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告：切勿侵犯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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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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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款

幼童對四周環境充滿好
奇，尤其是當他們懂得爬
行 或 剛 會 走 路 的 時 候，
更 會 四 處 探 索，因 此，
許多家長會在家中裝
置兒童安全欄 柵，以防
幼童闖進有潛在危險
的 地 方，造 成 意 外。
本會測試了8款兒童安

全欄柵的安全及耐用表現，發現4款未能
符合歐洲安全標準，另有1款檢出有害物質。家
長宜小心選擇，避免釀成意外！

測試 8 款兒童安全欄柵
兒童安全欄柵是專為2歲以下幼兒而設的家居安全裝置，
以免幼兒進入廚房、浴室或樓梯等可能有潛在危險的地方。測
試的8款兒童安全欄柵，售價由$429至$1,099不等，其中5款為
金屬欄柵，其餘則為木、網布或塑膠欄柵。

安全表現
本會委託獨立實驗室對樣本進行安全測試，項目包括機
械及物理性能、特定元素釋出量及標示說明。
按照《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兒童安全欄柵只要
符合歐洲標準BS EN1930:2011（下稱「歐洲標準」）或美國
材料及試驗學會標準ASTM F1004-13，便可在本港銷售。上
述兩套標準在規格、測試方法及標示說明的要求各異。為推動
廠商改善產品的安全程度以保障幼兒，本會的測試參考了有
較多安全規格要求的歐洲標準進行，而特定元素釋出量一項
則同時參考了歐洲玩具安全標準EN 71-Part 3進行。
「Bettacare」（#1）、「Lascal」（#2）及「宜家家居IKEA」
（#3）表現優異，測試中未有出現不符上述兩個歐洲標準的
情況；「California Bear」（#4）、「Demby」（#5）、「0/3 baby」
（#7）及「Dreambaby」（#8）在機械及物理性能、標示說明方
面未能符合標準要求；「Mothercare」（#6）則檢測出有機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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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總釋出量高於玩具安全標準的最高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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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及物理性能測試
推拉、撞擊抵抗力

1 款有夾傷手指、腳趾的風險
「Demby」（#5）樣本欄柵門的底部

保管，以供日後參考」、「錯誤安裝可能造成
危險」、「此安全欄柵不可安裝於窗口」等。

推拉測試主要是根據標準要求對樣

與底框之間的縫隙尺寸不符合歐洲標準要

本進行約1,000次的推拉，以模擬幼兒搖晃

求。若幼兒的手指或腳趾置於間隙時，欄

特定元素釋出量

或推拉欄柵的動作。

柵門受到從頂部向下按的壓力，便有機會

個別樣本有部件檢出有機錫化合物

夾傷幼兒的手指或腳趾（見圖一）。

本會參考歐洲玩具安全標準EN71Part 3的試驗方法，檢驗各樣本的可接觸

2 款欄柵與門框之間的間隙過大， 部件（accessible parts）會否釋出19種特
有窒息風險
定元素（包括鋁、銻、砷、鋇、硼、鎘、三價
根據歐洲標準要求，在施以最大30牛
頓（N）的力下，一個模擬5個月大幼兒的臀

