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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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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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 19 款家用手套
不同物料的手套有不同用途，例如隔

熱手套、工業手套，今次測試的是家居用以

清潔，例如清洗廚房或廁所潔具所用的手

套，普遍稱為家用手套或家用膠手套。每

包家用膠手套樣本（內有1對至3對）的售

價由$6至$21.9不等。

19款樣本中，16款為乳膠或橡膠手

套，餘下3款為非乳膠手套，當中10款產品

描述為絨裡手套，部分則聲稱有內裡棉或

海綿底層。乳膠和非乳膠物料本身都不透

水及不透氣，穿戴時手部會出汗，濕漉漉

會感到不舒適。絨裡手套的內層夾有吸濕

的棉、海綿或其他成分，令穿戴或脫下時

較為舒適，感覺較為乾爽，不過，手套的吸

濕量與物料的性質和厚度有關，每個品牌

的手套可能不一樣。值得一提的是部分絨

裡手套的內層絨裡若用清水洗而沒有妥善

晾乾，內裡可能會發霉或發出氣味，或物

料可能變成粒狀，穿戴時會感到不舒服。

消費者如有需要，亦可先穿上薄的棉手

套，才套上乳膠手套，不過感覺上會較累

贅，使用時不夠靈巧。

主要檢測手套的物理性能
測試包括量度手套樣本3種尺碼分別

的總長度和手掌的圓周，以及物料的厚度，

又用空氣和清水檢測手套有否穿漏，並檢

測物料的物理性能，包括耐撕裂強度和耐

刺穿強度、拉力強度（tensile strength）、

斷裂伸長率（elongation at break，下文簡

稱「伸長率」）、是否能抵受熱能的老化試

驗（ageing test）及耐化學物質試驗。

買膠手套大掃除
哪款較耐用？

過時過節，又是大掃除的時候。不少家庭主婦或家庭傭工，即使日常做家務例如

洗碗碟、清潔廚房浴室、抹窗、拖地時，都會戴上家用手套保護雙手，以免

接觸各式清潔劑、油污或污染物，令皮膚變得粗糙甚或損害皮膚。

一對家用手套價錢不高，很多人都沒有細意挑選，但如果穿

戴後易爛，或難以做細緻的工作，使用反而礙事。

本會測試了19款家用手套，檢視它們能否抵受

各類日用清潔劑、是否耐熱及容易老化、

膠料的彈性是否理想、所能抵受

的拉力強度等，發現不同款

式在各項目下的表現

差別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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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度大中細碼

