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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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454 2014 .08選擇

測試報告

市場速報

樣本
測試了6款電磁爐及6款電陶爐，售

價約由$400至$2,700，大部分屬單頭爐

設計，其中「樂信牌Rasonic」（#12）為燒

烤電陶爐，加熱面積不限於中央圓形位置

而是可用上整個爐面。全部樣本都是座枱

式設計，附有插頭及電源線，「Panasonic」

（#1）及「美的Midea」（#8）更聲稱可以嵌

入式安裝，提供多一個選擇。

電磁爐內設線圈產生磁場，可感應

不銹鋼而在表面引發渦電流加熱；電陶爐

的熱源是位於面板下的小型發熱器，輻射

透過耐熱陶瓷板產生紅外線加熱，受熱範

圍會發出紅光，小型發熱器加熱的幅度愈

大，功率愈高，面板外觀便愈紅。基於不同

的加熱原理，電磁爐須配合不銹鋼鍋或其

他底部內藏鋼片、貼有「電磁爐適用」的

瓷質鍋具使用，電陶爐則沒有這方面的局

限，不同物料的鍋具都可直接放在面板上

加熱。

	

不少家庭會使用電磁爐

打邊爐或作簡單煮食，但所用

的煮食器皿必須是不銹鋼及

其他特定鍋具，減少烹飪的靈

活性。近年電陶爐陸續推出市

場，不僅可用來打邊爐，個別

還有燒烤功能，也可自由選用

不同類型及材料的鍋具。本會

聯同機電工程署測試了多款可

攜式電磁爐和電陶爐，比較其

安全及效能表現。

測試電磁爐電陶爐

安全測試
機電署及本會分別委託實驗室測試

樣本的安全、功率吻合度、省電程度及加

熱表現等項目。

安全測試參考最新版本國際安全標

準IEC	60335-2-9進行，項目包括溫度升

幅、結構、非正常操作、物料阻燃能力及標

示說明等，樣本整體表現不俗，4款樣本通

過全部測試項目，3款僅標示說明發現有不

足，其餘5款在結構上有改善空間。各測試

樣本具體發現如下：

3 款的電源線及內部電線的固定

及連接不妥善

電源線接線端固定在螺絲釘接線座

的線頭不應焊錫，「Kenwood」（#3）樣本

不合此標準，一旦焊錫點變形，電線連接

可能不穩固，影響連接的穩定性；「山崎

Sanki」（#5）樣本的接線端電線單靠焊錫

作固定方法，應先把電線端穩固後才焊接。

另外，#5及「Telefunken」（#6）的電源線在

0.25牛頓米（Nm）扭力之下，旋轉達360

度，可導致接線不穩固，增加電源線接

線端鬆脫甚至短路的機會，不合標準要

求；此外，#6的電源線在間歇性60N

拉力下，移位達12毫米，而標準

規定拉出長度不可超過2毫米，

移位幅度過大也增加電源線

接線端鬆脫的機會。

表現各擅勝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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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插頭餘電

