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閣下將瀏覽的文章／內容／資料的版權持有者為消費者委員會。除作個人非商

業用途外，  閣下不得以任何形式傳送、轉載、複製或使用該文章／內容／資料，如

有侵犯版權，消費者委員會必定嚴加追究法律責任，索償一切損失及法律費用。

《消費者委員會條例》第二十條第 (1) 款其中有規定，任何人未經委員會以

書面同意，不得發布或安排發布任何廣告，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提述委員會、委

員會的刊物、委員會或委員會委任他人進行的測試或調查的結果，藉以宣傳或貶

損任何貨品、服務或不動產，或推廣任何人的形象。有關該條文的詳情，請參閱

該條例。

 本會試驗的產品樣本由本會指定的購物員，以一般消費者身份在市面上購

買，根據實驗室試驗結果作分析評論及撰寫報告，有需要時加上特別安排試用者

的意見和專業人士的評論。對某牌子產品的評論，除特別註明外，乃指經試驗的樣

本，而並非指該牌子所有同型號或不同型號的產品，也非泛指該牌子的所有其他

產品。

 本會的產品比較試驗，並不測試該類產品的每一牌子或同牌子每一型號的

產品。

 本會的測試計劃由本會的研究及試驗小組委員會決定，歡迎消費者提供意

見，但恕不能應外界要求為其產品作特別的測試，或刊登其他非經本會測試的產

品資料。

警告：切勿侵犯版權



尿片吸濕快又乾爽

囝囝Torres 1歲便有

意識要去poo poo，雖然未懂說話，

但從他的面部表情，例如突然呆了一陣

子，或者身體左擰右擰，便知道他有「便

意」。從日常飲食習慣也大致掌握到他的

「便便」時間，2歲前，每天大概4、5次。

之後，當他開始食飯等固體食物，

「便便」的時間便更穩定。

楊千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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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專題

小寶寶出生帶來莫大喜悅，父母會盡可能為寶

寶提供最好的，當中特別受關注的是尿片。尿片緊

貼嬰兒的幼嫩肌膚，若質素不如理想，譬如透氣不

足，有機會導致皮膚過敏，如果回滲嚴重，同樣令嬰

兒不舒適。

本會測試了25款紙尿片和紙尿褲，發現6款測

試型號的吸濕表現好，2款的透濕程度出色，可

減低皮膚受刺激的機會，而大多數測試型號

的表面乾爽程度及滲漏表現都不俗。

測試 17 款紙尿片和
8 款紙尿褲

紙尿片普遍分初生、細、中、大和加

大碼。紙尿褲適合開始學習行走或活動

較多的幼兒，也可以讓幼兒學習自行穿

褲子，一般中碼以上才有供應。為方便

比較，今次測試選取的紙尿片及紙尿

褲全為大碼，根據包裝上的標籤資料，

適用的體重範圍由最低的9至10公斤

至最高的13至17公斤不等。部分樣本

有尿濕指示，當尿片沾濕了，外層的指

示線、字樣或圖案會變色或消失，有助

家長判斷是否需要更換。

由於每個品牌的設計剪裁不同，加

上幼兒的身型各有不同，如為幼兒更換紙

尿片或紙尿褲時發現幼兒穿着不舒適，可能

需要更換尺碼或選用另一品牌的產品。

尿片吸濕快又乾爽
2015 年出生的嬰兒，

一年用了多少即棄紙尿片？

3,411公噸
（�1 公噸 = 1000 公斤）�

公噸

一年使用的即棄紙尿片約共重3,411公噸
▲

▲ 假設每片紙尿片淨重 26 克，每名嬰兒平均每日使用 6 片紙尿片

10公噸

約相等於341架10公噸垃圾車的載重量
▲▲

1名嬰兒全年約使用2,190片尿片

建議即棄紙尿片及尿布交替使用，減輕堆填區負荷

▲▲ 假設每輛垃圾車的載重量為10公噸

341架

2,190片＝

共59,900名
嬰兒出生＊BB最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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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專題

