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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巿面出現不少可摺合的矽膠食物盒和

杯，除其耐熱、柔軟和耐用的優點，亦能節省空

間，外出時既輕巧又方便攜帶。如逐步管制即棄

膠餐具，可重用的矽膠食物盒和杯可以是有效代

替品之一。但矽膠食物盒和杯接觸食物和飲品

時，會否釋出過量雜質？應如何清洗和保養？

測試樣本涵蓋可摺合食物盒及摺杯
是次測試涵蓋9款可摺合食物盒和5款摺杯。食物盒樣本全部聲稱適用於微

波爐加熱，售價由$29至$130，標示容量由600毫升至1升，當中2款隨產品附送餐

具。摺杯樣本售價由$12至$200不等，當中1款只標示杯口直徑，沒有標示容量，餘

下4款標示的容量則由130毫升至470毫升。

測試主要參考內地和德國的標準
現時本港並沒有針對與食物接觸物料的安全規定，國際間亦未有一套針

對矽膠食物盒的統一食物安全標準。是次主要參考內地標準GB4806.11-2016

《食品接觸用橡膠材料及製品》，檢測矽膠物料的食物安全，包括3種模擬食物

的總遷移量（overall migration）、高錳酸鉀消耗量（potassium permanganate 

consumption）和浸泡液是否會有色澤遷移。此外，還參考德國LFGB的標準，檢

測矽膠物料的可揮發性有機物質含量（volatile organic matter）、總鉛量（total 

lead）、總鎘量（total cadmium）和感官表現（sensory evaluation）是否可接受。

至於食物盒或杯樣本的上蓋，標示的物料一般為聚丙烯（polypropylene）或

聚乙烯（polyethylene），根據本會以往的測試結果，這些物料存在的食物安全風險

相對較低，例如沒有檢出普遍受關注的塑化劑或重金屬等有害物質，故是次測試

並沒有包括產品的上蓋物料。

部分食物盒的設計為防止醬汁滲漏會提供矽膠密封圈，因此亦測試了該等

密封圈矽膠物料是否存有可揮發性有機物質及其高錳酸鉀消耗量。

甚麼是矽膠？
矽膠（silicone或silicone rubber），又稱為有機

硅膠或硅橡膠，是介乎合成橡膠和合成塑料之間的

混合物，不同工序所製的矽膠有不同的特性，而矽膠

產品亦因其特性被廣泛應用，例如應用在個人護理

用品、建築用的密封材料、電子及電腦產品、醫療用

的軟性喉管和廚具等。矽膠耐高溫和穩定性好的特

性，令其廣泛應用於餐廚用具。

不少人認為矽膠源自沙質的天然材料，其實

矽膠與其他塑膠聚合物一樣都是合成材料，含有多

種來自石化燃料的化學添加劑，視乎不同用途而添

加不同的化學物質。矽膠與其他塑膠的主要區別在

於，其主鏈是矽（silicon）組成而不是碳（carbon）。

矽膠的穩定性高但也有可能釋出化學物質，視乎採

用的原材料、製造過程的品質控制及用途而定。

與食物接觸的矽膠產品一般要求較高，須達食

品用級別（food grade），產品需符合接觸食物物料

的安全標準，例如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德國

食品及消費品規例LFGB（Food, Consumer Goods & 

Animal Feed Act）或內地標準GB4806.11-2016等。

可摺合矽膠食物盒及杯首測
如何嚴選助走塑？

版權所有©2022消費者委員會，並保留一切權利。未經消費者委員會授權而複製、改編、分發、轉載或向公眾提供此文章，均屬侵犯版權。 
此文章只授權予消費者委員會及香港教育城舉辦之「反斗消費 Go Go Goal」活動參加者閱覽及作非商業用途 。



