含鉛量：
向日葵黃8412含鉛17.2%
淺蘋果綠8416含鉛1.98%
中啡8414含鉛3.97%
淺橙8419含鉛12.3%

15. 飛魚牌膠玉磁漆
F-331

總評：●●
每公升可髹面積：13.1平方米

髹每平方米的費用：$2.58

強項：甲醛量低於檢測度
附�力
耐潮濕能力

弱項：含鉛
耐擦洗能力

其他顏色樣本乾塗層含鉛量：
Signal Yellow T.O. 12含鉛22%
Signal Green T.O. 35含鉛5.38%
Ochre T.O. 24含鉛0.48%
Rescue Orange T.O. 62含鉛18.3%

16. 駱駝牌膠玉磁漆 -
1800系列

總評：●●
每公升可髹面積：12.5平方米

髹每平方米的費用：$3.38

強項：附�力
耐劃損力
耐潮濕能力
耐擦洗能力

弱項：含鉛

其他顏色樣本乾塗層含鉛量：
Medium Yellow 1812含鉛19.8%
Brunswick Green1 1881含鉛1.56%
Light Brown 1833含鉛0.55%
Orange 1813含鉛3.28%

珠三角區域空氣素質惡化
今年4月，本港環境保護署公布「珠江三角洲空氣質素研究」報告，指出過去

多年本港和珠江三角洲經濟區的經濟與人口增長迅速，導致整個珠江三角洲區域

的空氣素質不斷惡化。從1991年至今，本港臭氧（Ozone）和二氧化氮（Nitrogen

Dioxide）濃度分別上升了39%和26%。90年代後期，在香港、深圳和廣州能見度不

佳的時間比例分別是1991年的3倍、9倍和5倍。

珠三角區域主要的空氣污染物包括臭氧、二氧化氮和可吸入懸浮粒子，可影

響到離排放源很遠的地區，甚至造成大範圍的地域污染。本港臭氧濃度上升時，佛

山與深圳的臭氧濃度亦相應上升，原因是整個珠三角區域受同一種氣象條件影

響，而有關氣象條件則影響臭氧及其先驅物如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在區域

內的傳輸與混合。

研究報告指出，要解決整個珠三角區域的空氣污染問題，本港需與廣東省政

府努力合作，共同減低污染物或其前驅物的排放。

就四類主要污染源：能源、工業源、機動車和含VOCs產品，研究報告提出了針

對性強化控制措施，以提高珠三角區域的空氣素質。採取這些措施後，預計在

2010年可減少VOCs55%、可吸入懸浮粒子55%、氮氧化物20%及二氧化硫40%，

且可達到《香港空氣質素指標》。

針對含VOCs產品的建議措施
研究報告其中一項建議措施是針對含VOCs產品。VOCs污染源包括油漆塗料

和含VOCs的家居用品及化妝品。為了減少珠三角區域的VOCs排放，報告建議政府

推行VOCs產品標籤制度及規定產品的含量標準，並同時向公眾介紹產品所含

VOCs成分、含量及其影響，提高公眾的相關環保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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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本
編
號

牌子/型號 顏色
編號

標註
來源地

容量
(公升)

零售價 每公升
價錢

每公升可
髹面積
(平方米)

乳膠漆─啞光(Flat)

乳膠漆─光面(Non-flat)

磁漆

註:

(1)

表二 : 油漆(白色)試驗結果比較

美國綠色標記GS-

(1) 本年10月調查所得，不同零售商售價可能會有差異。
(2) 檢測限制使用的芳香烴及鹵有機化合物，包括下列7種：

a : 苯 (Benzene)
b : 甲苯 (Toluene)
c : 乙苯 (Ethyl benzene)
d : (Naphthalene)
e : 二氯甲烷 (Methylene chloride)
f : 1,1,1-三氯乙烷 (1,1,1-trichloroethane)
g : 1,2-二氯苯 (1,2-dichlorobenzene)

─: 沒檢出這7種限制使用的芳香烴及鹵有機化合物。
(3) 苯及甲苯含量符合標準的規定。

中國標準GB 18581-2001沒有其餘5種限制使用芳香烴及鹵有機化合物的限量。
(4) 試驗還包括檢定油漆的鎘、鉻(VI)及汞含量，結果全部樣本的鎘、鉻(VI)及汞量均低

