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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
測 試 12 款 中 型 家 庭 雪 櫃，聲 稱

的淨容量約由250至360公升，售價由

$2,990至$13,800，全部獲1級能源標

籤。樣本均屬無霜設計，冷凍室（freezer 

compa r tment，俗稱冰格）都是「四星

級」，即所設的儲存室溫度不高於-18℃，

並在24小時內能以每100公升總容積冷

凍不少於4.5千克食物及在任何情況下

均能冷凍最少2千克食物。除了「西門子

Siemens」KD32NX74（#1）在機身後面設

有外露式散熱器，其他樣本都是平背式。

是次的樣本近半數採用近年較流

行的設計，即冷凍室在下，冷藏室（fresh 

food compartment）在上。雖然樣本容量

較大，但並非都佔用太多地面面積，部分

是向高發展，所以不少都顯得高高瘦瘦。

近年雪櫃櫃身顏色的選擇較以前多，除了

香港地少人多，家

居面積有限，不少用戶

購買雪櫃時要因應擺放

空間，選擇體積較小的

雙門雪櫃，沒有空間煩

惱而家庭人口較多的用

戶，則可能傾向購買較

大容量的雪櫃，一次過

雪起多款食材。本會測

試了12款中型的雙門及

三門雪櫃，發現於用戶

重視的項目如能源效率

及冷凍效果的表現均有

分野。

官
恩
娜

款雪櫃效能大比試12款雪櫃效能大比試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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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子 Siemens
KD32NX74
高 185x 闊 60x 深 65（厘米）

總評：★★★★

$9,290

1

雙門型號(非平背式)

