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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置或更換傢俬可為居所

注入新意，在市面的傢俬店不難

找到各種傢俬來配襯不同風格

的家居布置。選擇時謹記考慮送

貨及安裝等服務及相關的收費

及條款。本會收集了12間連鎖傢

俬店提供的送貨、安裝及售後服

務資料，讓消費者瞭解各店舖的

政策及收費，做好預算。

封面專題

留意連鎖傢俬店
送貨安排及收費



546204. 2015 選擇

訂金由貨價20%至50%
除了「理想空間」（#4）、「宜 家

家居」（#5）及「海馬（香港）有限公司」

（#10）表示顧客訂購傢俬時須即時全數

繳付貨款及其他費用外，其餘大部分只要

求繳付貨價的20%至50%作為訂金。「永

旺（香港）百貨有限公司」（#1）表示顧客

如購買直營貨品可先付訂金，而購買寄售

貨品則需全數付款，詳情見表一。

達指定金額可享免費送貨及
安裝服務
送貨

1２個商號中，1個〔「永旺（香港）百

貨有限公司」（#1）〕指其直營貨品免費送

貨，運送寄售貨品則視乎各供應商的收費。

另有1間〔「家居21有限公司」（#2）〕為正

價貨品免費送貨，而特價貨品則劃一收取

$120送貨費。另9個商號（#3至#5、＃7至

#1２）的送貨收費由$50至$1,000不等，當

中「宜家家居」（#5）是按地區收費。

若然顧客購物滿指定金額（$500至

$10,000），10個商號（#1、#3、＃4、#6至

#1２）可免費送貨。

安裝

10個商號（#2、#3、#4、＃6至#12）

會因應顧客已購物滿指定金額（$500至

$2,999），或送貨費已包安裝等原因而免

收安裝費。

「永旺（香港）百貨有限公司」（#1）

不論購買直營貨品的金額多寡，均會收取

安裝費，費用由$80至$200，寄售貨品則免

收安裝費。「宜家家居」（#5）的安裝費不

適用於廚房和浴室，其餘不論購物金額，均

收取貨價10%的安裝費，上限為$3,000。

偏遠地區有送貨附加費甚或
不設送貨	 	

大部分商號送貨至偏遠地區會收取

附加費，例如東涌（$80至$300）、馬灣

（$40至$300）或愉景灣（$99至$350）

等。「理想空間」（#4）送貨往東涌及愉景

灣以外的離島地區須個別報價。此外，部

分離島、禁區，或車輛不能到達的地方，多

達8個商號不提供送貨服務。

最快送貨日期由1日至4星期
各商號的送貨日期不盡相同，由最

快的1至3日以至3至4星期不等。

各區送貨日期及時段有異
消費者要留意個別商號或按地區每星

期只設兩天送貨服務。6個商號（#1、#5、

#6、#8、#10及#11）表示沒有指定送貨日

期，「家居21有限公司」（#2）及「實惠家居

有限公司」（#9）表示須視乎傢俬種類而定，

而「顧家(香港)國際貿易有限公司」（#7）則

要視乎每月公司安排。至於送貨時段，3個商

號（#5、#10及#12）分2或3個時段送貨，其

餘的由早上10時半至晚上11時不等，消費者

可能要準備整天的時間等待傢俬送達。

樓梯搬運費差異大
如要送貨至沒有升降機到達的地點，

全部商號均收取搬運費，收費由每層樓梯

$19至$400不等，計算方法包括以整張訂

單每層樓梯計、以不同貨價計或以傢俬種

類計算搬運費，例如「特格傢俬（香港）有

限公司」（#11）會視乎貨價而收取不同的

搬運費，例如$7,001或以上的傢俬每層收

取貨價的1.3%作搬運費。部分商號為搬運

上樓梯的層數設上限，超出上限則收取附

加費或另議搬運費等，消費者宜多加留意。

遇惡劣天氣		可另約送貨日期
大部分商號表示如送貨當日遇上惡

劣天氣，會與顧客再商議送貨日期，或會

順延一天送貨。

落實送貨日期後改期或須付
行政費

消費者在送貨日期落實後，如欲更改

日期，「永旺（香港）百貨有限公司」（#1）

表示不收行政費；「理想空間」（#4）表示

周家怡

年幼時，家人替我買了一個書
櫃，自己沒有經驗，從最高一層
開始擺放書籍，誰料書櫃突然
向前塌下，幸好及時用雙手撐
住，沒被壓傷，事後才懂得擺
放物件時要避免上重下輕。

房間裡有一個訂造的衣櫃，採
用趟門設計。有一天，拉開趟
門時，整扇趟門向前跌下，幸
而沒有弄傷身體。之後找裝
修師傅維修好，但每次拉開趟
門，都會格外小心。

送貨要收費?



表一：部分連鎖傢俬店的送貨、安裝及售後服務安排[1]

商號
[2][3]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AEON Stores (HK) 