鉻、六價鉻、鈷、銅、鉛、錳、水銀、鎳、硒、
鍶、錫、有機錫和鋅）。

部尺寸的測試探頭（hip probe）不可通過欄

結果顯示，「Mothercare」（#6）其中

杆之間、欄柵與門框／牆壁之間及欄柵與地

1個部件樣本，用作固定欄柵與門框或牆壁

撞擊測試則是根據標準於樣本的不同

下之間的間隙，以防幼兒身軀通過間隙後，

的壓力塞的膠料（見圖三），檢出18mg/kg

位置進行撞擊，模擬幼兒利用身體或騎乘

頭顱卻無法通過，會卡住頭頸，導致勒頸及/

有機錫化合物（organotin compounds），總

玩具衝撞欄柵的情形。

或窒息的危險。把樣本調校至建議的最大寬

釋出量稍高於EN71-Part3標準對「可以刮

度，發現測試探頭可通過「0/3 baby」（#7）

掉材料」的部分中有機錫總釋出量的最高

及「Dreambaby」（#8）欄柵與測試門框之間

限值（12mg/kg）。其餘7款樣本所有部件的

的間隙，不符合歐洲標準要求（見圖二）。

19種特定元素釋出量全部符合要求。
本會就#6相關部件樣本的膠料另

4 款標示說明不完善

進行了確認檢測，檢定是否有較常在玩具

樣本#4、#5、#7及#8的產品包裝、標

物料出現的10種特定有機錫化合物，發

籤及/或說明書欠缺歐洲標準要求的部分標

現其所含的有機錫化合物主要為甲基錫

示或警告字句，如「詳細閱讀說明書並妥善

〔mono-methyltin（MeT）〕化合物，未有

8款樣本的推拉、撞擊抵抗能力均不
俗，全部通過標準要求，測試後都沒有損
壞、移位或操作不正常的情況。

圖一：樣本 #5 欄 柵門的底部與底
框之間的縫隙不符合歐洲標準要求，
有夾傷幼兒手指或腳趾的風險。

圖二：試驗員利用測試探頭檢測欄柵與測試門
框之間的間隙能否讓幼兒身軀鑽入，尺寸約為
5 個月大幼兒的臀部大小（65 x 105 毫米）。

4 款未能自動關上及上鎖
根據歐洲標準，若欄柵的關閉裝置
屬自動式設計，不論開關幅度大小，欄柵
均須自動關上並上鎖，以防幼兒
在家長不留神下進入被攔阻
的範圍。「California Bear」
（#4）、「Demby」（#5）、
「0 / 3 b a b y」（# 7）及
「Dreambaby」（#8）聲稱屬
自動式關閉裝置，不過測試發
現其樣本在某些開關幅度下未能
自動關上及上鎖，家長若未能發現，便
可能對幼兒的安全構成潛在危險。

圖三：樣本 #6 用作固定欄柵與門框或牆壁
的壓力塞的膠料檢出有機錫化合物，總釋
出量稍高於本會參考的玩具安全標準要求。

02 . 2016

472 選 擇

21

兒童安全欄柵測試結果
樣本編號

1

2

3

4

5

牌子

Bettacare

Lascal

宜家家居 IKEA

California Bear

Demby

型號

Advanced Auto-Close
Gate (Narrow Size)

KiddyGuard Accent

Patrull Fast

CB10023

24" Wide Plastic
Safety Gate (SG57)

大約售價

[1]

$499

$1,099

$429

$430

$540

聲稱原產地

[2]

中國

中國

羅馬尼亞

中國

中國

總評

[3]

★★★★★

★★★★★

★★★★★

★★★★1

★★★★

[4]

●●●●●

●●●●●

●●●●●

●●●●

●●●●

機械與物理性能

[5]

●●●●●

●●●●●

●●●●●

●●●0

特定元素釋出量

[6]

●●●●●

●●●●●

●●●●●

●●●●●

標示說明

[7]

●●●●●

●●●●●

●●●●●

●●●0

耐用表現

[8]

●●●●●

●●●●●

●●●●●

●●●●●

●●●●●

使用方便程度

[9]

●●●●●

●●●●0

●●●●0

●●●●0

●●●●0

安裝及拆除

●●●●●

●●●●

●●●●

●●●●0

●●●●●

開／關欄柵

●●●●●

●●●●●

●●●●0

●●●●0

●●●●0

清潔及收藏

●●●●0

●●●●●

●●●●0

●●●●0

●●●●●

安全表現

型
號
規
格
資
料
[10]