性能測試
量度容積

按IEC 62552量度各樣本的冷凍室

及冷藏室容積，再與其聲稱容量相比，

實際量度容量不應比聲稱容積低3%或

更多。各樣本的結果都很出色，2款樣本

「三星Samsung」（#4）和「Panasonic」

NR-BK345（#8）量得的冷凍室容量更

超出其聲稱10%或以上。「Electro lux」

EBE4300SC-R（#2）及「日立Hitach i」

（#11）的機身或銘牌（rating label）都沒有

顯示聲稱容量，附表所列的有關數值源於

代理商所提供資料。

能源測試

測試按IEC標準，即機電工程署強制

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引用的標準，把特定

「測試包」（以下稱負載）放入樣本，然後

分別調校冷藏室及冷凍室的溫度選擇掣，

令平均溫度分別達至約5℃及-18℃，量度

樣本的平均耗電量，再計算一年的耗電量。

假設每度電平均$1.1，各樣本的用戶每年

要繳付$290至$585電費，以非平背式設

計的「西門子Siemens」（#1）最慳電。

用耗電量測試結果推算效率

用各樣本計算所得的全年耗電量及

量度到的容積，根據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採

用的公式，計算其相對能源效益指數。是

次測試結果顯示，全部樣本的表現都達1級

能源效率要求，吻合樣本上的能源標籤級

別。本會翻查能源效益標籤計劃表列雪櫃

型號的記錄冊，發現自2012年後全部列出

的型號均獲1級標籤，也許是各產品節能設

計日趨成熟的成果，不過亦反映這計劃的

級別要求未能幫助消費者直接分辨出表現

較佳的型號，用戶需利用能源標籤上每年

耗電量的資料作比較分出高下。因此，本

會建議重新檢視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最高

級別的耗電上限，以便消費者能憑級別找

出較慳電的雪櫃型號。

常見的白色或銀灰色外，還有黑色；櫃門質

料設計也不再單調，部分型號採用不銹鋼

或模仿玻璃光滑面板的櫃門面，配合不同

用戶的喜好，不過，表面太光滑容易留下手

指紋。此外，一些樣本採用LED照明之餘

還提供雪櫃外燈光，例如「三星Samsung」

RL52TE（#4），用戶如開着位於冷藏室門

底的LED燈，可加添一些室內照明效果，夜

深起床拿飲料或食物亦不必開燈。

差不多全部樣本都設有手動製冰功

能，「日立Hitachi」R-SG37BPH（#11）更有

自動製冰機，其他型號的特殊聲稱包括多

層出風設計、PCI空氣淨化、綠離子櫃門冷

藏（Green Ion Door Cooling）及維他命組

件（Vitamin Kit）等。

測試
本會委託一所本地實驗室，參考國

際標準IEC 62552測試雪櫃樣本的性能。

項目包括容量標示、能源測試、隔熱能力、

室溫改變適應能力、冷凍效果等。另外實

驗室亦加入寧靜程度測試，使用方便程度

則由本會評審。

我家雪櫃是銀灰色

的雙門雪櫃，買它

是因為有溫度顯示、

夜光功能，而且外

形討好，還擁有最

慳電的能源標籤。

雪櫃長時間開着，

我很着重慳電。

另外，本會將樣本測試量得的耗電

量，比較樣本能源標籤上標示的數值，瞭

解樣本耗電量聲稱的準確度。標準規定

實際耗電量不得多於聲稱的15%，結果發

現各樣本的吻合程度都很高，量得耗電

量稍為高於標示數值的樣本為「西門子

Siemens」（#1）及「三菱電機Mitsubishi 

Electric」MR-V50C-SS-H（#12），但都只

略高出約5%，其他樣本量得的耗電量都不

多於其標籤值，而「三星Samsung」（#4）、

「LG」GR-M392CSQB（#6）及「惠而浦

Whirlpool」WB316G（#9），更比標示值少

耗電超過10%。

參考能源標籤上

的每年耗電量，用

戶可更仔細比較型

號的用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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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asonic
NR-BK345
高 173.8x 闊 60x 深 61.4（厘米）

總評：★★★★

$4,880

8豐澤 Fortress
FDG251F12
高 171.5x 闊 54.5x 深 58（厘米）

總評：★★★★

$2,990

7

LG
GR-M392CSQB
高 171.1x 闊 60 .8x 深 70.7（厘米）

總評：★★★★

$4,998

6北極 Frigidaire
FH42SR
高 169x 闊 59.4x 深 63.8（厘米）

總評：★★★★

$4,598

5

雙門型號(平背式)

Electrolux
EBE4300SC-R
高 172x 闊 70.3x 深 73.5（厘米）

總評：★★★★

$13,800

2 聲寶 Sharp
SJ-WM320T-SL
高 185x 闊 60x 深 65（厘米）

總評：★★★★

$6,980

3 三星 Samsung
RL52TE
高 192x 闊 60x 深 64.6（厘米）

總評：★★★★

$8,99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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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熱能力

模擬停電，試驗人員先把樣本以標

準測試設定操作，再把電源關掉，量度

冷凍室的溫度變化，直至樣本負載溫度

由-18℃上升至-9℃為止，期間所維持的時

間可稱為「保持溫度時間」。樣本的保持溫

度時間由約9個半小時至18小時40分，以

「三菱電機Mitsubishi Electric」（#12）的表

現最佳，「日立Hitachi」（#11）的隔熱效能

則較弱。停電期間，用戶應盡量減少開啟

雪櫃門的次數以保存櫃內的冷氣，使冷藏

食物可存放較長時間。

室溫改變適應能力

炎夏及寒冬中依然運作如常

按I EC 標準，分別在16℃及38℃

室 溫 以標準測試的負載 進行 測試，根

據標準要求，把樣本冷藏室及冷凍室的

溫度選擇掣，分別調節至目標溫度，即

約4℃及-18℃，並監察不同室溫下櫃內

溫度的分布。結果發現樣本「Fishe r & 

Paykel」E415HRX（#10）的冷凍室在溶

雪期間（defrost cyc l e）負載溫度曾出

現較長時間稍高於-18℃的情況。其餘

「三星Samsung」RL52TE（#4）、「LG」

（#6）、「豐澤For t ress」FDG251F12

（#7）、「Panasonic」（#8）及「三菱電機

Mitsubishi Electric」（#12）亦出現短時間

溫度稍高於-18℃的情況。不過，有關情況

仍然符合IEC標準的要求。

測試同時比較樣本冷藏室量得的

溫度在不同室溫下的平穩度，以「三星

Samsung」（#4）表現較佳，量度到3個不

同位置的溫度與平均值的偏差僅約0.5℃，

「惠而浦Whirlpool」（#9）則量得較大的偏

差，達4.7℃。

冷凍測試

測試研究新加入冷凍室的食物對

原有食物溫度帶來的改變，按IEC標準在

25℃室溫進行。在樣本冷凍室內，以每100

惠而浦 Whirlpool
WB316G
高 185.7x 闊 59x 深 72.8（厘米）

總評：★★★★

$5,490

9

日立 Hitachi
R-SG37BPH
高 181.6x 闊 59x 深 63（厘米）

總評：★★★★

$7,580

11

Fisher & Paykel
E415HRX
高 169.7x 闊 63.5x 深 69.5（厘米）

總評：★★★★

$12,380

10

三菱電機 Mitsubishi Electric
MR-V50C-SS-H
高 180.4x 闊 68.6x 深 70.9（厘米）

總評：★★★★

$6,180

12

三門型號

公升聲稱冷凍室容量放入40千克的「重

負載」（ballast load），而這些「重負載」

之前一直放在-18℃環境下保持低溫；將

樣本的冷凍室溫度設定調節至最強冷凍

設定，然後把與廠商聲稱冷凍能力相同重

量的室溫「輕負載」（light load）放入冷凍

室內進行測試，但室溫的輕負載不會接觸

到重負載，若樣本的位置不足則酌量減

少重負載。樣本中只有「西門子Siemens」

（#1）、「豐澤Fortress」（#7）及「F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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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kel」（#10）有標示或聲稱其額定冷

