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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黨務工作極應建立一高級幹部負責

統籌辦法，並指定吳等十三人為委員，

由吳負責召集。此工作定名為海外黨務

高級幹部會議，每月開會一次，必要時

召集臨時會議。會議的範圍有四項，分

別是決定海外黨務之原則及方針、決定

海外黨務一般工作計劃、海外黨部組織

人事發生糾紛事項之商討與處理及溝通

各方意見。這說明了蔣介石認可吳之前

執掌涉及海外黨務僑務的港澳黨務和海

外部之能力與成績，進而讓他處理和統

籌海外黨務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該海外中央高層會

議在1942年3月破例邀請了新加坡僑領林

慶年、王吉士、林謀盛、胡少炎和莊惠

泉參與，而林慶年則在4月的會議上參與

籌備發起南洋華僑協會。這顯示了吳對

曾經到訪的南洋華僑事務給予高度重視

並和南洋華僑尤其新加坡僑領建立起良

好的關係，進而邀請他們參與討論及決

策海外黨務工作。 
第三方面，是吳鐵城當時在馬來

亞參訪建構的人際關係網絡和走廊，也

延伸到海外情報方面，而當中顯著的例

子是馬來亞地區的一三六部隊。這建構

起來的資源使吳在這地區情報網絡和工

作，特別是136部隊不僅有影響力，也扮

演重要的角色。

1942年1月28日，英國殖民地政府在

馬來亞因日軍進攻而節節敗退，退出區

域情報極為缺乏，便從新加坡急電徐恩

曾請求中國政府提供情報。吳鐵城居中

協調，通過中央海外部和中華民國駐新

加坡總領事館的鄭介民指示當地黨員和

通訊機關隨時將所得情報提供給英國。

吳在1942年3月海外黨務高級幹部

會議所邀請的林謀盛及莊惠泉則在日後

領導136部隊。其實，136部隊的成立發

展是當時由新加坡撤退至印度的英國經

濟作戰部馬來亞支部（Malayan Branch, 
British Ministry of Economic Warfare） 
軍官古泛羅上校（Colone l  Bas i l  G . 
Goodfellow）、台維斯上尉 (John Davis) 
及布倫上尉（R.N. Broome） 正計畫籌