除了「TopValu」（#2）在採購樣本時

未見有細碼以外，其餘樣本均有大、中、細

碼供應。量度結果顯示，大碼樣本的手掌

圓周（palm circumference）介乎21.4 至

23.6厘米，中碼19.8至21.9厘米，細碼18.6

至20.0厘米。結果顯示不同牌子而碼數相

同的樣本，手掌圓周會有1.4至2.2厘米差

別，消費者選購時可視乎需要參考包裝上

的尺碼資料。

樣本的平均總長度則由29.6至34.6

厘米不等，普遍都可覆蓋用者手腕至前臂

中央，以防液體流入手套。

厚薄差別頗大

膠料厚度方面，不同樣本的手指和

手掌位置的厚薄差別頗大，手指平均厚度

由最薄0.35至最厚1.23毫米不等，手掌位

置的平均厚度則由0.28至1.15毫米不等。

物料最薄和最厚的樣本分別是「雞仔牌」

（#19）和「佳麗牌」特級絨裡膠手套（加

厚裝）（#8）。樣本間，手指與手掌位置的

厚薄會有差別，較多樣本的手指位置較手

掌厚一點。穿戴薄的手套，手部動作可較

靈活；物料較厚的手感不佳，動作可能會

較笨拙，但保護性較好，用戶可自行取捨作

出選擇。

沒有樣本漏氣或漏水

參考歐洲標準EN374-2的方法，將氣

體或清水注入手套作測試，檢視空氣或清

水會否由樣本滲出，結果所有樣本均能通

過有關測試。

6 款於耐撕裂測試表現較好

手套物料有一定強度，穿戴時便不

會因強度不夠而破裂，也更能抵受使用時

遇到的考驗。參考歐洲標準EN388有關物

理機械性能的測試方法，將手套物料剪裁

至合適的形狀，然後用儀器量度撕開物料

所需的力度（tear resistance），該標準是

針對用於防機械危害的手套，可按強度分

為4個級別，第4級的保護性最好，第1級

則較差。

測試結果有11款樣本的評級低於

該標準的最低評級，其餘8款屬第1級，其

中「TOYODA」（#1）所需的撕裂力度最

高，獲5點評分，「熊猫牌」（#4）、「紅A」

（#6）、「菊花牌」特級絨裡手套（#7）、

「佳麗牌」特級絨裡膠手套（加厚裝）

（#8）及「實惠」（#10）表現亦不俗，評

分有4點半，表現較不理想的是「雞仔牌」

（#19），評分只有2點半。

7 款較易被刺穿

耐刺穿（puncture resistance）測試

是量度用標準的尖銳儀器將樣本物料刺

穿所需的力度，力度愈大，評分愈高，顯

示物料不易穿破。刺穿強度表現較佳的是

「菊花牌」防敏感手套（#17），其次是物

料較厚的「佳麗牌」特級絨裡膠手套（加

厚裝）（#8）。其餘樣本較易被刺穿，當中

#5至#7、#10、#12、#13及#18只得2點

半評分。

乳膠樣本的彈性及可抵受的拉力

勝過非乳膠樣本

拉力強度參考美國ASTM D412-06A

標準，測試用儀器把剪成啞鈴形的手套

物料拉扯至斷裂所需的力度，同時量度拉

斷時物料的伸長率。拉力強度及伸長率愈

高，評分會愈高。

乳膠樣本的拉力強度一般不俗，其中以

「特惠牌」（#5）、「紅A」（#6）及「佳麗牌」

特級絨裡膠手套（#16）的表現最好，評分有

5點，其餘乳膠的樣本的表現普通，評分有3

點半或以上。伸長率方面，大多樣本的評分

為3點或以上，只有「首選牌」（#9）的評分為

2點半，顯示乳膠產品的彈性不俗。

手套物料知多點
 膠手套標示的物料多為乳膠（latex）或橡膠（rubber），少數為聚氯乙烯

（polyvinyl chloride ，簡稱PVC）或丁腈橡膠（nitrile）。

 乳膠可分為天然橡膠或人造乳膠，是次測試的樣本中7款標示「天然橡

膠」，9款只稱「乳膠」，未知是否屬人造產品。乳膠一般不透水及不透氣、具

彈性及穿戴舒適，可為水溶性的物質提供短暫的防護，但對大部分有機溶劑例如

天拿水、石油碳氫溶劑等的抵抗性則較差。此外，部分人士可能對乳膠有過敏反

應，主要是因為接觸到乳膠中的某些蛋白質所引起。

 聚氯乙烯也不透氣及有良好的防水性，可耐酸鹼，同時不易引起皮膚過敏，

不過彈性不佳，亦可能含有鄰苯二甲酸酯類（phthalates）或非鄰苯二甲酸酯類

（non-phthalates）塑化劑（plasticizers）；若擔心塑化劑可能會遷移，應避免用

此類手套接觸油膩的食具或食物容器。

 丁腈橡膠耐磨性好及耐刺穿能力不俗，拉力及彈性可能不及乳膠好，但手感較

好，一般可應付某些有機溶劑及無機酸鹼（必須參閱產品說明），但價錢則較貴。

左為聲稱有底層、較厚的手套，右為沒有聲

稱有絨裡的手套。

有裡手套

無裡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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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膠或橡膠手套

TOYODA1

$8.0

佳麗牌 Carol8

$19.9(2 對)/$10.0

首選牌 First Choice9

$18.9

DAISO13

$12.0

77  Seven Seven3

$6.0

紅 A6

$12.0

微力達 vileda11

$12.9

思高 Scotch-Brite15

$11.5

TopValu2

$9.9

特惠牌 No Frills5

$18.5(2 對)/$9.3

實惠 Pricerite10

$18.9(3 對)/$6.3

Casino14

$14.9( 細碼／中碼 )
$15.5( 大碼 )

熊猫牌 Panda4

$6.5

菊花牌 Marigold7

$16.5

超值牌 BESTBuy12

$15.9(2 對)/$8.0

佳麗牌 Carol16

$18.9(3 對)/$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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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牌 Marigold17