凍能力，其餘樣本測試時都以按標準方法

計算出的最低冷凍能力放入負載進行。全

部樣本都可在26小時內把放入的輕負載

從室溫冷凍至-18℃，部分樣本（#7、#9及

#11）更於14小時內完成，有此表現的型號

應可冷凍比它聲稱數量或按標準計算得出

的最低負載要求更多的食物。本會計算樣

本平均每小時可冷凍的負載重量，比較冷

凍速度。

樣本量得的24小時冷凍能力由2.1千

克至8千克，以「Fisher & Paykel」（#10）

較高，冷凍速度則以「西門子Siemens」

（#1）、「豐澤Fortress」（#7）及#10較

佳；此外，測試也量度樣本冷凍時所耗用

的電能，用以比較冷凍效率，以#7表現較

突出。整體冷凍效果包括冷凍能力，速度

及效率，以「Fisher & Paykel」（#10）冷凍

表現較全面。

寧靜程度

測試在隔音房進行，量度樣本在壓

縮機剛停機、開始啟動及正在運作中的整

個循環發出的噪音，並同時量度前後左右

四面所發出的音量，推算去除背景噪音後

的實際噪音作比較。全部樣本都算寧靜，

產生的噪音沒有大幅高出背景的噪音，只

有「聲寶Sharp」SJ-WM320T-SL（#3）量

得稍大數值。

使用方便程度

評審的項目包括說明書、開關門及日

常使用、調校溫度及顯示清晰度、保養及

清理等。

說明書

除了「西門子S i emen s」（#1）及

「Electrolux」（#2）只有英文說明書外，

其他樣本都備有中英文說明書，可惜大部

雪櫃樣本資料及測試結果

樣
本
編
號

牌子
型號
[1]

售價 
[2]

聲稱 
原產地 

[3]

標示
每年 

耗電量 
(度電/

年)

聲稱 
總淨 
容量 
(公升)

額定或
聲稱冷
凍能力 
(千克/ 

24小時)
[4]

功能/
特點
[5]

保用年期(壓縮機)及
續保年費

[6]

容量 [7] 能源測試

隔熱能力 
(小時) 
[12]

室溫改變 
適應能力

冷凍 
效果 
[13]

寧靜 
程度 
[14]

使用方便
程度 
[15]

總評 
[16]

冷凍室 冷藏室

標示 
評分

估計 
全年 
電費 
[8]

能源
效率 
[9]

吻合 
程度 
評分 
[10]

總分 
[11]聲稱 

(公升)
量得 
(公升)

相差
聲稱
(公升)

量得
(公升)

相差

雙門雪櫃(非平背式)

1 西門子 Siemens KD32NX74 $9,290 西班牙 253 309 6* R 2年(5年)；$500/$690▼ 63 61.3 -2.7% 246 222.3 (+20.6) -1.3% ●●●●0 $290 ●●●●● ●●●●0 ●●●●0 ●●●● 13.9 ●●●●0 ●●●● ●●●●● ●●●● ★★★★1
雙門雪櫃(平背式)

2 Electrolux EBE4300SC-R $13,800 澳洲 351 357 5 B, D, R 3年(5年)；不設續保 76F 78.4 3.2% 281F 281.5 0.2% ●●●●0 $358 ●●●●0 ●●●●● ●●●●0 ●●●●0 18.6 ●●●●0 ●●●0 ●●●●0 ●●●● ★★★★1
3 聲寶 Sharp SJ-WM320T-SL $6,980 泰國 393 326 4.5 B, D, L 5年(5年)；$450 89 93.3 4.8% 207 (+30) 214.6 (+30.8) 3.7% ●●●●● $419 ●●●● ●●●●● ●●●●0 ●●●●0 18.3 ●●●●0 ●●●0 ●●●● ●●●●0 ★★★★1
4 三星 Samsung RL52TE $8,990 韓國 320 324 14.4 B, D, I, L 3年(10年)；不設續保 92 103.2 12.2% 232 233.5 0.6% ●●●●● $301 ●●●●● ●●●●● ●●●●● ●●●0 10.6 ●●●●0 ●●●0 ●●●●0 ●●●● ★★★★
5 北極 Frigidaire FH42SR $4,598 中國 369 312 3.4◇ R 1年(7年)；$400 73 72.6 -0.5% 239 239.9 0.4% ●●●●● $387 ●●●● ●●●●● ●●●●0 ●●●●0 16.1 ●●●●0 ●●●0 ●●●●0 ●●●● ★★★★

