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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低碳生活？

1.  隨手關燈、關水、拔插頭，這是第一步。也是個人
修養的表現。

2.  每張紙都雙面列印，相當於保留下半片原本將被砍
光的森林。

3.  不坐電梯爬樓梯，省下大家的電，換自己的健
康。

4.  綠化不僅是去郊區種樹，在家種些花草一樣可
以，還毋須開車。

5.  是的，一隻塑膠袋5毛錢，但它
造成的污染可能是5毛錢的50倍不止。

6.  完美的浴室未必一定要有浴缸；已經安了，未必每
次都用；已經用了，請用積水來洗馬桶。

7.  關掉不用的電腦程式，減少硬碟工作量，既省電也
維護你的電腦。

8.  相比開車來說，騎自行車上下班的人一不擔心油價
漲，二不擔心體重漲。

9.  沒必要一進門就把全部照明打開，人類發明電燈至
今不過130年，之前的幾千年也過得好好的。

10.  考慮到坐公交為世界環境做的貢獻，至少可以抵消
一部分開私家車帶來的優越感。

11.  請相信，癡迷皮草那不過是一種返祖衝動。
12.  可以這麼認為，氣候變暖一部分是出於對過度使用

空調 / 暖氣的報復。
13.   盡量少使用一次性牙刷、一次性塑膠袋、一次性水

杯……因為製造它們所用的石油也是一次性的。
14.  如果你知道西方一些海洋博物館裏展出中國生產的

魚翅罐頭，還會有這麼好的食欲吃魚翅撈飯麼。
15.  未必紅木和真皮才能體現居家品味。建議使用竹製

傢具，因為竹子比樹木長得快。
16.  其實利用太陽能這種環保能源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盡量把工作放在白天做。
17.  過量食肉至少傷害三個物件：動物、你自己，和地

球。
18.   婚禮儀式不是你憋足28年勁甩出的面子，更不是家

底積累的PK。如今簡約、低碳才更是甜蜜文明的附
加值。

19.   認為把水龍頭開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碗盤洗得更乾淨，
那只是心理作用。

20.   可以理直氣壯地說，衣服攢夠一桶再洗不是因為懶，
而是為了節省水電。

21.  把一個孩子從嬰兒期養到學齡期，花費確實不小。部
分玩具、衣物、書籍用二手的就好。

22.   有一種選擇可以同時達到省錢、省能源、減輕疲勞、
減輕交通負擔以及增進人際關係的作用—拼車。

23.   如果堵車的隊伍太長，還是先熄了火，安心等會兒
吧。

24.  定期檢查輪胎氣壓，氣量過低或過足都會增加油耗。
25.  定期清洗空調，不僅為了健康，還可以省不少電。
26.  一般的車用93＃油就夠了，盲目使用97＃可能既費

油，還傷發動機。
27.  跟老公交司機學習如何省油：少用急剎，把油門鬆

了，靠慣性滑過去。
28.  有些人，尤其是女性，洗個澡用掉四五十升水，潔癖

也不用這麼誇張。
29.  科學地勤儉節約是優良傳統。剩菜冷卻後，用保鮮膜

包好再進冰箱。熱汽不僅增加冰箱做功，還會結霜，
雙重費電。

低碳生活50準則

會務動態
1)	 本會網站現已修建完成，歡迎登入www.

