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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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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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備有發電機全部癱瘓，導致三座核

反應堆冷卻系統失效，繼而堆芯熔化，

引發爆炸和輻射物質外漏。福島第一核

電廠選址錯誤，不應靠近海岸，高度又

未超過海平面10米以上的地方。」

台灣愛心在日本

2012年4月最新出版的日本《週刊

新潮》，刊出總統馬英九上電視為日本

震災募款的圖片報導，台灣捐款排名第

一，讓日本人很驚訝，也瞭解到台灣是

患難見真情的朋友。311大地震有130國
以上的國家與地區提供援助，像美國，

不只是捐款，還將救援命名為「朋友

大作戰」，動員約1萬8,000名軍人。另

外，世界上最窮國之一的阿富汗也捐

8,200萬日圓，還有很多非洲貧窮國家也

捐善款。 不過，全球援助當中，最令人

感到驚訝的，還是來自台灣的援助。台

灣出動救援隊、物資等，也透過紅十字

會捐款竟然達109億9,000萬日圓，而且

九成都是民間的善款。台灣人口約2,300
萬人，捐款比美國還多。

一位旅台的日籍友人表示，台灣在

1999年921大地震時，日本率先派145人
的救難隊，也捐送巨額捐款，台灣人不

會忘記當時的恩情。他認為「雨中的朋

友」才是真正的朋友。

慈濟功德會將物資及救濟金直接發

放給災民，台灣義援金在宮城縣建築之

公立醫院及公營老人住宅均已動工，台

灣南部四縣市也在311周年前夕贈送優質

水果給災民，台灣人民所表現的義舉愛

心，深獲日本舉國上下之感佩。

一位宮城縣災民含著淚光說：「我

的家人和房子都不見了，但是台灣人給

我們的溫暖永遠不能忘記。」

311大地震滿一周年，重建工作可說

百廢待舉，雖然日本政府一年來就復興

工作，預算、成立復興廳專責統籌重建

工作；但由於地震、海嘯、核電同時發

生，牽涉及面太廣，短期很難復舊，其

重點如下：

福島核電廠廢爐工程

核電爐心熔可停止，核子廢墟及核

料移動，消滅放射能，工程十分困難；

依照蘇聯專家建議，先做好石棺，現已

著手；美國三浬島核發電事故，經過20
年才完成廢爐，並派人嚴加管理。日本

最少要30年～40年之間方能解決；3月3
日野田首相稱：日本政府計畫投入至少

一萬億日圓（約合122億美元）用於清核

汚染工作。

垃圾和輻射廢物難處理

海嘯後重災區三縣留下之瓦礫、廢

棄物超過2,253萬噸之多，其中最難處理

是核廢物質及汚泥，如何除染、清洗、

中間貯藏場所，需要2,800萬立方米之地

方，各地均加排斥，場所難覓；日前統

計全部垃圾處理的只有5.6%。美國半島

學院海洋學者艾比斯邁爾指出此次海嘯

造成的「海洋垃圾」、房屋、殘骸、漁

船、傢俱、汽車及不幸罹難者遺骸估計

有2,500萬噸，預計明年底可到加州海

岸，6年後再返原地。又關東地區一都6
縣放射性物質汚染土有14萬噸，一年來

也無法妥善處理。

防潮堤復原工程

東北三縣的防潮堤約有190公里；有

的被破壊，有的要加高十米以上，一年

來施工者祇有18公里，政府預計5年內完

成，復舊費用預算日幣7,253億圓，由於

