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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疆創立於 1979 年，前後投資了 5000 萬美元，購置土地，廠房並從德國、

義大利進口全系列自動化機器設備，產能及品質均居領先地位。現在地球保育與自

然生態平衡的觀念己經深入人心，新的傢俱設計觀念，也從此步入新的方向。以自

然和健康的家居生活概念為設計重心。 

1994 年龍疆國際率先從歐洲引進滿足海島型氣候的防潮 E0 健康板，甲醛釋

放量符合 CNS2215(國家標準)F1 最高等級(0.3mg/l 以下)即 JIS A5908: 

2003 F**** (日本國家規範最高等級)。 

2005 年、2007 年先後取得環保署環保標章，暨內政部綠建材標章，是國內

平板家具業第一個取得綠能雙標章的企業 

2011 年再推出日本奈米銀科技防黴抗菌健康板；2015 年再推出健康新元

素—長效型防蟑抗菌新配方，真正疼惜家人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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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龍疆企業簡介 

 

  ● 1979 年 9 月龍疆企業有限公司成立，投資

三十萬美金經營進出口貿易，以室內裝修建材主

要項目，代理經營國內外數家知名廠商之產品，

銷售業績在業界取得領先地位。 

  ● 1982 年投資一百五十萬美金購置台北縣

林口辦公大樓。（現為龍疆總公司） 

  ● 1986 年投資二百萬美金購置林口廠，從德

國進口一系列自動 POSTFORMING 機器，專業

生產美耐板 H.P.L 彎曲檯面及家具門板，供應台

灣各歐化廚具及辦公家具廠商檯面門板。 

 

 

 

 

台北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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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87 年轉投資德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成

立台灣第一家系統家具專業製造廠。 

  ● 1990 年轉投資厚威股份有限公司，專業生

產 PVC 及 PP 木紋印刷，行銷國內外。 

  ● 1991 年投資一千萬美金購置台中廠，並從

德國引進星鑽板（M.F.C）自動化生產線及全系

列自動化平板家具建材設備。 

  ● 1993 年台中廠完成試車，正式投入生產供

應市場，是目前國內最大星鑽板供應商。 

  ● 1997 年投資六百萬美金購置馬來西亞工

廠，土地面積二萬七千坪，第一期廠房六千坪。 

  ● 1998 年公司更名為龍疆國際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工廠並榮獲 ISO 9002 品保認證。 

  ● 1999 年轉投資信密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信密電機股份有限公司為一專業電子零件加工

廠，其具備國際競爭力產品，不僅成功行銷全球，

更已贏得市場之信任。） 

   

 

台中工廠 

 

 

 

 

 

 

 

馬來西亞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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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0 年馬來西亞廠完成建廠，並榮獲馬來

西亞 ISO 9002 品保認證，開始大量生產系統櫥

櫃、歐化廚具及辦公家具等成品，採「高品質、低

價位」策略供應歐美市場。 

    ● 2002 年將設計製程納入品管，並獲 ISO 

9001 品保認證。轉投資在馬來西亞另設立塑合板

（CHIPBOARD）廠，並於 2003 年三月投入生

產，提供當地區域之需求、品質、即時化服務。 

    ● 2005 年平板家具業第一個取得「環保標

章」認證。 

    ● 2006 年取得德國生活藝術大師 Mara 之

授權，於台北市民生東路投資設立 Mara Home & 

Living 旗艦店，代理銷售 Mara 藝術家飾家具。 

    ● 2007 年投資美金壹仟貳佰萬元興建台中

中港新廠，佔地 6,000 坪，並購置歐洲最新生產

設備，2007 年 12 月開始投產，並取得內政部建

築研究所綠建材標章，是國內平板家具建材業唯一

取 得 綠 能 雙 標 章 之 企 業 ， 也 是 台 灣 目 前 最 大

M.F.C(星鑽板)製造工廠。 

    ● 2011 年繼黃金鹿 E0 健康板帶動樂活住宅

 

工廠實景（一） 

 

 

 

 

工廠實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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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新概念後，再推出健康好宅新元素，來自日本

奈米科技。長效型防黴抗菌新配方，讓我們的健康

更加分! 