可用寬度範圍（厘米）

100或以下

門框內側：69-106.5
門框外側：65-103

a b◇

●●●
●●●●●

ef

e f◇

●●●

63.5-69

61-68.1

高度（厘米）

75.5

80

75

79

88.5

主要結構物料

金屬

網布

木

金屬

塑膠

壓力

螺絲

螺絲

壓力

壓力

安裝方法

註

68.5-75

a

[11]

●或★愈多，表示樣本在該項目表現愈佳，最多5粒。
[1] 售價是約數，乃代理商提供或本會於1月在市面調查所得。
不同零售商的售價或有差別。
部分產品在市場調查時已經停售，所列為購買樣本時的售價。
[2] 資料由代理商提供或源自標籤/產品包裝。
[3] 總評的評分比重如下：
安全表現
耐用表現
使用方便程度

80%
10%
10%

[4] 安全表現的評分比重如下：
機械與物理性能
55%
特定元素釋出量
35%
標示說明
10%

機械與物理性能測試、標示說明參考歐洲標準BS EN1930:2011進行。
特定元素釋出量試驗參考歐洲玩具安全標準EN71-Part 3進行。
安全表現整體評分除根據比重計算外，計算程式亦包括限制因素（limiting
factor)，若樣本在重要項目表現不理想，便會啟動限制因素，減低安全評分。
[5] a 樣本的關閉裝置屬自動式，不過裝置在某些開關幅度下未能自動關上
及上鎖。
b 樣本門的底部與底框之間的間隙尺寸未能符合歐洲標準要求。
c 樣本調校至其建議的最大寬度並安裝於測試門框時，欄柵與測試門
框之間的間隙未能符合歐洲標準要求。
◇ 樣本#5及#7聲稱符合ASTM F1004標準，而ASTM F1004標準並
沒有相關要求。
[6] d 用於固定欄柵於門框或牆壁的壓力塞的膠料檢出的有機錫化合物
( organotin compounds )總釋出量超過本會參考的歐洲玩具安全標準的
最高限值。

部分有機錫化合物可能損害腦部或神經系統

檢出其餘9種包括對人體健康風險較高的

部分有機錫化合物毒性較高，透過呼吸吸入、吞食或皮膚接觸，可能損害

二辛基錫〔dioctyltin（DOT）〕和二丁基錫

腦部或神經系統。另有動物研究顯示，部分有機錫化合物會影響免疫系統功能，

〔dibutyltin（DBT）〕等有機錫化合物。

或影響動物生殖能力，不過會否在人體產生這些影響仍有待研究確定。而部分

M eT化合 物一 般 會用於 聚氯乙烯（簡稱

有機錫化合物亦可能刺激皮膚和眼睛。較為人熟悉的有機錫化合物是三丁基錫

PVC）膠料中作穩定劑（stabilizer），以抵抗

〔tributyltin（TBT）〕，原本廣泛應用在船隻底部的油漆作防污用途，可抑制微

膠料因熱力和光線而老化。

生物、海藻、植物在船底滋長。隨後被發現對海洋生態有重大影響，例如影響蠔

有關型號產品的供應商表示，兒童

殼的形成，亦改變部分海洋生物的性徵，長遠影響生態環境，更甚者，其濃度和

欄柵並不屬於玩具，而其所供應的產品在

毒性會隨食物鏈累積而增加，可能直接影響人體健康。因此歐盟已於2008年全

8種特定元素（鉛、銻、砷、鋇、鎘、鉻、水

面禁止在當地海域行駛船隻使用含TBT的船底油漆。

銀、鍶）的釋出量已經符合歐洲標準BS EN

其他有機錫化合物的毒性各有不同，目前對MeT化合物的研究並不多，有

1930:2011中相關的規定，故該公司認為以

動物試驗研究結果顯示，懷孕大鼠在懷孕及餵奶期間飲用含MeT化合物的食水，

玩具安全標準檢驗及評估其兒童欄柵產品

所餵哺的幼鼠在學習能力出現發展障礙。不過暫時未見與人體相關的研究數據。

及部件，要求過於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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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Mothercare