hketa.hk查看最新資訊。透過此網站，本會

希望能夠構建一個業界的網上平台，方便會

員獲取更多資訊，促進業務發展。因此，本

會現提供網站服務，歡迎各會員踴躍參與，

共拓商機；詳情請見另頁。

2)		本會已續領2011/2012年度酒牌。

3)	 本會2011/2012會所安全牌續牌申請已在辦理

中。

4)		本年3-5月新入會商號會員：

	 日島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國華

	 溢富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沈志勇

	 宜寶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盧永輝

資訊傳遞



比賽日期：2011年4月8日

比賽場地：東莞觀瀾 – 利百特球場

參賽人數：59位

鳴謝贊助：信興電工工程有限公司

1. 冠軍 – 何始基

2. 亞軍 – 趙念祖

3. 季軍 – 冼自強

4. 前九洞優異獎  – 卓德江

5. 後九洞優異獎  – 袁偉蛟

6. 最佳總桿獎  – 周惠斌

7. 最接近球洞獎 (3洞) – 高家頌

8. 最接近球洞獎 (10洞)  – 霍紹燊

9. 最接近球洞獎 (14洞)  – 鄧家明

10. 最接近球洞獎 (16洞)  – 袁偉蛟

11. 最遠發球獎 (6洞)  – 馮鎮邦

12. 最遠發球獎 (13洞)  – 馬振邦

比賽結果

KDK盃

30.  其實空調外機都是按照防水要求設計的，給它穿外
套，只會降低散熱效果，當然費電。

31.   洗衣粉出泡多少與洗淨能力之間無必然聯繫，而低泡
洗衣粉可以比高泡洗衣粉少漂洗幾次，省水省電省時
間。

32.  洗衣機開強檔比弱檔更省電，還能延長機器壽命。
33.   電視機在待機狀態下耗電量一般為其開機功率的10%

左右，這筆帳算起來還真不太小。
34.   如果只用電腦聽音樂，顯示器盡可以調暗，或者乾脆

關掉。
35.  如果熱水用得多，不妨讓熱水器始終通電保溫，因為

保溫一天所用的電，比一箱涼水燒到相同溫度還要
低。

36.  洗乾淨同樣一輛車，用桶盛水擦洗只是用水龍頭洗
湧水量的1/8。

37. 可以把馬桶水箱裏的浮球調低2厘米，一年可以省下4
立方水。

38.  建立節能檔案，給每月消耗的水電煤氣也記記帳，做
到心中有數。

39.   買電器看節能指標，這是最簡單不過的方法了。
40.   實驗證明，中火燒水最省氣。
41.   10年前亂丟電池還可能是因為無知，現在就完全是

不負責任了。
42.   隨身常備筷子或勺子，已經是環保人士的一種標籤。
43.   冰箱內存放食物的量以佔容積的80%為宜，放得過多

或過少，都費電。
44.   開短會也是一種節約 — 照明、空調、音響等等。
45.   沒事多出去走走，「宅」是很費電的。
46.   非必要的話，盡量買本地、當季產品，運輸和包裝常

常比生產更耗能。
47.   植樹為你排放的二氧化碳埋單，排多少，吸多少。
48.   衣服多選棉質、亞麻和絲綢，不僅環保、時尚，而且

優雅、耐穿。
49.  烘乾真的很必要麼？還是多讓你的衣服曬曬太陽吧。
50.   美國有統計表明：離婚之後的人均資源消耗量比離婚

前高出42%至61%，讓我們用婚姻保護地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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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電氣丰尚系列，特大
按板，一體成型，以軒昂大
度的設計語言，演繹高格調
的德意志風格，配合大開大
合的家居設計，是牆飾美學
的又一得意之作。

“PerfectFace  Switch Architecture” 專利設計
即使為牆面掃上油漆時不小心沾污了開關掣肉，安裝了PerfectFace 面板後
也能巧妙地遮蓋，不但展現安裝後完美牆壁的外觀，更令安裝更簡易省時
，呈現快工出細活的好處。

“Slim Rocker” 超狹角翹板結構
開關掣擺幅只有3度，保持整體瀟灑纖薄。

“Sure Click” 促動器設計
近乎零震動的電路閉合，令產品更可靠，更耐用。

白色熒光指示
環境較暗時，自動發揮柔光功能，清晰指示開關掣的位置。

創新圓形底座設計
符合一般通用電鑽圓形鑽頭的尺寸，在傢具或假牆身安裝開關時也無需額
外工序，更方便快捷。

符合國際標準

＊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新 登 場

現凡
買 　     　

產品滿HK$700
即 送 精 美 測 電 筆 一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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