每片售價相差高達 5 倍
本會在百貨公司、連鎖超巿及個人用

品店或嬰兒用品專門店購買了17款嬰兒紙

尿片及8款紙尿褲作測試。規模較小的藥

行或藥房通常會售賣知名品牌，而大型超

巿、百貨公司或嬰兒用品專門店則提供較

多品牌選擇。

紙尿片每包售價介乎$41（32片）至

$218（27片），每片約由$1.3至$8.1。紙尿褲

每包售價由$53（23條）至$218（25條），每

條約由$2.3至$8.7。其中一個品牌聲稱其紙

尿片及紙尿褲為無氯防敏、不含染料或有害

物質，可減低嬰兒出現皮疹的機會。

如消費者選購較貴的品牌，每月支出

相當可觀。假設每天需為嬰兒更換尿片6次，

使用最便宜的1款，每月花費$234，最昂貴的

1款則要$1,458，支出相差超過$1,200。測試

結果顯示，全部樣本都有足夠的吸濕能力，

防漏表現也不俗，反映紙尿片及紙尿褲樣本

的品質與價錢沒有直接關係。

測試項目
測 試 主 要 參 考 內 地 標 準 G B / T 

28004-2011，項目包括一些可能影響嬰

幼兒皮膚的因素，例如酸鹼值、甲醛、

可遷移熒光物質等，又檢視物料是否

有異物或瑕疵。另測試樣本的透濕

程度（breathabi l i ty）、吸濕比率、表

面乾爽程度（回滲量，rewet）和滲漏

量（leakage）。衞生程度則參考內地

標準，檢 測樣本的細菌菌落總數和真

菌菌落總數，以及是否含金黃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銅綠假單

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溶血

性鏈球菌（hemolytic Streptococci）、糞

大腸菌群（fecal col iforms）和大腸桿菌

（Escherichia coli）等致病菌。

1 2
3

4

5

紙尿片

紙尿片

6
7 8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紙尿褲

紙尿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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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過好幾款尿片，有日

本、美國和歐洲牌子。日本牌子的尿片

質地柔軟，但承載不了太多的量，否則容易漏

出來。歐洲牌子的紙質稍為粗糙一點。美國牌子

可以承載的量較理想，不過由於美國與亞洲嬰孩體

型不一樣，某些部位會有鬆緊。最終我揀選了美國牌

子的尿片。

同一個牌子會有不同原產地，可能是在內

地、美國、日本等不同地方生產，因應原產地

的嬰孩體型，同一尺碼例如細碼，大小

長短都會有少少出入。

9

10 11

1716

12

13 14

15

測試結果
衞生程度令人滿意

所有樣本均沒有檢出甲醛、可遷移熒

光物質，也沒有發現異物或瑕疵。進行微

生物測試後，全部樣本均沒有檢出金黃葡

萄球菌、銅綠假單胞菌、溶血性鏈球菌、糞

大腸菌群及大腸桿菌等致病菌，而細菌菌

落總數和真菌菌落總數均低於內地對「一

次性衞生用品」的指標，顯示樣本的衞生

程度令人滿意。

2 款透濕程度理想  

減低皮膚受刺激的機會 

紙尿片與紙尿褲的底層雖然需要

防漏，但也要透濕、透氣，以免幼兒出汗

或排便後，皮膚容易受刺激出現紅疹或



紙尿片及紙尿褲測試結果

編
號

牌子 型號/產品資料

標示   大約售價 [1] 量得平均

透濕程度 吸濕比率 
表面 

乾爽程度 
滲漏量 膠貼效能 酸鹼值 總評 

來源地
適用 

體重範圍  
（公斤）

每包 
每包數量  
（片/條）

平均每片/
每條 

長度  
（厘米）

闊度 
（厘米）

重量  
（克）

厚度  
（毫米） 

[2] [3] [4] [5] [6] [7] [8] [9] [10] [11]

紙尿片

1 大王 GOO.N 軟柔紙尿片 Tape（大碼 L） 日本 9 - 14 $168 54 $3.1 48.2 23.5 31.3 3.8 ●●●●0 ●●●●0 ●●●●● ●●●●● ●●● 6.6 ★★★★1
2 幫寶適 Pampers 特級棉柔 嬰兒紙尿褲 Premium Care（大碼 L） 日本 9 - 14 $160 46 $3.5 48.7 23.4 33.4 5.5 ●●●●● ●●0 ●●●●● ●●●●● ●●●●0 6.0 ★★★★1
3 妮飄 Nepia Baby Nappy（大碼 L） 日本 9 - 14 $130 54 $2.4 47.6 24.7 33.1 4.4 ●●●● ●●●● ●●●●● ●●●●● ●●0 6.3 ★★★★1
4 AEON Topvalu 嬰兒尿片（大碼 L） 日本 9 - 14 $80 42 $1.9 48.3 26.1 32.3 4.3 ●●●●0 ●●●● ●●●● ●●●●● ●●●● 7.3 ★★★★1
5 花王 Merries 紙尿片テープタィプ （大碼 L） 日本 9 - 14 $182 54 $3.4 47.5 22.8 34.1 4.7 ●●●● ●●● ●●●●● ●●●●● ●●●0 6.4 ★★★★1
6 宝宝 Pet Pet 速吸乾爽嬰兒紙尿片（大碼 L） 中國 9 - 14 $70 48 $1.5 46.9 22.6 33.6 4.3 ●●●●0 ●●0 ●●●●● ●●●●● ●●● 6.4 ★★★★1
7 好奇 HUGGIES 貼身舒適 透氣紙尿褲 Gold Breathable Diaper（大碼 L） 韓國 10 - 14 $110 40 $2.7 48.5 23.2 33.8 4.5 ●●●●0 ●●0 ●●●●● ●●●●● ●● 6.7 ★★★★1
8 Cheekiss caca Diapers（大碼 L） 韓國 10 - 14 $99 42 $2.4 48.7 23.2 33.0 4.3 ●●●●0 ●●0 ●●●●0 ●●●●● ●●●0 7.2 ★★★★
9 菲比 Fitti 秒吸舒爽嬰兒紙尿片（大碼 L） 中國/泰國 9 - 14 $100 56 $1.8 47.6 22.7 33.2 3.9 ●●●●0 ●●0 ●●●●0 ●●●●● ●●0 6.8 ★★★★