組一類似歐洲戰場的別動隊（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s，簡稱SOE），往

馬來亞作敵後反抗的秘密活動。經過考

量和客觀的需要，他們便邀請中國留

印海員戰時工作隊合作，當時林謀盛

便請示吳鐵城，過後獲得中英兩國政

府的同意，由吳與英國駐華大使森遜 
（Samson）簽署協定，共同組織一三六

部隊，再由中國政府指派人員前往印度

受訓後，潛入馬來亞作敵後秘密活動。

綜合以上數點顯示吳在參訪和進

行活動的馬來亞不僅建立起良好的人際

關係網絡，也建構孔飛力所提的「國家

製造的走廊」。吳使用人際關係網絡，

配合架構起互動的「走廊」，於抗戰艱

難時期在互相通報、互相支援、互利互

惠中持續與海外如馬來亞地區國民黨和

華僑保持聯繫，並維繫黨國和個人影響

力，以期能加強黨政的力量。

縱觀吳參訪馬來亞對國民黨、國

民政府、抗戰、海外黨務、僑務和情報

事務有其正面意義，更能助吳以及黨國

進一步擴展在海外尤其南洋的人際關係

網絡和勢力，建立中國和南洋的「走

廊」，但吳與陳嘉庚之間的糾紛不免對

這些事項帶來一些衝擊和影響，可能也

是吳所預料不到的。（作者為新加坡大

學博士候選人）

會用電才能省電
▓柯博文

高電價時代來臨，用的愈多，電價

漲幅也愈大，省電已經成了大家最關心

的事情了。

雖然台電的經營績效頗有爭議，但

基本上，筆者是贊成調高電價的，事實

上，台灣的電價並不貴，所以不易養成

節約能源的習慣，而工業用電，在低廉

電價下，廠商不會投資在節電設備上，

於是不該用的電，用了；能節省的電，

懶得省了。台電的虧損，讓全民買單。

雖然有人譏笑諷刺說，政府的電價

是和美國比、生活水準卻和非洲比，這

話乍聽有理，但深入一想，就有問題。

歐美日本的電價是貴，但是他們的節電

習慣卻不是我們能比的，而工業在高電

價下，盡量投資節電設備，讓他們的競

爭力還是很高。至於我們的生活水準，

是否在和非洲比，就不必多說了。

工業、商業用電離我們比較遠，不

必去說他，筆者要談的，是生活用電，

也就是我們家庭如何來省電。

我們先來認識什麼是一度電

在電機學中，對一度電有運算公

式，但卻有簡單的計算法，那就是「一

小時用掉1,000瓦的電」，就是一度。雖

然這不夠精確，但相差很有限，日常生

活中用，就足夠了。

「一小時用掉1,000瓦的電」是什麼

意思呢？就是說，假如你有一盞 100 瓦
（俗稱 100 燭光）的電燈，點十個小時

就耗費一度電。

電燈是每個人家不能缺少的設備，

我們先來談談如何在這上面省電。

介紹一個簡單的計算公式

一盞燈每天點6個小時，那每月耗電

量大約就等於電燈的瓦數除以5。如果你

有一盞燈是27瓦的，除以5，每月耗電約

5.4度。如果點不到6小時或超過6小時，

那就取其大概的平均值，再作加減。任

何一種燈都適用這公式。你算算家裡電

燈的總瓦數，再抓一個大概的點燈時

間，就知道每個月在電燈上要花多少電

費。

現在的電燈一般可分四種：白熾

燈、鹵素燈、日光燈、LED燈，前二者

耗電，照明效果差，後二者則省電。

白熾燈也就是鎢絲燈，自1906年開

始量產，至今已有100多年的歷史。這種

燈泡非常浪費電，有將近90%的電被浪

費在發熱上，只有10%來產生光。為了

節約能源，很多國家現在都禁止生產這

種燈泡了。

鹵素燈和白熾燈差不多，但是在燈

泡內塗上一層材料，讓燈光更亮一些，

很多畫廊裝設的投射燈，都是這種燈。

由於也是鎢絲燈，所以照樣耗電。

日光燈就不同了，非常省電，現在

常見的PL燈和省電燈泡，其實都是日光

燈的一種。

這種燈的原理，是在密封的玻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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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填充氬氣或氖氣，用電來激發氣體發