1953909. 2021 選擇

耐用程度方面，由於沒有相關的國際

標準可供參考，測試以模擬日常使用產品

的方法，以特定器材摺合樣本1,000次，然

後檢視產品的摺合處會否出現破損。

食物色素方面，對於食物盒樣本，測

試方法是先將2毫升咖喱汁和2毫升番茄

汁分別置於樣本的對角處，然後放入微波

爐加熱5分鐘，放置2小時後將醬汁清除，

然後把樣本放入特定的洗碗碟機清洗1次，

檢視其色素殘留的情況並予以評分。

摺合杯方面，將90℃的熱咖啡及室

溫的提子汁分別載入2個測試樣本，放置2

小時後倒掉飲品，然後把樣本放入特定的

洗碗碟機清洗1次，以檢視樣本是否有色素

殘留的情況並予以評分。

測試結果
參考內地標準GB4806.11-2016的規

定，全部樣本於遷移測試後的浸泡液均沒

有着色、渾濁、沉淀或有異味，矽膠主體對

3種模擬食物（包括4%醋酸、10%乙醇及模

擬油性食物）的總遷移量，以及矽膠主體和

密封圈物料的高錳酸甲消耗量，均符合內地

的標準要求。

參考德國LFGB針對矽膠物料的總鎘

量和總鉛量限值要求，全部樣本均符合有

關標準要求。

另外，全部樣本的矽膠摺合部位於

摺合1,000次的試驗後，均沒有損壞。

9 款樣本檢出的可揮發性有機物

質含量超出德國規限

有外地研究顯示，矽膠物料中的可

揮發性有機物質主要為材料中低揮發性小

分子矽氧烷（Siloxanes）為主。如矽膠食物

容器含有過多的可揮發性有機物質，可能

會遷移到盛載的食物中，甚或影響食物安

全。亦有研究顯示，長期接觸高劑量矽氧

烷或會影響實驗動物的肝臟健康，所以可

揮發性有機物質是評估矽膠物料安全的其

中一個重要指標。

內地和歐洲對嬰兒用的矽膠奶嘴物

料所含的可揮發性有機物質的規限均為

0.5%，但內地現時還未對食物接觸用的矽

膠物料訂定這規限。

現時只有德國LFGB及法國食品接觸

材料法令，對與食品接觸的矽橡膠製品的

可揮發性有機物質含量有上限規定，限量

為不可超出0.5%。

參考德國LFGB標準的測試結果

顯示，「Ikea」（#1）、「Gemini」（#2）及

「Ideale Chef」（#3）3款食物盒的主體和

密封圈矽膠物料的可揮發性有機物質含

量由0.12%至0.44%，符合德國LFGB的

要求。餘下6款食物盒樣本的主體和密封

圈矽膠物料的可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

由0.76%至1.3%不等，檢出量均超出德國

LFGB標準的要求限值（0.5%）。

2款摺合杯樣本「Stojo」（#10）及

「Lifeventure」（#11）的主體矽膠物料的可

揮發性有機物質含量低於0.5%，符合德國

LFGB的要求。餘下3款摺合杯樣本的可揮

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介乎0.8%至1.4%，檢

出量超出德國LFGB標準的要求。

雖然本港現時未有對可揮發性有機

物質訂立相關規定，但消費者在有選擇的

情況下，選擇符合德國標準的矽膠容器可

更為放心。

大部分樣本均沒有發出異味

不少消費者或會特別關注矽膠食物

容器本身可能發出異味，擔心會影響其裝

載食物的氣味。參考德國LFGB標準，將樣

本載滿蒸餾水並置於100℃的環境下2小

時，然後由6位試驗人員將之對比，對照蒸

餾水的氣味和味道並予以評級。0級表示

與對照蒸餾水的氣味和味道為沒有差別，

1級表示僅有少許差異，一般難以察覺，最

嚴重的4級表示有強烈差異。

測試結果顯示，「Diamond」（#6）、

「Cinnamoroll」（#7）、「Gourmet」（#8）、

「執笠倉」（#9）、「Stojo」（#10）、「Daiso」