10 moony テープタィプ (Tape) 紙尿片（大碼 L） 日本 9 - 14 $200 54 $3.7 48.0 18.5 32.0 3.8 ●●●● ●●●● ●●●0 ●●●●● ●● 6.8 ★★★★
11 噓噓樂 Sealer 嬰兒紙尿褲 Disposable Baby Diapers（大碼 L） 馬來西亞 9 - 14 $100 50 $2.0 47.4 24.5 32.3 4.8 ●●●● ●●0 ●●●●0 ●●●●● ●●● 6.8 ★★★★
12 七世代 Seventh Generation 無氯防敏嬰兒紙尿片 Free and Clear（大碼 L） 美國 10 - 17 $218 27 $8.1 47.9 20.3 31.9 5.1 ●● ●●● ●●●●● ●●●●● ●●● 6.7 ★★★★
13 Bosomi 純棉舒眠紙尿褲 Premium Natural Cotton（大碼 L） 韓國 10 - 14 $83 40 $2.1 47.8 25.7 33.1 5.3 ●●●●● ●● ●●0 ●●●●● ●●● 6.7 ★★★★
14 MamyPoko テープタィプ (Tape) 紙尿片（大碼 L） 日本 9 - 14 $199 54 $3.7 48.4 24.4 32.6 3.8 ●●●●0 ●●●● ●●●● ●●0 ●●●0 7.1 ★★★★
15 mannings 嬰兒紙尿片 Baby Diapers（大碼 L） 中國 9 - 13 $60 38 $1.6 47.3 23.3 35.5 4.9 ●● ●●0 ●●●●0 ●●●●● ●●●●0 6.0 ★★★1
16 特惠牌 SureBuy 嬰兒紙尿褲 Baby Diapers（大碼 L） 中國 10 - 15 $41 32 $1.3 48.7 23.0 38.1 5.4 ●●0 ●●0 ●●●●● ●●●●● ●● 7.5 ★★★1
17 BabiesRus 紙尿片 Diapers Value Pack（大碼 L） 中國 10 - 14 $70 40 $1.7 47.6 23.7 34.2 4.9 ●●●0 ●●0 ●●●0 ●●●●● ●●0 6.4 ★★★1
紙尿褲

18 大王 GOO.N 活動學習褲 Pants Boys（大碼 L） 日本 9 - 14 $158 44 $3.6 51.1 21.6 33.8 3.4 ●●●● ●●● ●●●●● ●●●●● — 7.4 ★★★★1
19 花王 Merries パンツタィプ 學行褲 男女共用（大碼 L） 日本 9 - 14 $99 27 $3.7 49.3 23.5 33.4 4.9 ●●●●0 ●●● ●●●●● ●●●●● — 6.5 ★★★★1
20 妮飄 Nepia 紙尿褲 Baby Nappy Pants（大碼 L） 日本 9 - 14 $93 30 $3.1 49.1 17.4 31.5 4.7 ●●●●0 ●●●● ●●●● ●●●●● — 6.2 ★★★★1
21 幫寶適 Pampers 特級棉柔拉拉褲 Premium Care 男女寶寶適用（大碼 L） 日本 9 - 14 $129 42 $3.1 49.2 21.0 33.0 6.6 ●●●●0 ●●0 ●●●●● ●●●●● — 6.5 ★★★★1
22 MamyPoko 輕鬆穿 パンツタィプ 男女共用（大碼 L） 日本 9 - 14 $199 44 $4.5 40.3 18.5 35.2 5.1 ●●●●0 ●●0 ●●●●● ●●●●● — 6.7 ★★★★1
23 菲比 Fitti 大踏步嬰兒紙尿褲 男女適用 Big Step（大碼 L） 中國/泰國 9 - 14 $53 23 $2.3 47.9 18.5 33.8 4.3 ●●●● ●●0 ●●●●● ●●●●● — 7.4 ★★★★1
24 好奇 HUGGIES 學習褲 Pull-Ups 男寶寶（大碼 L） 韓國 10 - 14 $126 40 $3.1 46.1 18.1 31.6 4.6 ●●●0 ●●0 ●●●●● ●●●●● ●●●0 7.4 ★★★★
25 七世代 Seventh Generation 無氯防敏嬰兒學習褲 Free and Clear Training Pants unisex（大碼 L） 墨西哥 <15 $218 25 $8.7 47.1 17.4 34.3 4.9 ●● ●● ●●●●● ●●●●● — 6.7 ★★★1