    ● 2015 年活用老祖宗的智慧，改良日本防

蟑抗菌 PVC 的缺點，將天然除蟲菊、天然樟腦素

及微量硼砂奈米化後與表面 Melamine 樹脂均勻

混合熱固(190℃-210℃)於表層營造一個蟑螂不

喜歡的環境，而達到減少蟑螂躲藏在櫥櫃陰暗死角

滋生病源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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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原物料進口來源與製作 

    由於歐美已開發國家的建築，特別是在民間住宅部分，使用木材作為建

築材料的比例極高，因此木製產品（包括建材與家具等產品）的綠色採購，

亦即是採購由永續發展作業林區生產並經過驗證之木材產品，自 1990 年代

起即成為歐美國家重要的綠色採購議題。 

一、 永續林業驗證制度緣起 

國際間推動林業驗證體系之活動，主要是 1990 年代起，來自環保團體

之壓力與森林業者為化解此種壓力之自保行動。近年來歐美國家的環保團體

（例如雨林行動網路組織）已經成功的對歐美建材銷售廠商（例如美國最大

的自助式建材銷售廠商「Home Depot」）施壓，讓其承諾不再採購來自熱

帶雨林的木材產品，以及將優先採購具有永續森林驗證的木材產品。由於這

些木材經銷廠商的龐大採購壓力，森林業者與木材產品供應廠商，不得不尋

求取得永續森林或永續林產品驗證，造成森林驗證與木材產品綠色採購的國

際風潮。 

    目前國際間林業較為發達的國家（例如美國、加拿大、挪威、芬蘭等），

雖然都具有其國家性的永續森林驗證體系，但是屬於國際性的森林驗證體

系，僅有 FSC 與 PEFC 這兩套體系，簡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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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FSC 驗證體系 

    「森林管理委員會（或稱『林業管理公會』），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簡稱 FSC）」驗證體系，係於 1993 年 9 月由環保團體、保育組織、

林木公司、原住民代表、驗證公司為主的相關團體所成立的永續森林驗證體

系，其中以環保團體「世界自然基金會（WWF）」最具影響力。FSC 之主要

成立宗旨是藉推動其永續森林驗證標章之使用，來鼓勵對森林之永續經營管

理與使用。其運作方式則主要是由FSC擔任認證團體（accreditation body）

之角色，來認證合格之驗證團體（certification body）。FSC 本身不從事驗

證業務，而是由這些經過認可之驗證團體來實際執行驗證業務。對於通過驗

證稽核之林業團體，則頒發驗證證書並允許在其發售林木上使用 FSC 標章。 

    目前 FSC 共有 13 個通過認證之驗證團體，分別位於加拿大、法國、德

國、義大利、南非、瑞士、英國、美國、荷蘭等九個國家，這些驗證團體皆

可在全球各國進行驗證活動。這些驗證團體使用的驗證標準是符合 FSC 所

頒發之「FSC 原則與準則（FSC P&C）」並經過 FSC 認可之國家/區域驗證

標準，申請驗證之團體必須要在其管理之森林上實施符合該項準則之管理活

動方能通過驗證。如果申請驗證之國家不具有 FSC 國家標

準，則由驗證團體自行選定符合 FSC 原則與準則之驗證標

準來進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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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C 頒發之驗證證書分為兩種： 

（1）「永續森林管理（Forest Management，FM）證書」：係頒發給林區

之管理與所有機構。森林管理驗證主要是檢討森林管理方案及實際的運作情

況，林業機構須保護森林生態、水質、野生生物棲息地和顧及本地族群需要，

才能符合嚴格的驗證標準。此外，林業機構亦要證明其經營模式在經濟及管

理層面上均可長久實施，並需接受定期監督考核。 

（2）「產銷監管鏈（Chain of Custody，CoC）證書」：係頒發給林業產品

之製造/供應與銷售廠商。該項證書之內容係涵蓋驗證木材產品的整個製造過

程，確保由木材開採開始，直到製成產品為止均合乎標準。CoC 標章分為：

100%使用 FSC 驗證木材之產品、使用部分 FSC 驗證木材之產品，以及使

用 100%消費後回收材料之產品等三種。 

目前在美國銷售獲得 FSC 標章林木之公司已經包括全美最大的幾家建材商，

例如 Home Depot 與 Lowe’s 等；在英國則包括 B&Q（我國稱特力屋）等。  

通過 FSC 驗證組織驗證稽核之組織，可以在其銷售林木產品上使用 FSC 的

永續森林驗證標章。截至 2004 年 10 月，分佈於 61 個國家，669 個林地，

總面積 4700 萬公頃林地已經獲得 FSC 驗證通過。其中歐洲約佔 58%，美

洲佔 34%，大洋洲佔 3%，非洲佔 4%，亞洲佔 1%。在頒發證書數量方

面，FM 證書為 669 張，CoC 證書為 3366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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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台海兩岸的中港台三個地區取得 FSC 驗證標章之數量計有：中國