「尚朋堂SPT」（#10）的電源插頭

拔出1秒後L及N兩端之間量得電壓稍高於

34伏特（V），用戶拔出插頭後不宜馬上觸

摸，否則會有如被蟻咬的感覺。「Wakaii」

（#11）樣本設延遲啟動功能，若用戶選擇

此設定後忘記了，而爐面放有雜物，爐到

時會加熱至停機為止，不合最新版本標準

要求，都可改善。

5 款的標示說明有不足之處

5款樣本的缺漏包括欠缺切勿使用外

置時間掣或遙控裝置、發現爐面有裂痕時

不要使用等警告字句。其他標示的不足包

括高溫表面標誌太小、接地標誌不清晰或

印有兩個不吻合的保險絲電流標示等。部

分不足之處乃最新版本國際安全標準的要

求，所要求的項目都比產品本身出廠時的

設計標準嚴格，故此這些不合格的地方並

不構成產品設計的問題。

量得功率普遍較額定功率低
試驗人員以本港供電電壓

220V操作樣本，再量度輸入功

率，然後與標示的額定功率比較，發現相

差由+1%至-24%，「Panasonic」（#1）、

「Telefunken」（#6）及「尚朋堂SPT」

（#10）的吻合度最高，其餘#3、#5及#11

相差都不超過5%；相差最大的為「豐澤

Fortress」（#4），實際功率比標示的低了

24%，它的額定電壓為220-240V，可能廠

商的額定功率是在較高電壓而非220V下

量度，然而相差百分比較其他同等額定電

壓的樣本明顯。

省電程度
測試主要參考機電署有關電磁爐的

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的要求，分為加

熱效率及待機功率兩項，目的是比較實際

操作表現，電陶爐樣本亦採用相同的準則

進行比較測試。

電磁爐加熱效率較佳

採用標籤計劃的測試方法，用不銹

鋼鍋盛載2升水，放於樣本上，測試把水從

15℃加熱至90℃所需的電能消耗，再把

數據代入公式計算效率。電磁爐樣本直接

加熱不銹鋼鍋具，故效率較佳，都達84%

或以上。電陶爐樣本由於操作時要先加熱

面板才能加熱鍋具，各樣本的加熱效率由

69%至77%。「樂信牌Rasonic」（#12）屬

燒烤電陶爐，要全面覆蓋爐面才可盡用熱

力，由於所採用的測試方法只適用於量度

通過不銹鋼鍋底傳送的熱力，與#12的實

際操作方式不同，故此樣本沒有進行此項

測試。

待機功率差別不大

待樣本停止加熱及風扇停止運行

後，量度操作樣本1小時耗用的電能，然後

除以量度時間，便得出待機功率。大部分

樣本都只耗用頗低功率，由0.02W至1W，

僅「Panasonic」（#1）達1.7W，也可接受。

要省去這些不必要的耗電，用戶可利用插

座上的獨立開關掣關掉電源。

加熱表現
參考IEC60350-2標準的方法進行，

包括溫度控制、減少餘熱、熱力均勻度及

選煲靈活性，測試主要使用標準指定的

不銹鋼鍋及平底鑊，至於電陶爐樣本的熱

力均勻度更加入普通砂鍋進行。「樂信牌

Rasonic」（#12）由於不須要配合任何鍋

具，使用方法不同，所以加熱表現測試只

測試熱力均勻度一項。

電陶爐火力及溫度控制較佳

測試樣本的最低維持溫度是否過

高，及中火力加熱是否過猛。按標準主要

以低火力及中火力進行，試驗人員嘗試把

不銹鋼鍋內的芥花子油在30分鐘內加熱至

250℃，11款樣本在限時內以低火力可把油

加熱至57℃至169℃，這種較低溫操作適

用於保溫，但「Telefunken」（#6）的169℃

保溫溫度略嫌較高；再以中火力測試，大部

分樣本在30分鐘內都超越250℃高溫。測

試發現有雙線圈加熱的「Panasonic」（#1）

的火力和溫度操控頗得宜。

若以中低火力之間的段數操作，溫度

操控整體以電陶爐樣本較優勝。電磁爐低

功率模式主要靠間歇性加熱以避免溫度過

高，所以用戶或會發現邊爐鍋內湯料不時

小心電陶爐用後餘熱

電陶爐使用後，爐面會持續熨熱

頗長時間。雖然全部樣本都有小心熱

爐面的顯示燈，待溫度降低後燈才熄

滅，但多不甚顯眼，若不為意爐面依然

存有高溫而觸摸，嚴重的可引致熨傷。

用戶可考慮用湯煲等爐具把爐面遮蓋，

避免意外觸摸。另外，電源線要扎起並

好好收藏，避免繞過爐面。樣本中「伊

瑪Imarflex」（#9）及「樂信牌Rasonic」

（#12）備有可抵禦較高溫度的橡膠電

源線，減少電線因意外觸碰熱爐面而

破損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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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磁爐及電陶爐測試結果
樣
本
編
號

牌子 型號 售價

安全程度 [1] 功率 [2] 省電程度 [3] 加熱表現 [4] 使用方便程度 [5]
總評
[6]結構 標示說明 整體

聲稱
(W)

量得
(W)

吻合度 (差異％)
加熱
效率

待機
功率

整體
火力及 

溫度控制
減少
餘熱

熱力
均勻度

選煲
靈活性

整體
說明書 
及配件

使用 清理 整體

電磁爐

1 Panasonic KYC-113ABK $1,980 ●●●●● ●●●●● ●●●●● 2,100 2,122 ●●●●● +1% ●●●●0 ●●●0 ●●●● ●●●●0 ●●●●0 ●●●●0 ●●●0 ●●●●0 ●●●0 ●●●●0 ●●●● ●●●● ★★★★1
2 飛利浦 Philips HD4937 $598 ●●●●● ●●●●● ●●●●● 2,100 1,916 ●●●● -9% ●●●●0 ●●●● ●●●●0 ●●● ●●●●0 ●●0 ●●●● ●●●0 ●●●0 ●●●● ●●●● ●●●0 ★★★★
3 Kenwood IH 470 $828 ●●●●0 a ●●●●● ●●●●0 2,000 1,903 ●●●●0 -5% ▼ ●●●●0 ●●●● ●●●●0 ●●●0 ●●●●0 ●●0 ●●●0 ●●●0 ●●● ●●●● ●●●● ●●●● ★★★★
4 豐澤 Fortress FIC11T $428 ●●●●● ●●●●● ●●●●● 2,100 1,601 ●●0 -24% ▼ ●●●●0 ●●●● ●●●●0 ●●● ●●●●0 ●●0 ●●●● ●●●0 ●●●● ●●●● ●●●● ●●●● ★★★★
5 山崎 Sanki SK-2009W $599 ●●●● b c ●●●● g h i j ●●●● 2,000 1,949 ●●●●0 -3% ●●●● ●●●● ●●●● ●●●0 ●●●●0 ●●●0 ●●●0 ●●●● ●●●0 ●●●● ●●●● ●●●● ★★★★
6 Telefunken TFSIC2035F $399 ●●●● c d ●●●●0 h ●●●● 2,000 1,975 ●●●●● -1% ▼ ●●●●0 ●●●● ●●●●0 ●●0 ●●●● ●●●0 ●●●0 ●●●0 ●●●● ●●●0 ●●●● ●●●0 ★★★★
電陶爐

