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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地磚」市場購樣檢測結果 

   109.12.10 

一、案由： 

林淑芬委員關切民眾檢舉 LG 舒適毯（型號：PAL7440 及 PAL082）塑化劑超標，

爰本局辦理「塑膠地磚」市場購樣檢測計畫，檢測塑化劑(可塑劑)含量，並評估列

為應施檢驗商品，以保障消費者安全。 

二、市場購樣檢測計畫： 

1. 本次「塑膠地磚」市場購樣檢測計畫，係至網路通路及各大賣場等實體店面，

購樣 30 件不同品牌/型號（其中網路通路購樣 17 件，實體店面購樣 13 件）。 

2. 本次市購檢測係依據 CNS 8906「聚氯乙烯系地磚」第 7.16 節進行塑化劑檢測，

及依第 6.3 節塑化劑（可塑劑）含量限制要求：「8種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及

其混合物含量，總和不得超過 0.1%（質量比）」判定。 

三、檢測結果： 

30 件「塑膠地磚」中 20 件「塑化劑含量」不符合 CNS 8906 第 6.3 節要求 (項次 2、

4、5、6、8、9、10、11、12、13、14、15、17、20、21、22、23、24、27、28)

（詳如彙整表）。 

四、後續處理： 

1. 針對不符合標準要求商品，因涉及危害消費者健康，本局刻正依消費者保護法，

請業者限期下架回收或改正。 

2. 因市購檢測不符合比率高，本局將依程序（包括：業者說明會、預告﹤包括通

報 WTO 需有 2 個月審查期﹥及公告等），辦理後續公告列入應施檢驗項目相關

事宜。 

3. 「塑膠地磚」已列為本局市場檢驗重點商品，將於 110 年持續辦理市場購樣檢

測。 

4. 現行 CNS 8906 之塑化劑規定係針對新料生產者為限，並要求若使用回收物料，

應標示回收物料之比例。在考量循環經濟回收再利用與消費者使用安全下，近

期將邀集專家及業者研商國家標準草案中使用回收料之產品，其塑化劑含量之

限制及標示等事項。 

5. 另有關商品標示查核部分，將移請經濟部中部辦公室依商品標示法進行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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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塑膠地墊」市場購樣檢測結果彙整表 

項次 品名 廠牌/規格/型號 
陳售地點 

(商店名稱、地址、電話) 
品質項目檢測結果 商品圖片 

1 
塑膠地磚12

吋 

30.5cm*30.5cm*

1.5mm18片/盒 

特力屋(股)公司內湖分公司 

台北市新湖三路23號地下1

樓 

「塑化劑含量」符合 

2 
PVC快拼免膠

地板 
BLINK 

特力屋(股)公司內湖分公司 

台北市新湖三路23號地下1

樓 

「塑化劑含量」超標 

塑化劑含量為

2.32%(DEHP=2.21%

、DINP=0.11%)。 

3 
塑膠地磚-尖

端系列 

銀彩 

Leader 

Floor 

樺一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400

號 

02-2964-6711 

「塑化劑含量」符合 

4 
塑膠地磚-32

系列 

優品 

HOURM 

ENG 

樺一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400

號 

02-2964-6711 

「塑化劑含量」超標 

塑化劑含量為

2.05%(DEHP=1.46%

、DINP=0.59%)。 

5 
塑膠地磚-新

貂磚石紋Ⅲ 

JIHN 

YOUR 

東慶木材行 

台北市西藏路204號 

02-23025810 

「塑化劑含量」超標 

塑化劑含量為

4.34%(DEHP=1.09%、 

DINP=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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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品名 廠牌/規格/型號 
陳售地點 