大陸 75 張（其中 2 張為森林管理驗證，其餘為監管鏈驗證）；香港 3 張監

管鏈證書；台灣地區則有 4 張監管鏈證書（4 家廠商），其中 2 家由美國 Smart 

Wood Program 驗證，另外兩家則由英國 SGS 驗證公司驗證。                                                               

三、PEFC 驗證體系 

為與環保團體為主體成立的 FSC 體系互相制衡，1999 年 6 月由 11 個歐洲

國家的森林管理團體代表於巴黎集會成立「森林驗證認可計畫委員會（PEFC 

Council）」驗證體系，是為一個較能反映森林業者利益的森林驗證體系。原

先 PEFC 代表「Pan European Forest Certification （泛歐森林驗證）」，

但是因為後來參與組織超出歐洲範圍，為反映其國際化程度，2002 年底乃

將 組 織 名 稱 改 為 「 Programme for the Endorsement of Forest 

Certification （森林驗證認可計畫）」，但是對外縮寫依然是 PEFC。 

PEFC 係由代表森林產業的各個產業團體支持下成立的森林驗證推動團體。

其性質屬於獨立、非營利性的非政府組織，目的是推動第三者驗證制度之互

相承認，來推動森林的永續管理經營目標。PEFC 的 11 個創始國家團體為：

奧地利、比利時、捷克、法國、芬蘭、愛爾蘭、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

典、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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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PEFC 擁有 27 個會員國團體，其中 13 個會員國的國家性森林驗證計

畫已經通過審查，取得彼此互相承認地位，這些國家是：澳地利、比利時、

捷克、丹麥、芬蘭、法國、德國、拉脫維亞、挪威、西班牙、瑞典、瑞士、

英國。另有 14 個會員國的國家驗證制度尚未通過審查，分別是：澳大利亞、

巴西、加拿大（CSA）、智利、愛沙尼亞、愛爾蘭、義大利、立陶宛、盧森

堡、馬來西亞、波蘭、葡萄牙、斯洛伐克、美國（SFI）。 

PEFC 原為歐洲區域性組織，但目前參與會員已經擴大至包括澳大利亞、美

國、加拿大、巴西、馬來西亞等國家，只是這些非屬歐洲地區國家的國家驗

證制度，皆尚未通過互相承認之審查評估。因此通過 PEFC 認可計畫驗證通

過之森林依然全數位於歐洲，共計有 13 國的 51,970,715 公頃森林。PEFC

頒發的證書亦與 FSC 一樣分為森林管理與監管鏈證書兩種。 

PEFC 標章之圖示如右：  

對於林業業者而言，若要取得 PEFC 體系之驗證通過，則

其所在國家必須要先建立國家驗證體系，該體系並且經過

PEFC 審核通過。在由此種 PEFC 認可驗證制度下驗證通

過之後，業者方能掛用 PEFC 標章。目前我國並不存在這種環境，廠商亦無

法在國內直接取得 PEFC 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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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懷生態永續經營 

所有伐木業者，皆欠森林一份人情，不容諱言，森林之存滅牽動著人類之

絕續，我們依賴著森林所提供數項生命中，不能或缺的元素而存活，無遠

弗屆。森林的砍伐，專家管理己為必須，有鑑於此，CHIPBOARD 業者採

取一系列關懷生態永續經營的森林業，稟承一貫森林保育為首要之務，種

多於砍的理念，來強調森林保育平衡之重要性。 

                       

                     

種多於砍 注重森林保育平衡 

冷杉球果約從樹齡達六十年的老樹擷取，在經過清理乾燥之後，全面採機

械化種植，第一年須避免直接露天種植，兩年後樹苗將被移植至間距 25

公分寬的土列中，樹苗間相隔 5 公分，此情形持續兩年左右，兩年後樹苗

移植至森林中，接下來的五年中，小樹苗將獲得細心關照，此後每三年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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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一次，在此系統下，樹齡長至 60~80 年即成熟。完整自然生態管理，

是由針葉林與闊葉林混合，僅在小區域伐木，不但不會破壞景觀，反而提

供造林平衡。                      

 

            

CHIPBOARD 業者關懷生態保育，維護自然原貌，製板所需原料，皆來自

歐洲專屬之人造林，利用不同運輸系統來傳送針闊葉林混合在一起的原

木，分類之後送進削片機，進行精細切割，再由輸送帶運至儲存場，不同

種類的濕木片，予以分類儲存，再經由乾燥機予以乾燥，以符合高級

CHIPBOARD 製作的要求。 

                  

 



 
龍疆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4 -                             龍疆健康 E0 板 http//www.e-zero.com.tw 

        

第三章  黃金鹿 E0 健康板的嚴謹製造及管制過程 

 

膠有一套黏度測試標準在 CHIPBOARD 的製成中必須求得膠與木片的最

佳比例組合，硬化劑測試用 HARDENING AGENT 來檢驗膠混合硬化劑

後的固化時間，藉以控制板子的物理性質，每批木片的含膠與硬化劑的添

加皆被嚴格控制，拌膠後即送至成型機。木板被精確地切割成適當的寬

度，此過程和鋸板的過程一樣，是由電子儀器精密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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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條生產線每天均實施隨機抽樣檢驗，產品的抗張度、抗彎度、重量等均經過