6 LG GR-M392CSQB $4,998 中國 433 313 3.1◇ D, L 3年(5年)；不設續保
74

(T:8)
73.7

(T:10.3) -0.4% 231 238.5 3.2% ●●●●● $408 ●●●● ●●●●● ●●●●0 ●●●●0 16.4 ●●●● ●●●0 ●●●●0 ●●●● ★★★★

7 豐澤 Fortress FDG251F12 $2,990 中國 429 251 3* — 3年(5年)；不設續保 63 61.3 -2.7% 188 181.2 (+11.1) 2.3% ●●●●0 $433 ●●●0 ●●●●● ●●●● ●●●● 12.1 ●●●0 ●●●● ●●●●● ●●●● ★★★★
8 Panasonic NR-BK345 $4,880 越南 394 289 4.2 L 5年(5年)；不設續保 67 73.7 10.0% 222 222.6 (+7.7) 3.7% ●●●●● $430 ●●●● ●●●●● ●●●● ●●●● 11.6 ●●●0 ●●●0 ●●●●0 ●●●● ★★★★
三門雪櫃

9 惠而浦 Whirlpool WB316G $5,490 中國 324 300 10 B, D, L, R 5年(5年)；$380 66 64.1 -2.9% 234 233.1 -0.4% ●●●●0 $318 ●●●●0 ●●●●● ●●●●0 ●●●● 14.3 ●●●0 ●●●0 ●●●●0 ●●●● ★★★★
10 Fisher & Paykel E415HRX ◆ $12,380 新西蘭 402 348 10^ — 1年(5年)；$750 75 75.2 0.3% 222 (C:57) 215.5 (C:56.7) -2.9% ●●●●0 $435 ●●●● ●●●●● ●●●● ●●●● 13.8 ●●● ●●●●0 ●●●●● ●●●● ★★★★
11 日立 Hitachi R-SG37BPH $7,580 泰國 367 295 4 B, D, I, L, R 5年(5年)；$330 46F 44.7 -2.8% 249F 193.8 (+13.5, V:44) 0.9% ●●●● $368 ●●●●0 ●●●●● ●●●●0 ●●●0 9.5 ●●●●0 ●●●0 ●●●●● ●●●●0 ★★★★

12 三菱電機 
Mitsubishi Electric MR-V50C-SS-H $6,180 泰國 505 348 5 — 5年(5年)；$650 101 104.9 3.9% 247 230 (+25.9) 3.6% ●●●●● $585 ●●●0 ●●●●0 ●●●0 ●●●●0 18.7 ●●●0 ●●●0 ●●●●0 ●●●● ★★★★

註 ●或★愈多，表示該項測試表現愈好，最多五粒。		 	
—	 表示該項未有資料提供	 	 	

[1]	 ◆	樣本#10銘牌上的型號為E415HRX2，其後代理商確認錯貼銘牌，本會購
買樣本的正確型號應為E415HRX。	 	

[2]	售價是約數，乃代理商提供或本會於今年7月在市面調查所得。不同零售商
的售價或有差別。	 	 	 	

[3]	資料由代理商提供。		 	 	 	

[4]	除樣本#5及#6外，列出數字由代理商提供	 	 	
	 *		樣本#1及#7的銘牌及/或說明書亦有標示冷凍能力，測試時採用該數值。
	 ◇	樣本#5及#6列出的為測試時採用數值。	 	 	

 ^		樣本#10的銘牌標示冷凍能力為每24小時8千克，測試時亦採用該數值，
但其後代理商提供數值為每24小時10千克。	 	

[5]	 B：	冷凍室在下、冷藏室在上	 	 	 	 	
D：	溫度選擇掣設於雪櫃外	 	 	 	 	
I  ：	變頻式壓縮機	

	 L：	LED照明
	 R：	R600a環保製冷劑	 	 	 	

[6]	▼	樣本#1設兩個續保計劃，都包括上門檢查及維修，惟後者已包括
零件費，前者只提供零件8折優惠。

[7]	標示評分包括吻合程度及資料提供的考慮，樣本#2及#11沒有標示額定
容量，標示評分受到扣減。	 	

	 部分樣本另設冰溫室(chill	compartment)，括號內數字為其容量。
	 T：	樣本#6的冷凍室另設8公升二星級儲存格。
	 C：	樣本#10的冷藏室另設57公升酒格(cellar	compartment)。
	 V：	樣本#11的冷藏室另設44公升蔬果格(vegetable	compartment)。
	 F			樣本#2及#11的標示沒有提供額定容量數字，列出數值來自代理商。