用地取得及地盤下沈的影響工程進度遲

緩，僅完成一成。東北也是海産加工之

處，漁民失去出海工具―漁船、漁港三

縣有260座其中有的被破壊不能使用。

農業復興

東北三縣約有2萬530公頃的農地受

到海嘯災害，有的是被海水淹沒及核子

汚染，除污、除鹽是非常艱巨任務，到

今年一月只有68%在施行，許多農家由

於避難廢業，本來震災前從2006年開始

各縣推進大合作社企業化農地經營，生

産大豆、米、蔬菜等很有成果，也可以

外銷國外，不幸遭此天災，不祇無法輸

出，因汚染世界有47國及地域，禁止日

本食品輸入，就是當地住民也減少採購

當地生産；尤其農業勞動力缺少年青人

外移，農業復興嚴峻。福島縣全縣面積

森林佔七成，約有97萬2,100公頃，住

民從事木材加工生意者很多，這次核汚

染，無法除染，陷入停頓休業狀態。

住宅整備

海嘯被害統計資料顯示，三縣超過

98萬棟房屋全毀或半毀，東北縱長230公
里的海岸之防護森林，有160公里樹木連

根拔掉，遭到海水侵蝕的海岸林達3,600
公頃，嚴重破壊，影響到建築材的供

給。岩手、宮城、福島重災區避難，住

組合屋有12萬3,336人；另外有的到各外

縣市，返郷無家可歸，因住宅問題無法

解決，甚至政府正在規劃全村移民。

健康問題

避難人民受到浩劫，對輻射心有餘

悸，有的失去家人，心靈創傷，需要心

理治療；孤獨死者18人，厭世自殺者頻

傳，因地震関連死1,479人，災後地區衛

生及健康管理待加強，災區醫院倒塌，

醫師、看護人員不足，核爆造成人體輻

射，影響健康，去年311地震一個月後由

弘前大學原爆總合研究所測定，在65人
中有5人超過50毫西弗（文部省標準年間

20毫西弗），又福島醫大測檢發現「郡

山4歳到7歳兒童」「有甲狀腺癌」可能

疑慮。現政府已完成體檢兒童有3,765
人，其中1,080人需追蹤測檢。蘇聯核爆

事故發生後，當地兒童有6,000人得「有

甲狀腺癌」，兒童健康令人憂慮。

日本政局近年來非常不安定，平均

一年多就要換一位首相，各政黨在大災

難中，不能舉國一致面對重建，使復興

重建之立法牛歩進行，這様延宕救災，

引起三縣地方政府之不滿。

東京四年內發生七級地震

311地震滿一年陰影尚未消失，接

著廣傳東京大地震又將來臨，主要原因

日本是一個地震、火山爆發較多國家，

在20世紀就發生兩次大地震1923年9月

1日關東發生芮氏8.3級大地震僅東京倒

塌房屋30萬9,000棟，死亡人數達68,660
人；1995年1月17日又發生芮氏7.2級阪

神大地震，房屋倒塌13,538棟，死亡人

數5,329人，日本地處於歐亞板塊、菲律

賓板塊和北美洲板塊交界處，也在太平

洋火環帶上，地震頻繁，日本平均每天

測得一次大大小小的地震，而全球強度

達6級以上的地震，五分之一都在日本發

生。

依據今年一月日本政府地震調査研

究推進本部發表：日本可能引發地震概

率進行了公佈，30年內發生地震概率高

的活斷層在全國有33處，其中包括了首

都圈東京可能發生7級地震。

日本東京大學地震研究所也在1月23
日發表研究報告，由教授平田直帶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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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小組，以去年3月11日東北大地震之後