7 寶康達 Primada PTC-2000 $1,788 ●●●●● ●●●●0 h ●●●●● 2,000 1,818 ●●●● -9% ▼ ●●●0 ●●●●0 ●●●● ●●●● ●●● ●●●●0 ●●●●● ●●●● ●●●● ●●●●0 ●●●●0 ●●●● ★★★★1
8 美的 Midea H21S011 $998 ●●●●● ●●●●● ●●●●● 2,100 1,931 ●●●● -8% ●●●0 ●●●● ●●●● ●●● ●●● ●●●●0 ●●●●● ●●●● ●●●● ●●●● ●●●● ●●●● ★★★★1
9 伊瑪 Imarflex IIR-22A $699 ●●●●● ●●●●0 k ●●●●● 2,200 1,968 ●●●● -11% ▼ ●●●0 ●●●●0 ●●●● ●●●0 ●●● ●●●● ●●●●● ●●●● ●●●● ●●●● ●●●● ●●●● ★★★★
10 尚朋堂 SPT RC-201 $598 ●●●●0 e ●●●●● ●●●●0 2,000 2,025 ●●●●● +1% ▼ ●●●0 ●●●●0 ●●●● ●●●● ●●● ●●●● ●●●●● ●●●0 ●●● ●●●0 ●●●● ●●●0 ★★★★
11 Wakaii WCC-767 $499 ●●●●0 f ●●●●● ●●●●0 2,000 1,903 ●●●●0 -5% ▼ ●●●0 ●●●● ●●●● ●●● ●●● ●●●●0 ●●●●● ●●●● ●●●0 ●●●0 ●●●● ●●●0 ★★★★
燒烤電陶爐

12 樂信牌 Rasonic RCG-C12 $2,680 ●●●●● ●●●●0 l ●●●●● 1,200 1,066 ●●●0 -11% ▼ — ●●●●● ◇ — — ●●●●0 — ◇ ●●●● ●●●●0 ●●● ●●●● ★★★★1

註 樣本的安全測試結果由機電工程署提供。	 	
●或★愈多，表示該項測試表現愈好，最多五粒。		
全部樣本的聲稱原產地均為中國。
—	沒有或不適用	 	

[1]		安全程度評分的比重：	 	 	
	 結構	 80%	 	 	
	 標示說明	 20%	 	 	
	 a		 內部電線接線端焊錫後再夾在接線座，固定方法不妥善。
	 b		 接線端電線單靠焊錫作固定方法。	
	 c		 電源線抵不了0.25Nm扭力而移位。
	 d		 電源線抵不了60N拉力而移位。	 	
	 e		 電源插頭拔出1秒後兩端量得電壓稍高，不合最新版本標準要求。	

	 f 	 樣本設延遲啟動功能，不合最新版本標準要求。	
	 g		 欠缺關顧小孩老人等需要照顧人士的警告字句。	
	 h		 欠缺切勿使用外置時間掣或遙控裝置的警告字句。
	 i		 兩個保險絲電流標示不吻合。	 	
	 j		 欠缺發現爐面有裂痕時不要使用的警告字句。	
	 k		 接地標誌不清晰。	 	 	
	 l		 說明書沒有解釋高溫表面標誌及標誌高度過小，不合最新版本標準要求。
[2]	正數差異%表示量得的數值比聲稱的數值高，負數則相反。	
	 在本港電壓220V下量度。	
	 ▼		樣本上標示的額定電壓為220-240V但只標示單一額定功率。根據標

準，輸入功率應在電壓230V下量度，但由於本港電壓為220V，使用時
實際輸入功率可能較標示的數值低。

[3]	省電程度評分比重：	 	
	 加熱效率	 40%	
	 待機功率	 60%	
	 ◇		部分測試項目不適用於樣本#12，

沒有整體評分。	

[4]	加熱表現評分比重：	 	
	 火力及溫度控制	 25%	
	 減少餘熱	 30%	
	 熱力均勻度	 25%
	 選煲靈活性	 20%
 ◇		大部分測試項目不適用於樣本

