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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優惠計劃

現有商業客戶的變更表

將填寫完成的表格郵寄至：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 Summer Discount Plan | P.O. Box 800 | Rosemead, CA 91770-9972

如果您是現有「夏季優惠計劃 (SDP)」的商業客戶，則可以使用此表格來修改您的計劃方案，或者退出計劃。您每年可以將計劃方
案下調至「Good Value」和「Maximum Comfort」一次，也可以在全年內隨時上調計劃方案。

如需更多資訊，請前往 sce.com/bizsdp，或者撥打 1-800-990-7788 致電我們。

1.填寫完成帳戶資訊

服務帳戶編號	 3

公司名稱（如 SCE 帳單上所顯示

服務地址（編號、街道

城市	 州	  郵遞區號

聯絡人姓名 稱謂

電話號碼  (  ) 傳真   (             )

最佳致電時間（週間）從  上午  下午  至 上午 下午

2.告知我們您中央空調機的情況

總共有多少中央空調機參加「夏季優惠計劃」？（勾選其中一個方塊）

1 2 3 其他

這些中央空調機在哪裡？（勾選其中一個方塊

地面 屋頂 兩者

3.選擇下列其中一個計劃方案

我想要變更為下列其中一個計劃方案。請注意，如果您擁有封閉的空氣循環系統，則「Maximum Savings」計劃方案可能會損害您的空
氣品質，並影響您符合加州空氣品質標準的能力。

計劃選項 條件 客戶抵免額	

Maximum Savings

Good Value

Maximum Comfort

將我的帳戶從「夏季折扣計劃」中刪除。如果您已參加該計畫至少一年，則可以取消註冊。

$8.24  
每月每計算噸位

$2.90  
每月每計算噸位

$0.58  
每月每計算噸位

$0 

每天連續關閉空調壓縮機最多 6 個小時。

每 30 分鐘關閉空調壓縮機 15 分鐘，每天最多 6 個小時。

每 30 分鐘關閉空調壓縮機 9 分鐘，每天最多 6 個小時。

http://www.sce.com/bizsd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X

				X              /           /

             /           /

   X              /           /

，

4.選擇您是否想要接收能源事件警報（可選）

SCE 為 SDP 客戶提供貼心警報服務，透過電子郵件、語音或文字簡訊告知您當天您區域的空調機可能已關閉。請選擇您想要使用的聯
絡方式：

電子郵件通知：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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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簡訊：

語音簡訊：

5.請閱讀下面的內容並簽名（如果您是租客，則房東或房屋管理員也必須在下面簽名）。

我提交這份申請表，即是確認上述資訊據我所知正確無誤，我是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SCE) 的客戶，有正常運作的中央空調機，並希
望加入第 3 部分所述的商業客戶 SDP。

我瞭解：

• 我將向 SCE 或其授權承包商提供合理權限，可進入我的營業場所安裝、監控及維護 SDP 設備，

• 	我的抵免額取決於我的現行費率表、耗電量、我在用中央空調的計算噸位、每一個計費週期的夏季天數以及我的 SDP 方案，

• S	DP 設備不可安裝在不能正常使用的中央空調機上，

• 	空調機的實際計算噸位可能與機組面板上顯示的噸位不同，

• 	計劃取決於我的場所的設備可用性以及是否有足夠的信號強度

• 	我的帳戶必須登記每日曆年至少一個活動日，一個小時之前或之後，每空調機噸位至少使用 0.2 kWh，才能保留資格參加 SDP 計劃，

• 	加州公共事業委員會 (California 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 CPUC) 已授權此計劃，並且 CPUC 可隨時變更或修改此協議，以不時地指導行
使管轄權，