到12月底，氣象廰觀測到地震數據加以

分析後得出「四年內有七成發生率」的

結果，7級的直下型地震在東京發生。

日本文科省交由東京大學平田直

教授等人組成地震研究組，今年在3月7
日的記者招待會發表，預測在東京灣北

部含千葉、神奈川、埼玉三縣之部分地

區，如在平日午後6時發生直下型7級以

上地震，推算死亡人數為11,000人，摧毀

85萬棟房屋，誘發海嘯淹沒羽田機場，

神奈川縣鎌倉市高達14米以上海浪，橫

濱市中心也在4米以上，可能使東京都癱

瘓，經濟損失達112兆日圓。

更恐懼的，倘使不測事故發生，如

果東海、東南海、南海三連動地震同時

在一、二日發生，再加上富士山近年來

有活動加劇現象，附近靜岡311後曽發

生6.4地震，如果富士山再爆發，這様真

是日本末日的來臨。考察日本地震史在

2000年前，御前崎、喜界島、高知等曽

同時發生過巨大海嘯。

日本政府以喚醒人民做好防災準

備，各地加強訓練，強化公共設施及交

通住宅等耐震程度，東京都消防局製作

宣導防災片，在電視中播出，政府也委

託在地震來時，不只學校開放，企業也

提供場所，收容一時無法回家的上班

族，平時要儲蓄食品及飲料。防災訓練

無法克服是海嘯速度太快，避難困難。

大和民族在天災及戰亂中鍛練成

一種靱性團結合作，守秩序的精神，東

北寒冷地區避難過著艱苦生活，而能忍

耐，雖有不滿，但少以行動向政府抗

爭，尤其福島核電工作人員捨身堅守崗

位，這些勇士敬業精神為世人敬佩。

臺灣是個海島，與日本同在太平洋

地震帶上，地震時常發生。筆者此文期

望提醒同胞平日做好地震、海嘯、核子

外洩三大事故之防災準備，也貢獻給政

府有關部會之參考。（作者為前僑選立

委，旅居日本橫濱）

▲東京地狹人稠，地震後果堪慮。

中國揚眉廿一世紀靠什麼？

文化、文化、文化
▓陳若曦

4月19日，台北世貿舉行「2012年台

北國際禮品暨文具展」。北京市委宣傳

部帶領市文創產業促進中心及石景山、

大興幾位區幹部來參展，展品有傳統的

雕漆、景泰藍、老舍茶館、大碗茶…，

並有北京故宮的器物（如價值台幣三百

萬的緙絲皇袍）及動漫等，豐富多彩，

吸引了很多顧客。

自2009年北京開始來台參展，年

年都舉辦「海峽兩岸文化創意產業論

壇」，招徠越來越多的台灣文化產商參

與交流。筆者已過古稀之年，對經商一

竅不通，但有感於台灣政府長期漠視文

化產業，十分憂心，乃隨同幾個藝文界

的導演加入企業人士，共同成立了「台

灣文創學會」，期能聯合文娛、影劇、

珠寶、美食、旅遊…等業者，群策群

力，把台灣的文創產品推上國際。尤其

主張和大陸廣泛交流，共同創造有中華

特色的產品，讓中華文化發揚光大，我

們這一代人就算沒白活了。

據說北京是2005年才提出要大力發

展文創，不到十年它已躍為首都的經濟

新銳和重要支柱，僅2010年的增加值已

佔全市GDP的12.3%；來台參展這三年，

也為首都創造了六億元產值。

「北京市已經嚐到甜頭了。」文

創中心負責人去年就總結經驗並展示雄

心，目標是「把北京打造成華語文化產

品的製造中心、市場中心。」

今年他更提出：「要以國際語彙表

現中國文化精髓，才能『走出去』。」

中國要走出去，台灣可幫忙　

平心而論，要達到這項目標，有台

灣幫忙方能事半功倍。

幾個北京市的區領導，個個青年

才俊，介紹區內的文化建設，樁樁大手

筆，高樓大廈、大道、大花園，輔以數

位影象，令人印象深刻。

輪到我們台北市文化局長劉維公致

詞，他輕鬆地表示：「台北不害怕，因

為我們有技術有人材。」

誠然，台灣文化豐沛已有口皆碑，

但若缺乏資金，政府又不出面推動，那

可是空畫一張大餅了。

友人之子四年前把漫畫家幾米〈微

笑的魚〉做成六分鐘動漫，在威尼斯獲

得冠軍獎。兩年奮鬥下來，毫無進展，

終被上海挖角。上海搶人是這樣的：你

在台灣月入多少？台幣八萬？行，我也

給你八萬人民幣，外加一套免費公寓和

其它優惠。

做得愉快嗎？據說很有成就感。

碰到有關國際行銷的決議，他離開會議

桌，拎起手提包就奔機場；台灣護照不

需簽證可以走127國，優勢可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