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CK IT OUT!
住宅節能工具箱
使用指南
本節能節水工具箱專為聖馬刁縣居
民設計，幫您節省水電帳單，同時保
護重大資源。要�看本指南的電子版
，請瀏覽：www.smcenergywatch.com

您的社區資源保護夥伴：

作為州加州公用事業客戶資助的加州節能組合一部分，聖馬刁縣 Energy Watch (SMCEW) 旨在幫助聖馬刁全縣
的居民、企業和公共機構以輕鬆、廉價的方式節省能源。本計畫由加州公用事業客戶資助，並由 PG&E 在加州
公用事業委員會主持下管理。「PG&E」是太平洋燃氣電力公司， PG&E 公司的子公司。
© 2017 ，太平洋燃氣電力公司。保留所有權利。

感謝您借用 Check It Out! 住宅
節能節水工具箱。本手冊會指導
您使用工具箱內的所有工具和物
品，並說明您可採用其他哪些方
法來節能節水並追蹤長期的使用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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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資源和資訊：
灣區供水與養護局 (Bay Area
Water Supply and Conservation
Agency) 網站 bawsca.org 可

能有節水退款。

廢物：垃圾、回收和
堆肥

前言

退款！

瀏覽 sustainability.
smcgov.org，查詢聖馬刁縣
的最新堆肥講習班。
獲取聖馬刁縣各市回收計畫的
資訊，請瀏覽 https://goo.
gl/iYD5PY。該網站包括掩埋
場、轉運站、路邊回收計畫和
各市的關鍵聯絡人資訊。

向PG&E查詢您的 EnergyStar® 電
器購買退款。撥打1-800-9339355 或瀏覽 http://goo.gl/
jTb2Vq，瞭解申請資格和領取
退款。

聖馬刁縣可持續辦公室有回收
搜尋，可以尋找回收、再利
用物品和處置危險廢物的地
點：green.smcgo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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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區域能源網路 (BayREN)
有住宅節能退款。請瀏覽
www.bayren.org 或撥打
1-866-878-6008。

能源利用：
企業主：
中小企業尋找如何「綠化」企
業的資訊，包括節能改造退款
http://www.
greenbusinessca.org/
directory/search/.

smcenergywat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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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如果您想獲取聖馬刁縣節能計畫的額外
資訊，請瀏覽

水

取得地方認證加入加州
環保企業計畫，或是尋
找支持您附近的環保企
業，請瀏覽 http://www.
greenbusinessca.org/
directory/search/.

能源

能源來自何處，與如何使用
能源同樣重要。詳細瞭解如
何透過您的縣立能源提供
商 Peninsula Clean Energy 或
PG&E，為住宅取得清潔的
可再生能源。您的選擇包
括 Peninsula Clean Energy 的
EcoPlus, Eco100 或 PG&E 的
Solar Choice。

前言

DIY工具箱內容
設備—在住宅安裝和保留
LED（發光二極體）燈泡—更

(3) 個低流速水龍頭起泡

換常用固定裝置中的白熾燈
或節能燈 (LED)。

器—工具箱提供兩個
0.5 gpm起泡器用於浴室
水槽，一個1.5 gpm起泡
器用於廚房水槽。這些起
泡器是標準尺寸 (15/16”)
，適合大多數水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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擋風條—密封門窗的空隙。
出風口墊片—密封出風口周
圍的空隙，防止熱量損耗。
低流速淋浴頭—使用提供的
每分鐘2.0加侖 (gpm) 節水淋
浴頭，替換現有的淋浴頭。

