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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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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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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專題

有充足的睡眠，方可消除疲

累，恢復體力。軟硬適中、承托力

足夠的床褥，更可預防腰酸背痛。

測試的25款雙人床褥對仰

臥、側臥及腰部的承托表現不一。

床褥常標榜有多年保養，測試發現

有些樣本於耐用程度測試後，軟硬

度出現變化，甚或被壓扁了。多達

11款的穩定程度不理想，或影響伴

侶睡眠！

雙人床褥仰臥承托較佳

有時候，睡着後，腦中仍靜不下來，

睡眠質素不太好，遇上拍戲的日

子，睡眠時間更只有兩三小時，若然

睡眠質素差便很辛苦，所以更需要

一張好的床褥。

以前尾龍骨曾經受傷，骨科醫生建

議我選擇硬身的床褥，習慣後，我

也覺得硬身的床褥承托比較好。

我有鼻敏感和哮喘，所以我最少每

個月翻一次床褥，更換床上用品，

保持衞生。 黃又南

 款易震動影響伴侶睡眠

11



546810. 2015 選擇

本會聯同國際消費者研究及試驗組

織，委託歐洲一所具豐富床褥測試經驗的

實驗室，測試25款厚薄不一的雙人床褥，

樣本量得的長度由187.5至196厘米（約6

呎3吋），闊度由135厘米至141.5厘米（約4

呎半），厚度則由19厘米至33.5厘米（即約

7.5吋至13吋）不等，大約售價由$2,599至

$13,380，當中包括13款連鎖彈簧（bonnell 

spring）、4款不鎖口彈簧（LFK spring）及

5款袋裝彈簧（pocket spring）床褥，另有

3款泡膠（foam）床褥。所有樣本均在香港

購買後運往歐洲測試。

測試項目和結果
17款通過煙頭及小火焰測試

參考歐洲標準EN 597-1及EN 597-2

評估各床褥樣本的防火性能，分別用3個煙

頭和小火燄引燃樣本，檢視樣本在接觸煙

頭及小火燄一段時間後，會否着火燃燒。

結果顯示17款樣本同時通過2項測

試，其餘8款只通過煙頭測試，未能通過小

火焰測試，表示該等樣本按

標準將小火焰接觸床

褥樣本一段時間，

然後移開，床褥

着火燃燒。

進行側臥測試時，先在參加測試者的

腰脊柱位置劃定5點，然後拍攝其側臥在床

褥樣本上的照片，並量度和計算該5點位置

與床褥樣本水平形成的角度和距離，從而計

算出側臥時床褥樣本承托身體的表現。

腰部承托測試是用兩個半球體模擬肩

膀及臀部在床褥樣本上施壓，然後量度床褥

樣本受壓下，兩個半球體之間位置的高低水

平差異，從而評估樣本承托腰部的表現是否

配合腰椎的弧度。

部分樣本仰臥承托表現不俗

在仰臥測試中，對體重較輕的女士來

說，「澳美斯」（#1）、「雅蘭」（#4）、「夢斯

藍」（#23）、「海馬牌」（#24）及「Sinomax」

（#25）的承托較佳，有4點半評分。對重磅

男士來說，「澳美斯」（#1）、「雅蘭」（#4）、

「貝特詩」（#14）及「海馬牌」（#24）的承

托較佳，有4點半評分；但「雅芳婷」（#10）、

「蓆夢思」（#13）、「歐化寶」（#15）、

「Nicolo」（#21）及「絲漣」（#22）的仰臥承

托則較遜色，只有兩點半評分。

側臥測試中，「Arthur Martin」（#18）

對輕磅女士的承托表現較佳，獲4點評分，

而「無印良品」（#2）、「雅蘭」（#4）、「金

美夢」（#5）及「斯林百蘭」（#12）亦表現不

俗，獲3點半評分，「夢斯藍」（#23）的樣本

表現遜色，只得2點評分；對重磅男士來說，

側臥承托表現較佳的樣本是「舒達」（#3）、

「蓆夢思」（#13）及「愛皇健」（#19）有3點

半評分，表現較差的是「歐化寶」（#15）只有

2點半評分。

未能通過小火焰測試的樣本。

根據本港法例，家用床褥只須通過

煙頭測試而毋須通過小火焰測試。換言

之，所有樣本的防火測試結果均符合本港

的法例要求，只是在防火程度上有分別。本

會加入小火焰測試的目的，是探究樣本間

防火能力上的差異，消費者若有需要，例如

較着意防火安全，可選擇通過較嚴格的小

火焰測試的型號。至於在酒店、賓館、院舍

或學生宿舍等多人用的公用場所提供的床

褥或其他布藝家具則必須符合較嚴謹的小

火焰及/或其他較嚴格的防火測試。

切記不要在床上吸煙或在附近燃

點易燃物

雖然測試的床褥樣本全部通過煙頭

測試，但消費者不應掉以輕心，要時常留意

火種，切勿在床上吸煙，亦不要在無人看

管下在床的附近燃點蠟燭、香薰爐、蚊香

或艾灸。

承托表現

檢測身體仰臥及側臥時樣本的承托

力（body support），以及對腰部的承托

（lumbar support）。分別由身高1.91米、

體重104公斤的男士及身高1.55米、體重

54公斤的女士進行測試，先在簇新的床褥

樣本進行仰臥及側臥測試，在樣本經耐用

測試後，再重複仰臥及側臥測試。

仰臥測試量度身體不同部位包括

頭、肩膀、身軀、臀部及足踝等令

床褥樣本受壓下陷的幅度，

以及頭部、身驅等部位

與預設點的距離和角

度，然後綜合計算出

仰臥時床褥樣本承

托身體的表現。

雙人床褥仰臥承托較佳

 款易震動影響伴侶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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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

