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想瞭解更多資訊，請造訪  energyupgradeca.org

Energy Upgrade California®（加州能源升級計

劃）團隊非常感謝您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期持續

努力付出。如果缺少向您們這樣的組織，我們的

社區和企業在面對新冠病毒危機時將缺乏關鍵的

資源和支持。  

加州能源升級計劃為您整合了宣傳工具包，幫助您與組

織內的企業會員交流和提供援助

作為與社區內以及周邊小企業緊密合作的社區組織，我們希望您能夠分享這一個工具包內的資源，以在新冠狀

病毒疫情期間幫助小企業。這些資源可以幫助企業更好地管理能源使用，和節省能源帳單開銷。此外，我們建

議所有的小企業都與能源供應商聯絡，瞭解疫情期間能源使用的相關資訊。 

再次感謝您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期辛勤的付出。加州有您真幸運！您可以在以下網址下載上述資料：

www.energyupgradecacommunity.org。如有任何疑問，請隨時與我們聯繫！

誠摯敬意， 
加州能源升級計劃團隊

宣傳資源包括：

可以在營業地點進行的小企業能源審核

企業可以參考的資料清單以及良好服務小貼士

值得所有人學習和借鑒靈感的加州社區節能英雄清單

含有小貼士與鏈結的資源清單，幫助企業領導者與員工分享節能

可用來鼓勵會員節能的社群媒體貼文  

小企業宣傳資料

http://www.energyupgradeca.org
https://www.energyupgradeca.org/
https://energyupgradecacommunity.org/


企業能源審核

小企業相關連結

SoCalGas 「為您的企業」

頁面

SCE 企業能源指南 PG&E 企業資源中心 SDGE 企業節能中心

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期，盡可能減低成本的方式之一就是在您的營業地點進行能源審核。在每一分錢都很重要

的時刻，即便只是節省少量能源，也能幫助減少能源費用。以下的審核詳細地說明了您可以考慮進行調整的區

域。您也可以使用下方的連結，從能源供應商網頁找到更多有關節約能源和開銷的資訊。

簡單的企業能源審核

測量房子溫度！
在冬季，將您的恆溫器
設定為 68 度以下，
在夏季，將您的恆溫
器設定為 78 度或

更高。

注意空房中的燈是否
關閉。

尋找方法和價格折扣，
升級電燈和電器的
調光器、定時器和感

應器。

檢查所有燈泡。
您是使用 LED 燈泡還
是老舊的低效率燈泡？

找出漏氣和通風處。檢
查窗戶、門、天窗和其他

區域。

檢查未使用的設備和
小型家電，在不使用

時拔掉電源。

新冠狀病毒大流行給小企業帶來了獨一無二的挑戰。全加州乃至全美

國的小企業都在經歷前所未有的財務困境。

定期更換空調濾網。
檢查濾網，如果不乾淨就

做替換。

確保在結束營業時關閉
電腦和其他辦公用品。

成為經過環保認證的 
(Green Certification) 
企業！與當地的能源供
應商聯絡，獲得幫助，
減少您的企業碳足跡。 

若想瞭解更多資訊，請造訪  energyupgradec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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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清單
對於全加州的小企業以及小企業的僱員而言，轉換至在家工作是非常困難