$21.9

尚和 SHOWA18

$21.8

雞仔牌 S.T.19

$11.9

非乳膠樣本中，「菊花牌」防敏感手

套（#17）和「尚和」（#18）的拉力強度評

分較低，分別只有2點半和2點，其伸長率

也不佳，評分均只有1點，反映非乳膠物料

的抗拉力及彈性不佳；優點在其他方面。

多數於老化試驗表現不俗

1 款較耐熱

手套物料可能受溫度上升或接觸化

學物質的影響而產生物理變化，例如物

料硬化、變脆、拉力強度減弱、伸長率減

低等。

老化試驗是將手套物料分別擺放在

溫度70℃的環境中96小時（4天）及166小

時（約7天），然後量度物料的拉力和伸長

率的變化。結果在96小時和166小時後，大

部分樣本的拉力強度和伸長率都減少，其

中以「佳麗牌」特級絨裡膠手套（#16）的下

降幅度較大，於96小時和166小時測試的

評分分別只有3點和2點半。「菊花牌」防敏

感手套（#17）則沒有太大的變化，顯示它

相對其他樣本較能耐熱，老化速度較慢。

個別樣本抵禦不同化學物質的表

現較弱

日常用的清潔劑多數含有化學物

質，例如洗潔精、酸性或鹼性物質，可能

會影響手套的物理性能。試驗時將手套

物質泡浸於不同的化學物質溶液中24小

時，然後檢定其拉力強度和伸長率的變

化。化學物質溶液包括溫度60℃的2%

模擬洗潔精（十二烷苯磺酸鈉sod i um 

dodecylbenzene sulphonate）、20℃的30%

鹽酸（hydrochloric acid）及20%氫氧化鈉

（sodium hydroxide）。結果顯示各樣本在

泡浸後的拉力強度和伸長率都有減少。

非乳膠手套

在模擬洗潔精和鹽酸中有較顯著減

幅的是「菊花牌」防敏感手套（#17），評分

分別只有2點半及2點。

泡浸氫氧化鈉鹼性溶液後，拉力強

度及伸長率的平均減幅較大的「TopValu」

（#2）、「菊花牌」特級絨裡手套（#7）、「佳

麗牌」特級絨裡膠手套（加厚裝）（#8）、

「微力達」（#11）、「Casino」（#14）及「佳麗

牌」特級絨裡膠手套（#16），評分只有3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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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貼士
購買

● 巿面上有各式的手套出售，有工業

用的防割手套、隔熱手套或棉質手套，而

不同物料的手套各有其保護能力和局限，

購買前應確定須應付的物質或情況。家用

手套一般用於清潔、洗滌等家務。

● 若皮膚對乳膠過敏，建議選用非

乳膠物料的手套。

● 手套尺碼需適中，不宜太大或太小，

否則工作時會減低靈活性及有累贅感覺。

● 大多數的手套即使在儲存期間，

都會隨時間而老化品質變差，例如出現龜

裂或拉力減弱等，因此宜避免一次過大

量購買。 

使用

● 浴室和廚房用的手套必須分開兩

對，保持衞生，建議買不同顏色方便識別。

● 使用前要測試手套是否有穿漏，建

選購時可參考包

裝上的尺碼指引。

家用手套測試結果

編
號 牌子 型號或產品資料

售價 
[1]

聲稱物料 
聲稱 

來源地

  手掌部分的
圓周 (厘米) [2] 平均 

總長度 
(厘米)

平均厚度(毫米) 
[3] 漏氣及 

漏水測試 
[4]

耐撕裂 
[5]

耐刺穿 
 [5]

拉力強度 
[6]

斷裂
伸長率 

[6]

老化試驗 
[7]

耐化學物質試驗 
[8]

總評 
[9]