光，由於所產生的熱量很少，發光效能

相對就很大，也因此而省電。

前些時候，成功大學建築系教授、

台灣建築中心綠建築委員會召集人林憲

德，寫了篇文章，叫〈省電燈泡並不省

電〉，轟動一時。他說：「您知道嗎，

省電燈泡並不省電，而我政府為了節能

減碳，卻高喊要『改用省電燈泡』，簡

直是荒唐無稽。事實上，省電燈泡只比

愛迪生發明的鎢絲燈泡省一點電而已，

比現在台灣大量普及的PL燈、日光燈

或T5燈管都耗電，要百姓『改用省電

燈泡』，簡直是退化落伍、浪費能源而

已。」

他這話基本上並沒錯，最省電的是

T5日光燈，而一般日光燈和PL燈的發光

效能也比省電燈泡好。省電燈泡的致命

傷，就是為了美觀而縮小體積，於是把

燈管彎來扭去，這就虛耗一些電力了。

所謂T5日光燈，是指管徑5/8英吋

的細長型日光燈，T8日光燈，就是我們

常見的一英吋管徑的日光燈。更粗的有

T9、T10等等。

林教授要推廣的T5日光燈，價

廉物美，又最省電，出發點並

沒錯，但是不論T幾的日光

燈，都有一個問題，那

就是色溫太高，

發出的光色

太 白 了 ，

用 在 大 區

域的工作

場所沒問題，但居家生活，眼睛會有點

吃不消。省電固然重要，生活品質還是

很重要。

省電燈泡和PL燈泡都有白光和黃光

兩種，黃光的色溫較低，發出的光色接

近白熾燈，肉眼在這種光色下，比較舒

適，不易疲勞。

至於LED燈固然最省電，但是這新

發展出的照明科技還沒有成熟，不僅售

價很貴，而且光束較集中，色溫又高，

容易讓眼睛出現眩光，適合作手電筒，

而不適合作生活照明。雖然廠商在光罩

上設法解決這問題，但是改進的效果不

大。

下面，再談談家中比較耗電的電

器，該如何省電。

冬天最耗電的是1,500瓦暖爐

一般多會把暖爐開到攝氏24度，

若房間較大，那暖爐就會一直加熱，點

40分鐘就耗電一度。溫度如一直都沒暖

到24度，那暖爐不會停，就一直燒，有

人一開就是12小時，不得了，用掉18度
電。一個月點20天，就燒掉360度電。

如果冬天真的會怕冷，非用暖爐不

可，使用煤油電暖爐就省電多了。

煤油暖爐給人的印象是臭、不安

全、容易二氧化碳中毒，但現在高科技

煤油暖爐完全不同過去。現在不僅插

電，用風扇把溫暖迅速散佈到房間中，

而且還把煤油氣化後再完全燃燒，不會

產生臭味和大量的二氧化碳，同時有震

動熄火、氧氣不充足熄火、二氧化碳濃

度過高熄火、連續燃燒3小時熄火等安全

裝置。最後一項安全裝置，是防止人們

在暖房中熟睡，發生不可預知的危險，

所以連續燃燒3小時就自動熄火。

它主要的燃料是煤油，買20元煤

油，可以點燃12小時，而耗電也很少，

差不多就是電風扇的耗電，20瓦上下，

一天點12小時，一個月也才耗7度電和

600元煤油。

我們通常買冷氣，都說用幾噸的，

其實就是每小時每坪冷效應是多少，冷

效應愈高，就愈省電。因此，各國政府

都規定生產廠商把冷氣機的「能源效率

比」標示在機上。「能源效率比」簡稱

EER，EER值愈高愈省電。

夏天最耗電的是冷氣

我國政府是把EER分作五級，第一

級最省電，第五級最耗電。EER分級表

如附圖。你買冷氣時，一定要看這張圖

再買，當然最省電的價錢也最貴。

除了EER，冷氣機上還有一個kW的

標示，意思是「額定總冷氣能力」，kW
值愈小愈好，因為kW÷EER = 每小時耗

電度數。

我們試以實機來說明。

某牌變頻一噸冷氣機，E E R值為

4.4，kW值為2.2，運作一小時消耗的電

力為2.2÷4.4 = 0.5度電。

變頻的意思就是冷氣的壓縮機能以

低頻啟動、高頻運轉製冷、低頻維持冷

度。低頻較高頻省電，因此變頻冷氣比

▲電力將夜晚點綴得璀璨亮麗，圖為台北小巨蛋LED電視牆。

▲冷氣高高架，用電凶凶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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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頻冷氣少用很多電。