硬 軟

硬

硬

硬

中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1 澳美斯 Emmas 
 波奴 Purnulu

9 富豪 Vono
 智能呵背 
 Ergobed 800 Plus

2 無印良品 Muji  
 邦內爾彈簧床褥  
 Bonnel Spring Mattress 

14 貝特詩 Bedder Zleep
 貝麗絲 Palace

20 寶富麗 Profilia 
 總統特硬床褥 President

23 夢斯藍 Moncila 
 舒柔歐陸床褥 
 Eurolife Mattress

8 睡康寧 Suzuranbed
 冬暖夏涼床褥 
 Comfort Collection Mattress

3 舒達 Serta  
 薄裝澳絲汀 Slim Austin

19 愛皇健 King Koil 
 保美姿 Posture Bond

21 Nicolo
 舒爽記憶棉床褥  
 Multi Touch  MT3000

15 歐化寶 Ulfenbo
 健絲寶獨立袋裝彈簧健康床褥  
 Silky Touch Healthy Mattress

13 蓆夢思 Simmons
 巴拿馬床褥 Panama

7 喜居樂  Hekura
 乳膠護脊型 Latex King 
 Natural Latex Layer 

彈簧床褥

非彈簧床褥

中度 中度

25 Sinomax 

 金裝太空魔方床褥   
 Magic Unit Relieving 
 Mattress Deluxe

24 海馬牌  Sea Horse
 複式床褥 Foam Mattress

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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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

硬

軟

硬

硬

中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10 雅芳婷 A-Fontane
 皇室伯爵床褥 
 Noble Earl Mattress 

4 雅蘭 Airland
 雅柏床褥 Cypress

12 斯林百蘭 Slumberland
 御爵 Royal Senses

22 絲漣 Sealy
 帝梵床褥 Knightsbridge

18 Arthur Martin
 竹碳健脊床褥 PH-1000

6 宜家家居 Ikea
 Hovag 特級承托袋裝彈簧床褥  
 Pocket Spring Mattress - Firm

11 金寶麗 Goldfully 
 銀離子五段床褥 Silver Plus  
 Super Health Mattress GSV 103

17 睡舒適 Therapeutics 
 銀離子五段式彈簧 AG+500 

5 金美夢 Sweetdream
 爽健護脊床褥 Adaptive

中度

16 家樂 Calo
 海王星 Neptune

睡覺的時候，我通常會側身

曲膝，好像回到媽媽懷孕時

的胚胎狀態，對我來說，是

最容易入睡的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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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結果顯示，部分仰臥時承托較佳

的樣本於側臥的表現平平，有些則仰臥或側

臥分別不大，消費者應按自己常用的睡姿考

慮，買床褥時宜親身試睡，感受一下承托力

是否符合自己的體重及身型後才決定。

腰部承托方面，6款樣本於測試時

量得床褥表面在腰部位置下沉較少，對腰

部承托的表現較好，得4點評分，分別是

「舒達」（#3）、「睡康寧」（#8）、「蓆夢

思」（#13）、「歐化寶」（#15）、「Nicolo」

（#21）及「Sinomax」（#25）；而5款樣本

（#2、#7、#10、#19及#20）的表現則較遜

色，只得2點半或2點評分。

舒適度測試
炎夏時，若床褥的透濕和散熱程度不

佳會令用者不舒服，有機會影響睡眠。舒適

度測試包括透濕、散熱和床褥的穩定程度。

透濕

把床褥樣本擺放在室溫37℃及相對

濕度50％的環境，用模擬人體體溫（37℃）

和濕度（99%）的含水分儀器緊貼床褥表

面，儀器只能透過這表面透濕，10小時後量

度儀器流失水分的總重量，以反映樣本的透

濕能力。

測試顯示大部分樣本的透濕程度都

不俗，其中以「澳美斯」（#1）、「宜家家居」

（#6）、「蓆夢思」（#13）、「貝特詩」（#14）

及「愛皇健」（#19）的透濕表現較佳，有5

點評分，「Nicolo」（#21）樣本的透濕表現

較差，只有2點半評分。

散熱

床褥樣本擺放在室溫0℃及相對濕度

50％的環境下，用模擬人體體溫37℃的儀

器緊貼樣本表面，只有這接觸面可散熱，

10小時後量度期間維持該儀器於37℃所

需的總輸入電能，以反映床褥樣本的散熱

/保溫能力，並按散熱能力由高至低，將樣

本評為「清涼」（cool）、「一般」（normal）

或「溫暖」（warm）三個級別。

22款彈簧床褥中，15款被評為「清

涼」，7款為「一般」。3款非彈簧床褥則全

被評為「一般」，沒有樣本屬於「溫暖」級

別。怕熱的人可能較喜歡使用評為「清涼」

的樣本。

基於衞生和保養的考慮，消費者往往

會在床褥上舖上保護墊、床單或床罩等床

上用品，床褥的透濕或散熱程度因而或多

或少受到影響。

穩定程度

用一個視波器檢視床褥樣本在一個

重17.5公斤的物體衝擊下所引起的震動至

平息的情況，模擬樣本於用者上床、起床

或轉身時所受的影響。床褥在人體移動時

若震動太多，表示床褥的緩衝能力不足，可

能影響睡眠，震動太少則表示床褥回彈力

不佳。

多達11款穩定程度不理想

或影響伴侶睡眠

測試顯示，穩定程度較佳的包括

「宜家家居」（#6）、「斯林百蘭」（#12）

及「Nicolo」（#21），獲4點半評分。5款樣

本（#1、#3、#4、#20及#22）只得1點半評

分，另有6款樣本（#2、#5、#7、#9、#16及

#18）更因量得震動次數過多而只得1點評

分。如果伴侶睡覺時特別容易受到床褥震

動的影響，這項測試結果值得參考。

耐用程度

測試參考歐洲標準EN 1957，將約

重140公斤的滾筒在床褥樣本來回滾動

30,000次，模擬樣本使用若干年後的耐

用程度，然後檢視床褥長期重複載荷受壓

的承受能力，包括軟硬度變化（firmness 

changes）、厚度變化（height loss）、使用

後狀態及承托身體表現的變化。

測試後所有樣本會被切開，以檢視組

成床褥的物料、層數及其主要結構是連鎖

彈簧、袋裝彈簧抑或泡膠，彈簧或組成物

料是否有耗損。

仰臥測試，量度身體不同部

位令床褥樣本受壓下陷的幅

度，以及頭部、身驅及腿部

與特定位置的角度，從而計

算樣本承托身體的表現。

穩定程度 測試是用視 波

器檢視床褥樣本在一個重

17.5 公斤的物體衝擊下所

引起的震動至平息的情況，

模擬樣本於用者上床、起

床或轉身時所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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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褥耗損