Co. Limited
永旺(香港)百貨

有限公司

Home 21 Limited
家居21有限公司

Hung Lee 
Furniture
鴻利傢俬

Idea & Design 
Furniture (HK) Ltd

理想空間

IKEA Hong Kong
宜家家居

Kin Wing 
Furniture
鍵榮傢俬

Kuka (HK) International 
Trade Limited

顧家(香港)國際貿易
有限公司

Lee Tat Furniture 
Houseware Plaza
利達傢俬家居廣場

Pricerite Stores 
Limited

實惠家居有限公司

Sea Horse (HK) 
Limited

海馬(香港)有限公司

Takad Furniture (HK) Ltd
特格傢俬(香港)有限公司

Ulferts of Sweden 
(Far East) Ltd

瑞典歐化(遠東)有限公司

送
貨
及
安
裝
的
收
費

訂購時是否需即時全數
繳付貨款及其他費用？

直營貨品可先付貨價的
50%作訂金；寄售貨品需

全數付款
訂金為貨價的50% 訂金為貨價的50% 全數繳付 全數繳付 訂金為貨價的30% 訂金為貨價的50% 訂金為貨價的50%

訂金為貨價的50%（訂造
傢俬除外）

全數繳付
視乎傢俬的價格而定，訂金為

貨價的20%至50%
訂金為貨價的30%

（訂購特別貨品除外）

送貨收費及須繳付附
加費的地區與金額

直營貨品免費，寄售
貨品由供應商釐訂，

東涌、馬灣及愉景灣的附
加費金額由送貨部安排

正價貨品免費送貨，
特價貨品$120
（連安裝），

東涌及馬灣：加$150； 
愉景灣：加$300

$100，
東涌、愉景灣：加

$250

$100，
東涌及愉景灣：

加$300；
其他離島地區

個別報價

香港、九龍及新界區：貨價$1,000或
以下：$100；貨價$1,001至$4,000：
$180；貨價$4,001或以上：$250；
東涌及馬灣：貨價$1,000或以

下：$180；貨價$1,001至$4,000：
$260；貨價$4,001或以上：$330；

愉景灣：$350；
其他離島地區：貨價的10%及最低
收費$1,000（離島送貨服務收費只

限由卸貨地點起50米範圍）

免費，但需購物滿
$500，否則自取，

東涌：加$100

每件$250（連安裝），
東涌及馬灣：加$150； 

愉景灣：加$300

$120至$200，
東涌：加$100

$130，
東涌及馬灣：加$150； 

愉景灣：加$300

$79，
馬灣及愉景灣：加$99

$50，
馬灣：加$40； 

愉景灣：加$200； 
東涌：$80（逢星期三、日免費）

$300（連安裝），
東涌：加$200；

愉景灣：加$350； 
馬灣：加$200或$300

（視乎是否需要安裝服務）

享有免費送貨服務的
購物金額

寄售貨品購物滿$500 — $1,000 $1,000 不設免費送貨 $500 $10,000 $800 $3,500 $1,999，須於同日購物 $700 $5,000（連安裝費）

安裝傢俬服務收費
直營貨品$80至$200， 

寄售貨品免費
送貨費已包括 $100

免費
（鑽牆服務除外）

貨價的10%，上限$3,000
（離島地區不設收費上限；此服務
只限於宜家家居貨品組件的安裝，

並不適用於廚房及浴室）

免費，但需購物滿
$500，否則需自行

安裝
送貨費已包括

送貨費已包括
（鑽牆服務除外）

免費 $159 免費（吊櫃及吊板不設安裝服務） 送貨費已包括

享有免費安裝服務的購
物金額

不設免費安裝
（直營貨品）

— $1,000 — 任何金額均收取安裝費 $500 — $1,000 — $2,999，須於同日購物 — —

送
貨
安
排

何時落實送貨日期及
時間

送貨日期前1至2日 下訂單後14日內 下訂單時
下訂單時，並於送貨
日期前1個工作天

再致電確認
下訂單時 下訂單時 傢俬有貨後約7日 下訂單時

下訂單時落實送貨日期，
時間會在送貨前1至2日
通知（訂造傢俬除外）

下訂單時 送貨日期前1日
如有現貨於下訂單時落實，

否則於到貨後再落實

落訂後最快的送貨時間 1至3日 3至5日 3至4星期 1至3日 1至3日（不連安裝） 4至6日 4至6日（如有現貨） 4至6日
大型傢俬7至14個工作天

（訂造傢俬除外），傢俬種
類繁多，詳情需向店員查詢

4至6日 4至6日（訂造傢俬除外） 1至3日

送貨日期 沒有指定日期 視乎貨品種類

香港區：
逢星期二、四、六； 
屯門、東涌、深井：
逢星期一、三、五； 

其他地區：
逢星期一至六

香港：逢星期一、四； 
九龍：逢星期二、五； 
新界：逢星期三、六

沒有指定日期（離島除外） 沒有指定日期 視乎每月公司安排 沒有指定日期 視乎貨品種類 沒有指定日期
沒有指定日期

（馬灣及愉景灣除外）

香港、九龍、青衣、荃灣及葵涌：
逢星期一至日；

西貢及將軍澳：逢星期一、四、六； 
沙田及馬鞍山：逢星期一至六；

深井、屯門、大埔及元朗：逢星期二、
五、日；東涌及愉景灣：逢星期二、

六；馬灣：逢星期一、二、四、五

送貨時段 視乎送貨部安排 11:00-23:00 12:00-19:00 12:00-21:00
10:00-14:00 
14:00-18:00 
18:00-22:00

12:00-22:00 12:00-19:00 11:00-20:00 視乎貨品種類
09:00-13:00 
14:00-18:00

10:30-21:00
11:00-14:00 
14:00-18:00

不設送貨的地區
離島（東涌、馬灣及

愉景灣除外）
離島（東涌、馬灣及

愉景灣除外）
車輛不能到達或需要

禁區紙的地方
—

邊境禁區、不能經樓梯送貨而
需由露台進屋、九樓或以上而沒有

升降機、船屋及地盤
—

離島及禁區（東涌、馬灣及
愉景灣除外）

— —
離島（東涌、馬灣及

愉景灣除外）及5.5噸車輛
不能到達的地方

離島（東涌、馬灣及愉景灣除外）
及禁區

禁區或貨車不能到達的地方

如電梯不能到達送貨
地點，每層樓梯的搬運
費

各供應商收費不同
每層$50至$100，
視乎不同種類傢俬

而定

每層$50起，上限4層，
4層以上收附加費

每層$20至$300
不等，視乎不同
種類傢俬而定

每層$30，首層免費，上限8層 每層$50，上限5層
每層$50至$250，
上限8層，8層以上

收費另議

每層$50至$80，
層數不限

每層$25至$400，視乎
不同種類傢俬而定

每層$19（每單計），
層數不限

視乎貨價而定，上限8層，每層收費：
$1,000或以下：$30；

$1,001至$2,000：$40；
$2,001至$4,000：$50；
$4,001至$5,000：$60；
$5,001至$6,000：$70；
$6,001至$7,000：$80；

