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009 節能減碳共同科目
1.

不分級

工作項目 04：節能減碳

(3) 依能源局「指定能源用戶應遵行之節約能源規定」，下列何場所未在其管制之範圍？①旅館②餐廳③住家④
美容美髮店。

2.

(1) 依能源局「指定能源用戶應遵行之節約能源規定」，在正常使用條件下，公眾出入之場所其室內冷氣溫度平
均值不得低於攝氏幾度？①26②25③24④22。

3.

(2) 下列何者為節能標章？①

②

③

④

。

4.

(4) 各產業中耗能佔比最大的產業為①服務業②公用事業③農林漁牧業④能源密集產業。

5.

(1) 下列何者非省能的做法？①電冰箱溫度長時間調在強冷或急冷②影印機當 15 分鐘無人使用時，自動進入省電
模式③電視機勿背著窗戶或面對窗戶，並避免太陽直射④汽車不行駛短程，較短程旅運應儘量搭乘公車、騎
單車或步行。

6.

(3) 經濟部能源局的能源效率標示分為幾個等級？①1②3③5④7。

7.

(2) 溫室氣體排放量：指自排放源排出之各種溫室氣體量乘以各該物質溫暖化潛勢所得之合計量，以①氧化亞氮(N
O)②二氧化碳(CO2)③甲烷(CH4)④六氟化硫(SF6) 當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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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 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中華民國一百三十九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中華民國九十四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百分之①二十②三十③四十④五十

9.

以下。

(2)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①經濟部能源局②環境保護署③國家發展委員會④衛
生福利部。