耐用測試後，檢視床褥樣本有沒有

耗損。結果發現大部分床褥物料均沒有耗

損，只有「斯林百蘭」（#12）樣本面料下的

墊層有撕裂情況，評分因而較低。

避免時常坐於床邊或在床褥上跳動，

以免該部分過度受壓。每天睡醒後，不應

馬上整理床舖，讓床褥透氣一段時間再整

理。此外，最好每三數個月將床褥前後調

轉或上下翻轉（未必適用於單面軟墊的型

號），這樣循環反覆可讓濕氣排出，也讓長

時間受壓的地方回復彈性。將床褥置於陰

涼通風處或用抽濕機保持床褥乾爽，有助

保持床褥清潔。

選購貼士
床褥軟硬度沒有統一標準

床褥的軟硬度目前並沒有統一的標

準，事實上人體感覺的硬度也是相對性

的。床褥並非越硬越好，過硬會令身體支

點壓力增加，可能妨礙身體部分位置的血

液循環，令用者感到不舒服；過軟則可能腰

部承托力不足，容易令腰背姿勢不佳，長期

使用易出腰背毛病。由於對軟硬度的感覺、

身型體重、睡眠習慣及喜好各人不同，用者

宜參考床褥的硬度評級，再按個人的意向

選擇軟硬度配合自己身型和體重的型號。

親身試睡

選購時不要只用手試按幾次或坐於

床邊來判斷床褥的軟硬。現時不少店舖或

陳列專區都容許顧客試睡，不要白白放棄

試睡的權利。試睡時最好穿上鬆身的衣服

及用上充足的時間，試用常用的睡姿，例

如仰睡、側睡或轉身數次，留意床褥給身

體各部位的貼服及舒適程度。

一般來說，床褥物料或需添加阻燃劑（flame retardants）來提高防火效果。有研究顯

示，部分鹵化阻燃劑（halogenated flame retardants）可能對環境或人體有不良影響，例如

在空氣、水、泥土等環境中難以分解，生物攝入後易累積於體內，而人體過量攝入，可能干

擾內分泌系統或影響生長。市面所售的床褥產品多數沒有標示所用阻燃劑的名稱及相關資

料，本會分別向各代理商查詢，部分稱沒有使用阻燃劑，部分提供資料說明所用的阻燃劑

符合環保紡織品標準，或提供測試報告顯示檢不出相關的阻燃劑，部分則在出版前未能回

覆。本會呼籲供應商若用上阻燃劑，宜標示成分名稱等資料，讓消費者掌握資料作選擇。

用床單、床罩等床上用品覆蓋床褥或有助減少直接接觸阻燃劑。另外，消費者應保持

家居清潔，以及在整理床上用品或調換床褥位置時避免吸入可能剝落的阻燃劑和塵埃。   

長期接觸阻燃劑或可能影響健康

耐用測試後，樣本 #12 面布下的墊層有撕裂。

3 款軟硬度變化較大

根 據 量 得 的 硬 度 數 據，9 款 樣

本評為「硬」（hard），14款為「中度」

（medium），2款為「軟」（soft）。數據顯

示，大部分床褥樣本在耐用程度測試後

的軟硬度有變化，其中「Arthur Martin」

（#18）的樣本軟硬度數據變化較大，只

得2點評分，其次是「貝特詩」（#14）及

「Nicolo」（#21）得2點半評分。

3 款樣本遭壓扁

大部分床褥樣本受壓30,000次後遭

壓扁，當中最厚的「絲漣」（#22）在測試

後厚度減少逾15毫米，兩面有棉墊的「愛

皇健」（#19）逾11毫米，「寶富麗」（#20）

則逾10毫米；變化較小的是「宜家家居」

（#6）、「富豪」（#9）及「海馬牌」（#24），

厚度減幅都在2毫米或以下；其餘樣本的厚

度變化介乎2.4毫米至8.1毫米之間。

耐用程度測試是將約重 140 公斤的滾筒在床褥樣

本來回滾動 30,000 次，然後檢視床褥對長期重複

載荷受壓的承受能力。

封面專題

仰臥承托變化較大

耐用測試後，部分樣本的仰臥承托力

下降，以「Nicolo」（#21）的承托力下降較

大，其次是樣本#13、#15及#17，承托力同

樣有所下降。所有樣本的側卧承托力均變

化不大。

如何保養床褥？
無論是彈簧抑或非彈簧床褥，使用一

段長時間後，都可能出現局部下陷，物料不

易恢復彈性，而且人體排出的濕氣或汗水

可能弄髒床褥內襯墊或令材料發霉或變色

等。建議在床褥外套上床褥保護墊，並定時

清洗保護墊，去除異味及濕氣，保持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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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人床褥測試結果
編
號

牌子
型號/產品資料 

[1]
大約售價 

[2]

彈簧種類/
主要承托

物料

聲稱 
來源地

重量 
(公斤) 

[3]

尺寸(厘米) [3]  防火能力[4]         承托表現 [5] 舒適度 耐用程度 [10]
總評 
[11]長度 闊度 厚度 煙頭 小火焰

仰臥 側臥 腰部承托 
[6]

透濕 
[7]

散熱 
[8]

穩定程度 
[9]

硬度 
評級

軟硬度 
變化

厚度 
變化

使用後 
的狀態

 承托表現的變化

女 男 女 男 仰臥 側臥

　彈簧床褥

1 澳美斯 
Emmas 

波奴 Purnulu $3,419 連鎖彈簧 中國 31.0 187.5 135.5 21.5 ✓ ✓ ●●●●0 ●●●●0 ●●● ●●● ●●●0 ●●●●● 清涼 ●0 硬 ●●●● ●●●● ●●●●● ●●●●● ●●●●● ★★★★