(商店名稱、地址、電話) 
品質項目檢測結果 商品圖片 

6 
塑膠地磚-OA

雲碧2.0 

JIHN 

YOUR 

東慶木材行 

台北市西藏路204號 

02-23025810 

「塑化劑含量」超標 

塑化劑含量為

1.93%(DEHP=0.31%、 

DINP=1.41%、

DIDP=0.21%)。 

7 
塑膠地磚-尖

端系列 

晶鑽 

Leader 

Floor 

東慶木材行 

台北市西藏路204號 

02-23025810 

「塑化劑含量」符合 

8 
塑膠地磚-皇

家木紋系列 

ROYAL 

Series 

一城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128巷15

號B1 

02-23652591 

「塑化劑含量」超標 

塑化劑含量為

2.74%(DEHP=1.82%、 

DINP=0.92%)。 

9 
塑膠地磚-京

綻系列 
羅貝多 

一城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128巷15

號B1 

02-23652591 

「塑化劑含量」超標 

塑化劑含量為

0.31%(DEHP=0.22%、 

DINP=0.09%)。 

10 塑膠地磚 SUNRISE 

一城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128巷15

號B1 

02-23652591 

「塑化劑含量」超標 

塑化劑含量為

1.91%(DEHP=0.44%

、DINP=1.47%)。 
 

11 
塑膠地磚--貼

得美 

12"*12"*1.2mm(

18 片/盒)/ 6621 

PChome 24h 購物 

https://24h.pchome.com.tw/pr

od/DEAB5V-A9005AIP3. 

「塑化劑含量」超標 

塑化劑含量為

2.79%(DEHP=2.18%、 

DINP=0.61%)。 

12 
塑膠地板-精

選地板 

95*18.4*0.5cm(

10片/箱)/淺灰清

水模 

dHSHOP 商城 

https://www.dhshop.tw/produ

ct/1?gclid=CjwKCAjwlbr8BR

A0EiwAnt4MTqaafdvd5j 

02-23785789 

「塑化劑含量」超標 

塑化劑含量為

1.14%(DEHP=0.85%

、DINP=0.23%、

DIDP=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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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品名 廠牌/規格/型號 
陳售地點 

(商店名稱、地址、電話) 
品質項目檢測結果 商品圖片 

13 
LG 舒適毯

PALACE 
200*100cm/#93 

安達地墊家 

www.anda2014.com.tw/portal

_c1_cnt_page.php?owner_nu

m=c1_308217&button_num=

c1&folder_id=81405&cnt_id

=287955&chbib_buy_look= 

彰化縣員林市員集路二段 6

號 

04-8399795 

「塑化劑含量」超標 

塑化劑含量為

3.69%(BBP=0.04%、

DEHP=3.36%、

DINP=0.22%、

DIDP=0.07%)。 

 

14 
DIY奈米能量

地磚 

305*305*1.5mm

(18片/盒) 

/28022-603 

松果購物 

https://www.pcone.com.tw/pr

oduct/info/191218912178?ut

m_campaign=gsa 

「塑化劑含量」超標 

塑化劑含量為

2.52%(DEHP=1.85%

、DINP=0.67%)。 

15 
大理石地板

貼 
60*60cm/Q019 

特力+ 

https://www.trplus.com.tw/p/0

16307762 

「塑化劑含量」超標 

塑化劑含量為

1.32%(DEHP=1.10%

、DINP=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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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品名 廠牌/規格/型號 
陳售地點 

(商店名稱、地址、電話) 
品質項目檢測結果 商品圖片 

16 
無鄰苯塑膠

地磚 

91.4*15.2*0.2cm

/TL3013-P 

"特力+ 

https://www.trplus.com.tw/p/0

16090728" 

「塑化劑含量」符合 

17 

PVC 捲式耐

磨仿木紋舒

適毯 

100*200cm/深

梧桐 

"momo 購物網 

https://www.momoshop.com.t

w/goods/GoodsDetail.jsp?i_c

ode=7258836&mdiv=shopCar

t" 

「塑化劑含量」超標 

塑化劑含量為

9.39%(DBP=0.66%、

DEHP=7.15%、

DINP=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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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品名 廠牌/規格/型號 
陳售地點 

(商店名稱、地址、電話) 
品質項目檢測結果 商品圖片 

18 
悠活卡扣地

板 

6"*36"*4.0mm(1

2 片/盒) /8K4 富

貴紅檀 

momo 購物網 

https://www.momoshop.com.t

w/goods/GoodsDetail.jsp?i_c

ode=6007000&cid=recitri&oi

d=BfD&recomd_id=rgc-m512

_normal1_1604416410_107%

E2%80%A6 

「塑化劑含量」符合 

19 

【歐洲頂級

地板】Nature 

FitSTARK-大

尺寸卡扣式

地板 

"2214*1212*4m

m(10 片/盒)/ 

GWC-2513" 

momo 購物網 

https://www.momoshop.com.t

w/goods/GoodsDetail.jsp?i_c

ode=5689911&str_category_c

ode=5200800256 

「塑化劑含量」符合 

 