• S	 CE 隨時可以向 CPUC 申請透過任何方式變更其費率、收費、規則或服務，

• S	 CE 將來自個人客戶的資訊和研究資料視為機密，僅使用以群組方式收集的統計資料及資訊，

• 商業客戶的 SDP 要求從獲得計劃服務之日起至少參加一年，

• 每 12 個月可分別將計劃方案下調為「Good Value」和「Maximum Comfort」一次，

• 	如果退出「夏季優惠計劃」，則在 12 月內不能重新加入，並且

• 對	 於不能忍受高溫的客戶，或者有諸如哮喘、心臟病或呼吸疾病等重大健康問題的客戶，不建議使用此計劃。

我的簽名 日期

我的房東或房屋管理員簽名（僅適用於租客） 日期

預估節省額假設使用典型的 5 噸位中央空調機組，從 6 月 1 日至 10 月 1 日加入計劃。如果機組更大，則節省額可能增加，如果機組更小，則節省額可能減少。最高費用額度取決於某
些最低使用要求，並且根據中央空調機的噸位而所有不同。如在 6 月 1 日之後加入計劃，您只能享受到從申請表經處理、您的設備安裝和啟動後的下一次安排讀錶日起相應比例的費用
節省。SCE 可能需要檢測或更換設備。加州公共事業委員會隨時可能更改費用額度和計劃方案。加入 SDP 計劃要求 Edison SmartConnect® 計量錶或間隔資料記錄器 (IDR) 計量錶能夠
記錄每小時間隔使用情況資料。如果未能滿足最低用電量要求而被從計劃中刪除，則在未來 12 月內將不允許您再次加入。對於有健康問題、呼吸疾病或無法忍受高溫的客戶，不建議使
用此計劃。SCE 不負責與接收可選 SDP 貼心警報相關的任何費用。此資訊旨在幫助您瞭解 SCE 的「夏季優惠計劃」。它不會取代 CPUC 批准的價目表。這份資料和 SCE 價目表之間如
有任何出入是無意造成的，應以價目表為準。請參閱 SCE 價目表（網址為 sce.com/regulatory），來查看條款和條件的完整列表。本計劃的資金由加州公共事業的客戶提供，在加州公共
事業委員會主持下由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管理。

FOR SCE USE ONLY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approves this application.

SCE signature Date 

http://www.sce.com/regulatory

	Contents
	夏季優惠計劃
	現有商業客戶的變更表
	1.填寫完成帳戶資訊
	2.告知我們您中央空調機的情況
	3.選擇下列其中一個計劃方案
	4.選擇您是否想要接收能源事件警報（可選）
	5.請閱讀下面的內容並簽名（如果您是租客，則房東或房屋管理員也必須在下面簽名）。
	FOR SCE USE ONLY


	Plan option: Off
	服務帳戶編號 1: 
	服務帳戶編號 2: 
	服務帳戶編號 3: 
	服務帳戶編號 4: 
	服務帳戶編號 5: 
	服務帳戶編號 6: 
	服務帳戶編號 7: 
	服務帳戶編號 8: 
	服務帳戶編號 9: 
	公司名稱（如 SCE 帳單上所顯示): 
	服務地址（編號、街道): 
	城市: 
	州: 
	郵遞區號: 
	聯絡人姓名: 
	稱謂: 
	電話號碼 1: 
	電話號碼 2: 
	傳真號碼 1: 
	傳真號碼 2: 
	最佳致電時間（週間）從: 
	最佳致電時間（週間）至: 
	最佳致電時間（週間）從 1: Off
	總共有多少中央空調機參加「夏季優惠計劃」？（勾選其中一個方塊）: Off
	總共有多少中央空調機參加「夏季優惠計劃」？（勾選其中一個方塊）1: 
	這些中央空調機在哪裡？（勾選其中一個方塊): Off
	最佳致電時間（週間）至 1: Off
	電子郵件通知：1: Off
	電子郵件通知：2: 
	電子郵件通知：3: 
	文字簡訊：: Off
	文字簡訊：1: 
	文字簡訊：2: 
	文字簡訊：3: 
	文字簡訊：4: 
	文字簡訊：5: 
	文字簡訊：6: 
	文字簡訊：7: 
	文字簡訊：8: 
	文字簡訊：9: 
	文字簡訊：10: 
	語音簡訊：: Off
	語音簡訊：1: 
	語音簡訊：2: 
	語音簡訊：3: 
	語音簡訊：4: 
	語音簡訊：5: 
	語音簡訊：6: 
	語音簡訊：7: 
	語音簡訊：8: 
	語音簡訊：9: 
	語音簡訊：10: 
	日期 1: 
	日期 2: 
	日期 3: 
	日期 4: 
	日期 5: 
	日期 6: 
	Date (month): 
	Date (day): 
	Date (ye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