$7,001或以上：貨價的1.3%

視乎不同傢俬種類而定

惡劣天氣（如黑色暴雨
警告生效）的送貨安排

再商議送貨日期 順延1日送貨或再商議送貨日期 順延1日送貨

落實送貨日期後，顧客
如改期，有多長的通知
期限可毋須繳付行政費

不收取行政費 送貨日前2日 送貨日前7日

通常不收取行政費，
但更改後的送貨日期
須配合上述地區的指

定日期

送貨日前2日
不收取行政費，
但須在送貨日
前1至2日通知

不收取行政費，但須在
送貨日前7日通知

不收取行政費，但須在
送貨日前3日通知

送貨日前1日 送貨日前5日 送貨日前36小時 送貨日前1日下午6時前

更改送貨日期而須繳
付行政費的金額

—
視乎情況而定，

最高為貨價的10%
貨價的5%

如更改後的送貨日期
與上述地區的指定日
期不同，可能須收取

行政費

$150 — — — $200 $79
貨價的5%，最低$200至最高

$1,000
$300 

公司如未能在指定時
間送貨，會在何時通知
顧客？

不能一概而論，視乎當日訂單數量或路面情況而定 指定送貨時段內
不能一概而論，視乎當日
訂單數量或路面情況而定

一般情況下於送貨日期
前1日通知，遇有突發事情
（如壞車）會即時通知，並

盡量安排當日送貨

指定送貨時段前24小時或之前
不能一概而論，視乎當日
訂單數量或路面情況而定

售
後
及
其
他
服
務

如顧客發現傢俬有質
量問題，是否有換貨、
退貨或退款的政策？

可以更換相同或其他貨
品，亦可退款，但要在送
貨日期後14日內提出（更
換其他貨品或退款需視乎

情況而定）

可以更換相同或
其他貨品，但要在

送貨日期後7日內提出
需於送貨時即時提出

可以換貨、退貨或
退款，公司提供

1年免費結構保養

可以換貨、退貨或退款，但要
在發票日期30日內提出

（特價陳列品及減價貨品除外）

可以更換相同或
其他貨品，但要在送
貨日期後7日內提出

可以更換相同貨品，但要
在送貨日期後7日內提出

可以更換相同貨品，但要
在送貨日期後3日內提出

送貨日期後7日內提出，
處理方法視乎情況而定

按客人要求安排師傅
上門檢查，視乎情況作出

更換、轉款式或退款

可以更換相同或其他貨品，
亦可退款，但要在送貨日期後

14日內提出

可以更換相同貨品，但需於
送貨時即時提出

棄置舊傢俬服務
直營貨品沒有提供此項服
務，寄售貨品的收費視乎

傢俬種類而定

約每件$100至$500，
視乎貨品是否

需要拆卸

約每件$200至
$1,000

約每件$200至$300
選購指定貨品 (梳化/梳化床/床褥)，
可以每件$100享用棄置舊傢俬服務

（適用於不需拆卸的傢俬）
約每件$100至$200 約每件$50至$400 約每件$50至$200 處理方法視乎情況而定

只適用於床褥
每件$59

約每件$180至$600
收費視乎不同傢俬

種類而定

註 [2]  本會共向18間連鎖傢俬店發出問卷，收到13間回覆，惟其中1個

商號其後表示負責人不欲公開資料。

[4]

—：不適用。

[1]  表內資料由各商號在2015年3月至4月提供，最新情況以有關商號的公布為準。

[3]  商號按名稱的英文字母排序。

[4] 所有商號均表示送貨及安裝服務會在相同日期進行。



表一：部分連鎖傢俬店的送貨、安裝及售後服務安排[1]

商號
[2][3]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AEON Stores (HK) 

Co. Limited
永旺(香港)百貨

有限公司

Home 21 Limited
家居21有限公司

Hung Lee 
Furniture
鴻利傢俬

Idea & Design 
Furniture (HK) Ltd

理想空間

IKEA Hong Kong
宜家家居

Kin Wing 
Furniture
鍵榮傢俬

Kuka (HK) International 
Trade Limited

顧家(香港)國際貿易
有限公司

Lee Tat Furniture 
Houseware Plaza
利達傢俬家居廣場

Pricerite Stores 
Limited

實惠家居有限公司

Sea Horse (HK) 
Limited

海馬(香港)有限公司

Takad Furniture (HK) Ltd
特格傢俬(香港)有限公司

Ulferts of Sweden 
(Far East) Ltd

瑞典歐化(遠東)有限公司

送
貨
及
安
裝
的
收
費

訂購時是否需即時全數
繳付貨款及其他費用？

直營貨品可先付貨價的
50%作訂金；寄售貨品需

全數付款
訂金為貨價的50% 訂金為貨價的50% 全數繳付 全數繳付 訂金為貨價的30% 訂金為貨價的50% 訂金為貨價的50%

訂金為貨價的50%（訂造
傢俬除外）

全數繳付
視乎傢俬的價格而定，訂金為

貨價的20%至50%
訂金為貨價的30%

（訂購特別貨品除外）

送貨收費及須繳付附
加費的地區與金額

直營貨品免費，寄售
貨品由供應商釐訂，

東涌、馬灣及愉景灣的附
加費金額由送貨部安排

正價貨品免費送貨，
特價貨品$120
（連安裝），

東涌及馬灣：加$150； 
愉景灣：加$300

$100，
東涌、愉景灣：加

$250

$100，
東涌及愉景灣：

加$300；
其他離島地區

個別報價

香港、九龍及新界區：貨價$1,000或
以下：$100；貨價$1,001至$4,000：
$180；貨價$4,001或以上：$250；
東涌及馬灣：貨價$1,000或以