（#12）及「Seiwa-pro」（#13）等7款樣本

在氣味和味道均獲評0級，即與對照的蒸

餾水無分別，感官表現同得5點評分，惟

「Lifeventure」（#11）的表現則較其他樣本

遜色，在氣味和味道獲評1級，即與對照的

蒸餾水有少許差異，整體獲得4點評分。餘

下的樣本均於氣味獲評0級，而味道表現獲

得1級評分，整體感官表現令人滿意。

7 款食物盒樣本發現有色素殘留

問題

測試結果顯示，咖喱汁經微波爐加

熱及清洗1次後，都會在各款食物盒樣本殘

留色素。色素殘留較少的樣本包括「Ikea」

（#1）及「Ideale Chef」（#3），評分有3點，

其餘樣本皆留下較明顯的咖喱汁色素。

番茄汁經微波爐加熱及清洗1次後，

沒有明顯色素殘留的樣本包括「Ikea」（#1）

及「EZ Cook」（#5），評分有5點，表現較

佳，其餘樣本均留下較明顯的番茄汁色素。

喜歡享用含咖喱汁或番茄汁菜餚的人

士要留意，若長時間存放這些有色素的菜

餚在矽膠食物盒內及用微波爐加熱後，宜

盡快泡浸及清洗容器，以免色素殘留。

摺合杯方面，裝載90℃熱咖啡2小時

及清洗1次後，「億世家」（#14）發現有咖

啡漬殘留，只得3點評分，盛載提子汁後則

沒有發現色素殘留。其餘樣本裝載熱咖啡

及提子汁後清洗1次，皆沒有發現有色素殘

留，表現同獲5點的最高評分。

留意是否適用於微波爐及適
用溫度

檢視各樣本的標籤資料，發現5款樣

本以中文及英文標示說明或注意事項等

資料，另有7款以英文或中文標示，惟2款

（#12及#13）有關安全使用的警告語則欠

缺中文及/或英文標示，本會已將有關資料

交予海關跟進。

矽膠食物盒一般標示可用於微波爐

翻熱食物。惟矽膠食物

盒的上蓋物料可能採

用不同的塑膠及形

狀設計，故可承受

溫差的程度不能和

加熱後及長時間存放有色素的食物，

色素可能殘留矽膠容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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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摺合矽膠食物容器測試結果

樣本
編號

牌子 產品資料/型號
標示容量 
（毫升） 

[1]

量得
重量 

（克） 
[2]

標示的上蓋/
邊緣的物料

大約
售價 
[3]

可揮發性
有機物質含量（%）[4]

感官表現[5] 食物色素    殘留 [6] 標籤資料 [7]

總評 
[8]

主體 密封圈 整體 氣味 味道 整體 咖哩汁 番茄汁 整體
使用
說明

適用於微波爐
適用溫度範圍 整體

主體 上蓋

矽膠食物盒

1 Ikea
摺疊式食物盒 FJARMA 
21x15x5cm 504.694.72

800 270 聚丙烯 $49.9 0.26 0.43 ●●●● 0 1 ●●●●0 ●●● ●●●●● ●●●● 中、英 適用 適用 -20℃至100℃ ●●●●● ★★★★

2 Gemini
Silicone Foldabable Food 
Container GFB1TB

1000 235
沒有說明 
附膠叉

$50.0 0.12 0.44 ●●●● 0 1 ●●●●0 ●● ●●● ●●0 中、英 適用 不適用 – ●●●●0 ★★★★

3 Ideale Chef
Foldable Silicone Food 
Container ICX001-080

800 266 矽膠 $54.0 0.26 0.39 ●●●● 0 1 ●●●●0 ●●● ●● ●●0 英 適用 適用 -40℃至 230℃ ●●●● ★★★1