 [8]	電費以每度電(kWh)$1.1計算，耗電多少與樣本容量及大小有關。實際耗

電量會因使用情形而異，例如開門的次數。	

 [9]	由計算所得全年耗電量及樣本量得的容積，根據機電工程署强制性能

源效益標籤計劃公式，計算相對能源效率。

[10] 比較樣本計算出的耗電量，與機電署能源標籤上的數字的差別。如計算

所得數字大於標示數字，吻合程度得分會被扣減。	

[11]	能源測試總分比重：	 	 	 	 	

能源效率	 80%	 	 	 	

吻合程度	 20%	 	 	

[12] 數字為停電後樣本冷凍室溫度由-18℃上升至-9℃的時數。	

[13] 比較樣本的冷凍能力、冷凍速度及冷凍效率。	 	

[14] 以隔音房量度到樣本產生的噪音作比較。	 	

[15]	包括說明書、開關門及日常使用、調校溫度及顯示清晰

度、保養及清理等項目。	 	 	

[16] 總評分比重：	 	 	 	 	

容量標示	 5%	 	 	

能源測試	 30%	 	 	

隔熱能力	 20%	 	 	

室溫改變適應能力	 15%	 	 	

冷凍效果	 20%

	 寧靜程度	 5%

	 使用方便程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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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樣本的面板及設定標示以英文為主，而

「聲寶Sharp」（#3）及「Fisher & Paykel」

（#10）的設定則以標誌或圖示交代，或可

解決語文障礙。

全部說明書內容都頗 充分，足以

令用戶暸 解 設 定 及 開 始 使 用，惟「北

極Fr ig i da i re」FH42SR（#5）及「豐澤

Fortress」（#7）的字體略小。一旦遺失說

明書，除了#5、#7及「Panasonic」（#8）

外，不少代理商或生產商的網頁都提供說

明書下載，不過從外地生產商網頁下載的

說明書不少只有英語及適用於所有型號的

通用版，用戶要細閱找出相關內容。

開關門及日常使用

「聲寶Sharp」（#3）的機門設計較

獨特，不需要任何改裝，便可隨意從左或

右方開門，方便用戶遷就家居位置擺放

雪櫃，可先到陳列室試用，看是否暢順。

「Electrolux」（#2）、「LG」（#6）、「惠而

浦Whirlpool」（#9）及#10有大手柄設計，

雪櫃樣本資料及測試結果

樣
本
編
號

牌子
型號
[1]

售價 
[2]

聲稱 
原產地 

[3]

標示
每年 

耗電量 
(度電/

年)

聲稱 
總淨 
容量 
(公升)

額定或
聲稱冷
凍能力 
(千克/ 

24小時)
[4]

功能/
特點
[5]

保用年期(壓縮機)及
續保年費

[6]

容量 [7] 能源測試

隔熱能力 
(小時) 
[12]

室溫改變 
適應能力

冷凍 
效果 
[13]

寧靜 
程度 
[14]

使用方便
程度 
[15]

總評 
[16]

冷凍室 冷藏室

標示 
評分

估計 
全年 
電費 
[8]

能源
效率 
[9]

吻合 
程度 
評分 
[10]

總分 
[11]聲稱 

(公升)
量得 
(公升)

相差
聲稱
(公升)

量得
(公升)

相差

雙門雪櫃(非平背式)

1 西門子 Siemens KD32NX74 $9,290 西班牙 253 309 6* R 2年(5年)；$500/$690▼ 63 61.3 -2.7% 246 222.3 (+20.6) -1.3% ●●●●0 $290 ●●●●● ●●●●0 ●●●●0 ●●●● 13.9 ●●●●0 ●●●● ●●●●● ●●●● ★★★★1
雙門雪櫃(平背式)

2 Electrolux EBE4300SC-R $13,800 澳洲 351 357 5 B, D, R 3年(5年)；不設續保 76F 78.4 3.2% 281F 281.5 0.2% ●●●●0 $358 ●●●●0 ●●●●● ●●●●0 ●●●●0 18.6 ●●●●0 ●●●0 ●●●●0 ●●●● ★★★★1
3 聲寶 Sharp SJ-WM320T-SL $6,980 泰國 393 326 4.5 B, D, L 5年(5年)；$450 89 93.3 4.8% 207 (+30) 214.6 (+30.8) 3.7% ●●●●● $419 ●●●● ●●●●● ●●●●0 ●●●●0 18.3 ●●●●0 ●●●0 ●●●● ●●●●0 ★★★★1
4 三星 Samsung RL52TE $8,990 韓國 320 324 14.4 B, D, I, L 3年(10年)；不設續保 92 103.2 12.2% 232 233.5 0.6% ●●●●● $301 ●●●●● ●●●●● ●●●●● ●●●0 10.6 ●●●●0 ●●●0 ●●●●0 ●●●● ★★★★
5 北極 Frigidaire FH42SR $4,598 中國 369 312 3.4◇ R 1年(7年)；$400 73 72.6 -0.5% 239 239.9 0.4% ●●●●● $387 ●●●● ●●●●● ●●●●0 ●●●●0 16.1 ●●●●0 ●●●0 ●●●●0 ●●●● ★★★★