10. (3)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中所稱：一單位之排放額度相當於允許排放①一公斤②一立方米③一公噸④一公擔 之
二氧化碳當量。
11. (3) 下列何者不是全球暖化帶來的影響？①洪水②熱浪③地震④旱災。
12. (1) 下列何種方法無法減少二氧化碳？①想吃多少儘量點，剩下可當廚餘回收②選購當地、當季食材，減少運輸
碳足跡③多吃蔬菜，少吃肉④自備杯筷，減少免洗用具垃圾量。
13. (3) 下列何者不會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①减少使用煤、石油等化石燃料②大量植樹造林，禁止亂砍亂伐③增高
燃煤氣體排放的煙囪④開發太陽能、水能等新能源。
14. (4) 關於綠色採購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採購回收材料製造之物品②採購的產品對環境及人類健康有最小的
傷害性③選購產品對環境傷害較少、污染程度較低者④以精美包裝為主要首選。
15. (1) 一旦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增加，會引起哪一種後果？①溫室效應惡化②臭氧層破洞③冰期來臨④海平面下
降。
16. (3) 關於建築中常用的金屬玻璃帷幕牆，下列何者敘述正確？①玻璃帷幕牆的使用能節省室內空調使用②玻璃帷
幕牆適用於臺灣，讓夏天的室內產生溫暖的感覺③在溫度高的國家，建築使用金屬玻璃帷幕會造成日照輻射
熱，產生室內「溫室效應」④臺灣的氣候溼熱，特別適合在大樓以金屬玻璃帷幕作為建材。
17. (4) 下列何者不是能源之類型？①電力②壓縮空氣③蒸汽④熱傳。
18. (1) 我國已制定能源管理系統標準為①CNS 50001②CNS 12681③CNS 14001④CNS 22000。
19. (1) 台灣電力公司所謂的離峰用電時段為何？①22：30~07：30②22：00~07：00③23：00~08：00④23：30~08：30。
20. (1) 經濟部能源局規定，下列何種燈泡在額定消耗功率超過 25W 時不得使用？①白熾燈泡②LED 燈泡③省電燈泡
④螢光燈管。
21. (1) 下列哪一項的能源效率標示級數較省電？①1②2③3④4。
22. (4) 下列何者不是目前台灣主要的發電方式？①燃煤②燃氣③核能④地熱。
23. (2) 有關延長線及電線的使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拔下延長線插頭時，應手握插頭取下②使用中之延長線如
有異味產生，屬正常現象不須理會③應避開火源，以免外覆塑膠熔解，致使用時造成短路④使用老舊之延長
線，容易造成短路、漏電或觸電等危險情形，應立即更換。
24. (1) 有關觸電的處理方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應立刻將觸電者拉離現場②把電源開關關閉③通知救護人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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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絕緣的裝備來移除電源。
25. (2) 目前電費單中，係以「度」為收費依據，請問下列何者為其單位？①kW②kWh③kJ④kJh。
26. (4) 依據台灣電力公司三段式時間電價(尖峰、半尖峰及離峰時段)的規定，請問哪個時段電價最便宜？①尖峰時段
②夏月半尖峰時段③非夏月半尖峰時段④離峰時段。
27. (2) 當電力設備遭遇電源不足或輸配電設備受限制時，導致用戶暫停或減少用電的情形，常以下列何者名稱出現？
①停電②限電③斷電④配電。
28. (2) 照明控制可以達到節能與省電費的好處，下列何種方法最適合一般住宅社區兼顧節能、經濟性與實際照明需