●或★愈多，表示該項測試表現愈好，最多5粒。  — ：不適用。

全部樣本均沒有檢出甲醛、可遷移熒光物質，也沒有發現異物或瑕疵。

全部樣本的吸濕能力都很好，得5點評分。

微生物檢測方面，全部樣本均沒有檢出金黃葡萄球菌、銅綠假單胞菌、溶血性 
鏈球菌、糞大腸菌群及大腸桿菌等致病菌。

全部樣本的細菌菌落總數和真菌菌落總數均低於內地「一次性衞生用品」的
指標，符合標準。

[1] 大約售價是本會於5月至6月的調查所得，不同零售商的售價或有差別， 
 只供參考。樣本#2、#3、#20及#21所列的價格可能是升級新裝的價格。

[2] 參考內地標準GB/T 28004-2011，量度6個樣本的全長及取其平均。

[3] 參考內地標準GB/T 28004-2011，量度6個樣本最窄處的闊度及取其平均。

[4] 在樣本中央的6.5平方厘米面積在4.1Pa壓力下所量得的平均厚度。

[5] 樣本中央吸滿溶液後，用儀器量度該部分外層的水氣流量。

[6] 將樣本浸在水溶液內1分鐘，取出晾掛分半鐘後量度樣本增加了的重量，然後將 
 增加的重量除以其原重量，計算出吸濕比率。

[7] 樣本吸收定量的溶液後，施加一定壓力再檢測出現在尿片內的回滲溶液量。

[8] 樣本吸收定量溶液後，施加一定壓力再檢測透過防漏膜滲漏到尿片外的溶液量。

[9] 量度撕開膠貼所需的力度，力度愈大反映膠貼愈能牢固地黏着，不易被拉開。

[10] 根據內地標準GB/T 28004-2011，酸鹼值的範圍應在4.0至8.0之間。

註 [11] 總評比重如下： 
 透濕程度 25% 滲漏量 25% 
 吸濕比率 20% 膠貼效能 10% 
 表面乾爽程度 20%
 若任何一項不適用，比重將由其他項目按比例攤分。

5點評分。「七世代」（#12）及「mannings」

（#15）樣本的透濕程度較差，只有兩點評

分，而「特惠牌」（#16）也只有2.5點評分。

紙尿褲樣本中，「七世代」（#25）的表現較

差，只得兩點評分，其餘樣本的透濕表現獲

3.5點至4.5點不等。

吸濕比率多數表現一般

6 款較出色

先量秤樣本，然後把樣本浸在溶液內

1分鐘，取出晾掛分半鐘，再量度樣本增加

的重量。增加的重量除以原來的重量，得

出吸濕比率，數值愈大，吸濕愈多。

紙尿片樣本以「大王」（#1）的吸濕

比率最高，有4.5點評分，而「妮飄」（#3）、

過敏。透濕程度測試是當樣本中央吸滿

溶液後，用儀器量度該部分外層的水氣

（water vapour）流量。流量愈大，代表

透濕程度愈高，通常透濕表現好，透氣程

度也較佳。

紙尿片樣本中，「幫寶適」（#2）及

「Bosomi」（#13）樣本的透濕程度最高，獲



封面專題

紙尿片及紙尿褲測試結果

編
號

牌子 型號/產品資料

標示   大約售價 [1] 量得平均

透濕程度 吸濕比率 
表面 

乾爽程度 
滲漏量 膠貼效能 酸鹼值 總評 

來源地
適用 

體重範圍  
（公斤）

每包 
每包數量  
（片/條）

平均每片/
每條 

長度  
（厘米）

闊度 
（厘米）

重量  
（克）

厚度  
（毫米） 

[2] [3] [4] [5] [6] [7] [8] [9] [10] [11]

紙尿片

1 大王 GOO.N 軟柔紙尿片 Tape（大碼 L） 日本 9 - 14 $168 54 $3.1 48.2 23.5 31.3 3.8 ●●●●0 ●●●●0 ●●●●● ●●●●● ●●● 6.6 ★★★★1
2 幫寶適 Pampers 特級棉柔 嬰兒紙尿褲 Premium Care（大碼 L） 日本 9 - 14 $160 46 $3.5 48.7 23.4 33.4 5.5 ●●●●● ●●0 ●●●●● ●●●●● ●●●●0 6.0 ★★★★1
3 妮飄 Nepia Baby Nappy（大碼 L） 日本 9 - 14 $130 54 $2.4 47.6 24.7 33.1 4.4 ●●●● ●●●● ●●●●● ●●●●● ●●0 6.3 ★★★★1
4 AEON Topvalu 嬰兒尿片（大碼 L） 日本 9 - 14 $80 42 $1.9 48.3 26.1 32.3 4.3 ●●●●0 ●●●● ●●●● ●●●●● ●●●● 7.3 ★★★★1
5 花王 Merries 紙尿片テープタィプ （大碼 L） 日本 9 - 14 $182 54 $3.4 47.5 22.8 34.1 4.7 ●●●● ●●● ●●●●● ●●●●● ●●●0 6.4 ★★★★1
6 宝宝 Pet Pet 速吸乾爽嬰兒紙尿片（大碼 L） 中國 9 - 14 $70 48 $1.5 46.9 22.6 33.6 4.3 ●●●●0 ●●0 ●●●●● ●●●●● ●●● 6.4 ★★★★1
7 好奇 HUGGIES 貼身舒適 透氣紙尿褲 Gold Breathable Diaper（大碼 L） 韓國 10 - 14 $110 40 $2.7 48.5 23.2 33.8 4.5 ●●●●0 ●●0 ●●●●● ●●●●● ●● 6.7 ★★★★1
8 Cheekiss caca Diapers（大碼 L） 韓國 10 - 14 $99 42 $2.4 48.7 23.2 33.0 4.3 ●●●●0 ●●0 ●●●●0 ●●●●● ●●●0 7.2 ★★★★
9 菲比 Fitti 秒吸舒爽嬰兒紙尿片（大碼 L） 中國/泰國 9 - 14 $100 56 $1.8 47.6 22.7 33.2 3.9 ●●●●0 ●●0 ●●●●0 ●●●●● ●●0 6.8 ★★★★