#12，沒有整體評分。

[5]	使用方便程度評分比重：	 	
說明書及配件	 25%	
使用	 50%	
清理	 25%

[6]	總評分比重：	 	
安全程度	 30%	

	 功率吻合度	 10%	
	 省電程度	 15%	
	 加熱表現	 25%	
	 使用方便程度	 20%	
樣本#12沒有評分的項目的比重
由其他項目按比例攤分。

Panasonic
KYC-113ABK

額定功率：2100W

額定電壓：220V

體積(長x闊x高)：40x32x8厘米

重量：5.1千克

保用期：5年

$1,980 

1

飛利浦 Philips
HD4937 

額定功率：2100W

額定電壓：220V

體積(長x闊x高)：35x28x7厘米

重量：2.5千克

保用期：2年 

附送邊爐鍋

$598

2

Kenwood
IH 470 

額定功率：20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45x35x10厘米

重量：3.2千克

保用期：1年

$828 

3

豐澤 Fortress
FIC11T

額定功率：21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6x29x6厘米

重量：2.5千克

保用期：2年 

附送邊爐鍋

$428 

4

山崎 Sanki
SK-2009W 

額定功率：2000W

額定電壓：220V

體積(長x闊x高)：36x28x7厘米

重量：2.5千克

保用期：1年

附送邊爐鍋

$599 

5

Telefunken
TFSIC2035F 

額定功率：20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8x30x6厘米

重量：2.5千克

保用期：1年

$399

6

寶康達 Primada
PTC-2000 

額定功率：20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7x30x6厘米

重量：3.2千克

保用期：1年

附送燒烤板、燒烤架、防高溫罩、
鑊剷一對、不銹鋼蓋

$1,788 

7

美的 Midea
H21S011 

額定功率：2100W

額定電壓：220V

體積(長x闊x高)：39x30x8厘米

重量：4.2千克

保用期：2.5年 
(在2014年7月1日或之後購買)

附送韓燒盤直至2014年尾

$998 

8

伊瑪 Imarflex
IIR-22A 

額定功率：22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6x28x6厘米

重量：2.9千克

保用期：2年

附送邊爐鍋

$699 

9

尚朋堂 SPT
RC-201 

額定功率：20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8x30x6厘米

重量：2.9千克

保用期：1年

附送韓燒盤

$598 

10

Wakaii
WCC-767 

額定功率：20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7x31x7厘米

重量：2.4千克

保用期：1年

$499 

11

樂信牌 Rasonic
RCG-C12 

額定功率：12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4x52x7厘米

重量：3.5千克

保用期：1年

附送油盆、刮刀

$2,680 

12

測試報告

電磁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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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磁爐及電陶爐測試結果
樣
本
編
號

牌子 型號 售價

安全程度 [1] 功率 [2] 省電程度 [3] 加熱表現 [4] 使用方便程度 [5]
總評
[6]結構 標示說明 整體

聲稱
(W)

量得
(W)

吻合度 (差異％)
加熱
效率

待機
功率

整體
火力及 

溫度控制
減少
餘熱

熱力
均勻度

選煲
靈活性

整體
說明書 
及配件

使用 清理 整體

電磁爐

1 Panasonic KYC-113ABK $1,980 ●●●●● ●●●●● ●●●●● 2,100 2,122 ●●●●● +1% ●●●●0 ●●●0 ●●●● ●●●●0 ●●●●0 ●●●●0 ●●●0 ●●●●0 ●●●0 ●●●●0 ●●●● ●●●● ★★★★1
2 飛利浦 Philips HD4937 $598 ●●●●● ●●●●● ●●●●● 2,100 1,916 ●●●● -9% ●●●●0 ●●●● ●●●●0 ●●● ●●●●0 ●●0 ●●●● ●●●0 ●●●0 ●●●● ●●●● ●●●0 ★★★★
3 Kenwood IH 470 $828 ●●●●0 a ●●●●● ●●●●0 2,000 1,903 ●●●●0 -5% ▼ ●●●●0 ●●●● ●●●●0 ●●●0 ●●●●0 ●●0 ●●●0 ●●●0 ●●● ●●●● ●●●● ●●●● ★★★★
4 豐澤 Fortress FIC11T $428 ●●●●● ●●●●● ●●●●● 2,100 1,601 ●●0 -24% ▼ ●●●●0 ●●●● ●●●●0 ●●● ●●●●0 ●●0 ●●●● ●●●0 ●●●● ●●●● ●●●● ●●●● ★★★★
5 山崎 Sanki SK-2009W $599 ●●●● b c ●●●● g h i j ●●●● 2,000 1,949 ●●●●0 -3% ●●●● ●●●● ●●●● ●●●0 ●●●●0 ●●●0 ●●●0 ●●●● ●●●0 ●●●● ●●●● ●●●● ★★★★
6 Telefunken TFSIC2035F $399 ●●●● c d ●●●●0 h ●●●● 2,000 1,975 ●●●●● -1% ▼ ●●●●0 ●●●● ●●●●0 ●●0 ●●●● ●●●0 ●●●0 ●●●0 ●●●● ●●●0 ●●●● ●●●0 ★★★★
電陶爐

