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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全球暖化到底是什麼？ 

（What is Global Warming?） 

  全球暖化是科學問題，也是政治議題，更

是將影響我們未來生活的決定性因素。大體而

言，全球暖化是二氧化碳及其他溫室氣體排放

到地球大氣層所造成的。這些氣體就像厚厚的

毯子，把日光的熱能困住，造成地球的溫度上

升。溫室氣體愈多，地球的溫度就會愈高。這

些溫室氣體來自汽車的化石燃料、發電廠以及

森林及農地的流失。科學家研究遠古冰河遺留

的冰柱、海洋的沉澱物以及樹木和珊瑚環礁，

發現全球暖化的線索 。 
  蘇格拉底：「我非雅典人也非希臘人，我

是世界的公民」  

  我們呢？為了下一個世代，我們絕對可以

do  something 以減緩全球氣候暖化現象…… 

















● 走廊及通道等照明需求較低的場

所設定隔盞開燈與減少燈管的數

量。 

● 利用建築物的自然採光，減少燈

具數量，以減少照明耗電，也可

降低因照明器具散熱所需的空調

用電。 



● 天花板及牆壁選用反射率較高之乳

白色或淺色系列，以增加光線之反

射效果，可減少所需之燈具數量。 

● 依落塵量的多寡，定期擦拭清掃燈

具；依燈管光衰及黑化程度，定期

分批更換燈管，以維持室內應有亮

度。 

● 非經常性使用的照明場所，如茶水

間、會議室等隨手關閉不需使用之

照明。 

● 夜間延長上班或加班時，關閉其他

不必要之照明。 

 



● 有空調冷氣者，應控制室內的溫度

於 26-28℃；並視需要配合電風扇

使用。 

● 下班前半小時提前關閉辦公室各箱

型冷氣(主機房除外)。 

● 冷氣區域應與外氣隔離且門窗應緊

閉，減少冷氣外洩或熱氣侵入增加

負擔。另外請各課室專人負責開關

冷氣。  

● 下班或例假日時段不開中央空調冷

氣。 



● 平時： 

1. 將電腦設定螢幕保護程式(5 分

鐘)。 

2. 隨手關閉不需使用之周邊設備

電源。 

● 中午休息時段：將電腦設定成待

命，並關閉螢幕，可以省電。 

使用時按 Ctrl+Alt+Delete 即可

開啟。 

● 下班及例假日時段關閉主電源。 

 