下：$180；貨價$1,001至$4,000：
$260；貨價$4,001或以上：$330；

愉景灣：$350；
其他離島地區：貨價的10%及最低
收費$1,000（離島送貨服務收費只

限由卸貨地點起50米範圍）

免費，但需購物滿
$500，否則自取，

東涌：加$100

每件$250（連安裝），
東涌及馬灣：加$150； 

愉景灣：加$300

$120至$200，
東涌：加$100

$130，
東涌及馬灣：加$150； 

愉景灣：加$300

$79，
馬灣及愉景灣：加$99

$50，
馬灣：加$40； 

愉景灣：加$200； 
東涌：$80（逢星期三、日免費）

$300（連安裝），
東涌：加$200；

愉景灣：加$350； 
馬灣：加$200或$300

（視乎是否需要安裝服務）

享有免費送貨服務的
購物金額

寄售貨品購物滿$500 — $1,000 $1,000 不設免費送貨 $500 $10,000 $800 $3,500 $1,999，須於同日購物 $700 $5,000（連安裝費）

安裝傢俬服務收費
直營貨品$80至$200， 

寄售貨品免費
送貨費已包括 $100

免費
（鑽牆服務除外）

貨價的10%，上限$3,000
（離島地區不設收費上限；此服務
只限於宜家家居貨品組件的安裝，

並不適用於廚房及浴室）

免費，但需購物滿
$500，否則需自行

安裝
送貨費已包括

送貨費已包括
（鑽牆服務除外）

免費 $159 免費（吊櫃及吊板不設安裝服務） 送貨費已包括

享有免費安裝服務的購
物金額

不設免費安裝
（直營貨品）

— $1,000 — 任何金額均收取安裝費 $500 — $1,000 — $2,999，須於同日購物 — —

送
貨
安
排

何時落實送貨日期及
時間

送貨日期前1至2日 下訂單後14日內 下訂單時
下訂單時，並於送貨
日期前1個工作天

再致電確認
下訂單時 下訂單時 傢俬有貨後約7日 下訂單時

下訂單時落實送貨日期，
時間會在送貨前1至2日
通知（訂造傢俬除外）

下訂單時 送貨日期前1日
如有現貨於下訂單時落實，

否則於到貨後再落實

落訂後最快的送貨時間 1至3日 3至5日 3至4星期 1至3日 1至3日（不連安裝） 4至6日 4至6日（如有現貨） 4至6日
大型傢俬7至14個工作天

（訂造傢俬除外），傢俬種
類繁多，詳情需向店員查詢

4至6日 4至6日（訂造傢俬除外） 1至3日

送貨日期 沒有指定日期 視乎貨品種類

香港區：
逢星期二、四、六； 
屯門、東涌、深井：
逢星期一、三、五； 

其他地區：
逢星期一至六

香港：逢星期一、四； 
九龍：逢星期二、五； 
新界：逢星期三、六

沒有指定日期（離島除外） 沒有指定日期 視乎每月公司安排 沒有指定日期 視乎貨品種類 沒有指定日期
沒有指定日期

（馬灣及愉景灣除外）

香港、九龍、青衣、荃灣及葵涌：
逢星期一至日；

西貢及將軍澳：逢星期一、四、六； 
沙田及馬鞍山：逢星期一至六；

深井、屯門、大埔及元朗：逢星期二、
五、日；東涌及愉景灣：逢星期二、

六；馬灣：逢星期一、二、四、五

送貨時段 視乎送貨部安排 11:00-23:00 12:00-19:00 12:00-21:00
10:00-14:00 
14:00-18:00 
18:00-22:00

12:00-22:00 12:00-19:00 11:00-20:00 視乎貨品種類
09:00-13:00 
14:00-18:00

10:30-21:00
11:00-14:00 
14:00-18:00

不設送貨的地區
離島（東涌、馬灣及

愉景灣除外）
離島（東涌、馬灣及

愉景灣除外）
車輛不能到達或需要

禁區紙的地方
—

邊境禁區、不能經樓梯送貨而
需由露台進屋、九樓或以上而沒有

升降機、船屋及地盤
—

離島及禁區（東涌、馬灣及
愉景灣除外）

— —
離島（東涌、馬灣及

愉景灣除外）及5.5噸車輛
不能到達的地方

離島（東涌、馬灣及愉景灣除外）
及禁區

禁區或貨車不能到達的地方

如電梯不能到達送貨
地點，每層樓梯的搬運
費

各供應商收費不同
每層$50至$100，
視乎不同種類傢俬

而定

每層$50起，上限4層，
4層以上收附加費

每層$20至$300
不等，視乎不同
種類傢俬而定

每層$30，首層免費，上限8層 每層$50，上限5層
每層$50至$250，
上限8層，8層以上

收費另議

每層$50至$80，
層數不限

每層$25至$400，視乎
不同種類傢俬而定

每層$19（每單計），
層數不限

視乎貨價而定，上限8層，每層收費：
$1,000或以下：$30；

$1,001至$2,000：$40；
$2,001至$4,000：$50；
$4,001至$5,000：$60；
$5,001至$6,000：$70；
$6,001至$7,000：$80；