求？①加裝 DALI 全自動控制系統②走廊與地下停車場選用紅外線感應控制電燈③全面調低照度需求④晚上
關閉所有公共區域的照明。
29. (2) 上班性質的商辦大樓為了降低尖峰時段用電，下列何者是錯的？①使用儲冰式空調系統減少白天空調電能需
求②白天有陽光照明，所以白天可以將照明設備全關掉③汰換老舊電梯馬達並使用變頻控制④電梯設定隔層
停止控制，減少頻繁啟動。
30. (2) 為了節能與降低電費的需求，家電產品的正確選用應該如何？①選用高功率的產品效率較高②優先選用取得
節能標章的產品③設備沒有壞，還是堪用，繼續用，不會增加支出④選用能效分級數字較高的產品，效率較
高，5 級的比 1 級的電器產品更省電。
31. (3) 有效而正確的節能從選購產品開始，就一般而言，下列的因素中，何者是選購電氣設備的最優先考量項目？
①用電量消耗電功率是多少瓦攸關電費支出，用電量小的優先②採購價格比較，便宜優先③安全第一，一定
要通過安規檢驗合格④名人或演藝明星推薦，應該口碑較好。
32. (3) 高效率燈具如果要降低眩光的不舒服，下列何者與降低刺眼眩光影響無關？①光源下方加裝擴散板或擴散膜
②燈具的遮光板③光源的色溫④採用間接照明。
33. (1) 一般而言，螢光燈的發光效率與長度有關嗎？①有關，越長的螢光燈管，發光效率越高②無關，發光效率只
與燈管直徑有關③有關，越長的螢光燈管，發光效率越低④無關，發光效率只與色溫有關。
34. (4) 用電熱爐煮火鍋，採用中溫 50%加熱，比用高溫 100%加熱，將同一鍋水煮開，下列何者是對的？①中溫 50%
加熱比較省電②高溫 100%加熱比較省電③中溫 50%加熱，電流反而比較大④兩種方式用電量是一樣的。
35. (2) 電力公司為降低尖峰負載時段超載停電風險，將尖峰時段電價費率(每度電單價)提高，離峰時段的費率降低，
引導用戶轉移部分負載至離峰時段，這種電能管理策略稱為①需量競價②時間電價③可停電力④表燈用戶彈
性電價。
36. (2) 集合式住宅的地下停車場需要維持通風良好的空氣品質，又要兼顧節能效益，下列的排風扇控制方式何者是
不恰當的？①淘汰老舊排風扇，改裝取得節能標章、適當容量高效率風扇②兩天一次運轉通風扇就好了③結
合一氧化碳偵測器，自動啟動/停止控制④設定每天早晚二次定期啟動排風扇。
37. (2) 大樓電梯為了節能及生活便利需求，可設定部分控制功能，下列何者是錯誤或不正確的做法？①加感應開關，
無人時自動關燈與通風扇②縮短每次開門/關門的時間③電梯設定隔樓層停靠，減少頻繁啟動④電梯馬達加裝
變頻控制。
38. (4) 為了節能及兼顧冰箱的保溫效果，下列何者是錯誤或不正確的做法？①冰箱內上下層間不要塞滿，以利冷藏
對流②食物存放位置紀錄清楚，一次拿齊食物，減少開門次數③冰箱門的密封壓條如果鬆弛，無法緊密關門，
應儘速更新修復④冰箱內食物擺滿塞滿，效益最高。
39. (2) 就加熱及節能觀點來評比，電鍋剩飯持續保溫至隔天再食用，與先放冰箱冷藏，隔天用微波爐加熱，下列何
者是對的？①持續保溫較省電②微波爐再加熱比較省電又方便③兩者一樣④優先選電鍋保溫方式，因為馬上
就可以吃。
40. (2) 不斷電系統 UPS 與緊急發電機的裝置都是應付臨時性供電意外狀況，停電時，下列的陳述何者是對的？①緊
急發電機會先啟動，不斷電系統 UPS 是後備的②不斷電系統 UPS 先啟動，緊急發電機是後備的③兩者同時啟
動④不斷電系統 UPS 可以撐比較久。
41. (2) 下列何者為非再生能源？①地熱能②核能③太陽能④水力能。
42. (1) 使用暖氣機時，下列何種為節能之作法？①設定室內溫度在 20℃②設定室內溫度在 24℃③開一點窗維持通風
④開啟風扇增加對流。
43. (1) 一般桶裝瓦斯(液化石油氣)主要成分為①丙烷②甲烷③辛烷④乙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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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丁烷。