夏天時，很多人不開冷氣無法睡

覺，要想省電，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冷氣

溫度提升至勉強可接受的上限，因為你

設定在27度，就比設定在26度少用6%

的電。其次是加裝電扇，讓室內空氣對

流，就可減少冷氣運轉製冷的次數。第

三，停用冷氣前10分鐘，由冷氣改為送

風，則下次再開冷氣時較省電。

平時家用最耗電的是電冰箱，它之

所以耗電，因為一年四季，每天24小時

都在使用，插頭不能拔，不像冷氣，一

年只開幾個月，每天一般也就是10個小

時吧。經濟部能源局估算，電冰箱的耗

電量，約佔家庭用電的25%，所以瞭解

電冰箱的耗電情形，加以節電，可以少

繳不少的電費。

電冰箱的耗電要看EF值
200公升及以下為小型、201~300公

升為中型、301~400為大型、400公升以

上為超大型。愈大愈耗電。一般說來，

一個320公升的電冰箱，每月約耗電55
度，而500公升的，為71度。這個數字只

是概估，僅供參考。

電冰箱的冷效率分為4級：2星、超

2星、3星、4星；級數愈高，冷效率愈

強。譬如4星級冰箱，是規定100公升大

小的冷凍室，放入4.5公升食物後，必須

在24小時內冷凍到攝氏零下18度，食物

必須在這個溫度下保存3個月。

三星的僅規定必須能冷凍到攝氏零

下18度，但未規定要多少時間，食物也

須能保存3個月。二星規定必須能冷凍到

攝氏零下12度，也未規定要多少時間，

食物須能保存1個月。超二星規定必須能

冷凍到攝氏零下15度，同樣未規定要多

少時間，食物則須能保存2個月。

現在的家用電冰箱大多都是4星級

的。你家裡的冰箱如果已經用很多年，

很可能就是三星級以下的，那就會非常

耗電。

電冰箱另外還都有一個「能源因數

值（簡稱EF）」，在買電冰箱時都會有

標示，單位為公升／度／月，也就是說

每個月消耗1度電後，所能使用的電冰箱

容積大小，EF值當然是愈高愈省電。

至於電冰箱容積，也有一套計算方

法，廠商往往會模糊帶過，而以簡單一

句這是幾百幾十公升的帶過。其實這是

總容積。電冰箱裡面分成冷藏、冷凍兩

個不同的空間，要求的冷凍度數不同。

新式的電冰箱甚至還有一個保鮮室，冷

度高於冷藏但低於冷凍。因此講到容

積，就不能用總容積來計算，而要用有

效容積，這是把各種不同冷度的空間，

作一種調整計算，再加到一起所得出的

數字。這計算有些複雜，就不在這多

談，但請大家記得：冷凍室愈大，有效

容積（簡稱V）就愈大，所以直立式雙

門電冰箱，冷凍室往往佔整個冰箱容量

的三分之一，有效容積就比上下式雙門

電冰箱來得大。

有效容積才是電冰箱耗不耗電的關

鍵，而不是廠商告訴的總容積。下次買

冰箱，一定要問清楚是多少，因為耗電

量大致就是V÷EF，所以不容他們唬弄。

經濟部有規定廠商賣電冰箱，必須

標示有效內容積、能源因數值和消耗電

量，這個消耗電量是不是虛報作假，你

拿前二者計算一下就知道了。

至於電冰箱精確耗電量，就和它的

隔熱材料、食物放置多寡、冰箱門開啟

的次數、冰箱設定的溫度有關了，隔熱

