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有客戶更改表

將填寫好的表格寄至： Summer Discount Plan | P.O. Box 800 | Rosemead, CA 91770-9972

如果您是現有夏季折扣計劃的客戶，那麼您可以使用此表格修改您的選項，或者退出該計劃。您可以每年更改一次選項、每年降
低一次循環頻率，並可以隨時增加循環頻率。

有關更多資訊或線上更改選項，請登入 sce.com/sdpinfo。有更多疑問？請致電 1-800-497-2813 或 TTY 1-800-352-8580。

提供電話號碼（包括手機號碼），即表示客戶明確同意以此電話號碼接收 SCE 或代表 SCE 打來的有關 SCE 夏季折扣計劃的非電話推銷來電，包括使用自動電話撥號系統和/或
人工或預錄音撥打的電話。

有關完整的條款和條件，請訪問 on.sce.com/sdptc。

3. 請選擇以下一項計劃選項。

我想更改為以下一種選項（請圈選一個）：（注意：若要參加越過選項，則所有註冊的空調必須安裝在地面。）

使用屋頂空調的客戶無法使用越過選項。 

每個夏季最多節省 $180*（最大節省）
在節能活動期間，我的空調機組將每天最多關閉或循環關閉六小時，每日曆年最多 180 小時。

每個夏季最多節省 $90*（舒適）
在節能活動期間，我的空調機組將每半小時關閉或循環關閉 15 分鐘，每天最多六小時，每日曆年最多 180 小時。

每個夏季最多節省 $90*（帶超越控制的節省）
在節能活動期間，我的空調機組將每天最多關閉或循環關閉六小時，每日曆年最多 180 小時。在每年最多五個節能活動期間，我可以「越過」 來
保持空調運行。

每個夏季最多節省 $45*（帶超越控制的最大舒適）
在節能活動期間，我的空調機組將每半小時關閉或循環關閉 15 分鐘，每天最多六小時，每日曆年最多 180 小時。在每年最多五個節能活動期間，我可以「越過」來
保持空調運行。 

刪除我的夏季折扣計劃帳戶 
僅當您已參加了夏季折扣計劃至少一年後，才可以刪除。

4. 請閱讀下文並簽字（如果您是承租人，那麼您的房屋業主或管理員也必須在下方簽字）。

提交本申請，即表示我確認以上資訊準確無誤，且我是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的客戶，我的中央空調狀況良好，我想修改第 2 部分說明的我參與住

宅夏季折扣計劃的情況。我理解： 

• 我的節省金額係基於在每段計費週期內 SCE 對我的工作中央空調機組計算的噸數、我的耗電量和夏季的天數

• 夏季折扣計劃裝置不會安裝在不能運作的中央空調機組上

• 該計劃受夏季折扣計劃裝置的可用性和信號強度大小的限制

• 我的帳戶必須記錄在每個日曆年至少有一個活動日的前或後一個小時使用最少 1.5 kWh 電量，以保持參與 SDP 計劃的資格

• 夏季折扣計劃規定，從我加入該計劃的日期起，必須至少參加一年

• 每 12 個月只能進行一次越過方案變更

• 每 12 個月只能有一次從 Savings 轉為 Comfort的計劃變更

• 退出夏季折扣計劃後，12 個月內不得重新註冊

• 此計劃不適合無法忍受高溫或有嚴重健康問題之人

簽字 日期 / /

我的房屋業主或管理員簽字（僅限承租人） 日期 / /

1. 填寫您的帳戶資訊。

服務帳號 電子郵件（可選）

帳戶持有人  

服務地址 

城市 州 郵遞區號

家用電話號碼  ( ) 適合接聽電話時間（工作日）：      上午 下午

備用電話號碼  ( ) 適合接聽電話時間（工作日）：      上午 下午

在我們安裝裝置時， 
您是否要求有人在家？ 
（請圈選一個。）

否 — 我允許 SCE 在我家沒人時安裝裝置。我家沒有進出限制，例如閉鎖的門或看門狗。 

是 — 留在家的人年滿 18 歲，並將在安裝時在場。我已經在第 1 部分提供了電話號碼和適合接聽電話的時間 
（僅工作日），以供安排預約。

2. 請描述您的中央空調機組。

您想在多少中央空調機組上安裝裝置？（請圈選一個）       1 2 3 其他  

這些中央空調機組位於哪裡？（請圈選一個） 地面 屋頂 均有

提醒：若要參加越過選項，則所有註冊的空調必須安裝在地面。

需要
簽名

夏季折扣計劃

http://www.sce.com/sdpinfo
http://on.sce.com/sdptc


請注意：任何經授權的 SCE 代表都不會因為您諮詢如何透過我們的計劃節省金錢或能耗，而向您收費。

*估計的節省金額代表擁有典型 4.5 噸中央空調機組的居民可能節省的金額。若機組更大，則節省金額會增加；若機組更小，則節省金額會減少。抵免額係基於從 6 月 1 日到 10 月 1 
日的計劃註冊。若在 6 月 1 日後註冊，則將在處理完您的申請，且安裝、驗證和啟用您的裝置後，從第一個讀表日起按比例打折。SCE 可能需要測試裝置。抵免額額度和計劃選項可
由加州公共事業管理局 (California 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 CPUC) 更改。客戶若要註冊 SDP 計劃，必須擁有能讀取小時間隔使用資料的 Edison SmartConnect® 電錶。因未
滿足電量使用要求而退出計劃的客戶，不得在下一個 12 個月期限內再次註冊。根據附表 MB-E 接受空調醫療基準分配的客戶，無資格參加夏季折扣計劃。 如果您正在參加「節能日
獎勵加」（智能恆溫器）計劃，則您沒有資格參加「夏季優惠計劃」。 根據附表 NEM 接受的淨能源計量 (NEM) 抵免額，可以全部或部分抵消與夏季折扣計劃有關的計劃抵免額。本
資訊旨在作為理解 SCE 夏季折扣計劃的輔助工具，並不替代 SCE 之經 CPUC 批准的收費表。本材料和 SCE 收費表之間的任何不一致內容均非有意為之，且以收費表為準。有關服
務條款和條件的完整清單，請參閱 on.sce.com/sdptariff 上的 SCE 收費表。抵免額計算係基於每個空調機組的準確實際安培數。使用的公式為：單相（安培數 x 伏特）/1,400 + 
.09 = 噸數。 

計劃在加州公共事業管理局的主持下，由加州公共事業客戶資助，並由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管理。

© 2020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保留所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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