系統化的測試，所有的結果可立即監控得知。龍疆嚴選的配合廠商對游離甲醛

含量與所散發的氣味皆採標準化的規定，PERFORATOR TEST 來測出游離甲

醛的氣味，泡在液體中進行此程序，使游離甲醛溶解在水中，以便檢驗出游離

甲醛的含量，在過去家庭所使用的膠合板，工業處理過程等所產生高濃度的甲

醛釋出量，使敏感的人眼睛刺痛並產生支氣管毛病，危害人體的健康，歐洲平

板家具業者有鑒於此，展開積極研究，開發出嶄新的 CHIPBOARD E0 健康板

材，一項關懷環境且低過敏源的劃時代產品。這種新板材一推出後立即受到歐

洲及日本市場極佳之評價，目前已廣用於傢俱產品及室內外建材，E0 健康板

材具有驚人的抗濕度、抗彎度與抗張度，卓越的螺絲釘承受度，使 E0 健康板

材展現更多面向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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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全國平板家具業唯一取得綠能雙標章認證 

     龍疆公司不斷用心為您創造良好生活環境，本公司產品領先國內同業取

得行政院環保署環保標章及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健康綠建材標章，這不只是政

府對龍疆的一份肯定，更是龍疆對地球環保盡一份心的前進力，為了地球及

生命的永續經營，請指定龍疆板材為地球盡一份心力，更是提供您的健康及

家庭幸福最貼心的呵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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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們的健康認證 

黃金鹿 E0 健康板材已通過許多國內外專業機構的完整檢測與認證： 

德國 WKI 品質認證、台灣大學森林學系實驗室、經濟部標準檢驗局、SGS

台灣檢驗科技等... 

                     

 

 

 

綠建材標章  

 

 

歐盟 PEFC 認證 

 

台灣環保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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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產品表面及規格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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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黃金鹿 E0 健康板物化性質與 CNS2215(國家標準)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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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傳統建材中高甲醛對人體的危害 

 

       甲醛（Formadehyde）是一種無色易溶的刺激性氣體，甲醛可經呼

吸道吸收，其水溶液又叫作"福馬林"可經消化道吸收。甲醛對人體健康有

不良的影響。進入人體的甲醛能和蛋白質的氨基結合，使蛋白質變性，擾

亂人體細胞的代謝，對細胞具有極大的破壞作用。國外報導，其濃度在

0.12mg/m3 以上兒童易發生氣喘。甲醛被國際癌症研究機（IARC 1995）

確定為可疑致癌物。 

甲醛的發源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種原料製成建築裝飾材料

已走入家庭。而造成室內空氣污染公認具有代表性的是化學物質甲醛。造

成甲醛污染的建築裝飾材料以及其他原因有：裝修材料及新的組合家具和

加入減水劑的水泥牆面是造成甲醛污染的主要來源。裝修材料及家具中的

夾板、木芯板、及一般級之中密度纖維板、塑合板（粒片板）的黏合劑遇

熱、潮解時甲醛就釋放出來，是室內最主要的甲醛釋放源。  

    UF 泡沫作房屋防熱、禦寒的絕緣材料。在光和熱的作用下泡沫老化，

釋放甲醛。用甲醛做防腐劑的塗料、化纖地毯、化妝品等用品。含有膠水

的服裝、箱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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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醛含較高毒性的物質，在我國有毒化學品優先控制名單上甲醛高居第

二位。甲醛已經被世界衛生組織確定為致癌和致畸形物質，是公認的變態

反應源，也是潛在的強致突變物之一。研究表明，甲醛具有強烈的致癌和

促癌作用。甲醛對人體健康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嗅覺異常、刺激、過敏、肺

功能異常、肝功能異常和免疫功能異常等方面。其濃度在每立方米空氣中

達 0.06-0.07mg/m3 時，兒童就會發生輕微氣喘。當室內空氣中甲醛含

量達 0.1mg/m3 時，就有異味和不適感；達到 0.5mg/ m3 時，可刺激眼

睛，引起流淚；達到 0.6mg/ m3，可引起咽喉不適或疼痛。濃度更高時，

可引起噁心嘔吐，咳嗽胸悶，氣喘甚至肺水腫；達到 30mg/ m3 時，會

立即致人死亡。 

     長期接觸低劑量甲醛可引起慢性呼吸道疾病，引起鼻咽癌、結腸癌、

腦瘤、月經紊亂、細胞核的基因突變，DNA 單鏈內交連和 DNA 與蛋白質

交連及抑制 DNA 損傷的修復、妊娠綜合症、引起新生兒染色體異常、白

血病，引起青少年記憶力和智力下降。在所有接觸者中，兒童和孕婦對甲

醛尤其敏感，危害也就更大。據相關資料統計顯示：人類有 70%的病症

與室內環境有關，我國每年有 12 萬人死於室內污染，90%以上的幼兒白

血病患者都是住進新裝修房一年內患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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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修完房子，買回新家具後，室內甲醛污染引起的會有以下症狀：  