材料是冰箱結構的一部份，我們拿它無

可奈何，但後三者卻可想辦法來省電。

食物放置愈精簡愈好。我們必須體

認，冰箱不是儲藏室，更不是垃圾箱，

不必放的食物，就拿出來，過期的食物

就扔掉，空的瓶瓶罐罐放在櫃子裡。

食物放置的方法，切不可阻擋冷空

氣的流通，換句話說，盡量朝中間放而

讓出週邊。

冰箱門盡量少開啟，開啟時也要快

手快腳。如果每天開啟冷凍室門在7次以

下、冷藏室門在25次以下，每次開啟的

時間不超過10秒，那麼電冰箱拿省10%

的電。反之，每天開冷凍室門20次以

下、冷藏室門50次，每次開啟的時間300
秒，用電量就要多耗12%。

電視機要買背光式LED 
再來談談電視機，這是家庭中最常

用的電器之一，有些家庭，每人一台，

時時刻刻都有電視在開著，因此它的耗

電量，往往也很可觀。

現在的電視都是平板的，以前那

種方方正正又大大的業已淘汰，這是好

事，因為平板的比傳統的省電一半。

平板的又分電漿和液晶二種，電

漿比液晶費電，過去因為液晶電視做不

出40吋以上大面積的，所以電漿還能生

存，現在液晶技術突破，幾乎都是液晶

的天下。

液晶電視又分二種，一是發光二極

體背光（簡稱LED），另一是背光冷陰

極射線管（簡稱CCFL），前者比後者省

電，你如要買電視，前者可能貴一些，

但省電不少。

一般說來，2012年的技術比2010年
時進步很大，現在42吋發光二極體背光

液晶，概估每12小時耗電一度，32吋的

約0.6度。雖然耗電不多，但是家中如有

三、四台，每月耗電還是不少。要想在

這上面省電，方法很簡單，就是看電視

時，不要把室燈開太亮。現在的電視都

是智慧型調光，它會偵測室內光線，自

動來調整電視的亮度。室燈太亮，它就

會跟著亮，反之就變暗。暗、亮的耗電

量差很多，往往可達15%。所以，看電

視時，保持適當的亮度即可。

電腦其實並不比想像中省電

桌上型電腦大約每小時耗電130瓦，

但如果你電腦用的是3D顯示卡，而且還

超頻來玩電玩，那就耗到每小時170瓦。

電腦的螢幕，現在流行24吋的液

晶，大約每小時40瓦，二者加一加，耗

電量並不少，一天使用個五小時，就算

不打電玩，一個月也要20多度電。

設定電腦休眠，可以省很多電。每

台桌上型電腦都可以設定休眠，螢幕也

一樣。當休眠時，耗電量降到每小時5
瓦。所以，請設定當你停止使用電腦十

分鐘或二十分鐘時，讓它自動進入休眠

狀態。筆記型電腦就省電多了，一小時

不過20多瓦。至於現在流行的平板電腦

就更省了。

電熱水瓶保溫是電力殺手

另外電熱水瓶也是24小時在用的電

器。4公升容量耗電量700瓦的，燒開水

時，一個半小時耗電一度。

 較好的電熱水瓶，每分鐘可以把4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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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加溫2.25度，冬天時，水溫大約僅15
度，燒到開，約需38分鐘，大約用到半