7 寶康達 Primada PTC-2000 $1,788 ●●●●● ●●●●0 h ●●●●● 2,000 1,818 ●●●● -9% ▼ ●●●0 ●●●●0 ●●●● ●●●● ●●● ●●●●0 ●●●●● ●●●● ●●●● ●●●●0 ●●●●0 ●●●● ★★★★1
8 美的 Midea H21S011 $998 ●●●●● ●●●●● ●●●●● 2,100 1,931 ●●●● -8% ●●●0 ●●●● ●●●● ●●● ●●● ●●●●0 ●●●●● ●●●● ●●●● ●●●● ●●●● ●●●● ★★★★1
9 伊瑪 Imarflex IIR-22A $699 ●●●●● ●●●●0 k ●●●●● 2,200 1,968 ●●●● -11% ▼ ●●●0 ●●●●0 ●●●● ●●●0 ●●● ●●●● ●●●●● ●●●● ●●●● ●●●● ●●●● ●●●● ★★★★
10 尚朋堂 SPT RC-201 $598 ●●●●0 e ●●●●● ●●●●0 2,000 2,025 ●●●●● +1% ▼ ●●●0 ●●●●0 ●●●● ●●●● ●●● ●●●● ●●●●● ●●●0 ●●● ●●●0 ●●●● ●●●0 ★★★★
11 Wakaii WCC-767 $499 ●●●●0 f ●●●●● ●●●●0 2,000 1,903 ●●●●0 -5% ▼ ●●●0 ●●●● ●●●● ●●● ●●● ●●●●0 ●●●●● ●●●● ●●●0 ●●●0 ●●●● ●●●0 ★★★★
燒烤電陶爐

12 樂信牌 Rasonic RCG-C12 $2,680 ●●●●● ●●●●0 l ●●●●● 1,200 1,066 ●●●0 -11% ▼ — ●●●●● ◇ — — ●●●●0 — ◇ ●●●● ●●●●0 ●●● ●●●● ★★★★1

註 樣本的安全測試結果由機電工程署提供。	 	
●或★愈多，表示該項測試表現愈好，最多五粒。		
全部樣本的聲稱原產地均為中國。
—	沒有或不適用	 	

[1]		安全程度評分的比重：	 	 	
	 結構	 80%	 	 	
	 標示說明	 20%	 	 	
	 a		 內部電線接線端焊錫後再夾在接線座，固定方法不妥善。
	 b		 接線端電線單靠焊錫作固定方法。	
	 c		 電源線抵不了0.25Nm扭力而移位。
	 d		 電源線抵不了60N拉力而移位。	 	
	 e		 電源插頭拔出1秒後兩端量得電壓稍高，不合最新版本標準要求。	

	 f 	 樣本設延遲啟動功能，不合最新版本標準要求。	
	 g		 欠缺關顧小孩老人等需要照顧人士的警告字句。	
	 h		 欠缺切勿使用外置時間掣或遙控裝置的警告字句。
	 i		 兩個保險絲電流標示不吻合。	 	
	 j		 欠缺發現爐面有裂痕時不要使用的警告字句。	
	 k		 接地標誌不清晰。	 	 	
	 l		 說明書沒有解釋高溫表面標誌及標誌高度過小，不合最新版本標準要求。
[2]	正數差異%表示量得的數值比聲稱的數值高，負數則相反。	
	 在本港電壓220V下量度。	
	 ▼		樣本上標示的額定電壓為220-240V但只標示單一額定功率。根據標

準，輸入功率應在電壓230V下量度，但由於本港電壓為220V，使用時
實際輸入功率可能較標示的數值低。

[3]	省電程度評分比重：	 	
	 加熱效率	 40%	
	 待機功率	 60%	
	 ◇		部分測試項目不適用於樣本#12，

沒有整體評分。	

[4]	加熱表現評分比重：	 	
	 火力及溫度控制	 25%	
	 減少餘熱	 30%	
	 熱力均勻度	 25%
	 選煲靈活性	 20%
 ◇		大部分測試項目不適用於樣本

