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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度水
＝2公升的礦泉水500瓶

 壹  用水計量

◎ 一度水有多少

度，是水費的計量單位。

一度水＝1公噸＝1立方公尺＝1000公升＝1000公斤
還有一度水可裝2公升的礦泉水500瓶喔！

一度水，到底有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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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水量如何計算
首先，自來水公司會根據水表紀錄水量。

要紀錄正確 的水量，必須先學會看水表，
我們來學習怎麼看水表吧。

◎ 你會看水費單嗎
這是我們每兩個月都會

收到的自來水水費收據

通知單，上面記載的用

水度數。

我們每個月用掉

多少水呢？試著

把家裡的水費單

找出來吧。 

相減後就是實際用水度數

這就是家裡實際的用水度數

4
2
3
4
5

5

上期指針本期指針

將本期指針數字和上期指針數字相減，

就是本期實際的用水量。

這就是本期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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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費資料查一查(習作)
練習上網查查看你家的水費資料吧！

台灣自來水公司網頁→網路e櫃台→線上查詢→水費查詢
http://www.water.gov.tw/

直接把水費單上「水號」的資料填入「查詢水號」的

表格內，再按下方的「查詢」即可。

動手來紀錄你家的水費資料吧！

繳費年月 合計度數(含分攤度數) 應繳金額

如果水費單上的供水單位是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請上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網頁→查詢/繳費→水費查詢
http://www.tw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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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費算一算（習作）

超市一瓶2公升礦泉水約30元，而用30元可以買到多少公升的自來水？
再拿出水費單，看看這個月水費多少錢，換算看看等於用了幾瓶礦泉水

的水量。

2

根據你家最近一期的水費單，計算你家用了多少水？

1

 本期指針數(度) 上期指針數(度) 本期實際用水(度) 瓶2公升礦泉水的水量

 減 等於 相當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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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省水妙招

沒有用水時水表內指針也在轉動
牆面、地下或天花板

忽然出現潮濕的現象

水龍頭關不緊一直滴水
馬桶裡的水常在晃動

或是沒辦法止水

◎ 滴水不漏
最好能常常注意生活周

遭是不是有漏水的狀

況，如果發現漏水，一

定要馬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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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水好寶寶（習作）

□ 洗手搓肥皂時不關水 
 龍頭，讓水一直流。

□ 洗碗、洗菜時一直開 
 著水龍頭。

□ 用水管沖水洗車時還 
 同時作其他的事。

□ 洗澡都用浴缸泡澡。 □ 總是把水龍頭開到
 最大。

□ 沒有隨手關緊水龍頭。

你有以下的這些用水行為嗎？ 

如果你有打 V 的行為，請隨時注意改善，就可以節省許多珍貴
的水資源，做個節水好寶寶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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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牙 洗澡 洗車

開著水龍頭刷牙

6公升
用浴缸泡澡

150公升
開著水管不停沖洗

240公升

以杯子裝水刷牙

1公升
蓮蓬頭淋浴 + 隨手關水

70公升
用水桶裝水擦洗

60公升

節水達人怎麼做？

◎ 如何省水
有時候，改變一下用水習

慣，就可以輕輕鬆鬆成為

節水達人喔！



國民小學寒假作業 國民小學寒假作業 9

洗澡用低流量蓮蓬頭淋浴，

淋浴時間也不要太長。

洗碗、洗菜時用盆槽內洗

濯，好清洗又乾淨。

利用洗米水、煮麵水洗碗

盤，節省用水並減少污染。

妙招1 妙招2 妙招3 

妙招4 妙招5 妙招6 

妙招7 妙招8 妙招9 

妙招10 妙招11 妙招12 

洗衣水、洗澡水等可用來洗

車、擦洗地板或沖馬桶。

除濕機收集的水也可以利用

來澆花或擦地板。

刷牙用漱口杯，真方便。

家人洗澡時，應連續不要間斷，

可節省熱水流出前的水量。

定期檢查漏水，一發現漏水

馬上找人修理。

洗車使用水桶及海綿擦洗，

不要用水管直接沖水。

食物退冰請用微波爐解凍，

或是及早將食物由冰箱取

出，不要用水沖洗退冰。

洗手正確步驟：開小水沾濕

手→關閉水龍頭→塗抹肥皂

→雙手搓揉→開小水沖洗→

關閉水龍頭

庭園綠化選擇耐旱的植物，

利用早晚陽光微弱蒸發量少

的時候再澆水。

◎ 節水好撇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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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知道很多其他的省水方法呢！

◎ 節水妙計動動腦（習作）
除了前頁的12個妙招，日常生活中還有哪些
節水好方法，趕快動動腦把它寫下來吧！

可參考節約用水資訊網-節水36計資訊
http://www.wcis.itri.org.tw/water_and_mountain/36.asp

妙計1 妙計2 妙計3 

妙計4 妙計5 妙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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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省水器材

省水器材就是在不影響原設計功能，如馬桶就

是要把糞尿沖乾淨、洗衣機就是要把衣服洗乾淨等

的必要條件下，使用最少水量的用水器材與控水器

材，便叫做省水器材。

我們經常會使用的省水器材包括「省水水龍

頭」、「省水馬桶」、「兩段式馬桶沖水器」、

「省水蓮蓬頭」、「小便斗自動沖洗裝置」、「省

水洗衣機」等幾大項。

當然有啊！使用省水器材就是

最簡單的省水方法。

有沒有簡單又不花力氣

的省水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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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在家庭、學校或其他場所中有哪些器材有貼

「省水標章」呢？請試著找一找把它寫下來吧。

家庭 學校 其他

我知道了！使用省水器材

是節約用水的好方法，但

是要怎麼選購省水器材

呢？

很簡單，只要認明這個微笑水滴標

誌的「省水標章」，就是經過驗證

合格通過的省水器材。

小朋友，如果你使用過省水器材，表示你也

參與了節約用水的工作，很棒喔！

若你還沒使用過的話，下次家裡如果要購買

省水器材時，也可以建議爸爸媽媽選購有經

過省水標章認證的，既有品質保障，又為地

球的水資源盡了一份心力喔！

◎ 認識省水標章（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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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家中成員

□ 爺爺 □ 奶奶 □ 爸爸 □ 媽媽 □ 兄弟姊妹(含自己)         人，共            人。

用水用途

刷牙 洗臉/洗手 上廁所 洗澡 洗碗 洗衣服

節水習慣及
省水妙招

用水杯裝
水刷牙，
隨手關緊
水龍頭。

調整龍頭
出水量，
乾淨用水
勤回收。

換裝省水
型馬桶，
水箱漏水
快維修。

盆浴方式
改淋浴，
洗澡時間
要縮短。

碗盤油污
先擦拭，
盆槽裝水
來洗濯。

控制適量
洗滌物，
分類洗濯
才省水。

②
合理用水量

(省水型)

1
(公升/人)

4
(公升/人)

6
(公升/次)

70
(公升/人)

15
(公升/次)

20
(公升/ kg)

③
使用人數或
次數

①
(人/日)

①
(人/日)

①×5
(次/日)

①
(人/日) (次/日)

 

①×0.7
(kg/日)

④
用水量

②×③ ②×③

 

②×③  ②×③ 

 

②×③

 

②×③

合計 (公升/日)

◎ 製作「水日記」（習作）

試著紀錄以下的數據，再稍微計算一下，就可以

算出你的家庭一天的用水量是多少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