漏水探測染料片（不是耗
材）—用於確認馬桶水箱
是否漏水。

- 請只保留您已安裝的物品 -

能源

工具—用完後，連同工具箱一起還給圖書館。
Kill-A-Watt®量表 — 測量電器

和設備的能源用量，進一步
瞭解住宅的「插頭負載」占
總體能源用量的比例。

水

紅外線雷射測溫儀—檢查窗
戶、通風口和門柱等問題區
域的熱損耗。

資源

冰箱溫度計—監測冰箱內的
溫度。

滴量計—測量漏水的龍
頭每天和每年浪費多少
水。
水流量包—以每分鐘的
加侖數為單位，測量水
龍頭和淋浴器的確實流
量。

鉗子—用來汰舊換新起
泡器和淋浴頭。

油漆膠帶—裹住鉗子頭，以
免在安裝期間割到起泡器或
淋浴頭。

管道螺紋密封膠帶（鐵
氟龍膠帶）—防止水龍
頭和淋浴頭漏水。

溫度計—檢查您的熱水供應
溫度。

滲漏水龍頭和馬桶指
南—遵循本指南修理住
宅的漏水。

- 本手冊將幫您瞭解如何使用這些工具 2 住宅節能工具箱 ｜使用指南

能源使用說明
瞭解家庭如何使用能源，有助於您採取步驟減少用量。這些扇形圖顯示加
州一般家庭使用電力和天然氣的情況。

電力
供暖
5%

洗碗和烹飪
4%

燃氣
烹飪
7%

照明
22%

乾衣機
3%

其他
4%

熱水器
49%

其他
18%

電子產品
20%

空間供暖
37%

冰箱和冰庫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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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
7%

洗衣
4%

前言

加州一般家庭能源用量

這個工具箱可以幫我節省多少能源？

*根據全國平均值

能源

我們在家使用能源的方式各不相同，所以很難預測使用這個工具箱能夠節
省多少能源。例如，EnergyStar® 估計使用 EnergyStar® 認證的CFL或 LED 燈泡
更換白熾燈，可在燈泡的使用壽命內節省 40 元到 135 元的電費*，但是實
際數量取決於燈具的使用頻率、電價以及具體的燈泡和固定裝置。

能源素養：認識衡量能源的單位

水

瓦特（瓦）—功率是衡量固定裝置或器具開啟狀態時能源流量的單位，在
電氣系統中以瓦特（瓦）來衡量。瓦特基本上是電氣界的英里/小時，告訴
您電子在高速公路上以多快的速度奔馳。額定值越高（例如40、60、100
瓦），燈光越亮。LED燈泡以較低的瓦數（例如9到14瓦）發出同樣數量的
燈光。
千瓦（kW）—一千瓦是1,000瓦。
千瓦時（kWh）—這是您使用電力的衡量單位。一千瓦是能量單
位，能量的定義是作工的能力，例如發熱、發光或運動。如果您
打開一盞60瓦的燈泡一小時，您使用了60瓦時或 0.06 千瓦時。
換句話說， 0.06 千瓦時是您打開一盞60瓦燈泡一小時所需的
能量。 2011 年，典型的PG&E住家客戶每戶每月使用 540
千瓦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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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撒姆—一撒姆相當於燃燒100 立方英尺天然氣的能
量。典型的 PG&E 住家客戶每戶每月平均使用 34
撒姆。加熱一加侖的水大約使用 0.0089 撒姆，
加熱 40 加侖的熱水器則使用 0.356 撒姆。

前言

認識您的 PG&E 帳單
PG&E 帳單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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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帳戶概述
關於帳單的簡要說明，包括發生的
費用、收到的付款以及應付總額。

2

PG&E 聯繫資訊

3

節省提醒
關於您的帳戶以及您參加可能影響
費用總額的特殊計畫的備註。

4

月度帳單歷史
過去一年的每月能源費用圖表。

5

重要定義
界定關鍵術語。

能源

備註：Peninsula Clean Energy 客戶
將在帳單第1頁看到發電費，並在
第3頁看到發電優惠額。請瀏覽
peninsulacleanenergy.com 瞭解
詳情。

1

2

4

資源

水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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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您的 PG&E 帳單
前言

PG&E 帳單特點
用電情況
記錄您在某段時間內的用電情況。

12

等級指示器
顯示向您收費的最高等級。

7

等級指示器
顯示向您收費的最高等級。

13

燃氣費總額
燃氣費總額，包括稅金和費用。

8

電費總額
電費總額，包括稅金和費用。

14

每天用量圖
本月的燃氣使用情況。

9

每日用量圖
本月的用電情況。
關於您的費率計畫的燃氣收費詳細
資訊。

10

11

4、9 和 14 所示的參照圖追蹤您的長期能
源使用情況，確定您的能源用量是否顯著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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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要得知您與鄰居能源使用的比
較，請在 pge.com 查看您的
住宅能源報告。