2 無印良品 
Muji

邦內爾彈簧床褥  
Bonnel Spring Mattress $2,800△ 連鎖彈簧

馬來
西亞

29.8 196.0 141.5 19.0 ✓ ✓ ●●●● ●●●0 ●●●0 ●●● ●●0 ●●●● 清涼 ● 硬 ●●●●● ●●●● ●●●●● ●●●●● ●●●●● ★★★★

3 舒達 Serta 薄裝澳絲汀 Slim Austin $13,380 不鎖口彈簧 中國 30.8 192.0 138.5 26.5 ✓ 不滿意 ●●●● ●●●0 ●●● ●●●0 ●●●● ●●●●0 清涼 ●0 中度 ●●●●0 ●●●● ●●●●● ●●●●● ●●●●● ★★★★
4 雅蘭 Airland 雅柏床褥 Cypress $4,080 連鎖彈簧 中國 29.7 191.0 138.0 23.5 ✓ 不滿意 ●●●●0 ●●●●0 ●●●0 ●●● ●●● ●●●●0 清涼 ●0 硬 ●●● ●●●●0 ●●●●● ●●●●● ●●●●● ★★★★

5 金美夢 
Sweetdream

爽健護脊床褥 Adaptive $3,311 連鎖彈簧 中國 34.5 190.0 136.5 22.5 ✓ ✓ ●●●● ●●●● ●●●0 ●●● ●●● ●●●● 清涼 ● 硬 ●●●●0 ●●●● ●●●●● ●●●●0 ●●●●● ★★★★

6 宜家家居 
Ikea

Hovag 特級承托袋裝彈簧床褥
Pocket Spring Mattress - Firm $2,990△ 袋裝彈簧 中國 25.2 190.5 135.0 25.5 ✓ 不滿意 ●●●0 ●●● ●●0 ●●● ●●●0 ●●●●● 一般 ●●●●0 中度 ●●●● ●●●●● ●●●●● ●●●● ●●●●● ★★★★

7 喜居樂 
Hekura

乳膠護脊型 Latex King 
Natural Latex Layer $2,936 連鎖彈簧 中國 32.9 191.0 137.5 22.0 ✓ ✓ ●●●● ●●●● ●●● ●●● ●●0 ●●●●0 清涼 ● 硬 ●●●● ●●●● ●●●●● ●●●●● ●●●●● ★★★★

8 睡康寧 
Suzuranbed

冬暖夏涼床褥* 
Comfort Collection Mattress $5,990 連鎖彈簧 中國 36.7 191.5 138.0 27.5 ✓ ✓ ●●● ●●●0 ●●● ●●● ●●●● ●●●● 清涼 ●●0 中度 ●●●●0 ●●● ●●●●● ●●●●0 ●●●●● ★★★★

9 富豪 Vono
智能呵背  
Ergobed 800 Plus $3,900 不鎖口彈簧

馬來
西亞

30.2 190.0 138.0 27.5 ✓ ✓ ●●●● ●●●0 ●●● ●●0 ●●●0 ●●●●0 一般 ● 中度 ●●●● ●●●●● ●●●●● ●●●● ●●●●● ★★★1

10 雅芳婷 
A-Fontane

皇室伯爵床褥 
Noble Earl Mattress $4,636 袋裝彈簧 中國 34.2 192.0 138.5 27.5 ✓ ✓ ●●●0 ●●0 ●●● ●●● ●● ●●●0 清涼 ●●●0 中度 ●●●●0 ●●●●0 ●●●●● ●●●● ●●●●● ★★★1

11 金寶麗 
Goldfully 

銀離子五段床褥  
Silver Plus Super Health Mattress 
GSV 103

$2,888 連鎖彈簧 中國 29.0 191.5 138.0 25.0 ✓ 不滿意 ●●●0 ●●●0 ●●● ●●● ●●●0 ●●●● 清涼 ●●●0 中度 ●●● ●●●● ●●●●● ●●●● ●●●●● ★★★1

12 斯林百蘭 
Slumberland

御爵 Royal Senses $11,270 不鎖口彈簧
馬來
西亞

36.0 190.5 137.0 28.5 ✓ ✓ ●●●0 ●●● ●●●0 ●●● ●●●0 ●●●●0 一般 ●●●●0 中度 ●●●● ●●● ●●●0▼ ●●●● ●●●●● ★★★1

13 蓆夢思 
Simmons

巴拿馬床褥 Panama $7,792 袋裝彈簧 中國 37.8 189.5 138.0 25.5 ✓ ✓ ●●●0 ●●0 ●●0 ●●●0 ●●●● ●●●●● 一般 ●●●● 中度 ●●●0 ●●●●0 ●●●●● ●●●0 ●●●●● ★★★1

14 貝特詩
Bedder Zleep

貝麗絲 Palace $3,482 連鎖彈簧 中國 23.4 188.0 136.0 23.0 ✓ 不滿意 ●●●● ●●●●0 ●●● ●●● ●●●0 ●●●●● 清涼 ●● 硬 ●●0 ●●● ●●●●● ●●●●0 ●●●●● ★★★1

15 歐化寶 
Ulfenbo

健絲寶獨立袋裝彈簧健康床褥  
Silky Touch Healthy Mattress $5,534 袋裝彈簧 台灣 30.8 189.0 137.0 26.0 ✓ ✓ ●●● ●●0 ●●0 ●● ●●●● ●●●0 清涼 ●●●0 軟 ●●●●● ●●●● ●●●●● ●●●0 ●●●●● ★★★1

16 家樂 Calo 海王星 Neptune $2,800 連鎖彈簧 中國 31.3 187.5 137.0 24.0 ✓ 不滿意 ●●●● ●●● ●●● ●●● ●●● ●●●0 清涼 ● 中度 ●●●● ●●●0 ●●●●● ●●●●0 ●●●●● ★★★1