10 moony テープタィプ (Tape) 紙尿片（大碼 L） 日本 9 - 14 $200 54 $3.7 48.0 18.5 32.0 3.8 ●●●● ●●●● ●●●0 ●●●●● ●● 6.8 ★★★★
11 噓噓樂 Sealer 嬰兒紙尿褲 Disposable Baby Diapers（大碼 L） 馬來西亞 9 - 14 $100 50 $2.0 47.4 24.5 32.3 4.8 ●●●● ●●0 ●●●●0 ●●●●● ●●● 6.8 ★★★★
12 七世代 Seventh Generation 無氯防敏嬰兒紙尿片 Free and Clear（大碼 L） 美國 10 - 17 $218 27 $8.1 47.9 20.3 31.9 5.1 ●● ●●● ●●●●● ●●●●● ●●● 6.7 ★★★★
13 Bosomi 純棉舒眠紙尿褲 Premium Natural Cotton（大碼 L） 韓國 10 - 14 $83 40 $2.1 47.8 25.7 33.1 5.3 ●●●●● ●● ●●0 ●●●●● ●●● 6.7 ★★★★
14 MamyPoko テープタィプ (Tape) 紙尿片（大碼 L） 日本 9 - 14 $199 54 $3.7 48.4 24.4 32.6 3.8 ●●●●0 ●●●● ●●●● ●●0 ●●●0 7.1 ★★★★
15 mannings 嬰兒紙尿片 Baby Diapers（大碼 L） 中國 9 - 13 $60 38 $1.6 47.3 23.3 35.5 4.9 ●● ●●0 ●●●●0 ●●●●● ●●●●0 6.0 ★★★1
16 特惠牌 SureBuy 嬰兒紙尿褲 Baby Diapers（大碼 L） 中國 10 - 15 $41 32 $1.3 48.7 23.0 38.1 5.4 ●●0 ●●0 ●●●●● ●●●●● ●● 7.5 ★★★1
17 BabiesRus 紙尿片 Diapers Value Pack（大碼 L） 中國 10 - 14 $70 40 $1.7 47.6 23.7 34.2 4.9 ●●●0 ●●0 ●●●0 ●●●●● ●●0 6.4 ★★★1
紙尿褲

18 大王 GOO.N 活動學習褲 Pants Boys（大碼 L） 日本 9 - 14 $158 44 $3.6 51.1 21.6 33.8 3.4 ●●●● ●●● ●●●●● ●●●●● — 7.4 ★★★★1
19 花王 Merries パンツタィプ 學行褲 男女共用（大碼 L） 日本 9 - 14 $99 27 $3.7 49.3 23.5 33.4 4.9 ●●●●0 ●●● ●●●●● ●●●●● — 6.5 ★★★★1
20 妮飄 Nepia 紙尿褲 Baby Nappy Pants（大碼 L） 日本 9 - 14 $93 30 $3.1 49.1 17.4 31.5 4.7 ●●●●0 ●●●● ●●●● ●●●●● — 6.2 ★★★★1
21 幫寶適 Pampers 特級棉柔拉拉褲 Premium Care 男女寶寶適用（大碼 L） 日本 9 - 14 $129 42 $3.1 49.2 21.0 33.0 6.6 ●●●●0 ●●0 ●●●●● ●●●●● — 6.5 ★★★★1
22 MamyPoko 輕鬆穿 パンツタィプ 男女共用（大碼 L） 日本 9 - 14 $199 44 $4.5 40.3 18.5 35.2 5.1 ●●●●0 ●●0 ●●●●● ●●●●● — 6.7 ★★★★1
23 菲比 Fitti 大踏步嬰兒紙尿褲 男女適用 Big Step（大碼 L） 中國/泰國 9 - 14 $53 23 $2.3 47.9 18.5 33.8 4.3 ●●●● ●●0 ●●●●● ●●●●● — 7.4 ★★★★1
24 好奇 HUGGIES 學習褲 Pull-Ups 男寶寶（大碼 L） 韓國 10 - 14 $126 40 $3.1 46.1 18.1 31.6 4.6 ●●●0 ●●0 ●●●●● ●●●●● ●●●0 7.4 ★★★★
25 七世代 Seventh Generation 無氯防敏嬰兒學習褲 Free and Clear Training Pants unisex（大碼 L） 墨西哥 <15 $218 25 $8.7 47.1 17.4 34.3 4.9 ●● ●● ●●●●● ●●●●● — 6.7 ★★★1