1. 屋子裏長時間充滿刺激性的氣味；   

2. 人體免疫力下降，經常容易感冒； 

3. 不吸煙而感到嗓子不適、呼吸不暢； 

4. 有群發性的皮膚過敏現象； 

5. 家人共有一種現象的疾病，離家後症狀卻明顯好轉； 

6. 新婚夫婦長期不孕查不出原因，孕婦正常懷孕嬰兒畸形； 

7. 婦女月經紊亂，出現失眠、頭暈、疲倦； 

8. 小孩注意力不集中，記憶力下降。 

建築材料選擇不當所產生的危害已是有目共睹，如果排除掉經濟因素，應

儘量選擇有國家質量體系認證和有綠色環保型標誌的飾材。要想避免既花

錢又遭罪的尷尬可簡化裝修，實用簡潔應為明智之舉。  

保證空氣的流通，尤其冬季來臨，室內的污染高達室外的數倍，甚至十幾

倍。讓新鮮流動的空氣帶走室內的污染物，此為簡單又快捷的空氣淨化法。  

通過綠色植物來淨化空氣，一些綠色植物還可以吸收空氣中的有害氣體。

例如，長青藤、鐵樹可吸收苯和有機物；茶花、仙客來、紫羅蘭、晚香玉、

牽牛花、石竹、唐莒蒲等，通過葉片可以吸收有害氣體；吊蘭、蘆薈、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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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蘭能夠吸收甲醛等有害物質，消除並防止室內空氣污染。有研究表明，

在 24 小時照明的條件下，蘆薈可以消滅 1 立方米空氣中 90％的甲醛。 

 

       木材本身在溫度和濕度作用下散發微量甲醛。甲醛樹脂在制膠過程中

不可避免地殘留一部分游離甲醛向外散發。人造板在固化過程中，一部分

線性樹脂未形成網狀結構從而分解成自由狀甲醛向外界散發。部分固化不

完全的樹脂在熱和水分的作用下發生分解而形成游離甲醛向外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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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關於健康綠建材 Q & A 

★  什麼是 EO（E zero）板？ 

  答：粒片板（塑合板、chipboard）根據以下標準： 

a. 日本 JIS A5908(1994)標準及 CNS2215(1999)對（Emission quantity of 

formaldehyde）甲醛釋出量定義 E0≦0.5mg/L，E1≦1.5mg/L。 

b. 根據台灣 CNS 2215(2006)標準及日本 JIS A5908(2003)對（Emission 

quantity of formaldehyde）甲醛釋出量重新定義為： 

 

JIS A5908 CNS 2215 平均值 最大值 

F**** F1 0.3 mg/L 以下 0.4 mg/L 以下 

F*** F2 0.5 mg/L 以下 0.7 mg/L 以下 

F** F3 1.5 mg/L 以下 2.1 mg/L 以下 

根據德國 EN120 標準（Emission quantity of formaldehyde）甲醛釋出量＜3mg/100g 即達 E0 標準。 

★  為什麼我不用傳統板材而採用 E0 板？ 

 答：傳統裝修大都使用夾板、木芯板或東南亞產製的粒片板、纖維板，由於膠水配                    

方技術無法突破或不穩定，使板材甲醛釋出量＞30~40mg/100g（或＞

5mg/L）即 E2 標準，甲醛釋出量是 E0 板的 5~10 倍以上，對人體危害非常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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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0 板和傳統板材相比價錢如何？ 

  答： 由於 E0 板採用最先進之德國全自動化機器量產，已大幅降低生產成本，因

此，如以整體裝修成本來比較，E0 板絕對比夾板、木芯板為基材要便宜，

只比歐洲進口 E1 級的粒片板稍高，但除了價格高低，E0 板的低甲醛與工廠

機制品質是你必須要考慮的。 

★  E0 板經過完整測試嗎？  

 答：是的，德國 WKI 品質認證、日本 JPIC-ew 檢驗、台灣大學森林學系實驗室，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SGS 台灣檢驗科技等。 

★  E0 板含有甲醛嗎？及其他毒物嗎？ 

 答： E0 板甲醛釋出量＜0.3mg/L （或 3mg/100g），趨近於 0 符合最高安全標

準規定及不含 RoHS 四項重金屬有害物質（六價鉻、鎘、汞、鉛），是最健康

的板材。 

★  哪些地方適用 E0 板？ 

答：居家、醫院、學校、托兒所、安養中心等室內裝潢都適用 E0 板，事實上，

在極度注重健康養生的日本，所有家具及裝潢板材都使用 E0 板材，E0 板是

唯一被允許使用之人造板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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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醛是什麼？ 

 答：甲醛（HCHO）是一種無色易溶的刺激性化學氣體，甲醛可經呼吸道吸收，其

水溶液又叫作"福馬林"可經消化道吸收。通常 35%至 40%的甲醛溶液稱之為"