8

0/3 baby

Dreambaby

Pressure Fix Safety
Gate Auto Close

G22-SG03W

Swing Closed Security
Gate F160W

$549

$459

$494

中國

中國

中國

★★★1

★★★1

●●●0

●●●0

●●●●●

●●●

d

●●●

2

3

4

5

6

7

8

★★★1
●●●0
a c◇

●●●●●

ac

●●●
●●●●●

e f◇

ef

●●●●●

●●●

●●●●●

●●●●●

●●●●●

●●●●●

●●●●0

●●●●0

●●●●●

●●●●●

●●●●●

●●●●●

●●●●0

●●●●0

●●●●0

●●●●0

●●●●0

76-82

1

67.3-74.7

●●●0

71-82

75

77

76

金屬

金屬

金屬

壓力

壓力

壓力

[7] e 樣本或產品包裝欠缺部分歐洲標準要求的標示或警示字句。
f 說明書欠缺部分使用說明或警示字句。
[8] 試驗員對樣本進行了4,000次的開關試驗，以模擬用戶每天開／關欄
柵10次，欄柵於使用一年後的情況，並於試驗後檢視樣本有否損壞
及能否正常操作。
[9] 使用方便程度的評分比重如下：
安裝及拆除
40%
開／關欄柵
40%
清潔及收藏
20%
[10] 資料由代理商提供或源自產品包裝。
[11] 樣本#1、#5至#8的壓力塞固定座或牆墊（mounting cap或wall
cup）可利用雙面膠紙或螺絲固定於門框或牆壁上。
樣本#4的壓力塞固定座或牆墊須利用螺絲固定於門框或牆壁上。

本會則認為兒童安全欄柵屬於嬰幼兒
日常接觸的家居用品，接觸頻率不亞於玩
具，萬一安裝不當、使用欠妥善，或者長期被
嬰幼兒用力拉扯，有機會令欄柵部件鬆脫，
增加嬰幼兒放入口內吸吮、舔舐、啃咬甚至
吞下部件的風險。故本會期望產品符合較嚴
謹的安全指標，以加強對嬰幼兒的保障。此
外，有海外國家和地區已將部分有機錫化合
物的管制延伸至一般消費品、紡織品以及與
食品接觸的用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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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二手安全欄柵的風險
購買兒童安全欄柵，除了考慮尺寸及安全性外，亦要留意購買渠道的可
信性，以及相關的購物風險。
幼兒成長速度快，部分嬰幼兒用品可能用一段時間後已不合用，有家長
會在網上出售，既方便亦可將用品循環使用。不過，二手安全欄柵可能欠缺說
明書，以致安裝不便，亦增加錯誤安裝的機會，造成危險；若然欄柵遺失個別

歐洲標準 vs 美國標準
測試的樣本中，「Demby」（#5）及
「0/3 baby」（#7）聲稱符合美國材料及試
驗學會標準ASTM F1004，而該兩款型號
的樣本於是次測試中未能完全符合歐洲標
準的要求。