#12，沒有整體評分。

[5]	使用方便程度評分比重：	 	
說明書及配件	 25%	
使用	 50%	
清理	 25%

[6]	總評分比重：	 	
安全程度	 30%	

	 功率吻合度	 10%	
	 省電程度	 15%	
	 加熱表現	 25%	
	 使用方便程度	 20%	
樣本#12沒有評分的項目的比重
由其他項目按比例攤分。

翻滾。電陶爐控制發熱器的溫度較穩定，

「慢火」時熱力供應較平均及易控制。

比較關爐後的餘熱

用樣本〔「樂信牌Rasonic」（#12）除

外〕把芥花子油加熱至80℃後，馬上關掉，

量度其後的持續溫升。爐面儲熱較小的電

磁爐樣本整體表現不錯，僅再升高8.7℃

至20.8℃；電陶爐樣本則再升43.7℃至

50.1℃。

做班戟測試熱力均勻度  

電陶爐佔優

藉由比較做班戟的效果，測試樣本

的熱力均勻度，包括會否未煮熟、燒得太

焦及均勻程度，由試驗人員評分。在電磁

爐樣本上，以標準指定的不銹鋼平底鑊

做班戟（pancake），電陶爐樣本則加入

以砂鍋做班戟的測試，「樂信牌Rasonic」

（#12）不用鍋具，只用面板直接加熱進行

測試。整體上在電陶爐上採用不銹鋼鍋具

或砂鍋的熱力比較均勻，做班戟所得的評

分佔優，不過其他煮食效果還要看個人喜

好或烹調風味。

Panasonic
KYC-113ABK

額定功率：2100W

額定電壓：220V

體積(長x闊x高)：40x32x8厘米

重量：5.1千克

保用期：5年

$1,980 

1

飛利浦 Philips
HD4937 

額定功率：2100W

額定電壓：220V

體積(長x闊x高)：35x28x7厘米

重量：2.5千克

保用期：2年 

附送邊爐鍋

$598

2

Kenwood
IH 470 

額定功率：20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45x35x10厘米

重量：3.2千克

保用期：1年

$828 

3

豐澤 Fortress
FIC11T

額定功率：21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6x29x6厘米

重量：2.5千克

保用期：2年 

附送邊爐鍋

$428 

4

山崎 Sanki
SK-2009W 

額定功率：2000W

額定電壓：220V

體積(長x闊x高)：36x28x7厘米

重量：2.5千克

保用期：1年

附送邊爐鍋

$599 

5

Telefunken
TFSIC2035F 

額定功率：20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8x30x6厘米

重量：2.5千克

保用期：1年

$399

6

寶康達 Primada
PTC-2000 

額定功率：20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7x30x6厘米

重量：3.2千克

保用期：1年

附送燒烤板、燒烤架、防高溫罩、
鑊剷一對、不銹鋼蓋

$1,788 

7

美的 Midea
H21S011 

額定功率：2100W

額定電壓：220V

體積(長x闊x高)：39x30x8厘米

重量：4.2千克

保用期：2.5年 
(在2014年7月1日或之後購買)

附送韓燒盤直至2014年尾

$998 

8

伊瑪 Imarflex
IIR-22A 

額定功率：22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6x28x6厘米

重量：2.9千克

保用期：2年

附送邊爐鍋

$699 

9

尚朋堂 SPT
RC-201 

額定功率：20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8x30x6厘米

重量：2.9千克

保用期：1年

附送韓燒盤

$598 

10

Wakaii
WCC-767 

額定功率：20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7x31x7厘米

重量：2.4千克

保用期：1年

$499 

11

樂信牌 Rasonic
RCG-C12 

額定功率：12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4x52x7厘米

重量：3.5千克

保用期：1年

附送油盆、刮刀

$2,68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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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陶爐