福馬林"，具有防腐作用，用來浸泡病理切片及人體和動物標本。甲醛對人體健

康有不良的影響。進入人體的甲醛能和蛋白質的氨基結合，使蛋白質變性，擾

亂人體細胞的代謝，對細胞具有極大的破壞作用。國外報導，其濃度在

0.12mg/m3 以上兒童易發生氣喘。甲醛被國際癌症研究機（IARC 1995）確

定為可疑致癌物。 

★  甲醛如何危害健康？ 

 答：甲醛為較高毒性的物質，已經被世界衛生組織確定爲致癌和致畸形物質。研究

表明，甲醛具有強烈的致癌和促癌作用。甲醛對人體健康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嗅

覺異常、刺激、過 敏、肺功能異常、肝功能異常和免疫功能異常等方面。其

濃度在每立方米空氣中達到 0.06-0．0.7mg/ m3 時,兒童就會發生輕微氣喘。

當室內空氣中甲醛含量爲 0.1mg/ m3 時，就有異味和不適感；達到 0.5mg/ 

m3 時，可刺激眼睛，引起流淚；達到 0.6mg/m3，可引起咽喉不適或疼痛。

濃度更高時，可引起噁心嘔吐，咳嗽胸悶，氣喘甚至肺水腫；達到 30mg/ m3 

時，會立即致人死亡。在所有接觸者中，兒童和孕婦對甲醛尤爲敏感，危害也

就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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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認明 E0 板？ 

   答：購買時請認明有一隻鹿的 E0 商標  

 

★  如何確認你買的家具或裝潢建材不是”毒氣彈”？ 

   答：當你進入一間新裝修的商場，或剛進行家居裝修，又或購置一套新傢俱或地

毯，曾否感到眼睛、鼻子及喉部不適？空氣中是否有些東西造成這些不適感

覺？甲醛是最有可能的罪魁禍首！建築材料選擇不當所產生的危害已是有目

共睹，如果排除掉經濟因素，應儘量選擇有國家質量體系認證和有綠色環保

標誌的建材，消費者在購買時一定要讓商家出具有關產品的檢測報告，還可

以在購貨發票上或者在合同上註明所購買的家具或者其他產品當中，有關環

保標準具體的情況，作為日後索賠的重要書面證據。要想避免既花錢又遭罪

的尷尬可簡化裝修，實用簡潔應為明智之舉。  

 

★  在哪裡可買到 E0 板及其製品？ 

 答：  請洽龍疆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認可的經銷商、製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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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室內居家產業；傳統傢俱、木工裝潢、系統傢俱產品比較表 

健康性：採用歐洲進口 E0 級最佳素材，絕無刺鼻味、無福馬林等有毒氣體溢出，超

越國家衛生安全環保標準，確保您家人的健康。  

安全性：A.表面耐磨、耐熱、耐酸鹼。 

        B.背板厚度 8m/m，耐撞擊，結構紮實。 

        C.無論您採用基座或調整腳，在組裝前必校正水平，確保產品穩固性。  

成長性：可隨年齡的不同、場合的不同、使用上不同，高度可增減。  

延伸性：不論牆線的長短，您可添加或選擇符合您居家長度的家具。  

遷移性：日後您可任意變化您的居家空間，讓您的生活情境更富變化。  

功能性：可依場合、年齡、放置物品之不同，調整櫥櫃內部空間或增加配件。  

替換性：本產品只要深度規格相同，所有產品皆可交替使用，替換性高。 

品質穩定性：採最先進歐洲進口自動化生產，人力依存度低，品質妥善率高，現代

化工廠完全生產，可保持現場環境整齊清潔。  

組裝性：採整組包裝，現場安裝施工無噪音，安裝 30～40 坪空間通常只需 1～2 天。 

整理性：A.功能性強、陳列性佳、整齊易整理。 

        B.櫃體表面貼美耐皿，油墨、污漬只要用去漬油便可輕易去除。 

        C.活動式櫥櫃，可將櫥櫃移出，避免藏污納垢，塵蹣易清除。  

服務性：產品系統化，日後產品不慎損壞，在更換及補給提供迅速與及時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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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COMPARISON LIST                                                                           