●或★愈多，表示該項測試表現愈好，最多5粒。  — ：不適用。

全部樣本均沒有檢出甲醛、可遷移熒光物質，也沒有發現異物或瑕疵。

全部樣本的吸濕能力都很好，得5點評分。

微生物檢測方面，全部樣本均沒有檢出金黃葡萄球菌、銅綠假單胞菌、溶血性 
鏈球菌、糞大腸菌群及大腸桿菌等致病菌。

全部樣本的細菌菌落總數和真菌菌落總數均低於內地「一次性衞生用品」的
指標，符合標準。

[1] 大約售價是本會於5月至6月的調查所得，不同零售商的售價或有差別， 
 只供參考。樣本#2、#3、#20及#21所列的價格可能是升級新裝的價格。

[2] 參考內地標準GB/T 28004-2011，量度6個樣本的全長及取其平均。

[3] 參考內地標準GB/T 28004-2011，量度6個樣本最窄處的闊度及取其平均。

[4] 在樣本中央的6.5平方厘米面積在4.1Pa壓力下所量得的平均厚度。

[5] 樣本中央吸滿溶液後，用儀器量度該部分外層的水氣流量。

[6] 將樣本浸在水溶液內1分鐘，取出晾掛分半鐘後量度樣本增加了的重量，然後將 
 增加的重量除以其原重量，計算出吸濕比率。

[7] 樣本吸收定量的溶液後，施加一定壓力再檢測出現在尿片內的回滲溶液量。

[8] 樣本吸收定量溶液後，施加一定壓力再檢測透過防漏膜滲漏到尿片外的溶液量。

[9] 量度撕開膠貼所需的力度，力度愈大反映膠貼愈能牢固地黏着，不易被拉開。

[10] 根據內地標準GB/T 28004-2011，酸鹼值的範圍應在4.0至8.0之間。

註 [11] 總評比重如下： 
 透濕程度 25% 滲漏量 25% 
 吸濕比率 20% 膠貼效能 10% 
 表面乾爽程度 20%
 若任何一項不適用，比重將由其他項目按比例攤分。

「AEON Topvalu」（#4）、「moony」（#10）

及「MamyPoko」（#14）的吸濕比率也不

俗，同獲4點評分；「Bosomi」（#13）的吸

濕比率則最低，只有2點評分。

紙 尿 褲 樣 本 中 ，「 妮 飄 」

（# 2 0）的 吸 濕 比 率 最 高，獲 4 點

評 分，而「七 世 代 」（# 2 5）則 只 有 

2點評分。雖然「Bosomi」（#13）及「七世

尿片外層的指示線變色，有助家長

判斷是否需要更換尿片／褲。

代」（#25）樣本的吸濕比率相對

較低，但日常吸濕表現尚算可以。

此外，也測試了吸濕能力

（滑滲量，top-sheet run-off），

即將樣本放在斜台上，在樣本表

面倒上定量的溶液，然後量度沒有被

吸收的溶液的重量。結果顯示所有樣本

的吸濕能力都很好，溶液全部被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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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res 2歲已經去上

學前班，學校會訓練小朋友學懂如何

上廁所，每一兩個小時會帶小朋友去洗手

間，教他們自己除下紙尿褲，即使小肌肉未

能協調，順利除下尿褲，也讓他們先建立上

廁所的習慣。回家後，我們每隔兩小時也帶

他去洗手間，讓他熟悉這習慣。

Torres今年4歲，當然已懂得

說，「媽咪，我要poo poo！」

紙尿片一定要合身，

不合身的紙尿片可能會擦損

皮膚，或容易引起尿布疹。

揀
選小
貼士

各品牌的紙尿片的結構、

質感或大小略有不同，有些比較適合

寬大的臀部，有些適合瘦削的，而質

感也須適合嬰兒的皮膚，初用時宜先

買小包裝試用，比較不同品牌後，才

挑選最合適的給嬰兒使用。

膠貼不應與幼兒皮膚接

觸，以免拉起膠貼時傷害

幼兒幼嫩的皮膚

1

膠貼應在指定範圍使用，

錯貼會令幼兒不舒適。2

用後宜先利用膠貼封好，

才放入垃圾箱內。5膠貼不應沾上爽身粉、嬰

兒油、潤膚油等護膚產

品，否則可能影響黏力。
3

從幼兒的腰部和腿部伸手入

尿片，感受一下鬆緊度，如

太緊，應調整膠貼的位置。

4

使
用紙
尿片竅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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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專題