17 睡舒適 
Therapeutics 

銀離子五段式彈簧 AG+500 $5,099 連鎖彈簧 中國 33.5 190.5 137.0 23.0 ✓ 不滿意 ●●●0 ●●●0 ●●● ●●● ●●● ●●●0 清涼 ●● 硬 ●●●● ●●● ●●●●● ●●●0 ●●●●● ★★★1

18 Arthur 
Martin

竹碳健脊床褥 PH-1000 $2,599 連鎖彈簧 中國 32.0 191.0 137.5 26.5 ✓ ✓ ●●●● ●●●0 ●●●● ●●0 ●●● ●●●●0 清涼 ● 硬 ●● ●●●● ●●●●● ●●●●0 ●●●●● ★★★1

19 愛皇健 
King Koil 

保美姿 Posture Bond $9,000 連鎖彈簧 台灣 41.8 191.0 138.0 25.5 ✓ ✓ ●●●0 ●●● ●●● ●●●0 ●●0 ●●●●● 清涼 ●●0 中度 ●●●● ●0 ●●●●● ●●●●0 ●●●●● ★★★1

20 寶富麗 
Profilia 

總統特硬床褥 President $3,980 連鎖彈簧 中國 36.2 189.5 136.5 25.5 ✓ 不滿意 ●●●● ●●●● ●●● ●●● ●●0 ●●●● 一般 ●0 硬 ●●●●0 ●● ●●●●● ●●●●0 ●●●●● ★★★1

21 Nicolo
舒爽記憶棉床褥  
Multi Touch  MT3000 $3,769 袋裝彈簧 中國 37.2 189.0 138.0 30.0 ✓ ✓ ●●●0 ●●0 ●●● ●●0 ●●●● ●●0 一般 ●●●●0 中度 ●●0 ●●●●0 ●●●●● ●●0 ●●●●● ★★★

22 絲漣 Sealy 帝梵床褥 Knightsbridge $9,132 不鎖口彈簧 泰國 45.8 191.5 137.0 33.5 ✓ ✓ ●●●0 ●●0 ●●● ●●0 ●●●0 ●●●● 一般 ●0 軟 ●●●● ● ●●●●● ●●●● ●●●●● ★★★
　非彈簧床褥 

23 夢斯藍 
Moncila

舒柔歐陸床褥 
Eurolife Mattress $2,772 泡膠 中國 34.4 192.5 138.5 23.5 ✓ ✓ ●●●●0 ●●●● ●● ●●● ●●● ●●●● 一般 ●●●0 中度 ●●●●● ●●●●0 ●●●●● ●●●●0 ●●●●● ★★★★

24 海馬牌 
Sea Horse

複式床褥 Foam Mattress $3,739 泡膠 中國 29.8 192.0 138.0 21.0 ✓ ✓ ●●●●0 ●●●●0 ●●● ●●● ●●●0 ●●●● 一般 ●●● 中度 ●●● ●●●●● ●●●●● ●●●●0 ●●●●● ★★★★

25 Sinomax
金裝太空魔方床褥 ** 
Magic Unit Relieving Mattress 
Deluxe

$7,799 泡膠 中國 23.9 194.0 139.5 21.0 ✓ ✓ ●●●●0 ●●●● ●●● ●●0 ●●●● ●●●0 一般 ●●●0 中度 ●●●0 ●●●●0 ●●●●● ●●●● ●●●●● ★★★★

 

註 [3] 重量和床褥尺寸均由實驗室量得。

[4] 煙頭測試參考歐洲標準EN597-1檢測。
 小火焰測試參考歐洲標準EN597-2檢測。
 本港法例下，家用床褥只須通過煙頭測試，毋須通過小火焰測試。
 ✓：滿意     

[5] 由兩名不同體重及身型的男女進行測試，先在簇新的床褥樣本進行
仰臥及側臥測試，樣本經耐用測試後，再次進行仰臥及側臥測試。

 仰臥時，量度身體不同部位令床褥樣本受壓下陷的幅度，以及頭部、
身驅及腿部與特定位置的角度，從而計算樣本承托身體的表現。 
側臥時，先在人體背部腰脊柱位置劃定5點，然後側臥在床褥樣本
上，拍照後，量度和計算該5點位置和床褥水平的角度和距離，從而
計算樣本承托身體的表現。    

[6] 用兩個半球體模擬臀部及肩膀於床褥樣本上施壓，量度兩個儀器
之間的位置的高低水平，從而評估樣本承托腰部的表現。 

[7] 在室溫37℃及相對濕度50％的環境下，用模擬人體體溫（37℃）
和濕度（99%）的含水分儀器緊貼床褥表面，設計成只可透過這表
面透濕，10小時後量度儀器流失水分的總重量，反映樣本的透濕
性能。 

[8] 在室溫0℃及相對濕度50％的環境下，用模擬人體體溫37℃的儀
器緊貼床褥表面，其餘的表面盡量保溫，令只有接觸樣本的表面
可散熱，10小時後量度期間維持該儀器於37℃所需的總輸入電
能，反映樣本的散熱/保溫性能。   

[9] 用視波器檢視床褥樣本被一個重17.5公斤的物件衝擊下引起的
震動至回復平靜的情況，模擬樣本於用者上床、起床或轉身時所
受的影響。

[10] 參考歐洲標準EN1957，用滾筒在床褥樣本來回壓30,000次，檢視
樣本的軟硬度和厚度變化，以及使用後樣本的狀態，例如彈簧和
床褥物料有否損耗等，又按量得的數據為床褥樣本的硬度評級。 
▼ 耐用測試後發現面布下的墊層有撕裂。

[11] 總評比重如下：     
防火能力 2.5%    
承托表現 46.0%    
舒適度 11.5%    
耐用程度 40.0% 

●/★愈多表示該項目表現愈佳，最多5●或★。

[1] 除樣本#2及#6外，所有樣本訂購時要求的長度和闊度為6呎3吋x4呎半，
樣本#2標示的長度及闊度分別為195厘米及140厘米，樣本#6則為189厘
米及135厘米。