4 Lexngo
Silicone collapsible 
Snackbox SNABXM-EXP

850 217
上蓋：聚乙烯 
膠邊：聚丙烯

$130.0 0.76 – ●● 0 1 ●●●●0 ●● ●●● ●●0 中、英 適用 不適用 – ●●●0 ★★★

5 EZ Cook
摺疊食物盒 Foldable Food 
Container (orange) 

700 180 沒有說明 $39.9 1.00 0.84 ●0 0 1 ●●●●0 ●●0 ●●●●● ●●●● 英 適用 不適用 – ●●●0 ★★1

6 Diamond
Foldable Food Box
FB-600ML001PU

600 186
上蓋：聚乙烯 

膠邊：聚丙烯 附膠叉
$75.0 0.95 1.00 ●0 0 0 ●●●●● ●● ●●● ●●0 英 適用 不適用 -20°C至120°C ●●●● ★★1

7 Cinnamoroll
Silicone Lunch Box 
Expandable and collapsible 

800 188 聚丙烯 $102.0 1.10 0.90 ●0 0 0 ●●●●● ●● ●●● ●●0 中、英 適用 不適用

上蓋及邊緣： 
 -20℃至100℃ 
主體及密封圈： 
 -40℃至230℃

●●●●● ★★1

8 Gourmet
摺疊食物盒 Foldable Food 
Container  CLB004

850 186 聚丙烯 $50.0 1.30 0.94 ●0 0 0 ●●●●● ●● ●●0 ●●0 英 適用 不適用 -40℃至230℃ ●●●● ★★1

9 執笠倉 硅膠折疊飯盒 800 169 沒有說明 $29.0 1.30 1.00 ●0 0 0 ●●●●● ●● ●●● ●●0 中 適用 沒有說明 -40℃至240℃ ●●●0 ★★1
矽膠杯 咖啡 提子汁

10 Stojo
Collapsible Cup, Biggie, 
Carnation

470 206 沒有說明 $200.0 0.19 – ●●●● 0 0 ●●●●● ●●●●● ●●●●● ●●●●● 英 沒有說明 沒有說明 0℃至100℃ ●●●0 ★★★★1

11 Lifeventure Ellipse Flexi Mug (Pink) 350 65 – $79.0 <0.10 – ●●●●0 1 1 ●●●● ●●●●● ●●●●● ●●●●● 英 沒有說明 – – ●●● ★★★★1

12 Daiso
Folding Cup
Silicone - yellow

130 27 聚丙烯 $12.0 0.80 – ●● 0 0 ●●●●● ●●●●● ●●●●● ●●●●● 日、英 適用 不適用
上蓋：90℃ 
主體：220℃

●●●● ★★★

13 Seiwa-pro Silicone Cup 40-047
直徑

6.5厘米(85*)
24 – $13.0 0.94 – ●0 0 0 ●●●●● ●●●●● ●●●●● ●●●●● 日、英 不適用 – 200℃ ●●●0 ★★1

14
億世家 
ecHome

摺疊水杯 
Foldable Cup (FC450)

450 183 聚丙烯 $59.9 1.40 – ● 0 1 ●●●●0 ●●● ●●●●● ●●●● 中、英 不適用 不適用 -50℃至200℃ ●●●●● ★★

德國標準規限 0.5% 0.5%

●/★愈多，表示該項測試表現愈好，最多5粒。
–：表示沒有該部分或沒有提供相關資料。
參考內地標準GB4806.11-2016《食品接觸用橡膠材料及製品》的規定，全部樣本
於遷移測試後的浸泡液均沒有着色、渾濁、沉淀或有異味，矽膠主體對3種模擬食物
（包括4%醋酸、10%乙醇及油性食物）的總遷移量，以及矽膠主體和矽膠密封圈物
料的高錳酸甲消耗量均符合內地的標準要求。
參考德國LFGB針對矽膠物料的總鎘量和總鉛量限值要求，全部樣本均符合有關標
準的要求。
此外，全部樣本的矽膠摺合部位於摺合1,000次的試驗後均沒有損壞。

[1] *本會量得的實際可載容量，其餘的均為標示容量。

[2] 本會量得的實際重量。

[3] 大約售價是本會於2021年8月的巿場調查所得，不同零售商的售價或有差別，
只供參考。

[4]  參考德國LFGB標準，將已切割及量秤重量的樣本物料放置在200℃的環境下 
4小時，冷卻後再量秤重量，兩者重量的相差百分比為可揮發性有機物質含量。

 整體評分如下：
 主體 70% 密封圈 30%

[5] 參考德國LFGB標準，將樣本滿載蒸餾水並置於100℃的環境下2小時，然後由
6位試驗人員將之對比，對照蒸餾水的氣味和味道並予以評級。0級表示與對照
蒸餾水的氣味和味道為沒有差別，1級表示僅有少許差異，一般難以察覺，4級
表示有強烈變味。