44. (1) 在正常操作，且提供相同使用條件之情形下，下列何種暖氣設備之能源效率最高？①冷暖氣機②電熱風扇③
電熱輻射機④電暖爐。
45. (4) 下列何者熱水器所需能源費用最少？①電熱水器②天然瓦斯熱水器③柴油鍋爐熱水器④熱泵熱水器。
46. (4) 某公司希望能進行節能減碳，為地球盡點心力，以下何種作為並不恰當？①將採購規定列入以下文字：「汰
換設備時首先考慮具有節能標章、或能源效率 1 級之產品」②盤查所有能源使用設備③實行能源管理④為考慮
經營成本，汰換設備時採買最便宜的機種。
47. (2) 冷氣外洩會造成能源之消耗，下列何者最耗能？①全開式有氣簾②全開式無氣簾③自動門有氣簾④自動門無
氣簾。
48. (4) 下列何者不是潔淨能源？①風能②地熱③太陽能④頁岩氣。
49. (2) 有關再生能源的使用限制，下列何者敘述有誤？①風力、太陽能屬間歇性能源，供應不穩定②不易受天氣影
響③需較大的土地面積④設置成本較高。
50. (4) 全球暖化潛勢(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是衡量溫室氣體對全球暖化的影響，下列何者表現較差？①200②
300③400④500。
51. (3) 有關台灣能源發展所面臨的挑戰，下列何者為非？①進口能源依存度高，能源安全易受國際影響②化石能源
所占比例高，溫室氣體減量壓力大③自產能源充足，不需仰賴進口④能源密集度較先進國家仍有改善空間。
52. (3) 若發生瓦斯外洩之情形，下列處理方法何者錯誤？①應先關閉瓦斯爐或熱水器等開關②緩慢地打開門窗，讓
瓦斯自然飄散③開啟電風扇，加強空氣流動④在漏氣止住前，應保持警戒，嚴禁煙火。
53. (1) 全球暖化潛勢(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是衡量溫室氣體對全球暖化的影響，其中是以何者為比較基準？
①CO2②CH4③SF6④N2O。
54. (4) 有關建築之外殼節能設計，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開窗區域設置遮陽設備②大開窗面避免設置於東西日曬方
位③做好屋頂隔熱設施④宜採用全面玻璃造型設計，以利自然採光。
55. (1) 下列何者燈泡發光效率最高？①LED 燈泡②省電燈泡③白熾燈泡④鹵素燈泡。
56. (4) 有關吹風機使用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有誤？①請勿在潮濕的地方使用，以免觸電危險②應保持吹風機進、
出風口之空氣流通，以免造成過熱③應避免長時間使用，使用時應保持適當的距離④可用來作為烘乾棉被及
床單等用途。
57. (2) 下列何者是造成聖嬰現象發生的主要原因？①臭氧層破洞②溫室效應③霧霾④颱風。
58. (4) 為了避免漏電而危害生命安全，下列何者不是正確的做法？①做好設備金屬外殼的接地②有濕氣的用電場
合，線路加裝漏電斷路器③加強定期的漏電檢查及維護④使用保險絲來防止漏電的危險性。
59. (1) 用電設備的線路保護用電力熔絲(保險絲)經常燒斷，造成停電的不便，下列何者不是正確的作法？①換大一級
或大兩級規格的保險絲或斷路器就不會燒斷了②減少線路連接的電氣設備，降低用電量③重新設計線路，改
較粗的導線或用兩迴路並聯④提高用電設備的功率因數。
60. (2) 政府為推廣節能設備而補助民眾汰換老舊設備，下列何者的節電效益最佳？①將桌上檯燈光源由螢光燈換為 L
ED 燈②優先淘汰 10 年以上的老舊冷氣機為能源效率標示分級中之一級冷氣機③汰換電風扇，改裝設能源效率
標示分級為一級的冷氣機④因為經費有限，選擇便宜的產品比較重要。
61. (4) 下列何者與冷氣機的節能無關？①定期清潔過濾網②設定定時運轉③調高設定溫度④不運轉時，拔掉電源插
頭。
62. (3) 電源插座堆積灰塵可能引起電氣意外火災，維護保養時的正確做法是①可以先用刷子刷去積塵②直接用吹風
機吹開灰塵就可以了③應先關閉電源總開關箱內控制該插座的分路開關④可以用金屬接點清潔劑噴在插座中
去除銹蝕。
63. (1) 漏電影響節電成效，並且影響用電安全，簡易的查修方法為①電氣材料行買支驗電起子，碰觸電氣設備的外
殼，就可查出漏電與否②用手碰觸就可以知道有無漏電③用三用電表檢查④看電費單有無紀錄。
64. (2) 使用了 10 幾年的通風換氣扇老舊又骯髒，噪音又大，維修時採取下列哪一種對策最為正確及節能？①定期拆
下來清洗油垢②不必再猶豫，10 年以上的電扇效率偏低，直接換為高效率通風扇③直接噴沙拉脫清潔劑就可
以了，省錢又方便④高效率通風扇較貴，換同機型的廠內備用品就好了。
65. (3) 電氣設備維修時，在關掉電源後，最好停留 1 至 5 分鐘才開始檢修，其主要的理由是①先平靜心情，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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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動手②讓機器設備降溫下來再查修③讓裡面的電容器有時間放電完畢，才安全④法規沒有規定，這完全沒
有必要。
66. (1) 電氣設備裝設於有潮濕水氣的環境時，最應該優先檢查及確認的措施是①有無在線路上裝設漏電斷路器②電
氣設備上有無安全保險絲③有無過載及過熱保護設備④有無可能傾倒及生鏽。
67. (1) 為保持中央空調主機效率，每①半②1③1.5④2