每包
平均 
每對

大碼 中碼 細碼 手指 手掌
96

小時
166
小時

2% 
模擬

洗潔精

30% 
鹽酸

20% 
氫氧化鈉

乳膠或橡膠手套

1 TOYODA 舒適絨裏手套 Z133141 Flock Lining House Glove $8.0 乳膠 natural latex 中國 22.0 20.0 19.2 30.5 0.80 0.83 ●●●●● ●●●●● ●●● ●●●● ●●●0 ●●●● ●●●● ●●●0 ●●●0 ●●●0 ★★★★
2 TopValu 天然橡膠手套 (中厚型) $9.9 天然橡膠 latex 馬來西亞 22.6 20.2 — 33.1 0.62 0.61 ●●●●● ●●●● ●●● ●●●●0 ●●● ●●●●0 ●●●0 ●●●● ●●●0 ●●● ★★★★
3 77 Seven Seven 家用絨裡手套 Latex Household Gloves with Flock Lining $6.0 乳膠 latex 中國 22.6 20.7 19.6 32.2 0.75 0.65 ●●●●● ●●●0 ●●● ●●●● ●●● ●●●● ●●●● ●●●0 ●●●0 ●●●● ★★★★
4 熊猫牌 Panda 家用絨裡手套 Latex Household Gloves with Flock Lining $6.5 乳膠 latex 中國 22.3 21.5 19.5 32.1 0.71 0.68 ●●●●● ●●●●0 ●●● ●●●●0 ●●● ●●●● ●●●0 ●●●0 ●●● ●●●0 ★★★★
5 特惠牌 No Frills 家居手套 Household Gloves $18.5 (2對) $9.3 乳膠 latex 馬來西亞 22.4 20.6 18.8 30.0 0.54 0.53 ●●●●● ●●●● ●●0 ●●●●● ●●●0 ●●●● ●●●0 ●●●0 ●●● ●●●0 ★★★★
6 紅A 高級家用手套 TD001 Deluxe Household Glove Thick $12.0 天然橡膠 latex 馬來西亞 21.9 20.6 19.2 30.4 0.53 0.54 ●●●●● ●●●●0 ●●0 ●●●●● ●●●0 ●●●● ●●●0 ●●●0 ●●●0 ●●●0 ★★★★
7 菊花牌 Marigold 特級絨裡手套 Extra Housegloves $16.5 天然橡膠 latex 馬來西亞 22.3 20.5 19.0 31.8 0.59 0.58 ●●●●● ●●●●0 ●●0 ●●●0 ●●●0 ●●●● ●●●● ●●●0 ●●●0 ●●● ★★★★
8 佳麗牌 Carol 特級絨裡膠手套 (加厚裝) $19.9 (2對) $10.0 乳膠 latex 馬來西亞 22.1 20.2 18.6 33.1 1.23 1.15 ●●●●● ●●●●0 ●●●●0 ●●●0 ●●● ●●●0 ●●●0 ●●● ●●0 ●●● ★★★★

9 首選牌 First Choice 多功能家居手套 海綿底層 
Multi Purpose Household Gloves Sponge Lined $18.9 天然橡膠 natural rubber 馬來西亞 21.6 21.9 19.3 32.5 0.78 0.86 ●●●●● ●●● ●●● ●●●● ●●0 ●●●●0 ●●●0 ●●●● ●●● ●●●0 ★★★★

10 實惠 Pricerite 特級絨裡手套 Flocklined Household Gloves $18.9 (3對) $6.3 天然橡膠 natural rubber 泰國 22.4 21.3 19.2 30.5 0.82 0.77 ●●●●● ●●●●0 ●●0 ●●●● ●●● ●●●● ●●●0 ●●● ●●● ●●●0 ★★★★
11 微力達 vileda 加護型輕巧手套 Sensitive Plus $12.9 乳膠 latex 中國 23.6 21.8 20.0 30.7 0.57 0.49 ●●●●● ●●● ●●● ●●●● ●●● ●●●● ●●●0 ●●●0 ●●●● ●●● ★★★1
12 超值牌 BESTBuy 絨裡手套 Household Gloves $15.9 (2對) $8.0 — 斯里蘭卡 21.4 20.2 18.6 29.6 0.51 0.45 ●●●●● ●●● ●●0 ●●●●0 ●●● ●●●● ●●● ●●●0 ●●● ●●●0 ★★★1

13 DAISO 天然橡膠手套 (中厚型) 
Natural Rubber Gloves (Medium Thickness) $12.0 天然橡膠 natural rubber 馬來西亞 22.0 19.8 18.7 30.1 0.60 0.53 ●●●●● ●●● ●●0 ●●●● ●●●0 ●●●0 ●●●0 ●●●0 ●●● ●●●0 ★★★1

14 Casino Gants Ultra Resistants Solvent Resistant Latex Gloves $14.9 (細/中碼)
$15.5 (大碼) 

強化氯丁橡膠乳膠 
reinforced neoprene latex 馬來西亞 21.8 21.7 19.5 32.9 0.56 0.58 ●●●●● ●●● ●●● ●●●● ●●●0 ●●●● ●●● ●●●0 ●●● ●●● ★★★1

15 思高 Scotch-Brite 高級絨裡手套 Heavy Duty Household Gloves $11.5 天然乳膠
natural rubber latex 斯里蘭卡 21.8 20.3 19.5 31.4 0.61 0.55 ●●●●● ●●● ●●● ●●●0 ●●● ●●●0 ●●● ●●●0 ●●●0 ●●●0 ★★★1