於實驗室最低檢測量，符合美國綠色標記GS-11的規定。
β: 樣本其他顏色發現含鉛，請參閱本文19至23頁試驗圖片中有關其他顏色樣本乾塗

層含鉛量的試驗結果。
(5) 檢出的甲醛量在微量範圍，相信主要來自油漆所用溶劑的雜質，並非樣本的製造成分。

S-06
NE100

00E55
CC138
0601

25100

WS011
3134

1101

00E55

4400

101

A2100

84102

T.O. 01

1820

美國

中國

英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澳洲

新加坡

中國

英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香港

中國

3.79

4

5

4

4

5

4
5

4

5

4

5

5

4

4

4

$320

$76

$247

$130

$200

$280

$260
$245

$195

$315

$120

$330

$162

$143

$135

$169

$84.4
$19.0
$49.4

$32.5

$50.0

$56.0

$65.0
$49.0

$48.8

$63.0

$30.0

$66.0

$32.4

$35.8

$33.8

$42.3

10.3

10.3

13.3

10.3

11.9

14.6

10.7
12.5

13.1

8.6

11.8

11.7

11.4

14.3

13.1

12.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ICI Dulux Supreme Acrylic Emulsion ICI 多樂士多功能護牆漆

Safecoat Zero VOC Interior Paint 環保健康塗料室內牆身漆

Bauhinia Brand Super Emulsion Paint 紫荊花牌特級乳膠漆

Permoglaze Vinyl Matt - 18 Series 巴馬啞面乳膠漆 -18 系列

Camel Emulsion Paint CC Series 駱駝牌乳膠漆CC系列

Flower Deluxe Wall Finish 0600 Series 菊花牌特麗牆面漆0600類

Levene Wall & Ceiling Interior Acrylic 麗紋牆壁與天花漆

Nippon Paint 3-in-1 Medifresh 日本漆三合一抗菌塗料

Permoglaze Gloss - 38 Series 巴馬光面膠玉磁漆 - 38系列

Winged Tiger Brand Quick Drying Enamel 飛虎牌快燥磁漆

ICI Dulux Gloss Finish ICI 多樂士光漆

Nippon Paint Bodelac 9000 Super Gloss Finish 日本漆「保得麗」9000超級光面漆

Bauhinia Brand Super Synthetic Enamel Paints (Series 8400) 紫荊花牌高級膠玉磁漆(8400類)

Flying Fish Synthetic Enamel F-331 飛魚牌膠玉磁漆 F-331

Camel Synthetic Enamel -1800 Series 駱駝牌膠玉磁漆 - 1800系列

Flower Synthetic Enamel 1100 Series 菊花牌膠玉磁漆1100類

根據中國標準 GB185

根據美國聯邦消費者產品安全法規例第

美國綠色標記GS-

根據中國標準 GB185

根據美國聯邦消費者產品安全法規例第

美國綠色標記GS-

根據中國標準 GB185

根據美國聯邦消費者產品安全法規例第

乳膠漆的VOCs、VAHs、檢出的限制使用芳

香烴及鹵有機化合物及鉛含量皆較磁漆

少。8個磁漆樣本，全部VOCs及VAHs含量

均超過美國綠色標記GS-11的限量，當中

4個檢出含苯，雖然分量未超過中國標準

GB 18581-2001的規定及歐盟委員會有

關指令的限量，不屬致癌配製品，但苯始

終是已被證實的人類致癌物質，應盡量

減少使用和接觸。40個白色和顏色磁漆

樣本中，23個檢出含鉛，不符合美國綠色

標記GS-11的規定，乾塗層含鉛量更超出

美國聯邦規例的限量，最高達33.5%，超

出限量0.06%逾557倍，對人體健康尤其

兒童有潛在危險。消費者不宜在兒童可

觸及的家居地方使用含鉛油漆，而含鉛

油漆供應商亦應在產品包裝上標示警告

字句，提醒消費者產品含鉛。

盡量選用乳膠漆及其他水性油漆

選擇油漆粉飾牆壁和家具，應盡量

採用乳膠漆或其他水性油漆，較環保又

安全。市面上已有水性磁漆供應，亦可於

一般傳統油性磁漆的應用範圍內使用。

乳膠漆及其他水性油漆含較少VOCs和

VAHs，對環境及健康的潛在危害相對磁

漆或其他油性油漆低，稀釋只需清水，較

磁漆需用有機溶劑安全和環保，此外，乳

膠漆較磁漆快乾，易於均勻塗髹，不需用

特別的清潔劑來清潔，用肥皂和水就可

以清除乾淨。

本會的呼籲

為消費者及油漆業工人健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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髹每
平方米
的費用