燃氣使用情況
紀錄您在某段時間內的用量等級。

能源

10
6

7
11

12

8

水

13

9
14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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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減少能源使用：插頭負載
家用電子設備的用電量最多占了典型加州住宅的15%。許多
小型電器和電子設備在關機或待機狀態下的用電量，高達使
用狀態的75%。這些稱為「吸血鬼」或「幽靈 」負載，消除
它們是節能的好方法。

行動 1：使用 Kill-A-Watt® 量表
Kill-A-Watt® 量表測量電器和電子設備在運行和待機模式消耗的能量。使用 Kill-A-Watt®

量表，可以比較電器的能源用量與本頁底部列出的平均用量。

能源

遵守這些步驟：
1

將 Kill-A-Watt® 量表插入插座，然後把想測量的電
器或電子設備插入 Kill-A-Watt® 量表。等待幾秒以
顯示讀數。

2

按下「DOWN」（向下）按鈕，直至出現
「Watt」（瓦特）單位。

3

測量電器在開啟和關閉時的瓦特數。

4

查看 PG&E 帳單上的電價。您可以估算電器或設
備在一段時間的用電成本。

說明影片：
如何使用 Kill-A-Watt®
EZ量表

水

http://goo.gl/3Mv1Ku

使用標準電器的平均能耗 *

插電板使用要訣
• 不用時拔下所有小電器（烤麵包機、咖啡壺
等）插頭，或是將所有電器插到一個插電板
上，不用時關閉。

資源

• 手機和電池充電器充滿電後請拔下。
• 在您的娛樂和電腦區域，將設備插到在待機模
式下關閉設備的智慧插電板上。

家用設備

瓦特

乾衣機

1,800-5,000

洗碗機

1,200-2,400

電熨斗

1,000-1,800

吸塵器

1,000-1,400

烤麵包機

800-1,400

熱水器

750-1,500

微波爐

750-1,100

冰箱

725

電腦

270 喚醒
60 睡眠

平板電視

120

DVD 播放機

20-25

*實際能耗取決於電器的使用年數和型號。

備註：拔下電纜箱插頭可能會重新設定系統，務必查閱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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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能源使用：家用設備
前言

大家電占了家庭能源費用的四分之一，冰箱很可能是家中最大的插電負載。

行動 2：測量冰箱溫度
使用冰箱溫度計，幫助設定冰箱和冰庫的最佳溫度：
將溫度計放入冰箱內的幾個食品之間。20 分鐘
後，記錄溫度。

2

如果溫度超出目標範圍，進行調整。冰箱設在
36-40°F，冰庫設在 0-5°F。

3

尋找和測試門封裂縫：用一張紙關上門，然後拉
扯。如果紙很容易移動，您需要更換門封。

4

在冰庫重複這些步驟。

冰箱

供暖和製冷系統

• 定期清潔冰箱的線圈。

• 每月清潔和更換一次濾網。

• 關掉冰箱的冷凝功能。

• 將冬季供暖溫度設定在 68°F；夏
季製冷溫度設定在 78°F。

• 如果您有第二台冰箱，請考慮捐出。

能源

要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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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使用窗罩防止熱量損耗和增益。

洗衣機和乾衣機
• 對於不太髒的衣物，裝滿後再洗，並使用
較短的洗滌循環。這也適用於洗碗機!
• 盡可能使用冷水。

• 更EnergyStar®電器更換冷氣機
（10 到 15 年或以上），可以減
少20 到 40% 的費用!