度電，夏天水溫約30度，燒到開，約需

30分鐘，耗電約0.3度。

燒開水耗電並不可怕，可怕的是

它全年無休，不僅燒開，還會保溫，通

常保溫是在90度，當水溫低於87.5度，

它會自動加溫約一分鐘，讓它保持在90
度。至於它會加溫幾次，這和你用多少

開水有關了，家裡有喜歡喝茶的人，還

要用開水沖泡麥片、泡麵的，或者灌在

瓶裡放冷當涼開水的，一天燒開兩、三

瓶也所在多有，再加上自動保溫所耗的

電，一個月至少燒掉30度。

微波爐的熱效率最高

其實喝涼開水，裝一個麥當勞用的

高級濾水器，能省不少電。如果夏天不

大喝開水，那就把電熱水瓶的插頭拔了

吧，需要開水時，用微波爐燒，拿500 cc
大玻璃杯，蓋上蓋子，2分鐘就有開水

了。微波爐是家庭電器中，熱效率最高

的加熱機器，雖然它用電為1,200瓦，相

當高，但是加熱時間短，通常都只加熱

2、3分鐘就好了，只用到0.05度的電。

家庭烤箱也是非常耗電的電器，中

型的就是1,500瓦，有人拿來烤蕃署一烤

就是40分鐘，不熟，再烤20分鐘，這就

耗掉一度半的電。真是浪費，不如去便

利商店買現成烤好的算了。

其實在烤食物前，把食材先放進微

波爐中5分鐘，讓內部熟了，再放進烤

箱烤出焦黃的表面，能省很多電。烤箱

有一種裡面是裝有風扇的，叫做旋風烤

箱，熱效應比沒有風扇的好很多，要想

省電，買烤箱時優先考慮有風扇的。

電鍋是家家必備的電器，通常小家

庭用的耗電量為800瓦，一頓飯煮一杯半

的米，約需45分鐘，耗電約0.6度，並不

算多，但是按下電鍋上的保溫鈕，讓它

維持在60度，這就和電熱水瓶一樣的耗

電了。至於其他的電器，雖然吹風機、

洗衣機、電熨斗等都耗電，但並非天天

使用，且每次使用時數不長，在家庭用

電中所佔比率並不高，就不多談了。

如果你真想去量測每樣家電的耗

電量，其實也很簡單，到光華商場去買

一個「計（是計算的計，不是繼）電

器」，你把它插在插頭上，然後再把家

電插在它上面，就能告訴你現在用電

量，如果你插上一天，就能告訴你平均

每天用電量。非常好用，而且便宜，

三百元就有了，缺點是每次只能量測一

種電器。

善用帶有開關的插座

最後要說的是，電器不用時要不要

拔插頭。事實上，拔插頭的確能省一點

電，你就是把全家的插頭（當然不含電

冰箱、電熱水瓶等）都拔掉，一個月也

省不到一度電，而有些電器你拔掉插頭

反而容易故障，譬如電腦。而且拔插頭

對於插座和插頭都容易損壞，修理起來

更費錢。

不過如果你覺得有義務省電的話，

建議你去買一個帶有開關的插座，不必

拔插頭，只要按開關就斷電了。

總而言之，愈新出產的電器愈省

電，愈省電的也愈貴。

這有點像散存整付或整付散存的問

題，不過站在保護地球的立場，節約用

電總是對的。（作者為本會會員）

日本東北強震週年
陰影籠罩

▓楊作洲

日本東北地方大平洋岸，於去

（2011）年3月11日午後2時46分發生世

界最大級的芮氏九級巨大地震，東京及

橫濱也受到六級地震波及。因地震誘發

海嘯及「福島第一核電廠爆發」，重災

區有宮城、福島、岩手等三縣，居民家

破人亡。依據今年3月10日止，員警廳統

計死者有15,854人，失蹤3,155人，復興

廳也在2月23日發表避難者人數達34萬

3,935人，其中有7萬3,000人分別送往全

國各縣市收容，日本育英會接受生活救

濟的孤兒也有2,005人。

海嘯發出海浪最高是宮城縣南三陸

町有33米以上，比地震造成之災害更為

嚴重，以宮城縣南三陸町（村），住民

有17,666人，一瞬間大半可能被沖入大

海，生死不明，在岩手和宮城縣的太平

洋沿岸，許多市村發生火災，有5,000戸
被水浸襲，耕種田地浸水面積達561平方

公里。

福島核子發電廠，爐心融化，造成

「水素爆發」，放射能外洩，除空中輻

射外，有的流入海底；與這次事故僅隔

25年前1986年蘇聯車諾比核能發電廠爆

炸相同。311當時核輻射線遠達到250公
里東京首都圏，放射線量是平常20倍，

日本政府的危機處理，一時因體系及經

驗均不足，又對福島事故無法掌握實際

情況下，政府擔心不測事態發生，在3月

25日曽一度考慮東京千萬人大撤退，當

時歐美駐在使領館及企業已部分遷往大

阪及韓國、台灣。後來事態稍有緩和，

但至今仍有輕微輻射線物質，隨風飄向

各地。

東北地區為農業、畜牧、水産加工

重要生産地，重輕工業、汽車、電子産

品工廠林立，由於核放射汚染，帶來巨

大打擊，世界各國禁止輸入日本食品，

許多工廠廢業外移，觀光業的打擊更

大：這次地震估計被害額有17兆4,000億
日圓，造成經濟雪上加霜，2011年首次

出現2.5億日圓的貿易逆差。

福島發生核爆後，政府撤退在廠周

圍30公里之住民，並禁止出入，現減縮

小到3公里，至今雖經過一年，在3公里

禁飛區上空附近測試，西北方側邊仍出

現毎小時1.7微西弗到2.6微西弗的核放

射物；而遠在東京新宿區也有0.064微西

弗。

前首相菅直人接受美聯社記者訪

問，坦稱：「福島核電廠事故為人禍，

311地震、海嘯發生時，我們沒有準備，

無論硬體還是我們的體系和組織都沒有

準備，福島第一核電廠外部供電系統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