年應請維護廠商或保養人員檢視中央空調主機。

68. (1) 家庭用電最大宗來自於①空調及照明②電腦③電視④吹風機。
69. (2) 為減少日照所增加空調負載，下列何種處理方式是錯誤的？①窗戶裝設窗簾或貼隔熱紙②將窗戶或門開啟，
讓屋內外空氣自然對流③屋頂加裝隔熱材、高反射率塗料或噴水④於屋頂進行薄層綠化。
70. (2) 電冰箱放置處，四周應預留離牆多少公分之散熱空間，且過熱的食物，應等冷卻後才放入冰箱，以達省電效
果？①5②10③15④20。
71. (2) 下列何項不是照明節能改善需優先考量之因素？①照明方式是否適當②燈具之外型是否美觀③照明之品質是
否適當④照度是否適當。
72. (2) 醫院、飯店或宿舍之熱水系統耗能大，要設置熱水系統時，應優先選用何種熱水系統較節能？①電能熱水系
統②熱泵熱水系統③瓦斯熱水系統④重油熱水系統。
73. (4) 如下圖，你知道這是什麼標章嗎？①省水標章②環保標章③奈米標章④能源效率標示。

74. (3) 台灣電力公司電價表所指的夏月用電月份(電價比其他月份高)是為①4/1~7/31②5/1~8/31③6/1~9/30④7/1~10/31。
75. (1) 屋頂隔熱可有效降低空調用電，下列何項措施較不適當？①屋頂儲水隔熱②屋頂綠化③於適當位置設置太陽
能板發電同時加以隔熱④鋪設隔熱磚。
76. (1) 電腦機房使用時間長、耗電量大，下列何項措施對電腦機房之用電管理較不適當？①機房設定較低之溫度②
設置冷熱通道③使用較高效率之空調設備④使用新型高效能電腦設備。
77. (3) 下列有關省水標章的敘述何者正確？①省水標章是環保署為推動使用節水器材，特別研定以作為消費者辨識
省水產品的一種標誌②獲得省水標章的產品並無嚴格測試，所以對消費者並無一定的保障③省水標章能激勵
廠商重視省水產品的研發與製造，進而達到推廣節水良性循環之目的④省水標章除有用水設備外，亦可使用
於冷氣或冰箱上。
78. (2) 透過淋浴習慣的改變就可以節約用水，以下的何種方式正確？①淋浴時抹肥皂，無需將蓮蓬頭暫時關上②等
待熱水前流出的冷水可以用水桶接起來再利用③淋浴流下的水不可以刷洗浴室地板④淋浴沖澡流下的水，可
以儲蓄洗菜使用。
79. (1) 家人洗澡時，一個接一個連續洗，也是一種有效的省水方式嗎？①是，因為可以節省等熱水流出所流失的冷
水②否，這跟省水沒什麼關係，不用這麼麻煩③否，因為等熱水時流出的水量不多④有可能省水也可能不省
水，無法定論。
80. (2) 下列何種方式有助於節省洗衣機的用水量？①洗衣機洗滌的衣物盡量裝滿，一次洗完②購買洗衣機時選購有
省水標章的洗衣機，可有效節約用水③無需將衣物適當分類④洗濯衣物時盡量選擇高水位才洗的乾淨。
81. (3) 如果水龍頭流量過大，下列何種處理方式是錯誤的？①加裝節水墊片或起波器②加裝可自動關閉水龍頭的自
動感應器③直接換裝沒有省水標章的水龍頭④直接調整水龍頭到適當水量。
82. (4) 洗菜水、洗碗水、洗衣水、洗澡水等等的清洗水，不可直接利用來做什麼用途？①洗地板②沖馬桶③澆花④
飲用水。
83. (1) 如果馬桶有不正常的漏水問題，下列何者處理方式是錯誤的？①因為馬桶還能正常使用，所以不用著急，等
到不能用時再報修即可②立刻檢查馬桶水箱零件有無鬆脫，並確認有無漏水③滴幾滴食用色素到水箱裡，檢
查有無有色水流進馬桶，代表可能有漏水④通知水電行或檢修人員來檢修，徹底根絕漏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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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3) 「度」是水費的計量單位，你知道一度水的容量大約有多少？①2,000 公升②3000 個 600cc 的寶特瓶③1 立方公
尺的水量④3 立方公尺的水量。
85. (3) 臺灣在一年中什麼時期會比較缺水(即枯水期)？①6 月至 9 月②9 月至 12 月③11 月至次年 4 月④臺灣全年不缺
水。
86. (4) 下列何種現象不是直接造成台灣缺水的原因？①降雨季節分佈不平均，有時候連續好幾個月不下雨，有時又
會下起豪大雨②地形山高坡陡，所以雨一下很快就會流入大海③因為民生與工商業用水需求量都愈來愈大，
所以缺水季節很容易無水可用④台灣地區夏天過熱，致蒸發量過大。
87. (3) 冷凍食品該如何讓它退冰，才是既「節能」又「省水」？①直接用水沖食物強迫退冰②使用微波爐解凍快速
又方便③烹煮前盡早拿出來放置退冰④用熱水浸泡，每 5 分鐘更換一次。
88. (2) 洗碗、洗菜用何種方式可以達到清洗又省水的效果？①對著水龍頭直接沖洗，且要盡量將水龍頭開大才能確
保洗的乾淨②將適量的水放在盆槽內洗濯，以減少用水③把碗盤、菜等浸在水盆裡，再開水龍頭拼命沖水④
用熱水及冷水大量交叉沖洗達到最佳清洗效果。
89. (4) 解決台灣水荒(缺水)問題的無效對策是①興建水庫、蓄洪(豐)濟枯②全面節約用水③水資源重複利用，海水淡
化…等④積極推動全民運動。
90. (3) 如下圖，你知道這是什麼標章嗎？①奈米標章②環保標章③省水標章④節能標章。