[6] 對於食物盒樣本，測試方法是先將2毫升咖喱汁和2毫升番茄汁分別置於樣本的
對角處，然後放入微波爐加熱5分鐘，放置2小時後將醬汁清除，然後把樣本放
入特定的洗碗碟機清洗1次，檢視有色素殘留的情況並予以評分。

 摺合杯方面，將90℃的熱咖啡及室溫的提子汁分別載入2個測試樣本，放置2小
時後倒掉飲品，然後把樣本放入特定的洗碗碟機清洗1次，以檢視樣本是否有色
素殘留的情況並予以評分。

 整體評分為每款醬汁/飲品各佔50%。

[7] 檢視產品及包裝上提供的資料所得。
 英：只有英文說明。
 中：只有中文說明。
 日、英：有日文及英文說明。
 整體評分如下：
 使用說明 60% 上蓋 15%
 主體 15% 適用溫度範圍 10%

[8] 總評比重如下：
 可揮發性有機物質含量 50% 食物色素殘留 25%
 感官表現 10% 標籤資料 15%
 若產品的揮發性有機物質含量不符合德國的相關標準，總評將受限制。

註

矽膠食物盒

1

5 6 7 8 9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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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摺合矽膠食物容器測試結果

樣本
編號

牌子 產品資料/型號
標示容量
（毫升）

[1]

量得
重量

（克）
[2]

標示的上蓋/
邊緣的物料

大約
售價
[3]

可揮發性
有機物質含量（%）[4]

感官表現[5] 食物色素    殘留 [6] 標籤資料 [7]

總評 
[8]

主體 密封圈 整體 氣味 味道 整體 咖哩汁 番茄汁 整體
使用
說明

適用於微波爐
適用溫度範圍 整體

主體 上蓋

矽膠食物盒

1 Ikea
摺疊式食物盒 FJARMA
21x15x5cm 504.694.72

800 270 聚丙烯 $49.9 0.26 0.43 ●●●● 0 1 ●●●●0 ●●● ●●●●● ●●●● 中、英 適用 適用 -20℃至100℃ ●●●●● ★★★★

2 Gemini
Silicone Foldabable Food
Container GFB1TB

1000 235
沒有說明
附膠叉

$50.0 0.12 0.44 ●●●● 0 1 ●●●●0 ●● ●●● ●●0 中、英 適用 不適用 – ●●●●0 ★★★★

3 Ideale Chef
Foldable Silicone Food 
Container ICX001-080

800 266 矽膠 $54.0 0.26 0.39 ●●●● 0 1 ●●●●0 ●●● ●● ●●0 英 適用 適用 -40℃至 230℃ ●●●● ★★★1