$7,001或以上：貨價的1.3%

視乎不同傢俬種類而定

惡劣天氣（如黑色暴雨
警告生效）的送貨安排

再商議送貨日期 順延1日送貨或再商議送貨日期 順延1日送貨

落實送貨日期後，顧客
如改期，有多長的通知
期限可毋須繳付行政費

不收取行政費 送貨日前2日 送貨日前7日

通常不收取行政費，
但更改後的送貨日期
須配合上述地區的指

定日期

送貨日前2日
不收取行政費，
但須在送貨日
前1至2日通知

不收取行政費，但須在
送貨日前7日通知

不收取行政費，但須在
送貨日前3日通知

送貨日前1日 送貨日前5日 送貨日前36小時 送貨日前1日下午6時前

更改送貨日期而須繳
付行政費的金額

—
視乎情況而定，

最高為貨價的10%
貨價的5%

如更改後的送貨日期
與上述地區的指定日
期不同，可能須收取

行政費

$150 — — — $200 $79
貨價的5%，最低$200至最高

$1,000
$300 

公司如未能在指定時
間送貨，會在何時通知
顧客？

不能一概而論，視乎當日訂單數量或路面情況而定 指定送貨時段內
不能一概而論，視乎當日
訂單數量或路面情況而定

一般情況下於送貨日期
前1日通知，遇有突發事情
（如壞車）會即時通知，並

盡量安排當日送貨

指定送貨時段前24小時或之前
不能一概而論，視乎當日
訂單數量或路面情況而定

售
後
及
其
他
服
務

如顧客發現傢俬有質
量問題，是否有換貨、
退貨或退款的政策？

可以更換相同或其他貨
品，亦可退款，但要在送
貨日期後14日內提出（更
換其他貨品或退款需視乎

情況而定）

可以更換相同或
其他貨品，但要在

送貨日期後7日內提出
需於送貨時即時提出

可以換貨、退貨或
退款，公司提供

1年免費結構保養

可以換貨、退貨或退款，但要
在發票日期30日內提出

（特價陳列品及減價貨品除外）

可以更換相同或
其他貨品，但要在送
貨日期後7日內提出

可以更換相同貨品，但要
在送貨日期後7日內提出

可以更換相同貨品，但要
在送貨日期後3日內提出

送貨日期後7日內提出，
處理方法視乎情況而定

按客人要求安排師傅
上門檢查，視乎情況作出

更換、轉款式或退款

可以更換相同或其他貨品，
亦可退款，但要在送貨日期後

14日內提出

可以更換相同貨品，但需於
送貨時即時提出

棄置舊傢俬服務
直營貨品沒有提供此項服
務，寄售貨品的收費視乎

傢俬種類而定

約每件$100至$500，
視乎貨品是否

需要拆卸

約每件$200至
$1,000

約每件$200至$300
選購指定貨品 (梳化/梳化床/床褥)，
可以每件$100享用棄置舊傢俬服務

（適用於不需拆卸的傢俬）
約每件$100至$200 約每件$50至$400 約每件$50至$200 處理方法視乎情況而定

只適用於床褥
每件$59

約每件$180至$600
收費視乎不同傢俬

種類而定

註 [2]  本會共向18間連鎖傢俬店發出問卷，收到13間回覆，惟其中1個

商號其後表示負責人不欲公開資料。

[4]

—：不適用。

[1]  表內資料由各商號在2015年3月至4月提供，最新情況以有關商號的公布為準。

[3]  商號按名稱的英文字母排序。

[4] 所有商號均表示送貨及安裝服務會在相同日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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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個案