 * 床褥附可兩面用的墊層，一面為草蓆織物，另一面為布料及羊毛。 
 測試時用羊毛製的一邊進行。

 ** 產品中間有六個可兩面用的墊層，一邊較硬，一邊較軟，測試時用 
 較軟的一邊進行。

[2] 本會於出版前由巿場調查所得的售價，不同地區的零售商或不同推廣時
間的售價會有差異，只供參考。#18的零售商已結業，售價是本會購買時
的價錢。

 △ 送貨服務另外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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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人床褥測試結果
編
號

牌子
型號/產品資料 

[1]
大約售價 

[2]

彈簧種類/
主要承托

物料

聲稱 
來源地

重量 
(公斤) 

[3]

尺寸(厘米) [3]  防火能力[4]         承托表現 [5] 舒適度 耐用程度 [10]
總評 
[11]長度 闊度 厚度 煙頭 小火焰

仰臥 側臥 腰部承托 
[6]

透濕 
[7]

散熱 
[8]

穩定程度 
[9]

硬度 
評級

軟硬度 
變化

厚度 
變化

使用後 
的狀態

 承托表現的變化

女 男 女 男 仰臥 側臥

　彈簧床褥

1 澳美斯 
Emmas 

波奴 Purnulu $3,419 連鎖彈簧 中國 31.0 187.5 135.5 21.5 ✓ ✓ ●●●●0 ●●●●0 ●●● ●●● ●●●0 ●●●●● 清涼 ●0 硬 ●●●● ●●●● ●●●●● ●●●●● ●●●●● ★★★★

2 無印良品 
Muji

邦內爾彈簧床褥  
Bonnel Spring Mattress $2,800△ 連鎖彈簧

馬來
西亞

29.8 196.0 141.5 19.0 ✓ ✓ ●●●● ●●●0 ●●●0 ●●● ●●0 ●●●● 清涼 ● 硬 ●●●●● ●●●● ●●●●● ●●●●● ●●●●● ★★★★

3 舒達 Serta 薄裝澳絲汀 Slim Austin $13,380 不鎖口彈簧 中國 30.8 192.0 138.5 26.5 ✓ 不滿意 ●●●● ●●●0 ●●● ●●●0 ●●●● ●●●●0 清涼 ●0 中度 ●●●●0 ●●●● ●●●●● ●●●●● ●●●●● ★★★★
4 雅蘭 Airland 雅柏床褥 Cypress $4,080 連鎖彈簧 中國 29.7 191.0 138.0 23.5 ✓ 不滿意 ●●●●0 ●●●●0 ●●●0 ●●● ●●● ●●●●0 清涼 ●0 硬 ●●● ●●●●0 ●●●●● ●●●●● ●●●●● ★★★★

5 金美夢 
Sweetdream

爽健護脊床褥 Adaptive $3,311 連鎖彈簧 中國 34.5 190.0 136.5 22.5 ✓ ✓ ●●●● ●●●● ●●●0 ●●● ●●● ●●●● 清涼 ● 硬 ●●●●0 ●●●● ●●●●● ●●●●0 ●●●●● ★★★★

6 宜家家居 
Ikea

Hovag 特級承托袋裝彈簧床褥
Pocket Spring Mattress - Firm $2,990△ 袋裝彈簧 中國 25.2 190.5 135.0 25.5 ✓ 不滿意 ●●●0 ●●● ●●0 ●●● ●●●0 ●●●●● 一般 ●●●●0 中度 ●●●● ●●●●● ●●●●● ●●●● ●●●●● ★★★★

7 喜居樂 
Hekura

乳膠護脊型 Latex King 
Natural Latex Layer $2,936 連鎖彈簧 中國 32.9 191.0 137.5 22.0 ✓ ✓ ●●●● ●●●● ●●● ●●● ●●0 ●●●●0 清涼 ● 硬 ●●●● ●●●● ●●●●● ●●●●● ●●●●● ★★★★

8 睡康寧 
Suzuranbed

冬暖夏涼床褥* 
Comfort Collection Mattress $5,990 連鎖彈簧 中國 36.7 191.5 138.0 27.5 ✓ ✓ ●●● ●●●0 ●●● ●●● ●●●● ●●●● 清涼 ●●0 中度 ●●●●0 ●●● ●●●●● ●●●●0 ●●●●● ★★★★

9 富豪 Vono
智能呵背  
Ergobed 800 Plus $3,900 不鎖口彈簧

馬來
西亞

30.2 190.0 138.0 27.5 ✓ ✓ ●●●● ●●●0 ●●● ●●0 ●●●0 ●●●●0 一般 ● 中度 ●●●● ●●●●● ●●●●● ●●●● ●●●●● ★★★1

10 雅芳婷 
A-Fontane

皇室伯爵床褥 
Noble Earl Mattress $4,636 袋裝彈簧 中國 34.2 192.0 138.5 27.5 ✓ ✓ ●●●0 ●●0 ●●● ●●● ●● ●●●0 清涼 ●●●0 中度 ●●●●0 ●●●●0 ●●●●● ●●●● ●●●●● ★★★1

11 金寶麗 
Goldfully 

銀離子五段床褥  
Silver Plus Super Health Mattress 
GSV 103

$2,888 連鎖彈簧 中國 29.0 191.5 138.0 25.0 ✓ 不滿意 ●●●0 ●●●0 ●●● ●●● ●●●0 ●●●● 清涼 ●●●0 中度 ●●● ●●●● ●●●●● ●●●● ●●●●● ★★★1

12 斯林百蘭 
Slumberland

御爵 Royal Senses $11,270 不鎖口彈簧
馬來
西亞

36.0 190.5 137.0 28.5 ✓ ✓ ●●●0 ●●● ●●●0 ●●● ●●●0 ●●●●0 一般 ●●●●0 中度 ●●●● ●●● ●●●0▼ ●●●● ●●●●● ★★★1