● 設定節電模式，當停止運作 5 

～ 10 分鐘後，即自動進入低耗

能休眠狀態。 

● 長時間不使用(如開會、公出、

午休、下班或假日等)之用電器

具或設備(如電腦、影印機等)，

應關閉主機及周邊設備電源，以

減少待機電力之浪費。 

● 電冰箱置放食物以一週為限，並

註明姓名，避免塞滿食物阻礙冷

氣流通，盡量減少開關次數及開

啟時間。 



● 蒸飯箱使用時間設定為上午 9 時

30 分至 12 時，其他時間儘量不使

用，最後取便當的同仁應關閉電

源。 

● 飲水機、熱水瓶加裝睡眠裝置，

上班時間定時早上 7 時至晚上 8

時，其他時間(含例假日)不供

應。 

● 變壓器放置場所需有良好通風，

必要時加裝風扇或空調散熱。 

● 推行步行運動，上下三層樓以內

盡可能不搭乘電梯。 



● 冷氣溫度宜設定在 26-28℃，搭

配電風扇使用，省電又省錢。 

● 冷氣溫度每調高 1℃，就能節省

冷氣 6%的耗電量。 

● 每 2~3 週清洗空氣過濾網一次。 

● 冷氣房內避免使用熨斗、火鍋等

高熱負載之用具。 

● 屋外加裝遮陽雨棚，可減少 75%

幅射熱。  



●使用「微風」，省電省噪音。  

●使用時門窗關妥，以防室外濕

空氣進入。 

●空氣吸出入口之濾網常清潔，

保持空氣循環暢通與潔淨。  



●電冰箱放置，應預留離牆 10 公分之散

熱空間。 

●電冰箱儲藏量以八分滿為宜，以免阻

礙冷氣流通。 

●過熱的食物，應等冷卻後才放進電冰

箱，以達省電效果。 

●冰箱溫度調至「適冷」，不要長時間

置在「強冷」或「急冷」，而增加耗

電。 

●電冰箱門四周密合墊應緊密，以防冷

氣外漏，浪費電力。 

●減少冰箱門開關次數及開啟時間，開

一次冰箱！壓縮機會多運轉十分鐘，

才能恢復冷藏溫度。  



●長時間不使用時，請將插頭拔除(1~10 

W 之間)。 

●電視機勿背著窗戶或面對窗戶，並避

免太陽直射。 

●電視機應置於離牆 10 公分以上，維持

電視壽命亦不耗電。 

●避免長時間收看電視，以免因溫度增

高而耗電。 

●電視擺於背光位置，調整螢幕明暗度

以省電。 

●不使用光碟機時，應將光碟片取出(若

為多功能之電視機)。  



●以日光燈取代白熾燈較省電。 

●使用日光燈，可比白熾燈節省 3倍電力。 

●多利用自然光，並養成隨手關燈好習慣。 

●每三個月定期清潔一次燈具，以維持良好

照明效率。 

●集中衣服到七、八成才清洗，選擇最適

當之清洗方式。 

●一般衣物 3分鐘脫水，尼龍衣物僅需 1

分鐘。 

●浸泡 20 分鐘後才洗衣，會更乾淨。 



●衣物容量放七、八成，烘乾有效率。 

●烘乾前先脫水，乾衣時間更縮短。 

●衣物材質不同，烘衣時間亦不同，先

乾的先取出。 

●每次使用後記得清除棉絮，減少乾衣

時間。自然曬，最省啦。  

●再沸騰關應減少使用以節約用電。 

●一天以上不使用開飲機，請切斷電源，

以節約電力。  



●車輛行使高速公路，以時速 80-

90 公里最省油。

●彎路及下坡應採低檔行駛，並採

用引擎煞車。

●採共乘或搭大眾運輸工具，省錢

又便利。 

●定期保養，並注意排氣管是否有

不正常積碳或有大量油垢。 

●車輛可選貼適當的隔熱紙，減少

熱量吸收，減輕冷氣負荷。 



●勿任意加大瓦斯壓力，過大的壓力會

產生浮火，浪費能源。 

●瓦斯爐頭應經常清理，以免燄孔受油

漬阻塞影響燃燒效能。 

●使用低爐架比高爐架省能，燄孔與鍋

子底部約 2.5 公分的距離加熱效果最

好。 

●煮、蒸、炊、炒菜時，盡量蓋上鍋

蓋，可節省能源的消耗及作菜時間。 

●鍋底面積大，加熱效率佳，使用炒鍋

炒菜，火燄長度略超過圓鍋底之半圓

即可，避免過長的火燄。  



●定期檢查熱水器電池，避免點火不完

全，造成瓦斯溢散；定期調整瓦斯量，

避免有紅火。 

●熱水供應溫度約 50- 60°C，儘量調低供

水溫度(如調低出水溫度設定或調大熱水

量)。 

●洗澡時間以 10 分鐘為宜，且淋浴比盆浴

好，可節省 2-3 倍的熱水量。 

●熱水器之熱水配管越短越好，如果管路

太長應加保溫，熱水管徑 1/ 2 吋以上，

以確保足夠的管壓及流速。 

●即熱式熱水器比儲備式熱水器省瓦斯，

使用儲備式熱水器若能用畢即關閉電

源，每日約可節省 2度電。  



●穀物預先浸泡約 30 分再煮，可

縮短煮熟時間，也可省電。

●煮熟開關切斷後為保溫階段，應

充分運用熱能，繼續放置在裡面

燜約 15 分鐘再食用。

●食物保溫時間不要超過 12 小

時．不用時將電源插頭拔起。 

●儘量避免在用電尖峰時段(上午

10-12 時，下午 1-5 時)使用電

鍋。 



●勿對著水龍頭直沖洗碗、洗菜、洗

衣，應放適量的水在盆槽內洗濯，

以減少流失量。   

●用洗米水、煮麵水、苦茶粉洗碗

筷，可節省生活用水及減少洗潔精

的污染。   

●用洗菜水、洗衣水、洗碗盤及洗澡

等清洗水來澆花、洗車，及擦洗地

板。   

●將純水機、蒸餾水機等淨水設備的

廢水回收再利用。  



●安裝低流量蓮蓬頭、水龍頭曝氣器(即

壓入空氣維持正常的水流，不受減少水

量影響，使水溫稍微減低)，或加裝緩

流水龍頭氣化器。   

●將全轉式水龍頭換裝新式 1/4 轉水龍

頭，縮短水龍頭開關的時間就能減少水

的流失量。  

●隨手關緊水龍頭，水龍頭加裝有彈簧止

水閥或可自動關閉水龍頭自動感應器。 

●洗澡改盆浴為淋浴，並使用低流量蓮蓬

頭，淋浴時間以不超過 15 分鐘為宜。   

●多人洗澡時，一個一個連接不要間斷，

可節省等待熱水流出前的冷水流失量，

或將前述冷水蓄存於水桶備用。  



●控制適量的洗滌物，避免洗衣機

中的洗滌物過多或過少。  

●配合衣料種類適當調整洗濯時

間：毛、化學纖維物約 5分鐘。

木棉、麻類約 10 分鐘。較髒污衣

物約 12 分鐘。  

●選擇有自動調節水量的洗衣機，

洗衣清洗前先脫水一次，可節省

用水及清洗時間。  



●新蓋房屋一定要採用省水型馬

桶，或將現有的一般型抽水馬

桶加裝二段式沖水配件。      

●將水箱底小浮餅拆下，即成無

段式控制出水      

●將小便池自動沖水器沖水時間

調短。      

●請將面紙投入垃圾桶內而不要

丟入馬桶中。  



●利用屋頂裝置雨水貯留設備，收

集雨水作為一般澆花、洗車及沖

洗馬桶等替代水源。  

●游泳池溢水回收過濾再使用，或

作為運動場灑水用。  

●機關、學校、工廠等可規劃中水

道系統，將生活污水處理至符合

一定水質標準，作為花圃澆水、

操場灑水、廁所沖洗、消防用水

等用途。  



●植物澆水時間應選擇早晚陽光微

弱蒸發量少的時候。      

●庭園綠化應選耐旱的植物，按植

物需水性分區栽種，以便分區調

整澆水用水量。   

●對花草施予適量足夠存活的水即

可，花圃使用微灌方式，最有效

的方法是以滴罐向個別植物施

水，或以低流量噴霧器對整個花

圃施水。  



●洗車使用有栓塞管嘴的水管或用

水桶及海綿抹布擦洗。每月洗車

一次，減少用水量。  

●清理地毯法由濕式或蒸氣式改成

乾燥粉末式。   

●洗手正確步驟： 

→ 開小水沾濕 → 關閉水龍頭 

→ 塗抹肥皂 → 雙手搓揉  

→ 開小水沖洗 → 關閉水龍頭  







守護地球一起來 

節約能源做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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