選煲靈活性

按標準把不同大小的圓形不銹鋼碟，

由小至大分別放在電磁爐樣本爐面中央，

嘗試啟動樣本直至成功，從而得出樣本能

用得上的最小鍋具的大小，結果得出的碟

直徑由70毫米至105毫米不等。電磁爐能

配合使用的鍋具較電陶爐少，電陶爐不但

沒有鍋具大小的限制，更可匹配所有材料

的鍋具，故在此項目中得分佔先。

使用方便程度
說明書及配件

全部樣本都附有說明書，惟「山崎

Sanki」（#5）及「尚朋堂SPT」（#10）只有中

測試報告

文版本，對個別用戶或構成不便，不過#5、

#10及大部分樣本都有中英標示，使用時

問題應不大。6款電磁爐樣本中，3款（#2、

#4及#5）附送不銹鋼湯鍋，用戶可馬上用

來打邊爐；電陶爐則只有「伊瑪Imarflex」

（#9）送不銹鋼鍋，「寶康達Primada」

（#7）、「美的Midea」（#8）、「尚朋堂

SPT」（#10）及「樂信牌Rasonic」（#12）附

送與燒烤有關的配件，包括燒烤板/盤、燒

烤架、鑊剷及/或清潔刮刀等。

實際使用

除「Kenwood」（#3）及「樂信牌

Rasonic」（#12）以扭掣操控火力外，11

款樣本都用輕觸式按鈕操作，包括開關、

解鎖掣及操作模式選擇，「Telefunken」

（#6）及「Waka i i」（#11）的按鈕反

應不太敏感，「Panasonic」

（#1）的按鈕及#12的旋

鈕操控較為傳統及容

易掌握。除了#1及#3

以外，不少樣本都有特

別程序（program），

例如熱奶程序是以中或低火力加熱一段時

間，煲湯程序則是首先用最大火力，然後

再用慢火煲，當中時間/火力或可再改動，

至於程序是否適合，則跟食材種類和分量

有關，#1及#3用起來相對簡單直接。

燒烤宜用「慢火」

有別於打邊爐加熱一鍋湯及食材，

樣本的燒烤功能是直接在面板上加熱食

材，所用食材分量及所需溫度較低，燒烤

模式下樣本最高的可用功率較額定功率

低，普遍約為800W至1,400W。「寶康達

Primada」（#7）的燒烤板及架等設計特

別，放在爐面便進入相關模式，用戶不用操

心；其他樣本的用戶則應先選定燒烤模式，

以免用了較高溫操作。

清理

若樣本（#12除外）只用於打邊爐或

煮即食麵等，清理時用濕布輕抹即可。用

燒烤功能烹煮會產生較多油漬，不過#7附

設可拆式配件，烹調後可整個浸水洗刷，

較易處理；相反，#12使用後要先把油漬刮

適用於電磁爐

的特製鍋具。

Panasonic
KYC-113ABK

額定功率：2100W

額定電壓：220V

體積(長x闊x高)：40x32x8厘米

重量：5.1千克

保用期：5年

$1,980 

1

飛利浦 Philips
HD4937 

額定功率：2100W

額定電壓：220V

體積(長x闊x高)：35x28x7厘米

重量：2.5千克

保用期：2年 

附送邊爐鍋

$598

2

Kenwood
IH 470 

額定功率：20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45x35x10厘米

重量：3.2千克

保用期：1年

$828 

3

豐澤 Fortress
FIC11T

額定功率：21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6x29x6厘米

重量：2.5千克

保用期：2年 

附送邊爐鍋

$428 

4

山崎 Sanki
SK-2009W 

額定功率：2000W

額定電壓：220V

體積(長x闊x高)：36x28x7厘米

重量：2.5千克

保用期：1年

附送邊爐鍋

$599 

5

Telefunken
TFSIC2035F 

額定功率：20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8x30x6厘米

重量：2.5千克

保用期：1年

$399

6

寶康達 Primada
PTC-2000 

額定功率：20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7x30x6厘米

重量：3.2千克

保用期：1年

附送燒烤板、燒烤架、防高溫罩、
鑊剷一對、不銹鋼蓋

$1,788 

7

美的 Midea
H21S011 

額定功率：2100W

額定電壓：220V

體積(長x闊x高)：39x30x8厘米

重量：4.2千克

保用期：2.5年 
(在2014年7月1日或之後購買)

附送韓燒盤直至2014年尾

$998 

8

伊瑪 Imarflex
IIR-22A 

額定功率：22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6x28x6厘米

重量：2.9千克

保用期：2年

附送邊爐鍋

$699 

9

尚朋堂 SPT
RC-201 

額定功率：20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8x30x6厘米

重量：2.9千克

保用期：1年

附送韓燒盤

$598 

10

Wakaii
WCC-767 

額定功率：20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7x31x7厘米

重量：2.4千克

保用期：1年

$499 

11

樂信牌 Rasonic
RCG-C12 

額定功率：12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4x52x7厘米

重量：3.5千克

保用期：1年

附送油盆、刮刀

$2,680 

12



2545408. 2014 選擇

選擇指南
電磁爐：「Panason ic」（#1，

$1,980）整體得分較高，設5年保用

期；「飛利浦Phil ips」（#2，$598）及

「Kenwood」（#3，$828）表現亦不

錯，#2售價較低，#3用扭掣調校火力

的設計頗特別。

電陶爐：「寶康達Pr imada」

（#7，$1,788）及「美的Midea」（#8，

$998）整體表現較佳，「伊瑪Imarflex」

（#9，$699）及「尚朋堂SPT」（#10，

$598）亦可考慮，#7附有較全面的燒

烤配件，#9及#10售價較低，#9附送

較高質素的湯鍋，#8及#10則送韓燒

盤，用戶可視乎烹調喜好選擇。

Panasonic
KYC-113ABK

額定功率：2100W

額定電壓：220V

體積(長x闊x高)：40x32x8厘米

重量：5.1千克

保用期：5年

$1,980 

1

飛利浦 Philips
HD4937 

額定功率：2100W

額定電壓：220V

體積(長x闊x高)：35x28x7厘米

重量：2.5千克

保用期：2年 

附送邊爐鍋

$598

2

Kenwood
IH 470 

額定功率：20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45x35x10厘米

重量：3.2千克

保用期：1年

$828 

3

豐澤 Fortress
FIC11T

額定功率：21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6x29x6厘米

重量：2.5千克

保用期：2年 

附送邊爐鍋

$428 

4

山崎 Sanki
SK-2009W 

額定功率：2000W

額定電壓：220V

體積(長x闊x高)：36x28x7厘米

重量：2.5千克

保用期：1年

附送邊爐鍋

$599 

5

Telefunken
TFSIC2035F 

額定功率：20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8x30x6厘米

重量：2.5千克

保用期：1年

$399

6

寶康達 Primada
PTC-2000 

額定功率：20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7x30x6厘米

重量：3.2千克

保用期：1年

附送燒烤板、燒烤架、防高溫罩、
鑊剷一對、不銹鋼蓋

$1,788 

7

美的 Midea
H21S011 

額定功率：2100W

額定電壓：220V

體積(長x闊x高)：39x30x8厘米

重量：4.2千克

保用期：2.5年 
(在2014年7月1日或之後購買)