13 蓆夢思 
Simmons

巴拿馬床褥 Panama $7,792 袋裝彈簧 中國 37.8 189.5 138.0 25.5 ✓ ✓ ●●●0 ●●0 ●●0 ●●●0 ●●●● ●●●●● 一般 ●●●● 中度 ●●●0 ●●●●0 ●●●●● ●●●0 ●●●●● ★★★1

14 貝特詩
Bedder Zleep

貝麗絲 Palace $3,482 連鎖彈簧 中國 23.4 188.0 136.0 23.0 ✓ 不滿意 ●●●● ●●●●0 ●●● ●●● ●●●0 ●●●●● 清涼 ●● 硬 ●●0 ●●● ●●●●● ●●●●0 ●●●●● ★★★1

15 歐化寶 
Ulfenbo

健絲寶獨立袋裝彈簧健康床褥  
Silky Touch Healthy Mattress $5,534 袋裝彈簧 台灣 30.8 189.0 137.0 26.0 ✓ ✓ ●●● ●●0 ●●0 ●● ●●●● ●●●0 清涼 ●●●0 軟 ●●●●● ●●●● ●●●●● ●●●0 ●●●●● ★★★1

16 家樂 Calo 海王星 Neptune $2,800 連鎖彈簧 中國 31.3 187.5 137.0 24.0 ✓ 不滿意 ●●●● ●●● ●●● ●●● ●●● ●●●0 清涼 ● 中度 ●●●● ●●●0 ●●●●● ●●●●0 ●●●●● ★★★1

17 睡舒適 
Therapeutics 

銀離子五段式彈簧 AG+500 $5,099 連鎖彈簧 中國 33.5 190.5 137.0 23.0 ✓ 不滿意 ●●●0 ●●●0 ●●● ●●● ●●● ●●●0 清涼 ●● 硬 ●●●● ●●● ●●●●● ●●●0 ●●●●● ★★★1

18 Arthur 
Martin

竹碳健脊床褥 PH-1000 $2,599 連鎖彈簧 中國 32.0 191.0 137.5 26.5 ✓ ✓ ●●●● ●●●0 ●●●● ●●0 ●●● ●●●●0 清涼 ● 硬 ●● ●●●● ●●●●● ●●●●0 ●●●●● ★★★1

19 愛皇健 
King Koil 

保美姿 Posture Bond $9,000 連鎖彈簧 台灣 41.8 191.0 138.0 25.5 ✓ ✓ ●●●0 ●●● ●●● ●●●0 ●●0 ●●●●● 清涼 ●●0 中度 ●●●● ●0 ●●●●● ●●●●0 ●●●●● ★★★1

20 寶富麗 
Profilia 

總統特硬床褥 President $3,980 連鎖彈簧 中國 36.2 189.5 136.5 25.5 ✓ 不滿意 ●●●● ●●●● ●●● ●●● ●●0 ●●●● 一般 ●0 硬 ●●●●0 ●● ●●●●● ●●●●0 ●●●●● ★★★1

21 Nicolo
舒爽記憶棉床褥  
Multi Touch  MT3000 $3,769 袋裝彈簧 中國 37.2 189.0 138.0 30.0 ✓ ✓ ●●●0 ●●0 ●●● ●●0 ●●●● ●●0 一般 ●●●●0 中度 ●●0 ●●●●0 ●●●●● ●●0 ●●●●● ★★★

22 絲漣 Sealy 帝梵床褥 Knightsbridge $9,132 不鎖口彈簧 泰國 45.8 191.5 137.0 33.5 ✓ ✓ ●●●0 ●●0 ●●● ●●0 ●●●0 ●●●● 一般 ●0 軟 ●●●● ● ●●●●● ●●●● ●●●●● ★★★
　非彈簧床褥 

23 夢斯藍 
Moncila

舒柔歐陸床褥 
Eurolife Mattress $2,772 泡膠 中國 34.4 192.5 138.5 23.5 ✓ ✓ ●●●●0 ●●●● ●● ●●● ●●● ●●●● 一般 ●●●0 中度 ●●●●● ●●●●0 ●●●●● ●●●●0 ●●●●● ★★★★

24 海馬牌 
Sea Horse

複式床褥 Foam Mattress $3,739 泡膠 中國 29.8 192.0 138.0 21.0 ✓ ✓ ●●●●0 ●●●●0 ●●● ●●● ●●●0 ●●●● 一般 ●●● 中度 ●●● ●●●●● ●●●●● ●●●●0 ●●●●● ★★★★

25 Sinomax
金裝太空魔方床褥 ** 
Magic Unit Relieving Mattress 
Deluxe

$7,799 泡膠 中國 23.9 194.0 139.5 21.0 ✓ ✓ ●●●●0 ●●●● ●●● ●●0 ●●●● ●●●0 一般 ●●●0 中度 ●●●0 ●●●●0 ●●●●● ●●●● ●●●●● ★★★★

 

註 [3] 重量和床褥尺寸均由實驗室量得。

[4] 煙頭測試參考歐洲標準EN597-1檢測。
 小火焰測試參考歐洲標準EN597-2檢測。
 本港法例下，家用床褥只須通過煙頭測試，毋須通過小火焰測試。
 ✓：滿意     

[5] 由兩名不同體重及身型的男女進行測試，先在簇新的床褥樣本進行
仰臥及側臥測試，樣本經耐用測試後，再次進行仰臥及側臥測試。

 仰臥時，量度身體不同部位令床褥樣本受壓下陷的幅度，以及頭部、
身驅及腿部與特定位置的角度，從而計算樣本承托身體的表現。 
側臥時，先在人體背部腰脊柱位置劃定5點，然後側臥在床褥樣本
上，拍照後，量度和計算該5點位置和床褥水平的角度和距離，從而
計算樣本承托身體的表現。    

[6] 用兩個半球體模擬臀部及肩膀於床褥樣本上施壓，量度兩個儀器
之間的位置的高低水平，從而評估樣本承托腰部的表現。 

[7] 在室溫37℃及相對濕度50％的環境下，用模擬人體體溫（37℃）
和濕度（99%）的含水分儀器緊貼床褥表面，設計成只可透過這表
面透濕，10小時後量度儀器流失水分的總重量，反映樣本的透濕
性能。 