4 Lexngo
Silicone collapsible
Snackbox SNABXM-EXP

850 217
上蓋：聚乙烯
膠邊：聚丙烯

$130.0 0.76 – ●● 0 1 ●●●●0 ●● ●●● ●●0 中、英 適用 不適用 – ●●●0 ★★★

5 EZ Cook
摺疊食物盒 Foldable Food 
Container (orange) 

700 180 沒有說明 $39.9 1.00 0.84 ●0 0 1 ●●●●0 ●●0 ●●●●● ●●●● 英 適用 不適用 – ●●●0 ★★1

6 Diamond
Foldable Food Box
FB-600ML001PU

600 186
上蓋：聚乙烯

膠邊：聚丙烯 附膠叉
$75.0 0.95 1.00 ●0 0 0 ●●●●● ●● ●●● ●●0 英 適用 不適用 -20°C至120°C ●●●● ★★1

7 Cinnamoroll
Silicone Lunch Box 
Expandable and collapsible

800 188 聚丙烯 $102.0 1.10 0.90 ●0 0 0 ●●●●● ●● ●●● ●●0 中、英 適用 不適用

上蓋及邊緣：
-20℃至100℃

主體及密封圈：
-40℃至230℃

●●●●● ★★1

8 Gourmet
摺疊食物盒 Foldable Food 
Container  CLB004

850 186 聚丙烯 $50.0 1.30 0.94 ●0 0 0 ●●●●● ●● ●●0 ●●0 英 適用 不適用 -40℃至230℃ ●●●● ★★1

9 執笠倉 硅膠折疊飯盒 800 169 沒有說明 $29.0 1.30 1.00 ●0 0 0 ●●●●● ●● ●●● ●●0 中 適用 沒有說明 -40℃至240℃ ●●●0 ★★1
矽膠杯 咖啡 提子汁

10 Stojo
Collapsible Cup, Biggie, 
Carnation

470 206 沒有說明 $200.0 0.19 – ●●●● 0 0 ●●●●● ●●●●● ●●●●● ●●●●● 英 沒有說明 沒有說明 0℃至100℃ ●●●0 ★★★★1

11 Lifeventure Ellipse Flexi Mug (Pink) 350 65 – $79.0 <0.10 – ●●●●0 1 1 ●●●● ●●●●● ●●●●● ●●●●● 英 沒有說明 – – ●●● ★★★★1

12 Daiso
Folding Cup
Silicone - yellow

130 27 聚丙烯 $12.0 0.80 – ●● 0 0 ●●●●● ●●●●● ●●●●● ●●●●● 日、英 適用 不適用
上蓋：90℃ 
主體：220℃

●●●● ★★★

13 Seiwa-pro Silicone Cup 40-047
直徑

6.5厘米(85*)
24 – $13.0 0.94 – ●0 0 0 ●●●●● ●●●●● ●●●●● ●●●●● 日、英 不適用 – 200℃ ●●●0 ★★1

14
億世家
ecHome

摺疊水杯
Foldable Cup (FC450)

450 183 聚丙烯 $59.9 1.40 – ● 0 1 ●●●●0 ●●● ●●●●● ●●●● 中、英 不適用 不適用 -50℃至200℃ ●●●●● ★★

德國標準規限 0.5% 0.5%

●/★愈多，表示該項測試表現愈好，最多5粒。
–：表示沒有該部分或沒有提供相關資料。
參考內地標準GB4806.11-2016《食品接觸用橡膠材料及製品》的規定，全部樣本
於遷移測試後的浸泡液均沒有着色、渾濁、沉淀或有異味，矽膠主體對3種模擬食物
（包括4%醋酸、10%乙醇及油性食物）的總遷移量，以及矽膠主體和矽膠密封圈物
料的高錳酸甲消耗量均符合內地的標準要求。
參考德國LFGB針對矽膠物料的總鎘量和總鉛量限值要求，全部樣本均符合有關標
準的要求。
此外，全部樣本的矽膠摺合部位於摺合1,000次的試驗後均沒有損壞。

[1] *本會量得的實際可載容量，其餘的均為標示容量。

[2] 本會量得的實際重量。

[3] 大約售價是本會於2021年8月的巿場調查所得，不同零售商的售價或有差別，
只供參考。

[4] 參考德國LFGB標準，將已切割及量秤重量的樣本物料放置在200℃的環境下
4小時，冷卻後再量秤重量，兩者重量的相差百分比為可揮發性有機物質含量。
整體評分如下：
主體 70% 密封圈 30%

[5] 參考德國LFGB標準，將樣本滿載蒸餾水並置於100℃的環境下2小時，然後由
6位試驗人員將之對比，對照蒸餾水的氣味和味道並予以評級。0級表示與對照
蒸餾水的氣味和味道為沒有差別，1級表示僅有少許差異，一般難以察覺，4級
表示有強烈變味。

[6] 對於食物盒樣本，測試方法是先將2毫升咖喱汁和2毫升番茄汁分別置於樣本的
對角處，然後放入微波爐加熱5分鐘，放置2小時後將醬汁清除，然後把樣本放
入特定的洗碗碟機清洗1次，檢視有色素殘留的情況並予以評分。
摺合杯方面，將90℃的熱咖啡及室溫的提子汁分別載入2個測試樣本，放置2小
時後倒掉飲品，然後把樣本放入特定的洗碗碟機清洗1次，以檢視樣本是否有色
素殘留的情況並予以評分。
整體評分為每款醬汁/飲品各佔50%。