的。儘管未使用辦公室，但辦公室可能仍在過度消耗能源。鑒於小企業的

利潤通常都較小，以下簡單的幾個方法可以幫助您節約能源和開銷。

降低辦公室的能源用量

在企業不營業期間，電腦、電燈以及電器甚至在閒置的情況下都還在消耗能源。以下幾種方法有助於減少不
必要的辦公室能耗：

加州能源升級計劃致力於幫助您節省能源帳單的花費，減少能耗浪費，共同度過疫情期間。 

在有需要的時期支援您的社區 
獲得與新冠病毒相關經濟損失的經濟援助

查看當地的商會網頁，查看社區中仍在開放和營業

的小企業清單

從當地餐館點外賣，在這個艱難的時刻，展示您與

小企業的團結

在這段時期，向當地食物銀行和庇護所捐贈任何未

使用的食物、衣物或其他資源，以資助其他加州人  

向您的供應商和長期客戶提供最新的資訊，提醒他

們企業運營或日程安排方面的任何變更

瞭解支持醫務專業人員和對抗新冠狀病毒的相關資訊

造訪 energyupgradeca.org ，瞭解更多 
 

拔掉所有電腦和其他辦公室電子
設備的插頭，以減少吸血鬼式的

能源消耗。

關閉所有電燈，
還在使用中的房間/

辦公室裡的電燈除外。

關閉所有延長線，除非它們給
伺服器或冰箱供電。

減少漏氣的情況，
以節約暖氣和空調的費用。

在可能的情況下，利用自然加
熱/冷卻和照明功能，盡可能

不開空調或燈具。

更換白熾燈泡，使用更耐用的 
LED 節能燈泡。

若想瞭解更多資訊，請造訪  energyupgradeca.org

https://business.ca.gov/coronavirus-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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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瞭解更多資訊，請造訪  energyupgradeca.org

給食品業的
8個節能小貼士

加州環保企業網絡鼓勵所有企業使用（或找到）

一個組織或團體來協助自己減少能源用量。  
若想瞭解更多資訊，請造訪  https://greenbusinessca.org/how-to-get-certified/. 

安裝動態感應燈

貼士 

2

在安裝完動態感應燈後，您就不需要記得在離開房間
時關閉電燈。減少人造光源的使用是降低能源成本最
簡易的方式之一。

相比鹵素白熾燈泡，LED 燈泡的能耗僅佔 
25%–30%，並且使用壽命達到 8-25 倍。
少花點時間爬梯換燈泡，多花點時間讓顧客滿意。

妥善棄置您的白熾燈泡，
換上一些 LED 燈

貼士 

1

雖然空調濾網的使用壽命依產品而異，定期檢查 
HVAC 設備的濾網是很重要的。好的經驗法則就是，
在空調濾網看起來不乾淨時就進行更換，
無論您上次更換是在什麼時候。不乾淨空調濾網會導
致 HVAC 系統需要更加賣力地工作，而且會減少空
氣的流通，增加開銷，並且可能演變成需要維護機械
的大問題。

定期更換空調濾網

貼士 

6

安裝能夠調節建築溫度的程式化恆溫器，
您每年就可以額外節省 10% 的加熱和降溫費用。
如果想要節省更多，在夏季將恆溫器的常用溫度調高
一度，通常即可節省 2-3% 的製冷成本。

使用可程式化恆溫器

貼士 

5

適當地密封和絕緣套管有助於降低高達 20% 
的降溫系統能耗。

絕緣和密封套管

貼士 

7

不知道該從哪裡開始？與您當地的能源供應商聯絡，
讓它們協助您的企業減少碳足跡。

成為經過認證的環保企業
(Green Business)

貼士 

8

在衛生間和廚房的水槽安裝低流量的水龍頭可以減少
過度用水。加熱水非常昂貴，因此少用對於您的能源
帳單和加州的水庫都非常有益。

安裝低流量水龍頭

貼士 

3

小心不要蓋住進氣閥，給您的熱水器穿上外套可以節
省高達 10% 的水加熱費用。

如果您的熱水器水箱較老
舊，您可以用隔熱夾套把它
包起來 

貼士 

4

https://energyupgradeca.org/
https://greenbusinessca.org/how-to-get-certified/
https://greenbusinessca.org/how-to-get-certified/