[8] 在室溫0℃及相對濕度50％的環境下，用模擬人體體溫37℃的儀
器緊貼床褥表面，其餘的表面盡量保溫，令只有接觸樣本的表面
可散熱，10小時後量度期間維持該儀器於37℃所需的總輸入電
能，反映樣本的散熱/保溫性能。   

[9] 用視波器檢視床褥樣本被一個重17.5公斤的物件衝擊下引起的
震動至回復平靜的情況，模擬樣本於用者上床、起床或轉身時所
受的影響。

[10] 參考歐洲標準EN1957，用滾筒在床褥樣本來回壓30,000次，檢視
樣本的軟硬度和厚度變化，以及使用後樣本的狀態，例如彈簧和
床褥物料有否損耗等，又按量得的數據為床褥樣本的硬度評級。 
▼ 耐用測試後發現面布下的墊層有撕裂。

[11] 總評比重如下：     
防火能力 2.5%    
承托表現 46.0%    
舒適度 11.5%    
耐用程度 40.0% 

●/★愈多表示該項目表現愈佳，最多5●或★。

[1] 除樣本#2及#6外，所有樣本訂購時要求的長度和闊度為6呎3吋x4呎半，
樣本#2標示的長度及闊度分別為195厘米及140厘米，樣本#6則為189厘
米及135厘米。

 * 床褥附可兩面用的墊層，一面為草蓆織物，另一面為布料及羊毛。 
 測試時用羊毛製的一邊進行。

 ** 產品中間有六個可兩面用的墊層，一邊較硬，一邊較軟，測試時用 
 較軟的一邊進行。

[2] 本會於出版前由巿場調查所得的售價，不同地區的零售商或不同推廣時
間的售價會有差異，只供參考。#18的零售商已結業，售價是本會購買時
的價錢。

 △ 送貨服務另外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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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指 南
測試的彈簧床褥以「澳美斯」

（#1，$3,419）及「無印良品」（#2，

$2,800）的總評分最高。非彈簧床褥則

以「夢斯藍」（#23，$2,772）的總評分

最高，其餘多款床褥的評分也不俗。

不同型號的床褥樣本在不同測試

環節中表現各異，由於各人身型、睡眠

習慣不盡相同，消費者宜按自己的需要

親身試睡後，再作選擇。

若選購雙人床褥，試睡時不妨與伴

侶同行，由重的一方轉身數次讓另一方感

受床褥的震動是否可接受、會否影響安

睡。有時候兩個人對床褥的接受程度未必

一致，如家居面積容許，或可考慮將兩張

不同物料的單人床褥合併起來使用，或選

擇墊層具不同軟硬度的床褥型號。

床褥投訴多關乎質素
過去三年，本會每年均收到百多宗

有關床褥的投訴，當中超過四成投訴有關

床褥的質素，其餘則涉及送貨延誤和維修

及保養服務。關於床褥質素的個案有聲稱

用後床褥局部出現下陷、發霉、床褥布料

脫線或尺寸厚度不符標示等。床褥體積大

而重，送達後宜立即檢視尺碼大小是否符

合、有沒有明顯的污漬或損壞及面布質量

是否有問題，若有問題應拒絕簽收。床褥

在 床 褥 加 上 床

褥保護墊，並定

時清洗，可去除

異味、濕氣。

「Nicolo」（#21）的代理商表示產品

的結構保用期是15年，在保用期內若由該

公司技術人員檢查出床褥的彈簧有損壞或

斷裂，該公司會負責維修或更換彈簧。

「絲漣」（#22）的代理商表示測試

的型號屬雙面設計，顧客使用時會定期兩

面翻轉對調使用，來維護其耐用程度和承

托表現。又認為單面設計（或稱免翻）的床

褥，理論上會提升該使用面的耐用程度，而

本會的耐用程度測試並沒有將雙面設計的

床褥翻轉，不應以同一項測試比較兩類床

褥。（本會按：測試中尚有數款樣本可兩面

使用，而全部樣本的耐用測試均在一面進

行，結果可供參考。）

「Sinomax」（#25）的代理商表示

產品面層含記憶棉，雖可前後對調或翻轉

使用，基於其回彈特性，不建議消費者這

樣做。  

一般有保用期，消費者遇到質素問題應盡

快聯絡廠商跟進和處理；不過廠商亦會列

明保用和一般不受保用的項目，消費者應

留意有關細節及資料。

廠商意見
「舒達」（#3）及「雅蘭」（#4）的代

理商表示測試的產品已通過本港法例要求

的煙頭測試，又稱小火焰測試並不適用於

本港。

「宜家家居」（#6）的代理商表示該

產品生產時已通過煙頭測試及耐用測試，又

指小火焰測試並非屬於家用床褥的要求。

「富豪」（#9）及「斯林百蘭」（#12）

的代理商表示不同意本會資料顯示樣本#9

沒有區域分別。該公司稱該樣本設計分為7

個區域，周邊用上直徑較粗的彈簧和部分

位置用高密度的墊層，以增加腰部和膝部

位置的承托。又表示樣本#12於耐用測試

後面布下的墊層有撕裂，可能源於所用的

黏合劑，因該乳膠墊層是用黏合劑接合下

層泡膠避免移位。當滾筒來回移動，乳膠

層伸展或收縮而致撕裂。

「愛皇健」（#19）的代理商表示該

產品設計為兩面均有棉墊(Two-side Pillow 

Top)，能增加床褥柔軟度及舒適感，可能因

受壓力測試而令厚度有較大差異，又認為

本會需考慮測試所有品牌是否有同樣設計

才能有較標準的測試評分結果。

現時所睡的床褥大約用了4年，

是14吋厚的獨立彈簧床褥，還記

得遇上它那天，試睡後，覺得非

常舒服，看了價錢後，雖然有點

「肉痛」，仍覺得是值得的。

封面專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