本會在2013年和2014年接獲關於購買現

成傢俬的投訴分別有949宗及830宗，當中除四成

多為不滿貨品質素外，四分一是投訴送貨延誤，

服務質素、收費爭拗、安裝及維修保養服務的投

訴則合共有一成三。

個案一：送貨日期一改再改

陳先生於2013年12月初在傢俬店A訂購一張

梳化，店舖A原想約他於2013年12月24日送貨，但

因他有事，改約在2014年1月2日下午3時至6時。

陳先生指當日送貨的時間一改再改，最後改為翌日

（1月3日）的下午1時45分，豈料送貨時間亦須一

而再修改，最終亦沒有送貨。陳先生非常不滿，到

本會投訴，要求店舖A退回全部訂金。

經本會斡旋，店舖A於1月19日完成送貨。

個案二：樓梯搬運費計算準則不清晰

李先生在傢俬店B訂購鞋櫃、床及地櫃，分

兩次送貨。由於他的住所要下一層樓梯才到達大

廈門口，故需加收樓梯搬運費。

先送鞋櫃來的職員向李先生收取$100搬運

費，後來搬運床及地櫃的職員同樣收取$100，他追

問收費詳情，才知悉每件傢俬的樓梯搬運費為$50。

李先生向店舖B查詢，店舖B表示要先瞭解

情況再回覆他，可是過了個多星期，仍未有回覆。

李先生致電店舖B的總店，職員卻指他應在送貨當

日即時向店舖B查詢，現在因過了兩星期已很難協

助他追討。李先生要求負責向他推銷的職員與他

聯絡，該職員指各供應商的收費不同，不能以同一

準則計算。

後來李先生查看發票，上面列明每件傢俬的

樓梯搬運費是$50，他再致電店舖B理論。店舖B

卻指因鞋櫃的高度問題，搬運費須當兩件傢俬計。

李先生不接受店舖B的解釋，到本會投訴，並要求

取回被多收的款項。

本會聯絡店舖B，該店負責人指每件傢俬收

取$50的樓梯搬運費只是一般準則，實際收費取決

於傢俬尺寸和樓梯級數，並由顧客與送貨職員即場

商議，店舖對收費不會給予任何意見。李

先生認為店舖B應跟從發票列明的準則

收費，要求本會將此事記錄在案。

我覺得訂造吊櫃，應該盡量光顧有口碑或

者規模較大的公司，也切勿把吊櫃安裝

在睡床上方，以免發生意外時走避不及。

傢俬的尺寸，以免費時失事或引起爭議。

下訂單時應確保貨品型號、顏色、尺寸、預

計送貨日期及各項收費如訂金、附加費、

搬運費等資料已記錄在單據上，亦要留意

換貨及退款的條款。安裝傢俬前，應先與

工作人員溝通擺放位置，單據亦應妥善保

存，日後維修保養時可能會用上。

香港傢俬裝飾廠商總會回應
香港傢俬裝飾廠商總會稱收取訂

金及免費送貨等事宜大多為傢俬行業內

的慣例。不過，一般商號會分兩至三個時

段送貨，讓顧客等待一整天的情況實屬

罕見。送貨往偏遠地區特別是離島地區

需要船運，因而要個別報價亦屬正常的

處理手法。如未能在指定時間內完成送

貨服務，一般公司都會及早或24小時內

通知顧客。至於棄置舊傢俬需要收費屬

慣常做法，因為許多傢俬公司把送貨服

務外判給物流公司，據悉棄置舊傢俬所

收取的費用歸物流公司。

就投訴個案一，該會認為送貨日期

在公衆假期前後，交通情況實非店舖能力

控制範圍之內，需要顧客多加體諒。另一方

面，店舖應該對假期前後的送貨服務作妥

善安排，避免出現未能如期送貨的情況。

而投訴個案二，該會認為傢俬店與

顧客雙方應該就搬運費達成共識，搬運

費應連同所有條款清晰列明於單據上，

避免發生任何誤會。

如更改後的送貨日期能夠配合送貨地區的

指定送貨日期，便不用收取行政費；餘下

10間商號均容許顧客於指定期限內免費

改期，期限由送貨日期前1日至7日不等，否

則有5間會收取行政費$79至高達$1,000

（#5、＃9至#12），或貨價的5%或最高

10%（#2及#3）。

 

未能在指定時間送貨	
僅3間表明何時通知顧客

超過一半商號表示即使已落實送貨日

期及時段，但具體時間仍須視乎送貨當日的

訂單數量或路面情況而定，如未能在指定時

間送貨，只有3間商號（#8、#10及#11）表明

會於指定時段以至24小時前通知顧客。

換貨或退款有商量
所有商號均表示如貨品質量有問題，

顧客須在指定時間內提出，例如於送貨時

即時檢查並提出，或於收貨日後3日至14日

內，又或於發票日期的30日內提出，處理方

法包括換貨、退貨或退款等，或視乎情況

而定，詳情見表一。

全部提供棄置舊傢俬服務
顧客如要棄置舊傢俬，12間商號均有

提供此項服務，而舊傢俬並不一定要是該

商號的貨品，收費由每件$50至$1,000不

等，視乎傢俬的種類、尺寸及是否需要拆

卸而定；惟當中3間商號（#1、#5及#10）表

示棄置舊傢俬服務只適用於寄售或指定種

類貨品。

總結
購買稱心的傢俬來布置家居本是賞心

樂事，但若在過程中遇上服務或貨品質素

問題，隨時一肚氣。消費者宜光顧信譽良好

的店舖，購買前應先量度清楚家中空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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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吊櫃儲物很普遍
本港一般的家居環境都很狹窄，不少人會在廚房、睡房甚至洗手

間的牆上安裝吊櫃或掛牆櫃，增加儲物空間。要避免吊櫃塌下造成意

外，應注意什麼？ 

裝嵌吊櫃安全要訣

吊櫃分別有現貨及訂造兩種，現貨一般是顧客量度好尺寸，再在

傢俬店選購，至於訂造吊櫃，多由裝修工程公司派員上門量度尺寸訂

製，再派師傅安裝。安裝吊櫃所用的配件、工具及技術十分重要，DIY新

手未必具備適當的工具、物料和經驗自行安裝。建議找專業的裝修師

傅代勞，安裝吊櫃時，消費者儘管未必可親自監督施工情況，但事前亦

應多瞭解安裝和施工要點，和裝修師傅充分溝通。

必須裝在實心牆上

只有混凝土牆（石屎牆）或紅磚牆等實心牆或結構牆才可安裝吊

櫃，空心磚、沙磚或輕磚砌成的牆壁未必可承受吊櫃和載物的重量。此

外，如牆內暗藏水管或電線槽管，會影響安裝定位螺絲的位置和承重

能力。若不清楚管道鋪設的情況而貿然施工，除可能破壞管道及電線

外，埋藏管道的坑道虛位也未必能讓螺絲抓緊牆壁，其承重能力可能

受影響。

大型吊櫃應用「爆炸螺絲」安裝

吊櫃用途多，有些用來擺放飾物，承重量不大；有些用來儲物，

體積大而笨重，須能提供較高的承重量。兩種不同用途的吊櫃應配對

不同規格的螺絲，前者可能用入牆的膠塞螺絲已足夠，後者則可能需

用上俗稱「爆炸螺絲」的膨脹錨栓（expansion anchor bolts）。爆炸螺

946204. 2015 選擇

不少消費者添置傢俬時只聚焦觀感和舒適度，卻忘了最基本的

安全程度，一些傢俬例如吊櫃，安裝不當隨時發生意外。去年底，本

港先後發生兩宗吊櫃塌下事故，一名女傭更在意外中死亡。

很多大型傢俬例如油壓床、衣櫃、書櫃、玻璃餐桌等，為方便運

輸，通常會拆件運送，到埗後由師傅裝嵌，裝嵌過程及日後使用均須

注意安全。今年1月，一名4歲女童便被塌下的書櫃壓傷。

本文介紹安裝及使用不同傢俬的安全知識，減少家居意外發生

的機會。

封面專題

安裝傢俬
     安全要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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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有不同種類，以適合不