6 LG GR-M392CSQB $4,998 中國 433 313 3.1◇ D, L 3年(5年)；不設續保
74

(T:8)
73.7

(T:10.3) -0.4% 231 238.5 3.2% ●●●●● $408 ●●●● ●●●●● ●●●●0 ●●●●0 16.4 ●●●● ●●●0 ●●●●0 ●●●● ★★★★

7 豐澤 Fortress FDG251F12 $2,990 中國 429 251 3* — 3年(5年)；不設續保 63 61.3 -2.7% 188 181.2 (+11.1) 2.3% ●●●●0 $433 ●●●0 ●●●●● ●●●● ●●●● 12.1 ●●●0 ●●●● ●●●●● ●●●● ★★★★
8 Panasonic NR-BK345 $4,880 越南 394 289 4.2 L 5年(5年)；不設續保 67 73.7 10.0% 222 222.6 (+7.7) 3.7% ●●●●● $430 ●●●● ●●●●● ●●●● ●●●● 11.6 ●●●0 ●●●0 ●●●●0 ●●●● ★★★★
三門雪櫃

9 惠而浦 Whirlpool WB316G $5,490 中國 324 300 10 B, D, L, R 5年(5年)；$380 66 64.1 -2.9% 234 233.1 -0.4% ●●●●0 $318 ●●●●0 ●●●●● ●●●●0 ●●●● 14.3 ●●●0 ●●●0 ●●●●0 ●●●● ★★★★
10 Fisher & Paykel E415HRX ◆ $12,380 新西蘭 402 348 10^ — 1年(5年)；$750 75 75.2 0.3% 222 (C:57) 215.5 (C:56.7) -2.9% ●●●●0 $435 ●●●● ●●●●● ●●●● ●●●● 13.8 ●●● ●●●●0 ●●●●● ●●●● ★★★★
11 日立 Hitachi R-SG37BPH $7,580 泰國 367 295 4 B, D, I, L, R 5年(5年)；$330 46F 44.7 -2.8% 249F 193.8 (+13.5, V:44) 0.9% ●●●● $368 ●●●●0 ●●●●● ●●●●0 ●●●0 9.5 ●●●●0 ●●●0 ●●●●● ●●●●0 ★★★★

12 三菱電機 
Mitsubishi Electric MR-V50C-SS-H $6,180 泰國 505 348 5 — 5年(5年)；$650 101 104.9 3.9% 247 230 (+25.9) 3.6% ●●●●● $585 ●●●0 ●●●●0 ●●●0 ●●●●0 18.7 ●●●0 ●●●0 ●●●●0 ●●●● ★★★★

註 ●或★愈多，表示該項測試表現愈好，最多五粒。		 	
—	 表示該項未有資料提供	 	 	

[1]	 ◆	樣本#10銘牌上的型號為E415HRX2，其後代理商確認錯貼銘牌，本會購
買樣本的正確型號應為E415HRX。	 	

[2]	售價是約數，乃代理商提供或本會於今年7月在市面調查所得。不同零售商
的售價或有差別。	 	 	 	

[3]	資料由代理商提供。		 	 	 	

[4]	除樣本#5及#6外，列出數字由代理商提供	 	 	
	 *		樣本#1及#7的銘牌及/或說明書亦有標示冷凍能力，測試時採用該數值。
	 ◇	樣本#5及#6列出的為測試時採用數值。	 	 	

 ^		樣本#10的銘牌標示冷凍能力為每24小時8千克，測試時亦採用該數值，
但其後代理商提供數值為每24小時10千克。	 	

[5]	 B：	冷凍室在下、冷藏室在上	 	 	 	 	
D：	溫度選擇掣設於雪櫃外	 	 	 	 	
I  ：	變頻式壓縮機	

	 L：	LED照明
	 R：	R600a環保製冷劑	 	 	 	

[6]	▼	樣本#1設兩個續保計劃，都包括上門檢查及維修，惟後者已包括
零件費，前者只提供零件8折優惠。

[7]	標示評分包括吻合程度及資料提供的考慮，樣本#2及#11沒有標示額定
容量，標示評分受到扣減。	 	

	 部分樣本另設冰溫室(chill	compartment)，括號內數字為其容量。
	 T：	樣本#6的冷凍室另設8公升二星級儲存格。
	 C：	樣本#10的冷藏室另設57公升酒格(cellar	compartment)。
	 V：	樣本#11的冷藏室另設44公升蔬果格(vegetable	compartment)。
	 F			樣本#2及#11的標示沒有提供額定容量數字，列出數值來自代理商。