產品比較表 

Product 

產品 

Traditional Furniture 

傳統傢俱 

Arbitrary Design 

木工裝潢 

Sunday at home  System 

cabinet 

龍疆板材系統健康櫥櫃 

Type 

造型 

Standard Sample 

規格品 

Arbitrary Design 

任意設計 

Designable Standard Sample 

可設計之規格品 

Size 

尺寸 

Standard Sample 

規格品 

Arbitrary Design 

任意設計 

Designable Standard Sample 

可設計之規格品 

Color 

色彩 

Limited Choice 

有限選擇 

Arbitrary Choice, No 

Unification 

任意選擇，但無統一性 

Unification Among Variation 

變化當中有統一 

Function 

功能 

Fixed 

固定 

Limited Variation 

變化有限 

Much Variation, Flexiable 

變化大，可視需要增減 

Material 

材質 

With High 

Formaldehyde 

一般板材醛含量極高 

With High Formaldehyde 

一般板材甲醛含量極高 

Super Low Formaldehyde 

極低甲醛≦0.3mg/l 

Conveyance 

搬運 

Big Size, Hard To Move 

大體積者不易 

Large Size, Inconvenient 

板材過大不便 

Convenience 

方便 

Installation 

安裝 

Fast 

快速 

Time-Consuming, Dirty, 

Mess 

漫長、髒亂 

Fast, Clean 

快速、整潔 

Service 

服務 
――――― ――――― 

Guaranteed 

大廠經營有保障 

Hardware 

五金 

Unstable Quality 

品質不穩定 

Unstable Quality 

品質不穩定 

Stable Quality 

品質穩定 

Design 

設計 
――――― ――――― 

Professional Design 

專業設計 

Operation 

經營 

Individual Or Family 

個人或家庭 

Individual Or Partnership 

個人或合夥 

Enterprise 

企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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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淨呼吸綠建材，有效遠離病住宅 

室內空氣品質的重要 

    甲醛已經被醫學界證實確定為致癌和致畸形的揮發性有機物質〈VOCs〉之一，

特別是一般居家之門窗常態是閉鎖的，所以室內空氣品質就更形重要，所以日本國

家標準 JIS A5908〈2003〉對室內裝修建材合板〈夾板〉，粒片板之甲醛逸散量重新

定義，由原 E0≦0.5mg/L，E1≦1.5mg/L，提升為 F****≦0.3mg/L，F***≦0.5mg/L，

F**≦1.5mg/L；台灣國家標準 CNS 2215〈2006〉亦跟進 F1≦0.3mg/L，F2≦0.5mg/L，

F3≦1.5mg/L，成為與日本同為全世界最重視室內空氣品質的國家之一。 

JIS A5908 CNS 2215 平均值 最大值 

F**** F1 0.3 mg/L 以下 0.4 mg/L 以下 

F*** F2 0.5 mg/L 以下 0.7 mg/L 以下 

F** F3 1.5 mg/L 以下 2.1 mg/L 以下 

 

   油漆的主要成分為有機溶劑，常用的為甲苯、二甲苯及酮類，由於有機溶劑為脂

溶性，一旦進入人體，很快就會進入中樞神經，產生中樞神經症狀。急性中毒症狀

包括頭暈、頭痛、步履不穩、反應遲鈍、嚴重者導致昏迷、甚至死亡，而慢性中毒

症狀則可能出現沮喪、煩躁不安、失眠、注意力不集中、記憶力減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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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油漆之外，一些常用的室內裝潢建材也含有許多揮發性有機物質（VOCs），

例如合板、纖維板、皮革等，這些建材逸散出來的 VOCs，最常見的就是甲醛，而逸

散甲醛的來源不僅在木料本身，更大量是黏接這些材料的接著劑。甲醛是生產合成

樹脂的重要化學物質，這些合成樹脂是生產碎料板、纖維板、合板、積層板等材料

過程的接著劑，也廣泛用於發泡絕熱材（例如沙發的泡綿和填充劑），而且，這些

材質早就大量且普遍地使用在國人建築及裝潢之中。從流行病學的研究證實，裝潢

材料所使用建材、塗料及接著劑是 VOCs 之主要來源，且其大多具有致癌性、致突

變性、急性效應、危害中樞神經系統、引發皮膚炎、增加肝腎的毒性效應。至於甲

醛對人體的影響，包括刺激呼吸道、引起咳嗽、胸部緊悶與刺激性氣喘，並且是已

知的致癌物質，因此，推廣綠色低汙染的健康建材和家具，特別要限定減少或禁止

含高濃度甲醛的產品，如此對降低室內甲醛濃度將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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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國際間早就對建材的製造階段和室內環境品質等條件，訂定健康基準評估

值，並以類似「綠建材標章」的制度運行中；由於我國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國際間各種建材均將直銷國內，為了防止品質不良的建材汙染國人的居住環境，同

時也藉此機會提升國內建材相關產業轉型升級，因此，內政部決定加強建材的健康

管制，初期由建築研究所推動綠建材標章制度，今年底前開始上路。建研所環控組

組長陳瑞鈴說，幾年前，建研所就開始主張仿效日本、美國及歐洲許多國家的經驗

建立這項標章制度，但受制於建材的檢測能力不足，進展緩慢；最近國家建築實驗

室成立，相關的檢測儀器陸續到位，已能檢測中小尺寸的建材，預估明年中還會有

全尺寸的建材檢測儀器完成建置，因此，評估綠建材真假的能力大增；未來包括整

套沙發、櫥櫃、地毯、整體家具所逸散的 VOCs 種類及含量，都能快速檢測出來，

消 費 者 只 要 認 明 有 此 標 章 的 綠 建 材 ， 健 康 就 多 一 分 保 障 。  

 