部件，單看外表未必觀察得到，即

本會嘗試比較兩套標準的要求，發

使可成功安裝欄柵，但缺少的部件

現現行的ASTM F1004標準在自動式關閉

隨時可能影響欄柵的結構安全。此

裝置及壓力點間隙方面，並沒有歐洲標準

外，二手安全欄柵曾被使用，產品

的相關規定；而對危險間隙的尺寸要求，亦

的結構安全未必有保證。故此，家

與歐洲標準有所不同，ASTM標準下的測

長在購買二手安全欄柵時，要小心

試探頭的尺寸為寬76、長140毫米；歐洲標

注意結構是否安全，說明書及部件

準則為寬65、長105毫米。本會安排試驗員

是否齊全。

以ASTM標準的測試探頭測試#7的樣本，
結果發現樣本被調校至其建議的最大寬度

網購提示
除了到店舖購買，家長亦可在購物網站買到安全欄柵，省時方便，價格亦

時，ASTM標準的測試探頭並不能通過欄
柵與測試門框之間的間隙。ASTM標準的

可能較店舖便宜，但消費者宜衡量網購的風險，例如實物與網上圖像不符的風

兒童安全欄柵的針對對象為6個月至2歲的

險。此外，若光顧的並非本地網站，家長宜留意網站並不受本港法例規管，其出

幼兒，而歐洲標準則為2歲以下的幼兒，由

售的欄柵的結構未必符合《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或相關安全標準的要求，

於ASTM標準的安全要求主要是根據6個

亦可能欠缺生產商或入口商的名稱及地址等，當發現產品有問題時會難以跟進。

月至2歲幼兒的身形及活動能力而定，其開
孔、間隙的容許範圍或較歐洲標準的大。

選購及安全使用貼士
●

部分欄柵的門較窄，身形較胖的人士及孕婦或難
於出入，用者在選購前宜親身到店舖試用。

●

安裝及使用前，應詳閱說明書的指示。

●

打開欄柵後，必須馬上關上並上鎖，以確保幼兒
不會進入被攔阻的地方。

●

切勿在安全欄柵旁放置凳子、箱子等，以免幼童
利用作腳踏，攀過欄柵。

●

成人亦切勿以跨過欄頂的方式越過欄柵，
以免摔倒。

●

清潔欄柵時，宜用抹布沾水擦拭，避免
使用漂白水或含強清潔效力的清潔劑，
以免損壞欄柵表層塗漆。

●

小心跨過底框，慎防絆倒。

●

切勿用堅硬的刷子或百潔布刷洗欄柵，
以免造成掉漆、銹蝕的破損。

●

定期檢查並確定安全欄柵安裝穩固及
操作正常，一旦發現有損壞，必須立即
停用並聯絡代理商維修。

●

2歲或以上的幼兒或已有能力爬過欄柵，家長宜拆除欄柵，以策安全。

雖然ASTM是符合香港玩具及兒童
產品安全要求的標準，本會建議製造商或
代理商參考是次按歐洲標準測試的結果，
改善產品的安全程度，保障幼兒的安全。

耐用表現俱佳
安全欄柵常見安裝於廚房門口，而
家長每天進出廚房次數頻繁，其耐用性值
得關注。本會委託實驗室對各樣本進行了
4,000次開關試驗，以模擬每天開關欄柵
約10次，樣本使用了一年的情況，並於試驗
後檢視樣本是否有任何損壞及能否正常操
作。所有樣本於4,000次開關試驗後均操
作正常，耐用表現優異。

使用方便程度
評審包括安裝及拆除、開關欄柵、清
潔及收藏等項目。

選擇指南
安裝及拆除

海關的意見

「Bettacare」Advanced Auto-

「Lascal」（#2）及「宜家家居IKEA」

一 般在 香港供 應 的玩 具 及 兒 童 產

（#3）屬螺絲固定類別，即用者安裝欄柵

品，其產品安全受《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

時需要在門框或牆壁上鑽孔，然後利用螺

條例》（條例）及其附屬法例所監管。根據

絲固定欄柵。#2及#3分別須在門框或牆

條例，製造商、進口商及供應商在出售玩

壁上鑽9及8個孔，故安裝時間較其他樣

具及兒童產品時，須符合條例《附表一及

整體表現優異，#1方便安裝及拆

本長，日後拆除欄柵後，亦會留有鑽孔。不

二》內其中一套指定標準內所載全部適用

除，並設有自動關門裝置；#2安裝

過，若家中有室內樓梯並需安裝欄柵於樓

於該產品的規定。

尺寸靈活性高，方便清潔及容易收

梯上端，所選用的欄柵類別宜為螺絲固定
類別，以策安全。

此外，《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附加
安全標準或規定）規例》（規例）亦規定，

Close Gate （Narrow Size）（#1，
$499）、「Lascal」KiddyGuard
Accent（#2，$1,099）及「宜家家
居IKEA」Patrull Fast（#3，$429）