水

• 使用洗衣機的高轉循環以縮短乾衣時間，
嘗試用晾衣繩而非乾衣機。

• 用天花板或便攜風扇流通空氣。

• 每次使用後清潔棉絨網，以確保安全、高
效地乾衣。
用 EnergyStar® 電器省錢!
EnergyStar® 電器通常比標準型號少用 50% 的能源和水。尋找 EnergyGuide 標籤，它會

提供每年的估算運行成本以及類似型號的運行成本範圍。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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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減少能源使用：照明
照明最多占了 22% 的家庭用電量。改用節能照明，可以顯著減少能源帳單。本工
具箱提供的 LED 燈泡用電量至少比白熾燈少 75%，使用壽命延長25倍。

KIT DE
HERRAMIENTAS

行動 3：改用 LED燈泡
LED 燈可像白熾燈或 CFL燈泡一樣旋緊就位。改用 LED

時，遵循這些步驟：
1

換掉使用最多的固定裝置中的白熾燈，將會實現最大
的節省。

2

關掉燈泡，讓白熾燈泡冷卻 5 分鐘。

3

匹配舊燈泡的同等瓦數（應該以 9W 或其他相當於
60W 的 LED 更換 60W 的白熾燈）。

能源

4

請將包含的 LED 燈泡用於不可調光、非封閉的固定裝
置。如果您自行購買 LED 燈泡，請閱讀包裝以確認將
燈泡用於何處；不是所有 LED 都可用於每個燈座。

資源

水

要訣：
• 可調光的固定裝置需要可
調光的 LED 或 CFL，這些
燈泡可在五金行購買。如
果在可調光的固定裝置中
使用標準燈泡，很快會燒
壞。

後續行動：

• 至少每六個月擦拭燈泡上
的灰塵；髒燈泡的能效不
足。

LED 可能比普通燈泡昂貴。如果您仍想節省能
源，但不能多花錢，請先尋找廉價出售的 LED。
如果找不到適當種類的廉價 LED，您也可把白熾
燈泡改成 CFL 燈泡。

用LED燈泡更換家中的所有燈泡。先更換白熾
燈，以便節省最多能源和金錢；然後您也可以
更換任何CFL（CFL含有水銀，不能丟入普通垃圾
中。）撥打 1-888-442-2666獲取處置資訊。

瞭解節能燈泡的
更多資訊：

節能燈泡清
潔指南：

https://goo.gl/VgR5ZI

https://goo.gl/XWZL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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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能源使用：住宅圍護結構
前言

密封住宅裂縫、空隙和漏洞及改善隔熱性能，最多可節省 20% 的供暖和製冷費用。
紅外線雷射測溫儀將幫您探測哪些地方透過窗戶、照明固定裝置、出口、通風口、門
柱、通風管道等損耗或增益熱量。

行動 4：使用紅外線雷射測溫儀

打開溫度計並朝向內部牆壁或區域，測量住宅內部
的平均溫度，這是您的參考溫度。

2

將溫度計朝向住宅中潛在的問題部位，例如門、
窗、出口和外牆。注意漏氣可能造成的溫度波動。

3

欲探測較小的溫差，將轉換器調到 1°F。欲探測較
大的溫差，調 5°F或 10°F。

4

雷射顏色會根據溫度狀況而變化。

能源

說明影片：
如何使用紅外線
雷射測溫儀

1

綠色 = 良好 紅色 = 增益熱量
http://goo.gl/bDJj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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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外線雷射測溫儀探測熱量的增益和損耗。

藍色 = 損耗熱量

您可以看到參考溫度與掃描溫度的差值。

要訣：
說明影片：
如何填補窗戶漏洞

水

供暖和製冷最多占了 50% 的住宅能源用量；適當隔熱的住
宅將減少這些成本，並保持住宅冬暖夏涼。採取這些步驟
減少住宅圍護結構的滲漏：
• 填補窗子漏洞。
• 預約專業人員檢查，或是聯繫本地承包商解決照明固定裝
置、通風口或其他部位的隔熱需求。灣區區域能源網（Bay
Area Regional Energy Network）是這方面的絕佳資源；請瀏
覽 bayren.org 獲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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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 按照推薦標準進行天花板、牆壁、閣樓、地板、窄小空
間、通風管道和地下室隔熱，可達到最佳節省，或是瀏覽
https://goo.gl/ntgs07 獲取環保隔熱資訊。

http://goo.gl/pdRsj

前言

減少能源使用：住宅圍護結構
如果您在行動4中發現門窗周圍散失熱量，可以使用本工具箱內的擋風條阻止這些
散失。

行動5：安裝擋風條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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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擋風條密封門窗的空隙。
1