環保試驗 效能試驗 (6) 總評

揮發性有
機化合物
(VOCs)
(克/公升)

揮發性
芳香烴
(VAHs)
(%)

檢出的限制
使用芳香烴及
鹵有機化合物

乾塗層含鉛量
(%)

甲醛含量
(%)

塗髹表現 塗層耐
用程度

防霉效能

(6) (10)(2) (4) (7) (8) (9)

11的規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愈多，表現愈好，最多5●。
(7) 塗髹表現：包括檢測樣本在塗髹時的容易程度、遮蓋力、不濺落性、平鋪力、

垂聚性、有否起泡及平滑度。
(8) 油漆塗層耐用程度：包括耐衝擊力、附 力、耐劃損力、耐磨損力、耐潮濕

能力及耐擦洗能力。
(9) ※: 產品包裝有防霉標示。

(10) 總評根據以下比重計算：
環保試驗 50%
塗髹表現 20%
塗層耐用程度 20%
防霉效能 10%

若樣本含鉛量及/或VOCs不符合美國綠色標記GS-11的規定，縱使效能試驗
有理想的表現，總評分仍會受限制。

$8.20

$1.84

$3.71

$3.16

$4.20

$3.84

$6.07
$3.92

$3.72

$7.33

$2.54

$5.64

$2.84

$2.50

$2.58

$3.38
150(室內)
200(室外)

150

50

< 30

< 30

< 30

79

99

170

205
223

250

340

390

420

425

300

380

260

1

1

1

< 0.002

< 0.002

< 0.002

< 0.002

< 0.002

0.029

< 0.002
0.025

1.8

2.8

2.1

3.3

3.6

2.3

1.9

3.7

不可用鉛

0.13

0.40

0.45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0.00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0.0001

0.0040

0.0001

0.0007

0.0004

0.0012

0.0011

0.0003

< 0.00001

< 0.00001

0.00003

< 0.00001

0.0001

< 0.00001
0.0001

不可用甲醛

bc

c

c

b

c
bd

abcd

bcd

bcd

abcd

bcd

abd

abcd

bcd

─

─

不可用

582-2001： 全部符合 不適用 全部符合 全部符合不適用

第1303章： 不適用 不適用 全部符合 不適用不適用

11的規定： 不可用鉛 不可用甲醛不可用

582-2001： 全部符合 不適用 全部符合 全部符合不適用

第1303章： 不適用 不適用 全部符合 不適用不適用

11的規定： 不可用鉛 不可用甲醛不可用

581-2001： 全部符合 不適用
#14、#15及#16
不合規定

不適用(3)

第1303章： 不適用 不適用 #14、#15及#16
不合規定

不適用不適用

β

β

β

β

β

準，宣傳VOCs對環境的影響，提高消費者

的相關環保意識。消費者就可按圖索驥，

選用VOCs含量低的油漆產品。

廠商意見
「環保健康塗料」製造商來函並提

交試驗報告，指出他們生產的油漆所用原

料及製成品應不含甲醛。

「日本漆」製造商不同意#8及#13

的VOCs試驗結果，表示兩款油漆VOCs量

應較低。
衝擊試驗後，塗層出現裂紋。

�想，油漆製造商、代理商及入口商應生

產和入口素質達油漆安全及環保標準要

求的產品，包括油漆VOCs和VAHs含量不

超過標準限量、不含鉛等。這樣不單保障

消費者健康，對油漆工人更形重要，減少

他們長期處於VOCs和VAHs環境工作而影

響健康的機會。

本會希望政府能早日落實「珠江三

角洲空氣質素研究」報告內針對含VOCs

產品所提出的建議措施，推行VOCs產品

標籤制度及規定此類產品的VOCs含量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