 [8]	電費以每度電(kWh)$1.1計算，耗電多少與樣本容量及大小有關。實際耗

電量會因使用情形而異，例如開門的次數。	

 [9]	由計算所得全年耗電量及樣本量得的容積，根據機電工程署强制性能

源效益標籤計劃公式，計算相對能源效率。

[10] 比較樣本計算出的耗電量，與機電署能源標籤上的數字的差別。如計算

所得數字大於標示數字，吻合程度得分會被扣減。	

[11]	能源測試總分比重：	 	 	 	 	

能源效率	 80%	 	 	 	

吻合程度	 20%	 	 	

[12] 數字為停電後樣本冷凍室溫度由-18℃上升至-9℃的時數。	

[13] 比較樣本的冷凍能力、冷凍速度及冷凍效率。	 	

[14] 以隔音房量度到樣本產生的噪音作比較。	 	

[15]	包括說明書、開關門及日常使用、調校溫度及顯示清晰

度、保養及清理等項目。	 	 	

[16] 總評分比重：	 	 	 	 	

容量標示	 5%	 	 	

能源測試	 30%	 	 	

隔熱能力	 20%	 	 	

室溫改變適應能力	 15%	 	 	

冷凍效果	 20%

	 寧靜程度	 5%

	 使用方便程度	 5%	

我要求雪櫃非常乾淨，所以經常清潔

雪櫃。我覺得生的食物放在上層會很

危險，幸好我的冰格在底層，令我很

安心，不然我會很不安。



10 442 2013 .08選擇

封面專題

較方便開關門或拉開櫃桶，「Electrolux」

（#2）機內的櫃桶有路軌，較沒有路軌設

計的拉得暢順；相反「豐澤Fortress」（#7）

及「Panasonic」（#8）的門柄較隱蔽及手

指接觸位較細。製冰功能以「日立Hitachi」

（#11）最完備，只要入水便可自動製作冰

粒，喜歡在飲品加冰的用戶最受惠，其他樣

本都有手動掣冰，但不少的製冰格手柄都

較短細，以「Panasonic」（#8）的手柄較大

及就手。

調校溫度及顯示清晰度

試驗人員認為溫度選擇掣如設置在

雪櫃外（樣本#2至#4、#6、#9及#11），調

校會較方便，這樣設計的樣本多數會容許

逐度加減設定溫度或冷凍程度（#1至#4、

#6及#9），設定掌握較佳，雪櫃外有設定

顯示，也方便用戶不需打開門才看到設定。

保養及清理

全部樣本都是無霜雪櫃，意思是雪

櫃內冷管的霜會自動「溶雪」，毋須手動

控制「溶雪」。不少型號建議清洗時只用

溫水以軟布及/或牙刷等輕抹，對較頑固

污漬才用溫和的清潔劑，切勿用強力清潔

劑及鋼絲刷，以免造成破損。燈膽壞了要

自行更換的時候，必須先拔出插頭，扭出

壞燈膽，裝上新燈膽後，再插上電源。要

取出燈膽，只有#5須用螺絲批，其他可更

換燈膽的型號都可輕易拆出燈罩，毋須工

具。採用LED燈照明的樣本都在說明書指

出不可自行更換，有需要要聯絡代理商；

不過，一般LED燈組壽命較長，燒燈膽的

機會應較細。

「西門子Siemens」（#1）屬非平背式

設計，用戶宜定期用吸塵機或乾布清除機

背散熱器上的塵埃。

雪櫃的環保設計
 12款雪櫃樣本中不少有環保聲稱，最多以慳電及寧靜作賣點，而較直接影

響該兩項表現的是壓縮機，它是雪櫃的「心臟」，負責製冷令各空間保持低溫。

壓縮機內設馬達，壓縮並帶動製冷劑（refrigerant，俗稱雪種）流動，把雪櫃內

熱能帶到櫃外，從而降低櫃內溫度，達到目標溫度後，一般設計下壓縮機便會停

頓，直至溫度慢慢上升至令壓縮機再啟動。每當壓縮機馬達開動時，會產生較大

噪音。較新款的雪櫃或設有變頻式（多稱為inverter）壓縮機（例如#4及#11），

當中馬達多屬直流無刷式設計，有助改變馬達轉速及減低耗損，並且能更有效運

作。與一般設計的壓縮機不同，變頻式的毋須完全停

止轉動，而是用較慢速度操作以維持較低製冷量，可

減低噪音及溫度控制較佳，馬達亦可較耐用。

 製冷劑方面，較新款的機（#1、#2、#5、#9及#11）採用較環保的

R600a，其化學成分異丁烷（iso-butane）無毒、不含氟化物亦不會影響環境；

不過它屬易燃物質，雖然雪櫃內製冷劑含量不多，但若發現洩漏、壓縮機或製冷

劑管道破損，切勿生火或開關電掣，應馬上打開窗戶讓空氣流通，待製冷劑揮發

後，再聯絡代理商維修。

 樣本中有部分採用LED照明系統（#3、#4、#6、#8、#9及#11），耗電量

及效率較傳統鎢絲燈膽佳，產生較少熱能，壽命又較長。此外，部分樣本（#2、

#3、#4、#9及#11）設有省電（eco）或假期模式（vacation mode），如用戶