線上會議

您是否舉辦過任何線上研討會或電話會議？

 
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期，請讓加州能源升級計劃

成為您的一個資源。讓加州能源升級計劃的代表

參與其中，講解可以幫助組織和員工減少能源用

量的小技巧。我們也可以根據您的需求要求提供

宣傳材料。

小企業相關連結

SoCalGas 
「為您的企業」頁面

SCE 企業能源指南 PG&E  
企業資源中心

SDGE  
企業節能中心

如有興趣，請透過 info@energyupgradecacommunity.org 與我們聯繫

造訪 www.EnergyUpgradeCA.org/COVID-19-tips/#tips，
獲取有關如何減少能源用量的小貼士。

Energy Upgrade California® （加州能源升級計劃）是一項全州範圍的計畫，致力於幫助加州人節省能源，利用

更可持續的自然資源，降低對能源網的需求，對居家和工作中的能源使用作出明智的選擇，這些對加州來說將

有長遠的益處。

若想瞭解更多資訊，請造訪  energyupgradeca.org

https://www.socalgas.com/for-your-business/energy-savings
https://www.socalgas.com/for-your-business/energy-savings
https://www.socalgas.com/for-your-business/energy-savings
https://www.socalgas.com/for-your-business/energy-savings
https://www.sce.com/business/ems
https://www.sce.com/business/ems
https://www.sce.com/business/ems
https://www.pge.com/en_US/small-medium-business/business-resource-center/resources/resources.page
https://www.pge.com/en_US/small-medium-business/business-resource-center/energy-management-articles/energy-management-articles.page
https://www.pge.com/en_US/small-medium-business/business-resource-center/resources/resources.page
https://www.pge.com/en_US/small-medium-business/business-resource-center/resources/resources.page
https://www.sdge.com/businesses/savings-center/tools-energy-tips
https://www.sdge.com/businesses/savings-center/tools-energy-tips
https://www.sdge.com/businesses/savings-center/tools-energy-tips
https://www.sdge.com/businesses/savings-center/tools-energy-tips
https://www.energyupgradeca.org/covid-19-tips/#tips
https://www.energyupgradeca.org/


若想瞭解更多資訊，請造訪  energyupgradeca.org

在您的社群媒體帳號上分享以下貼文，提醒您的社區如何節能！只需單擊

每個圖像以下載可使用的副本。與電子報內文類似，這些貼文與隨附的其

他資源不同，只供組織使用，不向社區成員分發作其個人用途。

請參考以下針對每個圖片搭配的貼文說明。如果您選擇單獨發送每個小貼士，
請確保調整標題與圖片相符：

我們加州人正在透過待在家中的方式盡一己之力。但待在家中可能導致能源開銷上漲。以下小貼士，
可以幫助我們在這個動蕩不定的時期節省能源和開銷。 #COVID19Tips #KeepItGolden

社群貼文

居家節能

設定 68°

設為睡眠模式或關機調暗屏幕，使用環保模式

拔掉插頭或關閉電源

用電扇降溫

利用太陽獲取光與熱

拉上窗簾，阻擋熱氣

http://www.energyupgradeca.org
https://www.energyupgradeca.org/
https://www.instagram.com/explore/tags/covid19tips/
https://www.instagram.com/explore/tags/keepitgolden/
https://content.streamhoster.com/file/ddc2/EUG/EUC/COVID_Tips_Carousel_Frame_1.png?dl=1
https://content.streamhoster.com/file/ddc2/EUG/EUC/COVID_Tips_Carousel_Frame_5.png?dl=1
https://content.streamhoster.com/file/ddc2/EUG/EUC/COVID_Tips_Carousel_Frame_6.png?dl=1
https://content.streamhoster.com/file/ddc2/EUG/EUC/Artboard2_Fan.jpg?d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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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瞭解更多資訊，請造訪  energyupgradeca.org

節能英雄
誰是加州的節能英雄？

來認識一下這些傑出的居民和小企業主。他們每個人都在盡自己的一份力量，為加州乃至

整個地球節約能源和減少碳足跡。點選以下任意英雄的姓名，瞭解更多資訊。

STRAUS 家族乳品廠 
Straus 家族乳品廠借助牛的力氣運
作他們的農場，生產 100% 有機的
牛奶。

EQUATOR COFFEES & TEAS
從咖啡豆的採購到烘焙， Equator 
Coffees & Teas 降低能耗，製作出優
秀的產品。

沙加緬度環保健身房  
(SACRAMENTO ECO FITNESS)
沙加緬度環保健身房將人力加以應
用。瞭解您在健身房消耗的能量可
以如何為健身房或其他設備供電。

STEFANIE PRUEGEL：屋主

簡單的能源評估就讓 Stephanie 的家
成為了節能省錢的住宅。

SIERRA 內華達釀酒公司 

Sierra 內華達釀酒公司已經幾乎脫
離電路網，依靠乾淨和可再生能源
運作。

CHRIS PAINE：電影製作人 

《Who Killed The Electric Car》
的幕後英雄分享他對生活節能的想
法與實踐。

讓我們一起來瞭解一下加州的一些

http://www.energyupgradeca.org
https://www.energyupgradec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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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瞭解更多資訊，請造訪  energyupgradeca.org

GRID ALTERNATIVES：社區焦點

GRID Alternatives 是一家非營利機
構，透過節能的方式幫助服務弱勢
社區節省開銷。

AHMAD FARUQUI：屋主  
由於每個行動都很重要，Ahmad 
為節能所做的每件事為他省下了許
多開銷。

SADIE WADDINGTON:  
ONE BIG FISH EVENT PLANNING 
Sadie 是小企業主，她向我們展示客
製化活動也可以對環境友善。