91. (3) 澆花的時間何時較為適當，水分不易蒸發又對植物最好？①正中午②下午時段③清晨或傍晚④半夜十二點。
92. (3) 下列何種方式沒有辦法降低洗衣機之使用水量，所以不建議採用？①使用低水位清洗②選擇快洗行程③兩、
三件衣服也丟洗衣機洗④選擇有自動調節水量的洗衣機，洗衣清洗前先脫水 1 次。
93. (3) 下列何種省水馬桶的使用觀念與方式是錯誤的？①選用衛浴設備時最好能採用省水標章馬桶②如果家裡的馬
桶是傳統舊式，可以加裝二段式沖水配件③省水馬桶因為水量較小，會有沖不乾淨的問題，所以應該多沖幾
次④因為馬桶是家裡用水的大宗，所以應該盡量採用省水馬桶來節約用水。
94. (3) 下列何種洗車方式無法節約用水？①使用有開關的水管可以隨時控制出水②用水桶及海綿抹布擦洗③用水管
加上噴槍強力沖洗④利用機械自動洗車，洗車水處理循環使用。
95. (1) 下列何種現象無法看出家裡有漏水的問題？①水龍頭打開使用時，水表的指針持續在轉動②牆面、地面或天
花板忽然出現潮濕的現象③馬桶裡的水常在晃動，或是沒辦法止水④水費有大幅度增加。
96. (2) 蓮篷頭出水量過大時，下列何者無法達到省水？①換裝有省水標章的低流量(5~10L/min)蓮蓬頭②淋浴時水量開
大，無需改變使用方法③洗澡時間盡量縮短，塗抹肥皂時要把蓮蓬頭關起來④調整熱水器水量到適中位置。
97. (4) 自來水淨水步驟，何者為非？①混凝②沉澱③過濾④煮沸。
98. (1) 為了取得良好的水資源，通常在河川的哪一段興建水庫？①上游②中游③下游④下游出口。
99. (1) 台灣是屬缺水地區，每人每年實際分配到可利用水量是世界平均值的多少？①六分之一②二分之一③四分之
一④五分之一。
100. (3) 台灣年降雨量是世界平均值的 2.6 倍，卻仍屬缺水地區，原因何者為非？①台灣由於山坡陡峻，以及颱風豪雨
雨勢急促，大部分的降雨量皆迅速流入海洋②降雨量在地域、季節分佈極不平均③水庫蓋得太少④台灣自來
水水價過於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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