16 佳麗牌 Carol 特級絨裡膠手套 $18.9 (3對) $6.3 乳膠 latex 馬來西亞 22.5 20.6 19.4 30.5 0.72 0.76 ●●●●● ●●● ●●● ●●●●● ●●● ●●● ●●0 ●●●0 ●●● ●●● ★★★1
非乳膠手套

17 菊花牌 Marigold 防敏感手套 Futura Revolutionary Nitrile Material $21.9 丁腈橡膠 Nitrile 馬來西亞 23.5 20.8 19.5 34.6 0.55 0.52 ●●●●● ●●● ●●●●● ●●0 ● ●●●●● ●●●●0 ●●0 ●● ●●●0 ★★★1

18 尚和 SHOWA 高級絨裡家用手套 $21.8 塩化ビニル樹脂 
(polyvinyl chloride) 日本 22.0 20.2 19.1 30.5 0.50 0.43 ●●●●● ●●● ●●0 ●● ● ●●●● ●●●● ●●●● ●●●● ●●●● ★★★1

19 雞仔牌 S.T. 指尖強化手套 $11.9 塩化ビニル樹脂 
(polyvinyl chloride) 台灣 22.1 20.2 18.7 30.3 0.35 0.28 ●●●●● ●●0 ●●● ●●●0 ●0 ●●●● ●●● ●●●0 ●●● ●●●0 ★★★1

註 — ：沒有資料。 ●/★愈多，該項表現愈好，最多5 ●/★。 

[1] 售價為本會於2013年12月由巿場調查所得，實際售價隨店舖、
地點及推廣時段而有差異，只供參考。  

[2] 參考歐洲標準 EN 420，量度手掌圓周的大小。 

[3] 量度不同樣本尺碼的手指和手掌位置物料的平均厚度。 

[4] 參考歐洲標準 EN 374-2 的試驗方法進行。  

[5] 參考歐洲標準 EN388 的試驗方法進行。  

[6] 參考美國 ASTM D412-06A有關拉力及伸長率的測試方法進行。由
於參考的標準是適用於乳膠手套，非乳膠手套物料的拉力和伸長
率一般及不上乳膠物料，評分普遍相對較低。  

[7] 樣本分別擺放在溫度70℃的環境下96小時(4天)及166小時(約7天)後，檢定樣本的拉
力和伸長率，然後根據與原先數值的差異進行評分，減少的幅度愈大，評分會愈低。

[8] 樣本分別擺放在溫度60℃的2%模擬洗潔精、20℃的30%鹽酸和20%氫氧化鈉鹼
性溶液中24小時，檢定樣本的拉力和伸長率，然後根據與原先數值的差異進行評分，
減少的幅度愈大，評分會愈低。  

[9] 總評比重如下：    
漏氣及漏水測試 20%  

 耐撕裂及耐刺穿 20%  
 拉力強度及斷裂伸長率 10%  
 老化試驗 20% 
 耐化學物質試驗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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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用吹氣方法檢視。若發現有穿孔、漏氣等現

象，應換新的手套，避免皮膚沾上清潔用品。

● 戴手套前，不要使用油性潤膚霜，

以免手套品質變差。

● 長時間戴手套，手部容易出汗，若

手套透氣性不佳，更會造成手部不適，可選

擇附有棉質內裡的手套（絨裡手套），或先

戴上棉質手套再穿上膠手套。

● 應避免膠手套接觸各類有機溶劑，

例如天拿水、松節油或其他石油碳氫溶劑。

● 如要手套更為耐用，勿觸碰尖銳

物品，洗濯利器如刀义等宜加倍小心。

● 脫下手套後，以中性肥皂洗手並完

全擦乾手部。

● 手套潮濕容易發霉發臭，每次用

後應用清水洗淨，把內層翻出，放在乾爽

處風乾。

● 手套應避熱、避光儲存，溫度不

宜高於40℃，遠離火源及勿置於太陽下暴

曬，以免材料容易老化。

家用手套測試結果

編
號 牌子 型號或產品資料

售價 
[1]

聲稱物料 
聲稱 

來源地

  手掌部分的
圓周 (厘米) [2] 平均 

總長度 
(厘米)

平均厚度(毫米) 
[3] 漏氣及 

漏水測試 
[4]

耐撕裂 
[5]

耐刺穿 
 [5]

拉力強度 
[6]

斷裂
伸長率 

[6]

老化試驗 
[7]

耐化學物質試驗 
[8]

總評 
[9]