[7] 檢視產品及包裝上提供的資料所得。
英：只有英文說明。
中：只有中文說明。
日、英：有日文及英文說明。
整體評分如下：
使用說明 60% 上蓋 15%
主體 15% 適用溫度範圍 10%

[8] 總評比重如下：
可揮發性有機物質含量 50% 食物色素殘留 25%
感官表現 10% 標籤資料 15%
若產品的揮發性有機物質含量不符合德國的相關標準，總評將受限制。

註

矽膠物料比擬。因此，矽膠食物盒的上蓋是否適合放入微

波爐加熱，標籤資料需清晰標示，否則，消費者可能因不

適當使用而致產品受損或產生意外。

檢視產品的標籤資料，發現全部矽膠食物盒樣本均

標示主體適用於微波爐，當中6款樣本標示上蓋並不適用

於微波爐，加熱時需移除上蓋，2款樣本（#1及#3）標示上

蓋適用於微波爐，加熱時需拉起氣閥，餘下1款（#9）則沒

有說明上蓋是否適用於微波爐。

矽膠杯方面，只有1款（#12）標示適用於微波爐，

其附設的上蓋則標示不適用，2款樣本（#13及#14）標示

不適用於微波爐，餘下2款則沒有說明。

消費者需留意，容量較小或聲稱可放進微波爐使

用的樣本，由於其機械強度略嫌不足，故杯身或較易變

形，如用手握着盛載熱飲的杯時，有機會令內裡的熱飲

流出致燙傷，給小朋友使用時宜特別留意。

適用溫度範圍方面，9款食物盒樣本中，6款有標

示適用溫度範圍，由-40℃至最高240℃不等，這6款樣

本應可放入冰箱冷藏，惟當中只有「Ideale Chef」（#3）

及「Gourmet」（#8）說明可放入焗爐使用，消費者宜留

意，避免誤用。餘下3款則沒有標示適用溫度範圍。

矽膠杯

10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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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膠杯方面，有4款標示了適用溫度