20 

DIY奈米地磚

(台灣製造

PVC 自黏仿

木紋地板貼) 

152*914*1.5mm

/(12 片/盒)/ 

21363(A10) 

momo 購物網 

https://www.momoshop.com.t

w/goods/GoodsDetail.jsp?i_c

ode=7298961&cid=recitri&oi

d=BfD&recomd_id=rgc-b1vt_

normal1_1604419196_1088%

E2%80%A6 

「塑化劑含量」超標 

塑化劑含量為

1.99%(DEHP=0.60%、 

DINP=1.39%)。 
 

21 

【嚴選市集】

特厚自黏式

PVC 木紋地

板 

152*914*2mm(1

0 片)/木紋 11 

松果購物(發票：HSIAO) 

https://www.pcone.com.tw/pr

oduct/info/180830079612?ut

m_campaign=gsa&sid=gsa_4

&ut 

寄件人：西華科技 

高雄市三民區合江街 27 號 

07-3133184 

「塑化劑含量」超標 

塑化劑含量為

1.25%(DEHP=0.87%、 

DINP=0.38%)。  

22 PVC 地板貼 /石紋 808 

Rakuten 樂天市場(賣家：韓

尚華蓮) 

https://www.rakuten.com.tw/s

hop/hyuyu3582/product/3z3q

8sy32/#product-info-tabs 

「塑化劑含量」超標 

塑化劑含量為

1.73%(DBP=0.01%、

DEHP=1.68%、

DINP=0.04%)。 

23 

美的磚家晶

采木紋塑膠

地磚 

6"*36"*2.0mm(2

4 片/盒)/ Y6604 

yahoo 奇摩拍賣 

https://tw.bid.yahoo.com/item/

美的磚家-真的漂亮-超值-晶

采木紋塑膠地磚塑膠地板-

質-100948138351 

「塑化劑含量」超標 

塑化劑含量為

2.59%(DEHP=1.50%、 

DINP=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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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品名 廠牌/規格/型號 
陳售地點 

(商店名稱、地址、電話) 
品質項目檢測結果 商品圖片 

24 

【媽媽咪呀】

北歐風高仿

真 DIY 木紋

地板 

無 

udn 

https://shopping.udn.com/mall

/cus/cat/Cc1c02.do?dc_cateid

_0=Y_001_004_016&dc_carg

xuid_0=U010653918 

「塑化劑含量」超標 

塑化劑含量為

0.63%(DBP=0.01%、

DEHP=0.59%、

DINP=0.03%)。 

25 

哈日嬌妻地

板-pvc卡扣式

DIY防滑耐磨

地板 

無 

udn 

https://shopping.udn.com/mall

/cus/cat/Cc1c02.do?dc_cargxu

id_0=U009932477&dc_cateid

_0=Y_001_004_016&kdid=it

ri-search 

「塑化劑含量」符合 

26 

【Incare】DIY

防滑隔音卡

扣地板 

305mm*610mm

*3.2mm 

PChome 24h購物 

https://24h.pchome.com.tw/pr

od/DEACIB-A900AU1J7 

「塑化劑含量」符合 

27 
DIY自黏木紋

地板貼 
無 

PChome 24h購物 

https://24h.pchome.com.tw/pr

od/DEACGQ-A900AVJN3 

「塑化劑含量」超標 

塑化劑含量為

1.42%(DEHP=1.42%)。 

28 
藝術純塑地

磚 

12"*12"*1.2mm(

36片/盒)/ A1270 

金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 87 巷

18 號 

「塑化劑含量」超標 

塑化劑含量為2.15% 

(DEHP=1.07%、

DINP=1.08%)。  

29 塑膠地磚 
18"*18"*3.0mm(

16 片/盒)/ V83 

歐里科技傢飾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15 號 2

樓 

02-22216160 

「塑化劑含量」符合 

30 塑膠地磚 
18"*36"*2.0mm(

8 片/盒)/ K266 

歐里科技傢飾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15 號 2

樓 

02-222161605 水 

「塑化劑含量」符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