每包
平均 
每對

大碼 中碼 細碼 手指 手掌
96

小時
166
小時

2% 
模擬

洗潔精

30% 
鹽酸

20% 
氫氧化鈉

乳膠或橡膠手套

1 TOYODA 舒適絨裏手套 Z133141 Flock Lining House Glove $8.0 乳膠 natural latex 中國 22.0 20.0 19.2 30.5 0.80 0.83 ●●●●● ●●●●● ●●● ●●●● ●●●0 ●●●● ●●●● ●●●0 ●●●0 ●●●0 ★★★★
2 TopValu 天然橡膠手套 (中厚型) $9.9 天然橡膠 latex 馬來西亞 22.6 20.2 — 33.1 0.62 0.61 ●●●●● ●●●● ●●● ●●●●0 ●●● ●●●●0 ●●●0 ●●●● ●●●0 ●●● ★★★★
3 77 Seven Seven 家用絨裡手套 Latex Household Gloves with Flock Lining $6.0 乳膠 latex 中國 22.6 20.7 19.6 32.2 0.75 0.65 ●●●●● ●●●0 ●●● ●●●● ●●● ●●●● ●●●● ●●●0 ●●●0 ●●●● ★★★★
4 熊猫牌 Panda 家用絨裡手套 Latex Household Gloves with Flock Lining $6.5 乳膠 latex 中國 22.3 21.5 19.5 32.1 0.71 0.68 ●●●●● ●●●●0 ●●● ●●●●0 ●●● ●●●● ●●●0 ●●●0 ●●● ●●●0 ★★★★
5 特惠牌 No Frills 家居手套 Household Gloves $18.5 (2對) $9.3 乳膠 latex 馬來西亞 22.4 20.6 18.8 30.0 0.54 0.53 ●●●●● ●●●● ●●0 ●●●●● ●●●0 ●●●● ●●●0 ●●●0 ●●● ●●●0 ★★★★
6 紅A 高級家用手套 TD001 Deluxe Household Glove Thick $12.0 天然橡膠 latex 馬來西亞 21.9 20.6 19.2 30.4 0.53 0.54 ●●●●● ●●●●0 ●●0 ●●●●● ●●●0 ●●●● ●●●0 ●●●0 ●●●0 ●●●0 ★★★★
7 菊花牌 Marigold 特級絨裡手套 Extra Housegloves $16.5 天然橡膠 latex 馬來西亞 22.3 20.5 19.0 31.8 0.59 0.58 ●●●●● ●●●●0 ●●0 ●●●0 ●●●0 ●●●● ●●●● ●●●0 ●●●0 ●●● ★★★★
8 佳麗牌 Carol 特級絨裡膠手套 (加厚裝) $19.9 (2對) $10.0 乳膠 latex 馬來西亞 22.1 20.2 18.6 33.1 1.23 1.15 ●●●●● ●●●●0 ●●●●0 ●●●0 ●●● ●●●0 ●●●0 ●●● ●●0 ●●● ★★★★

9 首選牌 First Choice 多功能家居手套 海綿底層 
Multi Purpose Household Gloves Sponge Lined $18.9 天然橡膠 natural rubber 馬來西亞 21.6 21.9 19.3 32.5 0.78 0.86 ●●●●● ●●● ●●● ●●●● ●●0 ●●●●0 ●●●0 ●●●● ●●● ●●●0 ★★★★

10 實惠 Pricerite 特級絨裡手套 Flocklined Household Gloves $18.9 (3對) $6.3 天然橡膠 natural rubber 泰國 22.4 21.3 19.2 30.5 0.82 0.77 ●●●●● ●●●●0 ●●0 ●●●● ●●● ●●●● ●●●0 ●●● ●●● ●●●0 ★★★★
11 微力達 vileda 加護型輕巧手套 Sensitive Plus $12.9 乳膠 latex 中國 23.6 21.8 20.0 30.7 0.57 0.49 ●●●●● ●●● ●●● ●●●● ●●● ●●●● ●●●0 ●●●0 ●●●● ●●● ★★★1
12 超值牌 BESTBuy 絨裡手套 Household Gloves $15.9 (2對) $8.0 — 斯里蘭卡 21.4 20.2 18.6 29.6 0.51 0.45 ●●●●● ●●● ●●0 ●●●●0 ●●● ●●●● ●●● ●●●0 ●●● ●●●0 ★★★1