新款尿布怎樣用 ?
有些消費者會因幼兒皮膚過敏或環保因素考慮選擇尿

布。新式尿布普遍可以在大型百貨公司或嬰兒用品專門店找

到，一包有3至6條，尿布因要清洗和替換，一般所需數量會較

多。新款尿布通常連尿布褲使用，尿布褲每條售價約由數十元至

二百元不等，而替換尿布3至6條的售價約百多元，部分需摺疊後才使

用。

尿布褲有多款不同設計，一般最外層布料上有防水透氣膜，可以防

止尿液外漏，中間放上柔軟而吸水力強的布料。嬰兒排尿時，尿液快速被

吸水布料吸收，即使抵達外層，都會被防水透氣膜阻隔，因此不會弄污衣

服。使用時一般只需更換尿布便可，尿布褲若未弄濕可繼續穿着。

尿布和尿布褲均可於清洗後重複使用，雖然會耗用水和電，但不會製

造太多固體垃圾。有些新款尿布可因應嬰兒的尺碼調校腰圍和臀圍，可用時

間較長；有些則按年齡劃分尺碼。

尿布和紙尿片哪款較環保？
外地有研究顯示，用紙尿片的平均支出較尿布貴，而且紙尿片以多

種物料製造，使用後難以分解，佔用堆填區不少空間。

另一方面，尿布可重複使用，耗用較少材料，但清洗時需耗用較多

水和電，也要空間和時間晾掛，在潮濕的天氣下尿布較難乾透。到目前

為止，尿布和紙尿片何者較環保仍未有定論，然而2008年英國一個有關

尿布和紙尿片的生命周期評估報告顯示，假如家長用日光晾乾尿布以減

少用乾衣機、選用能源效益高的洗衣機型號、載滿一機衣物並用不高於

60℃的水洗衣等，使用尿布會較用紙尿片減少40%對環境的影響。

紙尿片和尿布各有優點，紙尿片較方便，家長可考慮外出或上學時用

紙尿片；在家則多用尿布，交替使用可兼得兩者的優點。

大多數樣本表面乾爽

只有 1 款回滲較嚴重

樣本吸收定量的溶液後，施加一定

壓力，再量度出現在尿片內的回滲溶液

量，得出樣本的表面乾爽程度。溶液量愈

高代表回滲愈嚴重，皮膚會較易接觸到

溶液。

結果顯示8款紙尿片樣本表現很好，

只有小量回滲，得5點評分，惟「Bosomi」

（#13）的表現較遜色，只有2.5點評分。所

有紙尿褲樣本都表現不俗。

尿布褲及替換的尿布均可清洗重用，

有助減少棄置尿片。

測試顯示，紙尿片樣本「幫寶適」（#2）和

「mannings」（#15）的膠貼黏力較強，有

4.5點評分；而「好奇」（#7）、「moony」

（#10）及「特惠牌」（#16）樣本的黏力則

較弱，只有2點評分，可能較易被拉開。紙

尿褲樣本中，只有「好奇」（#24）備有膠

貼，而且黏力不俗，其餘的樣本都用橡筋調

校大小而沒有膠貼。

酸鹼值符合標準

紙尿片或紙尿褲的物料若過酸或過

鹼，可能刺激嬰兒幼嫩的皮膚，令嬰兒感

到不舒適。測試結果顯示，所有樣本的酸

鹼值介乎6.0至7.5，符合內地標準GB/T 

28004-2011要求酸鹼值須在4.0至8.0之間

的範圍，不會過酸或過鹼。

僅1 款滲漏表現差

樣本吸收定量溶液後，施加一定壓

力，再量度透過防漏底膜滲漏到尿片外

的溶液量。若尿片出現滲漏，可能弄污衣

物和床單，影響衞生。只有「MamyPoko」

（#14）有輕微滲漏，其餘24款樣本都沒有

滲漏，獲5點評分。

膠貼黏力參差  2 款較好

紙尿片藉腰間的膠貼黏緊以防鬆脫，

膠貼須能牢固地黏着，以防輕易被拉開。

兩邊設有膠貼的紙尿褲，

除下時撕開膠貼便可。



紙尿片會否含化學物質影響
嬰兒健康？

紙尿片的結構並不簡單，接觸皮膚的

尿片內層通常由聚丙烯（polypropylene，

簡稱PP）亦即不織布所製，最外面的防漏

層普遍用聚乙烯（polyethylene，簡稱PE）

製造，中層則是紙漿和高吸水性聚合物

（superabsorbent polymers，簡稱SAP），

提供柔軟質感和吸水材料。在製作過程

中，某些工序可能用上化學物質，令人擔心

製成的紙尿片會否含有影響嬰兒健康的化

學物質。

以往有報道指紙尿片含有可影響

人體內分泌的有機錫化合物（organotin 

c o m p o u n d s）、有 害 物 質 如 PA H s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有