TERRY NORRIS:  
PRECISION LABS CALIBRATION 
如何運轉空調將實驗室保持在精確
的 68°，卻能節省能源？

GRACE YANG：屋主 
Grace Yang 和她的家人致力於節
能，並希望能夠以此激勵加州柏克
萊的其他人。

FABIAN RODRIGUEZ:  
BELLA PASTA 
Fabian 是 Bella Pasta的店主，同時
也是房產經紀人和節能英雄，他在
加州弗雷斯諾 (Fresno) 生活和經營
自己的小企業。

PILAR ZUNIGA: 
GORGEOUS AND GREEN 
Pilar 的花藝坊位於加州奧克蘭，是
企業可以在環保、節能的同時保持
非凡優雅的典範。

JACQUELINE TAYLOR:  
AMERICAN ADORN
環保認證（Green Certification）
比您想象中更有益於您的企業。瞭解
為什麼這是一種出色的商業模式。

GUILLERMO ULYSSES：屋主

Guillermo 是電影剪輯師、全職
爸爸，也是居住在加州惠蒂爾
(Whittier) 的節能英雄。 

加州蘭開斯特（LANCASTER）：
社區焦點 
加州蘭開斯特與市長 R. Rex Parris 
致力於對抗氣候變化和為居民提供
清潔能源。

BRANDON SHAMIM：屋主

Brandon 是位屢獲殊榮的商業策
略師、領導力教練和大學講師，
他與妻子生活在加州帕薩迪納 
(Pasad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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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Upgrade California® （加州能源升級計劃）是一項全州範圍的計畫，

旨在確保每個加州人都能獲得所需的工具來邁向更乾淨、更健康和更繁榮的加

州。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我們正在幫助加州居民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以減

輕他們在這個空前時期所面對的財務負擔，同時繼續朝 2030 年之前將能源效

率提高一倍，並將溫室氣體的排放減少 40%的目標前進。

資源清單

節能的同時，讓居家更安全。

許多加州人目前都在家工作、在家學習和在家照顧孩子。由於他們比平時使用更多的電力，他們的能

源帳單將比平時更高。在加州能源升級計劃中，我們知道，小小的節能舉動可以對能源帳單甚至是加

州都能產生很大的影響。

新冠病毒對能源效率有怎樣的影響？

•  隨著加州人透過居家避疫遵守安全規範和公共健康指南，住宅電力和天然瓦斯的使用很可能會因此

增加，導致能源帳單上漲。

•  相比去年同期，最近幾週的住宅電力用量已經從 15% 提高到了 20%。

小舉動 大改變

家中些微的能源低效將會累積造成巨大的損失，這對於我們的花費和加州而言都是如此。

以下是您可以在家中採取的一些行動：

•  使用自然採光。在晴天打開百葉窗，讓陽光自然地照亮和溫暖您的家。

•  調整您的恆溫器。天氣涼爽時，將恆溫器設定在68°以下。而睡眠時，將溫度設置在62° 以下。

天氣涼爽時

https://www.energyupgradec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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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對疫情期間能如何最大程度地節能有任何

問題，或需了解可以獲得哪些保護和如何受惠，

請聯絡您當地的能源供應商，或造訪 
energyupgradeca.org 瞭解更多資訊。 

天氣炎熱時

全年

•  使用風扇降溫。風扇可以保持空氣流通，使您可以將恆溫器調高幾度，在降低空調費用的同時，

一樣能保持舒適。 

•  調整您的空調。在夏季的幾個月中，將空調調整至 78 度以上。

•  根據需要替換空調濾網。不乾淨的空調濾網會導致系統必須更加賣力地迫使空氣通過管道，

透過每月清潔或更換濾網，您可以提高能源效率並降低成本。

•  拔掉未使用設備的電源。確保拔掉未使用設備的電源或關閉電源板。

• 降低洗碗機的使用頻率。如果您有洗碗機，請確保在裝滿洗碗機後再使用。

• 調整電器設定。在可能的情況下，調低屏幕亮度，並盡可能使用環保模式。未在使用中時，將您的電腦

設定為睡眠模式或關機。

• 改善居家隔熱。改善隔熱能幫助您在降低能源成本的同時保持冬暖夏涼。

資源清單

https://www.energyupgradec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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