13 DAISO 天然橡膠手套 (中厚型) 
Natural Rubber Gloves (Medium Thickness) $12.0 天然橡膠 natural rubber 馬來西亞 22.0 19.8 18.7 30.1 0.60 0.53 ●●●●● ●●● ●●0 ●●●● ●●●0 ●●●0 ●●●0 ●●●0 ●●● ●●●0 ★★★1

14 Casino Gants Ultra Resistants Solvent Resistant Latex Gloves $14.9 (細/中碼)
$15.5 (大碼) 

強化氯丁橡膠乳膠 
reinforced neoprene latex 馬來西亞 21.8 21.7 19.5 32.9 0.56 0.58 ●●●●● ●●● ●●● ●●●● ●●●0 ●●●● ●●● ●●●0 ●●● ●●● ★★★1

15 思高 Scotch-Brite 高級絨裡手套 Heavy Duty Household Gloves $11.5 天然乳膠
natural rubber latex 斯里蘭卡 21.8 20.3 19.5 31.4 0.61 0.55 ●●●●● ●●● ●●● ●●●0 ●●● ●●●0 ●●● ●●●0 ●●●0 ●●●0 ★★★1

16 佳麗牌 Carol 特級絨裡膠手套 $18.9 (3對) $6.3 乳膠 latex 馬來西亞 22.5 20.6 19.4 30.5 0.72 0.76 ●●●●● ●●● ●●● ●●●●● ●●● ●●● ●●0 ●●●0 ●●● ●●● ★★★1
非乳膠手套

17 菊花牌 Marigold 防敏感手套 Futura Revolutionary Nitrile Material $21.9 丁腈橡膠 Nitrile 馬來西亞 23.5 20.8 19.5 34.6 0.55 0.52 ●●●●● ●●● ●●●●● ●●0 ● ●●●●● ●●●●0 ●●0 ●● ●●●0 ★★★1

18 尚和 SHOWA 高級絨裡家用手套 $21.8 塩化ビニル樹脂 
(polyvinyl chloride) 日本 22.0 20.2 19.1 30.5 0.50 0.43 ●●●●● ●●● ●●0 ●● ● ●●●● ●●●● ●●●● ●●●● ●●●● ★★★1

19 雞仔牌 S.T. 指尖強化手套 $11.9 塩化ビニル樹脂 
(polyvinyl chloride) 台灣 22.1 20.2 18.7 30.3 0.35 0.28 ●●●●● ●●0 ●●● ●●●0 ●0 ●●●● ●●● ●●●0 ●●● ●●●0 ★★★1

註 — ：沒有資料。 ●/★愈多，該項表現愈好，最多5 ●/★。 

[1] 售價為本會於2013年12月由巿場調查所得，實際售價隨店舖、
地點及推廣時段而有差異，只供參考。  

[2] 參考歐洲標準 EN 420，量度手掌圓周的大小。 

[3] 量度不同樣本尺碼的手指和手掌位置物料的平均厚度。 

[4] 參考歐洲標準 EN 374-2 的試驗方法進行。  

[5] 參考歐洲標準 EN388 的試驗方法進行。  

[6] 參考美國 ASTM D412-06A有關拉力及伸長率的測試方法進行。由
於參考的標準是適用於乳膠手套，非乳膠手套物料的拉力和伸長
率一般及不上乳膠物料，評分普遍相對較低。  

[7] 樣本分別擺放在溫度70℃的環境下96小時(4天)及166小時(約7天)後，檢定樣本的拉
力和伸長率，然後根據與原先數值的差異進行評分，減少的幅度愈大，評分會愈低。

[8] 樣本分別擺放在溫度60℃的2%模擬洗潔精、20℃的30%鹽酸和20%氫氧化鈉鹼
性溶液中24小時，檢定樣本的拉力和伸長率，然後根據與原先數值的差異進行評分，
減少的幅度愈大，評分會愈低。  

[9] 總評比重如下：    
漏氣及漏水測試 20%  

 耐撕裂及耐刺穿 20%  
 拉力強度及斷裂伸長率 10%  
 老化試驗 20% 
 耐化學物質試驗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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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報告

職安局就家用手套的建議
 家用手套雖是家庭用品，用者亦包括不少家庭傭工或清潔工友，可以在職業安全方

面提供保護，所以本會也向職業安全健康局（簡稱職安局）諮詢有關家用手套的意見。

僱主應提供合適手套

 職安局表示，根據《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僱主須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範圍