藏；#3底部不設欄框，減少絆倒的
機會。

其餘樣本則屬壓力固定類別，即欄

在本港出售的玩具及兒童產品，必須符合

柵利用壓力固定於門框或牆壁。這類樣本

該規例所訂明的附加安全標準或規定，包

「M o t h e r c a r e」（# 6）的 代 理商

中，除了「California Bear」（#4）之外，其餘

括須附有識別標記（即製造商、進口商或

稱 本會是次測試結果已顯示#6符 合B S

的壓力塞固定座或牆墊（mounting cap或

供應商的名稱及香港地址）和適用於該產

EN1930:2011標準中有關特定元素釋出量

wall cup）均可利用雙面膠紙或螺絲固定於

品的雙語警示或警告（即其安全存放、使

的規定。另向本會提供了其授權化驗所進

門框或牆壁上；#4的固定座則只可利用螺

用、耗用或處置的任何警示或警告）等資

行的檢測報告，包括8種特定元素和8種有

絲固定於門框或牆壁上。

料及須符合玩具及兒童產品所含塑化劑的

機錫化合物的檢測結果，以證明其產品不

濃度規定。

同部件除符合相關釋出量的要求外，亦沒有

#4 的壓力塞固定座須用螺絲固定
於門框或牆壁上。

兒童安全欄柵是條例中附表二所規

檢出DBT、TBT、MOT、TeBT、DOT、TPhT、

管的產品之一，條例訂明兩套適用於兒童

MBT和TCyT等有機錫化合物。該公司強調

安全欄柵的安全標準，即歐洲標準 BS EN

#6不屬於玩具，認為以玩具安全標準檢驗

1930:2011及美國材料及試驗學會標準

及評估其產品及部件要求過於嚴謹，該公

ASTM F1004-13。就今次本會的測試報

司又稱壓力塞所處位置難於被幼兒放入口

告，海關已對未能通過歐洲標準測試之產

中啃咬，又表示#6已經下架停售。（本會

品作出跟進。

按：有關產品代理商所檢驗的有機錫化合

海關表示十分關注兒童產品的安全

物種類和數量與本會檢驗的不同。本會按

問題，亦有常設機制，透過風險評估，就不

EN71-3檢驗10種特定的有機錫化合物，而

「Bettacare」（#1）、「Lascal」（#2）及

同類型之產品進行巡查及抽取相關樣本作

代理商並未有檢驗MeT化合物。）

「Mothercare」（#6）在不同開關幅度下，均

合適的安全測試。根據條例，違例者如屬首

可自動關上並上鎖，操作方便。「宜家家居

次定罪，可被罰款$10萬及監

符合ASTM F1004-

IKEA」（#3）則須手動關上欄柵。

禁1年，而其後各次定罪，可被

13標準，而ASTM

罰款$50萬及監禁2年。

標準亦為本港《玩

開關欄柵

清潔及收藏
安 全 欄 柵 宜 經 常 保 持 清 潔，以 防

「0/3 baby」（#7）的代理商稱#7已

具及兒童產品安全

廠商意見

條例》中指定的其

幼兒的手或口接觸到欄柵而吸 入 塵垢。

「California Bear」（#4）

中一個標準。該公

「Lascal」（#2）及「Demby」（#5）設計簡

的代理商稱已更新產品的包

司指是次安全測試

易，清潔較方便快捷。其餘樣本的欄杆設

裝資料、標籤及說明書以符合

中的不符之處不屬

計則較容易積聚塵垢，用者或需花較多時

歐洲標準的要求。該公司又表

於ASTM標準中的

間進行清潔。收藏方面，#2為長筒型設計，

示廠商誤解了標準對自動關

要求，故#7仍是安

易於收藏。

門的要求，現已修改產品資料

全性得到認可及可

及說明書的指示。

靠之安全欄柵。

02 . 2016

472 選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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