問題的偶氮染料（azo dyes），或接觸高吸

水性聚合物易令嬰兒皮膚過敏等。不過，

隨着各地對兒童用品的嚴格規管，現時對

紙尿片製造物料和過程的監控已相當先

進，不容許產生有害物質。

近年，外地有關紙尿片的研究及測

試顯示，在紙尿片檢出的有機錫化合物、

PAHs或偶氮染料的含量已十分微少甚或

檢不出。至於高吸水性聚合物因在紙尿片

中層，一般不會直接接觸到幼兒的皮膚，不

過，若因外力弄穿紙尿片面層令聚合物外

漏，由於這些聚合物的毒性低，即使嬰兒

吞下小量聚合物也毋須擔心影響健康。

與尿片相關的幼兒常見疾病：
尿布疹與尿道炎

嬰兒的皮膚較幼嫰，若長時間接觸

尿液、加上所用尿布或紙尿片不太透氣，潮

濕的環境容易滋生細菌，或皮膚受磨擦引

起刺激，令臀部常出現紅疹、痕癢等不適

情況，稱為尿布疹（diaper rash）。

根據衞生署基層醫療統籌處有關

兒童健康的資料，尿道炎（urinary tract 

infection）是常見的兒童疾病，是指輸尿路線

受細菌感染，可能受影響的範圍包括尿道、

膀胱、輸尿管和腎臟，影響約8%女童及2%

男童。3歲以下幼童若無故發燒，但沒有流感

或其他徵狀，家長要小心幼童是否患上尿道

炎。尿道炎主要由細菌感染引起，最常見的

是大腸桿菌感染，佔所有尿道炎的70%。尿

片若沾有糞便，細菌可能進入嬰兒尿道和膀

胱，導致尿道及膀胱發炎。此外，幼童尿道先

天性畸形或經常忍尿，也可導致尿道炎。

要預防尿布疹或尿道炎，家長應小心

護理嬰幼兒，尿片沾濕了或弄髒後要盡快更

專家意見
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科

學系榮譽助理教授黃明沁醫生

表示，嬰兒患上尿布疹的常見

原因之一，是小便中有阿摩尼亞

（ammonia），容易刺激嬰兒幼嫰

的皮膚，其二是尿片濕透後，潮濕

及昏暗的環境容易讓真菌滋生，皮膚

若受念珠菌（Candida）等真菌感染，亦

可能引致尿布疹。預防尿布疹，最佳方法

是勤換尿片，保持嬰兒的皮膚乾爽。紙尿

片或尿布的透濕或透氣程度佳，有助減低

嬰兒患尿布疹的機會。

若嬰兒有尿布疹，家長不用擔心，謹

記尿片或尿布沾濕或弄髒後，盡快更換，

清潔皮膚及洗澡後，用毛巾印乾，再在患

處塗上凡士林或含氧化鋅（zinc oxide）的

尿片的膠貼應貼在指定範圍。

以前做護士已很拿手換尿

片，不過，生完Torres之後，自己手部

的筋膜炎很嚴重，替他換片的時候，會請陪

月從旁協助，每次換片都會望一望有沒有尿疹

等徵狀，如果發現有少少紅疹，會替他搽上Zinc 

Oxide軟膏。

家中有一個容器，裝有清水，把棉花沾濕後，用

來替Torres抹乾淨屁股仔，便不怕引致皮膚

敏感。不得已的情況例如上街時，才用

即棄的濕巾，始終濕巾會有香

料和化學成分。



換，保持嬰兒臀部乾爽。宜用暖水及棉花

清洗弄污的臀部，沒有水時可用嬰兒濕紙

巾。清潔臀部及洗澡後，宜用毛巾印乾肌

膚，再塗抹隔離軟膏以保護皮膚。家長為

幼兒換尿片或清潔幼兒前，要先清潔雙

手，也要避免留長指甲以防指甲暗藏細菌

或弄損幼兒的皮膚。

測試顯示紙尿片及紙尿褲樣

本的品質與價錢沒有直接關係，全

部樣本都有足夠的吸濕能力，而且

防漏表現不俗。

17款紙尿片中，7款（#1至

#7）獲得4.5分總評，當中以「大

王」（#1）多項表現理想，吸濕比

率最高，而「幫寶適」（#2）的透濕

程度高，膠貼黏力強；售價方面，

則以「宝宝」（#6）及「AEON 

Topvalu」（#4）的平均每片售價相

對較便宜，分別是$1.5 和$1.9。

8款紙尿褲樣本中，有6款

（#18至#23）獲得4.5分總評，其

中「妮飄」（#20）的吸濕比率最高；

「菲比」（#23）則最便宜，平均

每條為$2.3。

選擇指 南

紙尿褲適合成長中開始學習

步行或活動較多的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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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軟膏以保護皮膚，將有改善，否則要

向醫生求診。

廠商意見
「幫寶適」（#2和#21）的代理商表

示該兩款產品已於今年4月推出升級新裝。

「妮飄」（樣本#3及#20）的代理商

表示，有關產品已於2016年6月轉換為藍

色新包裝，並以GENKI!作為新系列的名

稱。產品除改良質量，如提升尿片及尿褲

的柔軟度外，亦增設較闊的彈性腰圍，而

紙尿褲產品亦新增了尿濕顯示。

「Bosomi」（#13）的製造商表示，目

前紙尿片仍沒有國際標準的測試方法，每

家企業都有自己的試驗方法以檢定產品的

品質，紙尿片是按嬰兒的體型和使用方法

來評價，而使用的人工尿液濃度、每次用

量、時間間距、壓力和重複時間等條件都

對測試報告有影響。每個國家的生產工廠

的條件都有差異，如按吸收力、吸收速度、

乾爽性等項目，測試結果可能不一樣。該公

司稱在韓國當地，紙尿片是用安全特別法

管理，經安全測試認證後才會售賣；又指

產品的吸濕比率、表面乾爽程度、膠貼黏

力測試等均經品質測試和認證。

「mannings」（#15）的代理商向本會

提供該產品的測試報告副本，顯示該產品

已通過 ISO國際質量測試，不會對皮膚造

成刺激和引起過敏。該公司表示本會所採

用的透濕度測試方法，並沒有納入紙尿片

國家標準之內，乃是自行檢定的項目。該公

司會就相關結果作進一步研究，為產品來

年的優化作準備。該公司重申，該產品的安

全、品質和表現規格，符合本港法例和國家

標準要求，消費者可放心購買和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