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臨界高峰
電價計劃 (CPP)
關於基本資訊、節能技巧和實用解答的簡要指南。

瞭解臨界高峰電價計劃 (CPP)
CPP 是一種選用費率。該計劃提供夏季費率折扣，並以每年 12 個 CPP 事件日的較高電價作為交換條件，而這些事件通
常發生在夏季最炎熱的日子。透過在 CPP 事件期間減少用電，您可以在帳單金額通常最高的夏季降低電費。

新的企業按使用時段收費 (T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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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會宣告 12 個 CPP 事件，時間為下午 4
時至晚上 9 時。全年不是假日的平日都可能
宣告為 CPP 事件日。
半夜

p.m.

超級離峰

冬季

10 月 1 日 – 5 月 31 日（共 8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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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P 事件期間的用電會以較高費率計算。

中峰

•我們會在 CPP 事件前一天向您發送通知訊
息，讓您可提前計劃用電。請連線至 sce.com/
CPPupdatecontact 更新或登錄您偏好的
通知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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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帳單折抵金，幫您減少夏季月份電費
（6 月 1 日 – 9 月 3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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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

夏季從 6 月 1 日開始，持續至 9 月 30 日為止。CPP 事件僅發生在平日，不
會發生在週末和例假日。

試用 CPP 無風險
為了讓您瞭解 CPP 是否適合您的企業，我們提供一整年的帳單保障 (Bill Protection)
。透過帳單保障，我們保證：如果您使用 CPP 的第一年繳交更多電費，我們將把差
額以折抵金退還給您。您可以隨時選擇退出 CPP。但請記住，如果您退出 CPP，您
的帳戶在一年內將無法再次變更。

如需轉換費率或瞭解更多資訊，請直接聯絡您的 SCE 帳戶經理、致電
1-800-798-3723，或瀏覽 sce.com/CPP。

在 CPP 事件日減少用電的小技巧
以下是一些在 CPP 事件期間節能省電的好辦
法：
•關掉所有非必要的室內/室外照明、招牌、展示櫥窗、
噴水池和不用的辦公設備。
•使用可設定的智能溫控器，將冷氣恆溫設定調高到
78°F。
•在自動販賣機上安裝感應控制器，或將電源短暫關閉
一段時間。
•在 CPP 事件期間減少生產，或將生產活動移到離峰或
超級離峰時段（非 CPP 事件發生期間）進行。
•在高峰時段拔下電池充電器插頭，只使用已經預先充
電的設備；在 CPP 事件開始之前，先為電池式設備充
好電。
•在 CPP 事件期間（下午 4 時至晚上 9 時）關掉製冰
機。

倉庫
•在 CPP 事件開始之前預先為所有電動車和電池式設備
充電，或等事件過後再充。

製造和食品加工
•關掉馬達、垂直升降機、輸送帶和一些非必要的加工設
備。
•調整時程表，將耗電的製程安排在 CPP 事件時段之前
和之後進行。

CPP 成功案例

•在 CPP 事件時段之前和之後安排批次或連續製程。

建築物
「我們加入臨界高峰電價計劃，並且在 CPP
事 件時段減少用電，成功節省了電費。
我們在 2014 年獲得 $11,300 的折扣獎
勵，2015 年更有近 $15,000 的折扣獎勵。」
–Paola Bravo，S. Bravo Systems 總裁暨共有人

•關閉無人使用的房間和設施。
•安裝日光控制器，讓您可調整照明亮度。

零售
•關掉不用的辦公室設備。
•關掉電招牌和展示櫥窗。
•關掉不用的結帳櫃台電源。
•關掉多餘的收銀機和電腦。

若想瞭解更多關於您的特定產業的節能小技巧，
請瀏覽 sce.com/energytips。

本資料單旨在輔助您瞭解按使用時段收費 (TOU) 時段的 CPP 相關規定，無意取代 CPUC 批准的價目表中所列資訊。欲知完整的服務條款和條件，請連線
至 sce.com/tariffbooks 參閱 SCE 價目表。

您的問題，我們可以解答。
關於 CPP 的常見問題。
CPP 適合我的企業嗎？

我如何確認已宣告的 CPP 事件？

如果您的企業能在 CPP 事件期間減少用電，或許就能從 CPP
中獲益。請連線至 sce.com/ratetool 使用我們的「費率計劃比
較工具」(Rate Plan Comparison Tool)，比較您目前費率與其
他費率所產生的費用，瞭解 CPP 是否最適合您的企業。請注
意，「費率計劃比較工具」並未包含所有可用費率。

若要查看最新及過去的事件狀態，請連線至 sce.com/
drp/events，瀏覽「高峰省電事件狀態」(Demand Response
event Status)，或下載 SCE DR Alerts 行動應用程式。

萬一我沒有收到通知，我仍要負責為 CPP 事件期間的用
電支付較高費用嗎？
CPP 事件的宣告次數和時間為何？
全年都可能宣告 CPP 事件，每個日曆年度共 12 次，時間會
在不是假日的平日下午 4 時至晚上 9 時。不過，CPP 事件通
常發生在夏季最炎熱的日子。

什麼因素會觸發 CPP 事件？
CPP 事件通常會在極端或異常氣溫狀況下，用電需求達到高
峰時宣告。其他觸發因素包括：能源價格較高、加州獨立供
電系統 (California 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 CAISO) 發佈
電力緊急狀況警示，或 SCE 系統發生影響本地電網運作的緊
急狀況。在這些日子裡，電費將在下午 4 時至晚上 9 時的用
電需求高峰時段調高。

我需要在 CPP 事件期間切斷電力嗎？

要。即使沒收到免費通知，也不代表您可以豁免在事件期間
減少用電的責任。因此，您仍須為事件期間的用電支付較高
費用。您必須負責設定和隨時更新偏好聯絡方式。

既然全年都有可能宣告 CPP 事件，為什麼 CPP 只在夏季
發放帳單折抵金？
在全年宣告 CPP 事件的能力，使我們可以更靈活調用所需資
源。折抵金僅適用於 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其用意在於抵
銷夏季月份通常較高的電費。

我的企業符合資格嗎？
大多數使用 SCE 配套服務（包括供電和發電）的企業用戶都
有資格加入 CPP 計劃。如果您是配套企業用戶，可能已經加
入了 CPP 計劃。

您不需要在 CPP 事件期間切斷電力。然而，事件期間的所有
用電都將以遠高於正常費率的電價計費。

CPP 事件可能在宣告後取消嗎？

我們用了多少電量？
您可以利用「我的帳戶」(MyAccount) 線上工具查看您的
設施用電情形。請連線至 sce.com/myaccount 註冊帳戶。

不可能。事件一旦宣告就無法取消。

當一個 CPP 事件排定時，我將如何收到通知？
如果您已註冊 SCE 通知服務，我們將提前一天向您發送 CPP
事件通知。您可以選擇透過以下任一通訊方式免費接收自動
化訊息：電話、簡訊或電郵。當您偏好的聯絡方式有所改變
時，您必須負責更新。

我如何申請免費的 CPP 事件通知？
請連線至 sce.com/CPPupdatecontact，設定或更新您偏好的
聯絡方式。

欲知更多關於 CPP 的資訊或設定偏好通知方式，
請致電 1-800-798-3723，或瀏覽 sce.com/C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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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否能查到 SCE 的每日系統高峰記錄或隔天的高峰需
求預測？
SCE 的系統負載資訊可至 CAISO 網站的 OASIS 頁面查
詢。在此網頁上，您可以查看在 CAISO 管制範圍內，每
個電力系統的每小時系統負載和預測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