    對於居家設計裝潢，多數人仍只講究空間格局的氣派、舒適與風格，對於所用

的家具、建材有沒有「毒性」？不是沒有概念，就是所知有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環境控制組組長陳瑞鈴指出，進入剛油漆好的房子，總會聞到一股刺鼻味，眼睛也

覺得不舒服，有些人還會頭痛，這是因為油漆中含有刺激性的有機溶劑；以油漆或

噴漆為職業的人，每天長時間且長期與漆料為伍，可能的危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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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塑合板專業名詞解釋 

⑴ 塑 合 板 ： PARTICLE BOARD 或 CHIPBOARD 是將木材打碎成粒片狀 

   再膠合之粒片合板，一般依其防水功能分防水板、防潮板和普通板；

防水之功能是因其膠合之樹脂成份不同而產生差異，普通板用尿素膠

（UREA），防水板滲用一定規範比例之美耐敏膠（MELAMINE）。 

⑵ 密 迪 板 ：MEDIUM DENSITY FIBERBOARD 簡稱 M.D.F 即所謂中密度纖維板。 

⑶ 夾   板：PLYWOOD（合板）將木頭切剝成薄片，再縱橫交錯膠合壓製而成。 

⑷ 木芯板：頂底層使用夾板，中間用實木板塊（通常是柳安木或麻六甲）排列再 

             膠合製成。 

⑸ 美 耐 板 ：裝潢材料稱（防火 H.P.L 板）HIGHT PRESSURE LAMINATE：特

性為耐磨、耐溫、好清理，顏色可不斷推陳出新滿足設計的需求。美

耐板表層含浸美耐敏樹脂的色紙及牛皮紙，經高溫高壓而成，依其需

要厚度決定張數。 

⑹ 星 鑽 板 ： 簡 稱 M.F.C （ MELAMINE FACE CHIPBOARD ） 由 含 浸     

MELAMINE 樹脂〈三聚氰胺〉之色紙直接經高溫、高壓貼合於塑

合板。因為表面耐溫、耐磨、耐酸鹼，與 H.P.L 是同屬熱固性樹脂

裝飾板，表面之物理與化學性質ㄧ樣，唯一差異在製程上，H.P.L；

直接將含浸後之色紙高溫壓合於可撓性之牛皮紙可供彎曲。M.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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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將含浸後之色紙高溫壓合於粒片板上，因為其表面光澤與 H.P.L

ㄧ樣，所以本公司稱星鑽板；亦有稱為美芯板。 

 

⑺ 珍珠板：它是將多層的同心美耐板置於 150 度~200 度的高溫中，以每平方公

分 90 公斤之高壓下製造而成，質地非常堅硬強韌且具耐酸鹼性，經

打磨加工後有如珍珠般自然亮麗 

⑻ PF 板（POST FORMING）： 塑合板經過機器打型貼合 PF 級之美耐板，再

經專用 POSTFORM 之機器加溫高壓成形；適

用於各種櫃檯、辦公桌、及廚具等工作檯面，

也適用於各種門板及壁板 

⑼ SF 板（SOFT FORING）：以 M.F.C 為板面打型貼合 MELAMINE 

PAPER 的邊條，適用於各種門板及檯面 

⑽ 4E 門板（俗稱四面封）：門板四邊以 PVC 或 ABS 封邊稱為 4E 門板 

1.依甲醛釋出量（FORMALDEHYDE EMISSION）分： 

JIS A5908 CNS 2215 平均值 最大值 

F**** F1 0.3 mg/L 以下 0.4 mg/L 以下 

F*** F2 0.5 mg/L 以下 0.7 mg/L 以下 

F** F3 1.5 mg/L 以下 2.1 mg/L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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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防潮等級分： 

(1) V313 ：一般稱防水板（MOISTURE RESISTANT PARTICLE  

BOARD）；24 小時浸水厚度膨脹率 6%~12% 

(2) V100 ：一般稱防潮板；24 小時浸水厚度膨脹率 12%~18% 

        (當量值，並無規範) 

(3) V20  ：一般稱普通板；並無 24 小時浸水厚度膨脹率的定義。 

(4) 正本清源： 

所謂 V313 事實上是一種濕循環測試方法其測試方法如下： 

（A）在常溫(約 20 度)之水中浸放三天 

（B）在零下 12 度環境中冷凍一天 

（C）在 70 度以上環境中乾燥置放三天 

以上之過程重複三次在以上這些程序完畢後，這片板子在相對濕度

65%及 20 度環境中氣候化，然後再檢驗這片板子的張力、強度及

膨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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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參考 SPANO 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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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313 ：一般稱防水板（MOISTURE RESISTANT PARTICLE
	V100 ：一般稱防潮板；24小時浸水厚度膨脹率12%~18%
	(當量值，並無規範)
	（A）在常溫(約20度)之水中浸放三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