內，確保其所有在工作中的僱員的安全及健康，如僱員的工作有需要使用手套作

為保護措施，僱主則有責任向僱員提供合適的手套。但是，如工作的地方是住宅

處所而在其內的僱員均屬家庭傭工，上述條例便不適用。雖然如此，如家庭傭工

有需要使用清潔劑，一個良好的僱主亦應為其傭工提供合適的手套保護雙手。

有乳膠過敏應避免接觸乳膠產品

 使用手套時，要特別注意部分人士會對乳膠製品有過敏反應。如配戴乳膠手

套後懷疑有過敏反應，例如皮膚發紅、出疹、痕癢、眼鼻不適及氣喘等徵狀，應

盡快求醫。以下為避免敏感症狀再次出現的主要方法，採用前宜徵詢醫生的專業

意見：

 ● 避免再次接觸乳膠手套及產品

 ● 選用非乳膠類的手套

 ● 僱員應向僱主表示有乳膠過敏的情況

 ● 乳膠過敏人士應避免身處有其他工友穿戴乳膠手套的工作範圍，以免吸 

  入手套上的乳膠粉末

圍裙和防滑鞋添加多重保護

 進行清潔工作時，除了要配戴手套之外，亦應穿着圍裙，以減少衣物沾染清

潔劑或污染物的機會；而配戴護目眼鏡，亦可防止清潔劑濺入眼睛而引致眼部發

炎或受損；進行清潔工作時，如會沾濕地面，便應穿着防滑鞋，以減少因滑倒而

受傷的機會。

手套用完應用清水洗

 手套的耐用程度視乎使用方法、次數、時間及保養方法等因素。要避免手套

過快損耗，應參考供應商的指示正確使用及保養手套。一般而言，手套使用完畢

後，應用清水清潔，並置於陰涼地方風乾。

揀手套要參考清潔劑供應商的建議

 如有需要選用工業手套，應參考清潔劑供應商的建議及清潔劑之物料安全資

料表（MSDS，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的內容來選擇合適的手套，以確保手

套能為使用者提供足夠的保護。

選擇指 南
 測試中多款乳膠和非乳膠家用手

套的整體評分都不俗，適用於家居一

般清潔用途，消費者可因應購買方便

程度、手套厚度和價錢等因素選擇合

適的產品。非乳膠家用手套較適合對

乳膠過敏的人士選購。

廠商意見
「菊花牌」（#7及#17）的代理商認

為，本會將該品牌兩種不同物料的手套用同

一套測試方法進行測試比較並不恰當，因

每種物料都有其優點及缺點。該公司指樣

本#17的物料可應付多種油性化合物及溶

劑，而不含乳膠蛋白所以不會引致過敏，符

合歐洲標準EN420、EN388及EN374，缺點

是不耐陽光及撕裂強度較低。又指樣本#7

符合歐洲標準EN420，物料有良好靈活性、

防水、抗撕裂、防割及具彈性等，缺點是應

付熱力、陽光、油及汽油的能力不佳。該公

司又認為本會只採用EN388中耐撕裂及耐

刺穿的測試不夠全面，應包括防割和防磨的

測試，並向本會提供有關生產商對該兩款

樣本所作的多項測試結果，指本會所做的

拉力強度及伸長率的測試結果與其生產商

提供的有差異。（本會按：本會已在文中指

出不同物料會有不同的特性，只參考EN388

進行耐撕裂及耐刺穿測試，是考慮到要家

用手套符合所有EN388有關防機械危害手

套的測試要求會過於嚴格。本會的測試結

果與該公司的有差異，可能是由於測試樣

本、測試儀器及測試條件有差異。）

「實惠」（#10）的代理商表示，現時

本港沒有特定標準要求針對家用護理手套，

認為本會將EN388歐洲工業用防護手套的

標準套用於家用護理手套上，是過於嚴格。

該公司指其產品#10已符合基本的漏水漏

氣測試，相信可以滿足一般家居應用要求，

又稱此產品已售賣超過五年，沒有收到顧

客的任何投訴或相關查詢。（本會按：參考

EN388進行的耐撕裂和耐刺穿測試應用於

所有測試樣本，可比較不同品牌產品的耐用

表現，顯示樣本間遭刺穿或撕裂程度上有

分別，結果可供消費者參考。）

「雞仔牌」（#19）的代理商表示，該

產品用的是非鄰苯二甲酸酯塑化劑（non-

phthalate plasticizers），又向本會提供該產

品的物料安全資料表，顯示該產品沒有危

害，亦提供了使用和儲存須知，例如不要直

接曬太陽和儲存於高溫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