同構造的牆身，而「拉爆螺

絲」是其中一款業界較常用於

混凝土牆的爆炸螺絲。爆炸螺絲

多為金屬製，當螺絲收緊時，尾部的金屬

外殼會撐開抓緊牆壁，承托力會比膠塞螺

絲大十數倍，亦較為安全。用時須先按爆

炸螺絲的規格，用合適的電鑽及鑽咀，在

牆上鑽出適當深度和直徑的孔洞，然後把

螺絲塞入，再鎖緊螺絲母，令其撐開抓緊

牆壁。一般來說，爆炸螺絲的直徑愈大，

負重愈大。安裝吊櫃前，必須和師傅商討

應用的物料，以保安全。

螺絲數量要足夠  並平均分布

無論用的是否爆炸螺絲，鑽孔的深

度和直徑必須配合所使用螺絲的規格，如

鑽孔深度不足，螺絲未能完全塞入牆壁，

所能承受的重量會打折扣，因而未必可把

吊櫃固定於牆壁上。此外，須在吊櫃的背

板周邊和中間鑲入足夠數量的入牆螺絲，

確保櫃身緊緊鑲在牆上，例如在左右兩

側、中間及與天花連接的位置，各需兩至

三粒螺絲；螺絲的分布要平均，才能平均

承托櫃身的重量。若安裝特大的吊櫃，背

板要有相當的厚度，才可支撐吊櫃本身的

重量。

可添加額外的承托

如設計許可，建議在吊櫃底部再加一

至兩個承托架，例如「狗臂架」，增加吊櫃

的安全程度。

注意事項

● 避免將吊櫃安裝在家人會逗留的地方，

例如梳化或睡床上方，免生致命意外。

● 吊櫃內不宜放重物，金屬廚具、沉重器

皿等應放於座地櫃內。

● 擺放物品亦要平均分配，勿偏重一方。

● 應問清楚承重量，避免裝載過量物品，

物品過多擺放不穩，有可能掉下而產生

危險。

● 勿刻意拉扯吊櫃或用以借力攀爬，以免

構成額外的負擔。

● 時常檢查吊櫃，發現櫃身傾側或與牆壁

有縫隙，應盡快找工程人員檢查維修，

以策安全。

油壓床
油壓床是指於床板下裝了二至三支

氣壓捧及金屬活動架的床，優點是方便使

用在床下提供的儲物空間，有需要時只要

推起床板和床褥，取放物品都很方便。不

過以往曾發生油壓床塌下的意外，當中有

人受傷甚至死亡。

訂造油壓床，應要求油壓裝置設有自

動鎖緊功能，即油壓棒在完全伸展時會維

持在固定的狀態，又或加設安全裝置，例

如具備足夠強度的安全桿，以防床板突然

塌下。如現買油壓床，則要檢視產品是否

已設置了安全設施。

安裝完成後，務必親自嘗試操作，確

保油壓床易開易關、推上及壓下時順暢、

推上後不會自動滑下。檢查氣壓捧及金屬

活動架是否安裝妥當及穩固，所有應用的

螺絲上緊沒有鬆脫。此外，也要評估儲物

箱的底板是否有足夠的承托力裝載物件。

注意事項

● 不應單獨揭開油壓床整理物品，使用時

應有他人在旁協助，萬一發生事故可即

時施援或幫助。

● 不應讓長者和兒童操作油壓床。

封面專題

揭開油壓床時，應檢視固定氣壓捧及金屬活動架

的螺絲是否穩固及已旋緊，及確保床板及床褥不

會無故滑下。

較
常
用
於

混凝
土牆
的

「拉爆螺
絲」

其實家居頗多隱
藏的陷阱，譬如
自己曾經被檯角
刮損，因此，即使
在家中，也要 有
警覺性，例如爐
頭和擺放刀具等
地方，都要注意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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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防大型傢俬翻倒
今年1月，一名4歲女童在家人打開

書櫃時，被突然塌下的書櫃壓傷。

一些巨大、高身的傢俬，例如書櫃、衣

櫃或儲物櫃等，體積大可容納較多家居物

品，但用戶應注意其結構安全和穩定性。

結構安全

結構安全是指櫃身各部分的承托力

要足夠，用戶可檢視各部分所用的板材是

否合理，框架是否端正不歪斜，層板的厚

度是否足夠，櫃的背板和層板是否有足夠

強度；可按壓層板面以感覺其牢固度，然

後檢視板與板之間的連接是否穩固，例如

榫口是否連接妥當，用螺絲的部分是否全

部鎖緊及沒有遺漏安裝。若層板不是固定

的，層板底部宜有凹位讓鎖釘嵌入以穩固

層板，避免被拉出或掉下。

大型櫃類一般配備抽屜或櫃門，宜

逐一檢查各個組件。不妨拉開抽屜、活動

桌面、櫃門各部分，確保能運用自如，而且

正確連接。抽屜應該紮實牢固，在內部上

緊螺絲，滑道亦要順暢。抽屜底板要有一

定厚度。

將櫃門開合，檢查門鉸是否順暢，把

手位置是否對稱，門的縫隙是否可接受。

若是趟門設計，宜推動趟門檢視兩扇門的

位置在使用時相互無阻礙及順暢。

櫃的各個部位例如櫃腳、抽屜、櫃門

等必須有足夠的承托力，可輕輕推拉櫃的

上角或按壓一邊，試一試櫃身是否牢固。

穩定性

安裝時要擺放於平整的地面上，底

座闊大重心較低的設計一般較穩固。安裝

完畢後，應檢視傢俬的穩定程度，以防不

穩翻倒或因層板塌下造成損傷。如拉開大

型儲物櫃門或抽屜需用上很大力度，櫃身

會容易向前傾。

建議加入牆螺絲 / 扣帶 / 角碼來

加強穩定性

縱使檢視時穩定性沒有問題，但高

身櫃若滿載物品，亦可能有倒塌的危險，

為安全計，強烈建議在櫃的上方安裝足

夠數量的入牆「定位」螺絲、扣帶或角

碼，特別是有小孩的家庭，以防櫃身突然

塌下造成損傷。

擺放物品時宜將輕的物品放上層，

最重的物品則放最下層，以免上重下輕而

致櫃身不穩，也不應擺放過多物品。

有小孩的家庭，不要將電視遙控

器、糖果或玩具放在櫃的頂端，以免小

孩為拿取這些物品而亂爬推翻櫃子，引

致危險。

擺放電視機要小心
去年台灣發生一宗顯像管電視機翻

倒的意外，一名3歲女童被壓死。在加拿大

和美國，電視、傢俬（例如衣櫃、抽屜或層

架等）或家電翻倒的意外亦時有發生。

部分組裝傢俬備有安裝說明，提示消費者須用配

件將傢俬固定於牆上。

檢視書櫃的穩定程度，可拉開櫃門和抽屜，

看儲物櫃是否容易傾前。	

高身櫃應在頂部安裝角碼或扣帶，

以防櫃身不穩意外翻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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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2013年發布的LED電視機測