要查看門柱和窗柱周圍的縫隙，可以使用行動4
中的溫度計，或是將紙張塞進這個部位。如果您
看到光線，這個部位就需要安裝擋風條。著重於
能感到氣流或看到光線的部位。

2

清潔施用區域，以確保密封良好。

3

剪下一段擋風條，匹配施用擋風條的門窗長度。
撕下黏條，然後黏上。

4

請將未使用的物品連同工具箱一起歸還。

要訣：

沒有擋風條的門看起來可能沒問題，但是所有門
窗的暴露面積加起來可能是個大洞！考慮安裝門
底刷，協助防止熱量散失；您可以在本地五金行
購買。

說明影片：
如何施用擋風條

https://goo.gl/cCPMUL

行動 6：安裝出風口墊片

水

要確保適當隔熱並且防止空氣滲漏而導致牆壁隔熱不
良，另一個辦法是使用出風口墊片。

資源

說明影片：
如何安裝出風口墊片

http://goo.gl/HQ4YW

1

確定空氣暴露最多的外牆（可以使用行動4的熱量
散失探測器）。

2

選擇要升級的出風口或開關板。

3

用螺絲刀（未提供）小心擰開面板螺絲，
拆下面板。

4

將墊片放在內表面上。如有必要，修剪墊片以契
合出風口。

5

將面板放回，擰緊螺絲。

6

對全屋的其他出風口或開關重複同樣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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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說明
前言

欲瞭解加州旱情以及加州採取的行動，請瀏覽 http://goo.gl/DFU440.
水是生命的必需品，也是我們最寶貴的天然資源之一。在灣區，我們從內華達山的積
雪獲得大部分的水。隨著氣候變化和人口成長，降雨越來越不可預測，即使 2016-17
年度有大量降雨，我們的水資源也在逐年減少中。州和地方領導人持續推動針對水資
源挑戰的長遠解決方案，日常節水則有助於延長供應，將水留在水庫中以備不可避免
的乾旱年份之需。

加州積雪的減少
歷史平均值 (1961-1990)

2070-2099
較低暖化範圍
乾旱氣候

剩下
100%

中等暖化範圍
乾旱氣候

剩下
40%

剩下
20%

能源

4月1日雪水當量（英寸）

洗衣機
3%

淋浴
17%

室外

典型獨棟住宅的
室內用水

水

我們如
何用水

馬桶
4%

室內

龍頭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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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平均每天用水90加侖，當您考慮食物選擇和其他日常決定時，您會驚訝於您用
了多少水。在 www.watercalculator.org 詳細瞭解和計算您的水足跡。

庭院景觀
58%
過度灌溉
9%

少用一些水，省下許多能源 !

因此減少用水可幫助減少能源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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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加州 20% 的電力和 30% 的天然氣用於加熱和處理水，
這是加州能源使用最密集的層面。節水只需要傳統節能
措施如更換燈泡等成本的四分之一，恰巧也是減少能源
使用和溫室氣體排放非常經濟的方式。

前言

減少用水：水龍頭
行動 7a：測量水龍頭流速

KIT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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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水流量包，測量水龍頭和淋浴頭的出水流速。即使您
用低流速起泡器，由於起泡器可能腐蝕，因此檢查流速也
有幫助。
1

打開水龍頭，向流量包注水5秒鐘。

2

記錄流量包測得的每分鐘加侖數。

3

如果水流速高於下頁上方行動8a指出的流速，請安裝
一個工具包起泡器（行動8）。

能源

行動 7b：滴量計
1

如果您有水龍頭滴水，將空的滴瓶放在水滴下方 5 秒鐘。

2

將它放在水平面上，查看每天加侖數 (GPD) 和每年加侖數
(GPY) 標記，確定滴漏每天和每年浪費多少水。

3

瀏覽http://fishnick.com/leakcalculator/，瞭解漏水
產生的花費。

倒掉剩水前想一想：用它來澆室
內或室外的植物，充分利用。

資源

水

要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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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用水：浴室
前言

行動 8a：更換起泡器
浴室水槽: 0.5 gpm
廚房水槽: 1.5 gpm
淋浴頭: 2.0 gpm

用水流量包測量起泡器和淋浴頭的流速後，確認
它們的流速是否與我們列出的流速匹配。如果它
們較高，可以更換以幫助節水。
備註：有些廚房水龍頭採取定製尺寸，不能用工具箱的起泡器更換。
您仍可測量流速，然後在本地五金行或線上尋找替代品。