長時間不開啟雪櫃門，這些模式會把冷藏室的溫度設定自動提高，可減低雪櫃耗

電量。

有些人喜歡找

朋友一起去買

東西，我就比較

喜歡自己一個去

買，不論是電器

或其他，因為可

以自己一手一腳

選擇，對貨品功

能或是哪一款最

適合自己，會更

清楚。

▲購買雪櫃時可留意其環保特點，例如變頻式壓

縮機或環保製冷劑。

▲樣本 #8 的製冰格手柄較大及就手。



1144208 . 2013 選擇

選擇指 南
 非平背式雙門雪櫃：唯一測試了的「西門子Siemens」KD32NX74（#1，

$9,290）各項表現優異，尤其是能源效率，但用戶可能需要定期清理散熱器上

的積塵。

 平背式雙門雪櫃：「Electro lux」EBE4300SC-R（#2，$13,800）及

「聲寶Sharp」SJ-WM320T-SL（#3，$6,980）總評分較突出，成為首選，

「Electrolux」（#2）有優良的隔熱能力，「聲寶Sharp」（#3）則設計獨特，

可隨意左右開門，方便易用。此外，樣本#4至#8都有良好總評分，當中「三

星Samsung」RL52TE（#4，$8,990）的能源效率得分出眾，「豐澤Fortress」

FDG251F12（#7，$2,990）雖在樣本中總容量較小，但冷凍效果及寧靜程度都

出色，且售價較低。

 三門雪櫃：樣本#9至#12同得良好總分，均可考慮，「惠而浦Whirlpool」

WB316G（#9，$5,490）及「日立Hitachi」R-SG37BPH（#11，$7,580）的

能源測試總分佔先，「三菱電機Mitsubishi Electric」MR-V50C-SS-H（#12，

$6,180）隔熱能力較佳，「Fisher & Paykel」E415HRX（#10，$12,380）則冷

凍效果出眾，售價以#9及#12較低。

壓縮機保用期長達 10 年
本會向各代理商查詢保用詳情，樣

本機身保用由1年至5年，幾個日本牌子

及「惠而浦Whirlpool」（#9）提供的年期

較長，壓縮機則普遍保用較長年期，最

短5年，聲稱備有數碼變頻設計的「三星

Samsung」（#4）則提供10年保用。如超出

保用期，#2、#4、#6至#8的代理商都沒有

表示會提供續保，可能是較少客戶參加雪

櫃的續保計劃，有提供續保的年費由$330

至$750，以「日立Hitachi」（#11）較低，詳

情可參閱附表。

使用雪櫃安全及環保貼士
安全

● 將雪櫃擺放在陰涼、通風的地方，

確保有足夠散熱空間，避免靠近煮食爐等

熱源或被陽光直射。

● 切勿在雪櫃上擺放花瓶或水杯等

有水分物件，切勿讓水分滲入雪櫃內部，也

不可將水潑向雪櫃面。

● 切勿在雪櫃附近使用易燃化學物

品（例如殺蟲水和天拿水等）。

● 定期清洗雪櫃，包括機底盛水

格，避免因留下的肉、菜或果汁滋生細

菌。清洗雪櫃前，應關掉雪櫃電源或拔出

電插頭。

● 若雪櫃照明採用電燈泡，更換電

燈泡前，應關掉雪櫃電源或拔出電插頭，

以免發生意外。

● 雪櫃的電源線或機件出現損壞，

或雪櫃有不正常現象如異常噪音、氣味或

過熱等，應立即聯絡代理商進行檢查及維

修，切勿嘗試自行維修。

慳電環保

● 按照雪櫃內存放食物的種類及分

量調校恆溫器。不要長期無必要地將恆溫

器定在「最冷」的設定。

● 門格溫度通常較冷藏室或冷凍

室內溫度高，避免放入需要低溫儲存的

食物。

● 減少打開雪櫃的次數，在雪櫃取

放東西後，應盡快關上櫃門，避免雪櫃門

不必要地打開過長時間，令冷空氣流失。

● 熱燙的食物或湯水應先「攤凍」

才放入雪櫃，慳電兼避免雪櫃負擔過重，

或影響櫃內其他食物的溫度。

● 若雪櫃設省電或假期模式，長時

間外遊應盡量善用，沒有這些模式的亦可

把冷藏室溫度設定提高。冬天氣溫較冷，

用戶亦可稍稍提高溫度設定，冷藏室太冷

亦容易雪壞食物。如雪櫃長時間不使用，

應把雪櫃電源關掉。

● 要辟除雪櫃異味，其實不必使用

吸味劑，食橙後將橙皮放入雪櫃，除味效

果亦不俗。

廠商意見
「Fisher & Paykel」（#10）的代理商

表示E415HRX已被較新型號E415HRX2

取代。

樣本 #3可隨意從

左邊或右邊開門。

一些較大型(容

量超過 500 公

升 ) 的雪櫃型號

仍未納入本地

的強制性能源

效益標籤計劃，

消費者只可以參

考所標示其他

地區的能源標

籤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