試報告顯示多款電視機樣本的穩定性不

佳，雖然現時出售的平面電視機已較以往

的顯像管電視機輕，但擺放平面電視機時

仍不能掉以輕心，須按電視機製造商的指

示，放置在適用的底座上，並將電視機盡

量貼牆擺放，以防翻倒，部分更可按指示固

定於牆上。若家中仍有較笨重的顯像管電

視機，應擺放在平穩的櫃面上，不應隨意

放置在不穩的櫃面上，例如有轆或太細的

櫃面，並教導兒童勿隨意攀爬免生意外。

玻璃餐桌
本會於2013年亦測試多款玻璃餐桌

及茶几，發現多款樣本的穩定及堅固程度

不理想。本會建議選購採用強化玻璃的玻

璃餐桌，確保即使玻璃意外破裂，碎片也

不易刺傷人體。選購時可向下按壓離桌腳

最遠的桌面邊緣，看餐桌是否穩定，或玻

璃桌面是否容易鬆離底座，亦要檢視玻璃

檯面與底座的連接位是否吻合，安裝力度

是否平均。

安裝和擺放餐桌，應檢視檯脚是否

平整貼在地面上，避免有高低不平的情

況，擺放穩妥後，除檢查餐桌的大約穩定

程度外，也要留意尖銳的檯角應加裝防撞

設施，避免因意外碰撞而受損。

摺檯及摺椅
各種可摺疊的傢俬，例如摺檯和摺

椅，雖可善用空間，但可能對用戶或小孩構

成危險。過去便曾發生多宗兒童被摺檯夾

着的致命個案。

一般在本港供應的消費品，包括現成的梳化傢俬、書櫃等產品的安全性均受

《消費品安全條例》及其附屬法例《消費品安全規例》所規管。由於訂造的傢俬不

是普遍在巿場有售的產品，故不受《消費品安全條例》規管，消費者應在合約中訂

明雙方協議的所有細節，包括尺寸、用料、費用、送貨日期及保用年期等附加條件。

海關在過去幾年曾抽檢市面上部分

摺椅或摺凳，發現部分產品未能符合強

度、穩定程度的安全標準。測試中有摺椅

的金屬腳斷裂並幾乎與承托架分離，螺絲

釘鬆脫；有摺凳的凳腳嚴重變形及接口爆

裂，可能令使用者摔倒受傷。

因此，選購可摺疊的傢俬時，必須檢

視產品的安全性，摺檯應具備安全鎖，張

開使用時用戶須謹記上鎖。摺椅則應留意

座椅穩定性和產品結構是否完整，檢視凳

腳、接口、承托架和座椅位置是否完好，以

及是否能承受成年人的體重而不變形，選

購時不妨試坐及翻轉摺椅或摺檯，檢視各

部分的接口是否穩固。在使用摺檯或摺椅

時，應小心各部分是否有會讓手指接觸到

的擠壓點或鉸剪位，避免夾傷手指。

此外，亦要妥善放置摺疊傢俬，不要

讓兒童接觸或隨意把玩，免生意外。

專家意見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屯門）工程系檢

測及認證高級文憑課程主任梁文輝先生表

示，訂造的傢俬沒有特別的標準評估，而

部分現成傢俬例如檯、椅或儲物櫃等則可

根據某些測試標準評估其穩定程度、強度

或耐用性能，亦有部分傢俬未必有適用的

標準，消費者可向供應商查詢其產品是否

已通過標準測試或取得認證。

一般家用傢俬，消費者可以簡單的

方法來評估產品的強度或穩定程度，例如

用力按壓層板面檢視強度，或查看是否須

用力才能拉開櫃門或抽屜以致櫃身可能

向前傾。

香港傢俬裝飾廠商總會意見
香港傢俬裝飾廠商總會表示，度身

訂造的傢俬沒有固定尺寸或設計，會因應

居所的環境及大小而設計及生產，例如吊

櫃、入牆櫃或油壓床，一般由裝修工程公司

負責設計和安裝，消費者較難知曉個別公

司的設計和施工水平，建議找信譽好或口

碑佳的裝修工程公司。另一類則是現成傢

俬，如屬可自行組裝的傢俬，大都附有詳細

的安裝說明及指引，只要按照安裝說明或

指引的步驟安裝，並正確使用，一般沒有

安全問題。而一般的現成傢俬通常由傢俬

公司提供免費或收費的上門安裝服務，由

專業的師傅負責安裝。在正確使用的情況

下，理應不會出現安全的問題。

該會指出，傢俬安全除了與產品質

量和安裝有關之外，亦與消費者是否正確

使用傢俬有關，例如重的物品應放在儲物

櫃較低的位置，輕的物品應放在較高的位

置。不適當地使用傢俬，有可能造成意外。

結語
驗收傢俬除了檢視外觀是否有崩

裂或花痕，也須檢查擺放或安裝是否穩

妥。如傢俬出現結構性問題，例如傾斜，

切勿繼續使用。家長應教導兒童勿攀爬

傢俬，並經常檢查家中各樣傢俬的穩固

程度，有需要時收緊定位螺絲，減少家居

意外發生的機會。

傢俬受《消費品安全條例》的規管

玻璃餐桌要檢視玻璃檯面是否強化

玻璃，而並非固定於底座的玻璃桌

面，則要留意是否容易鬆離底座。	

封面專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