關閉或塞住排水管。

2

以逆時針方向擰開舊的起泡器；必要時用鉗
子鬆開起泡器。用油漆膠帶或毛巾裹住鉗子
頭，避免割到現有設備。
清潔並晾乾管道螺紋（龍頭末端的細槽）。

4

按照擰上新起泡器或淋浴頭的相同方向，使
用提供的管道螺紋密封膠帶裹住管道螺紋。

5

以順時針方向擰上新起泡器。

6

打開水龍頭進行漏水測試，必要時用鉗子擰
緊。

管道螺紋密
封膠帶
工具：
鉗子

事實：浴室的用水是住宅用量
的一半。安裝起泡器，每人每
天節省 1.2 加侖水。

能源

3

工具：

KIT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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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備：
水龍頭起泡器

行動 8b：更換淋浴頭
查看淋浴頭上的壓印瞭解流速，或是使用流量
包測量。如果淋浴頭流速低於 2.0 gpm，應該換
成提供的淋浴頭。

水

說明：和行動 8a 完全相同。
說明影片：
如何更換水龍頭起泡器和
淋浴頭。

其他節水要訣
• 刷牙和刮鬍時關閉水龍頭。
• 以合格的節水馬桶更換舊馬桶，最多可省 125
美元。詳情請瀏覽http://goo.gl/qGkCpZ
• 使用淋浴計時器幫您同時節水又節能。設法在
五分鐘內洗完淋浴。

水龍頭起泡器

淋浴頭

https://goo.gl/ZHDeo https://goo.gl/qkcxB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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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減少用水：浴室和熱水器
行動 9：檢查馬桶漏水情況
不斷運轉的馬桶每天最多可浪費 200 加侖水，一年花掉 250美元
!正常情況下，馬桶漏水檢測片是檢查漏水情況既簡單又廉價的方
法。
1

小心取下水箱蓋。

2

將 1-2 片丟進打開的水箱。

3

等待 20-30分鐘。在此期間請勿沖馬桶。

4

如果馬桶缸出現藍色，表示馬桶漏水。通常情況下，水箱底
部的檔板漏水可能導致馬桶漏水，應該更換。

KIT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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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水

良好

1

找到您的熱水器。

2

找到調節盤，用鉛筆或膠紙帶標記目前設定。

3

找到離熱水器最近的水龍頭。

4

打開水龍頭直到水熱，用馬克杯接一杯水。（
用水罐或桶子接下多餘的水來澆植物）

5

插入溫度計，等它達到最高點。

6

記錄最高溫度。

7

調整設定，使熱水保持在120°F。如果熱水器沒
有具體的溫度設定，可能需要多次嘗試。

水

能源

行動 10：調節熱水器

加熱水一般占住
宅天然氣用量的
最多 49%。

說明影片：
如何調節熱水
器溫度
http://goo.gl/DJDKk

要訣：

資源

• 對熱水器伸出的熱水管進行隔
熱，在熱水器使用隔熱套管。這
有助於節省能源。
• 長時間外出時，將熱水器設定在
「休假模式」以節省能源。

• 購買新熱水器時，查驗EnergyGuide
貼紙，它有運行設備的估算成本。
• 您是否有再循環泵？
這些泵可以節水，但是只在計時器
正確設定時才能節水。它們應該只在需
要熱水時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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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用水：室外