附送韓燒盤直至2014年尾

$998 

8

伊瑪 Imarflex
IIR-22A 

額定功率：22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6x28x6厘米

重量：2.9千克

保用期：2年

附送邊爐鍋

$699 

9

尚朋堂 SPT
RC-201 

額定功率：20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8x30x6厘米

重量：2.9千克

保用期：1年

附送韓燒盤

$598 

10

Wakaii
WCC-767 

額定功率：20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7x31x7厘米

重量：2.4千克

保用期：1年

$499 

11

樂信牌 Rasonic
RCG-C12 

額定功率：12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4x52x7厘米

重量：3.5千克

保用期：1年

附送油盆、刮刀

$2,680 

12

燒烤電陶爐

去，用沾有洗潔精的濕布洗抹，再用濕布

抹一次，較為繁複。用戶切勿將爐直接放

在水龍頭下用水沖洗，以免入水。

使用電磁爐及電陶爐小貼士
●	電磁爐及電陶爐火數頗高，切勿

與其他大功率電器共用同一插座。

●	使用前檢視爐面有否裂縫或破損。

●	不應放過多湯水在鍋內，以免沸騰

時熱湯流出，濺濕面板。

●	盡可能為鍋具加上蓋子，並調低

火力，慳電兼可保留食物水分。

●	燒烤食物時會產生不少油煙，宜保

持室內空氣流通。

●	使用後不應立即切斷電源，因有些

型號可能用內部風扇令爐及表面降溫。

廠商意見
「豐澤Fortress」（#4）的代理商向

本會提供安全測試報告及證書，證明該產

品經過第三方認證機構檢測及符合IEC安

全標準。對於本會測試報告所提及產品功

率不足的問題，根據廠方提供的報告，產

品無論採用安全標準指定的器皿或廠方提

供的跟機器皿，量得功率均符合該有關安

全標準的要求及高於本會的測試結果，沒

有輸入功率不足的問題。另外，廠方亦委

託第三方認證機構採用廠方提供的跟機

器皿進行IEC	60350-2的溫度控制性能測

試，報告顯示測試結果正常。廠方提供的

報告與本會測試報告結果的差異可能在於

使用的器皿不同。

「伊瑪Imarflex」（#9）的生產

商量度產品的功率，及向本會提供測

試報告，指產品在安全標準規定的

電壓操作時，量得功率較本會所得

的數字高。

「樂信牌Rasonic」（#12）的代理商

稱已再沒供應該型號。

機電工程署的跟進及意見
機電工程署已詳細分析測試報告及

評估產品風險，並與相關供應商深入討論

及跟進產品的安全事項。雖然機電署發現

部分不足之處乃最新版本國際安全標準的

要求，所要求的項目都比產品本身出廠時

的設計標準嚴格，在正常使用時都不會構

成危險，但機電署會繼續敦促供應商改善

其產品質素，務求令產品更安全可靠，以維

護消費者的安全及權益。若用戶在使用產

品時發現有不正常情況，應立即停止使用

該產品，並將電源供應關上，再安排合資

格技師檢查或維修，以策安全。	

	

Panasonic
KYC-113ABK

額定功率：2100W

額定電壓：220V

體積(長x闊x高)：40x32x8厘米

重量：5.1千克

保用期：5年

$1,980 

1

飛利浦 Philips
HD4937 

額定功率：2100W

額定電壓：220V

體積(長x闊x高)：35x28x7厘米

重量：2.5千克

保用期：2年 

附送邊爐鍋

$598

2

Kenwood
IH 470 

額定功率：20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45x35x10厘米

重量：3.2千克

保用期：1年

$828 

3

豐澤 Fortress
FIC11T

額定功率：21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6x29x6厘米

重量：2.5千克

保用期：2年 

附送邊爐鍋

$428 

4

山崎 Sanki
SK-2009W 

額定功率：2000W

額定電壓：220V

體積(長x闊x高)：36x28x7厘米

重量：2.5千克

保用期：1年

附送邊爐鍋

$599 

5

Telefunken
TFSIC2035F 

額定功率：20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8x30x6厘米

重量：2.5千克

保用期：1年

$399

6

寶康達 Primada
PTC-2000 

額定功率：20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7x30x6厘米

重量：3.2千克

保用期：1年

附送燒烤板、燒烤架、防高溫罩、
鑊剷一對、不銹鋼蓋

$1,788 

7

美的 Midea
H21S011 

額定功率：2100W

額定電壓：220V

體積(長x闊x高)：39x30x8厘米

重量：4.2千克

保用期：2.5年 
(在2014年7月1日或之後購買)

附送韓燒盤直至2014年尾

$998 

8

伊瑪 Imarflex
IIR-22A 

額定功率：22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6x28x6厘米

重量：2.9千克

保用期：2年

附送邊爐鍋

$699 

9

尚朋堂 SPT
RC-201 

額定功率：20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8x30x6厘米

重量：2.9千克

保用期：1年

附送韓燒盤

$598 

10

Wakaii
WCC-767 

額定功率：20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7x31x7厘米

重量：2.4千克

保用期：1年

$499 

11

樂信牌 Rasonic
RCG-C12 

額定功率：1200W

額定電壓：220-240V

體積(長x闊x高)：34x52x7厘米

重量：3.5千克

保用期：1年

附送油盆、刮刀

$2,680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