範圍，標示最高耐熱溫度由100℃（#10）

至220℃（#12）。

購買和使用矽膠食物容器貼士
● 購買前，應檢視產品上的

標籤資料，有否符 合

相關標準，例如FDA、

LFGB或GB標準的標

誌，或適用於接觸食物的標

誌，適用的溫度範圍、主體和上

蓋是否適用於微波爐、注意事項

和供應商資料等。

● 新購入的矽膠產品應先用洗潔精徹底

清洗後才使用。

● 矽膠產品雖然可耐冷耐熱，但不可直接

用明火加熱或放近火源。

● 不要用鋼絲刷或百潔布等清潔，以免刮

損容器表面，宜以海綿、碗布沾少許洗

潔精輕輕刷洗，再用水沖洗及晾乾，免

生霉菌。

● 上蓋設有氣閥又說明上蓋適用於微波

爐的型號，加熱時應打開氣閥，讓熱氣

釋出，避免加熱時容器內部壓力過大而

產生意外。冷卻後，由於食物盒內氣壓

減少，食物盒可能會摺合起來，打開氣

閥有助平衡氣壓及取出上蓋。

● 勿長時間存放有色素或氣味濃烈的食

物，以免色素或氣味會殘留於容器內。

● 若發現容器內殘留食物的氣味或色素，

可嘗試用小蘇打糊或稀釋的檸檬酸泡浸

一段時間再清洗，以去除色素或氣味。

海關意見
海關表示已根據相關的資料作出跟

進，派員到市面巡查，發現其中1款產品已

經下架，另外已將違反《消費品安全條例》

（《條例》）的附屬法例《消費品安全規

例》（《規例》）的1款產品扣查，並會再作

進一步跟進。海關亦有派員到全港各區零

售點巡查，暫未再發現該2款產品出售。根

據《規例》，凡消費品或其包裝標記有關於

其安全存放、使用、耗用或處置的警告或警

誡，則該等警告或警誡須以中文及英文表

達，而有關表達須清楚可讀和放置於消費品

或包裝部分或穩固地加於包裝上的標籤或

任何附於包裝內的文件的顯眼處。如果標記

提及的並不包含上述警告或警誡訊息，則不

受《規例》規管。

廠商意見
「Gemini」（#2）的代理商表示，由

於矽膠表面充滿透氣氣孔，無可避免有機

會有食物着色的情況。所以建議使用矽膠

食物盒後，應盡快清洗，雖然食物盒可放

置在洗碗碟機清洗，但如有食物色素殘跡

時，建議馬上手洗。

「Ideale Chef」（#3）的製造商表示矽

膠分子間隙相對較大，可能讓有色素的醬汁

滲透到矽膠分子間隙中，建議只短時間存放

有色醬汁。

「Lexngo」（#4）及「EZ Cook」（#5）的

代理商表示產品已符合美國食品及藥物管

理局要求，並向本會提供第三方的測試報告

副本，顯示產品已符合相關標準要求。

「億世家」（#14）的代理商表示其

產品所採用的物料為食品用級別的矽膠生

產，物料已通過FDA和LFGB測試。對於該

產品未能符合德國標準(LFGB)的測試，該

公司已指示生產商進行物料對比測試去確

認物料品質並進行所需改善。

即棄膠餐具雖然方便，但會為生態環境帶來沉重

負擔。環保署最近建議分階段管制即棄膠餐具，首階段

將全面禁用發泡膠餐具，食肆堂食也不可向顧客提供任

何即棄膠餐具及容器。

消費者若能立即行動，自備可重用的食物盒買外

賣或以此盛載日常自備的午餐，從源頭減少塑膠廢物，對環境保護有莫大的幫助。巿

面上有各式各樣可重用食物盒，以下是不同種類的食物盒特點，供消費者參考。

9款 食物 盒 樣本中，「I ke a」（#1、

$49.9）、「Gemini」（#2、$50）及「Ideale Chef」

（#3、$54）3款分別獲得4星和3星半的總評

分，該3款樣本在可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測試均

符合德國標準，當中「Ikea」（#1）在食物色素

殘留的表現較佳。

矽膠杯樣本中，「Stojo」（#10、$200）及

「Lifeventure」（#11、$79）在揮發性有機化合

物測試均符合德國標準，而且於食物色素殘留

測試表現理想，同獲4星半的總評分，但前者

的售價較高，後者則容量較少及沒有上蓋。 

選擇指 南

玻璃、塑膠、矽膠及不銹鋼等可重用食物盒的特點
主要成分 優點 缺點 注意事項

玻璃
食物盒

玻璃
可用於微波爐、蒸
焗及耐酸性食物

較重、可摔破
避免將容器由冰箱取出後
迅速用微波爐加熱

PP食物盒 聚丙烯
輕便、適合兒童使
用、款式較多

容易老化，用久了
可能出現磨損、霧
面、變色

避免盛載及加熱高糖分或
油膩食物，以免溫度過高

矽膠
食物盒

矽膠
耐高溫、輕便、可摺
合、顏色選擇較多、
耐用

易沾灰塵、易有食
物色素及氣味殘留

避免接觸尖銳物件或刀刮
損表面，內部應保持乾爽
以免滋生霉菌

不銹鋼
食物盒

不銹鋼 耐溫差、耐用、輕便
一般不可用微波爐
加熱、只可用蒸氣
爐加熱

若出現銹漬不宜使用

其實每類產品都有其優點和缺點，消費者宜善用各款食物盒，例如在家多用玻

璃食物盒存放食物，外出時帶備輕巧的PP或不銹鋼食物盒，或便攜可摺的矽膠食物

盒，帶食物回家/辦公室享用，便可從源頭減少即棄膠餐具的數量，為環保出力。

環保走塑，善用各類可重用的食物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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