• 滴灌：考慮改成滴灌系統以省水。

• 安排泳池過濾時間：泳池濾網是
高能耗設備。考慮減少秋冬季的
過濾次數，設定計時器以避免高
峰水電價格。使用泳池罩，可以
節省更多能源和水。

• 灌溉控制：根據本地天氣狀況，調
整每個季節的灌溉時間表。考慮升
級到基於天氣的灌溉控制器。

在車道或街上洗車，會將汙水、肥皂、重金屬、油和油
脂沖進排水溝，流入當地溪水和海灣。欲詳細瞭解雨水
污染，請瀏覽 flowstobay.org。

能源

需要洗車時，務必前往循環用水和節水的洗車店。在家
洗車每次用水 80-140 加侖，而循環用水的洗車店只需
30-45 加侖。

KIT DE
HERRAMIENTAS

• 定時澆水：在溫度和風力最低時澆
水：傍晚以及太陽升起前的早晨。
這會減少蒸發，使水滲入更深的植
物根部。

• 耐旱植物：移除部分或全部草本
植物，栽種本土耐旱物種。這些
植物需水較少，有助於減少您的
水費和能源帳單。

前言

• 灌溉漏水：定期檢查和修理灌溉系
統；滲漏每年可能浪費數千加侖
水。

水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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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可持續生活方式
交通接送

• 盡可能步行、騎自行車或是搭乘公共交通工
具。瀏覽 SamTrans 網站查看本地公交路線和
時刻表。
• 「安全上學路線」（Safe Routes to School）
很酷！鼓勵孩子步行、騎自行車、騎滑板
車或乘校車上下學。瀏覽 http://goo.
gl/fzUYZ1，瞭解有趣、健康、更安全
的上下學方式。

能源

KIT DE
HERRAMIENTAS

• 輪胎充氣不足會減少汽油行駛里程，所以請在加
油時檢查胎壓。適當的胎壓水準可在駕駛員門內
側找到。

廚房

水

• 首先選購冰箱。在美國，40%的食物沒有被吃掉。
參加 EPA 的減少食物浪費計畫（Food Recovery
Challenge），先吃現有的食物再選購更多食物。
瀏覽 http://goo.gl/XWk0Zf
• 高效烹飪。只加熱需要的水量，蓋上鍋蓋以減少
烹飪時間和使用的能源。

資源

• 嘗試少吃肉或不吃肉。肉類生產消耗大量的水和
能源。平均而言，生產一卡路里的肉消耗28卡路
里的化石能源，相比之下，透過穀物生產一卡路
里的蛋白質消耗3.3卡路里的化石能源。同樣，以
肉為主的膳食每天消耗 4,200 加侖水，素食消耗
300加侖。一週吃一次純素食，將會產生影響。
• 請選擇有機食物。避開殺蟲劑更有利於環境和健
康。
• 養成高效的洗碗習慣。刮掉食物而不是沖洗碗
筷。關掉加熱設定，打開門晾乾碗盤。這將節省
能源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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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步驟
前言

將 DIY 工具箱還給圖書館。
在您用過工具箱並完成了提高住宅能效的步驟後，只剩下幾件事要做：

1

3

考慮透過灣區區域能源網的全屋能
效方法增加節省，請瀏覽
www.bayren.org 瞭解詳情並
開始行動。

4

宣傳聖馬刁縣 Energy Watch，分
享您使用DIY工具箱的經驗。

5

如果您在歸還工具箱後想要本手
冊的資訊，請瀏覽
www.smcenergywatch.com
獲取電子版。

6

享受DIY行動帶來的節省 !

KIT DE
HERRAMIENTAS

2

還給圖書館之前，確保所有工具（
參見第二頁的列表）都已放入工具
箱。請儘早歸還工具箱，以便圖書
館的其他顧客使用。

考慮使用太陽能？應該先採取節能
步驟，使您減少能源總需求，因此
不必購買超出需求的較大太陽能系
統。瀏覽 gosolarcalifornia.org
詳細瞭解您住宅的太陽能選擇。

能源
水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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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您完成這些節省寶貴資
源的步驟 !
聯絡資訊
San Mateo County Energy Watch
San Mateo County Office of Sustainability
455 County Center, Redwood City, CA 94063
smcenergywatch.com
Phone: 1-888-442-2666
sustainability@smcgov.org

您的社區資源節能夥伴：

作為州加州公用事業客戶資助的加州節能組合的一部分，聖馬刁縣 Energy Watch (SMCEW) 旨在幫助聖馬刁全縣的居民、企業和公共機構以輕
鬆、廉價的方式節省能源。該計畫由加州公用事業客戶資助，並由 PG&E 在加州公用事業委員會主持下進行管理。「PG&E」是太平洋燃氣電力
公司， PG&E 公司的子公司。
© 2017 ，太平洋燃氣電力公司。保留所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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