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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私通知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隱私通知 更新於 January 31, 2017 

保護您的資訊對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SCE) 非常重要，我們想讓您知道我們在

與您互動後，怎樣收集、使用、共享和儲存我們收到的您的資訊，其中包括透過您的電腦

或行動裝置獲得的資訊，或作為 SCE 客戶透過我們的智慧型電表基礎設施（包括我們的 

Edison SmartConnect™ 和實時電表系統）獲得的資訊。 

請花一些時間熟悉我們的《隱私通知》，我們歡迎您按下文「聯絡我們」部分所述的方式

聯絡我們。 

網站隱私通知 

存取、收集、儲存、使用和披露能源使用資訊的通知 

個人資訊 

我們對個人資訊下的定義是，單獨使用或與其他資訊結合使用，可能以獨特方式識別、聯

絡或定位個人、一組人或商業實體的任何資訊。 

這些資訊包括名字或首字母和姓氏、家庭或公司地址和電話號碼、政府頒發的身份識別

號、銀行帳號、電子郵件地址、使用者名稱、密碼、安全問題回答、客戶或服務帳號或您

作為我們客戶特定的其他資訊。透過 SCE 的智慧型電表基礎設施獲得的詳細能源使用資

訊（在 60 分鐘間隔以內），當與可能以合理方式識別個人、家庭、家庭住址或其他非住

宅客戶的任何資訊有關聯時，也被視為個人資訊。 

個人資訊的保護 

我們制定了專門措施，保護您的資訊避免意外丟失和未經授權的存取、使用和披露。

SCE 遵守適用隱私和安全法律以及通用的資訊安全標準，維護合理的防護措施，保證我

們持有之您個人資訊（包知由加州公共事業委員會建立的資訊）的安全性、完整性和隱私

性。但是，SCE 不負責未經授權地規避我們網站，或任何智慧型電表基礎設施裝置的任

何隱私設定，或安全措施的行為。 

我們對您隱私的承諾 

為了保證您的個人資訊安全，我們定期向 SCE 員工傳達和教導我們的隱私和安全期望，

並在 SCE 內部實行隱私防護措施。 

 

https://www.sce.com/wps/portal/home/privacy/website-privacy-notice/!ut/p/b1/jVDPT4MwGP1bdtix6QcUbI9dJKxVRhaIG72QprKti3QsNEb96wXnxYPid3pf8l7eD6zwHiunX-1Re3tx-mX6VdIENONrUYKAhycAsbpPHsWmgqKK8Q4rrIzzvT_hejBtYy7Ot843rVvCN17CYH3b6X7i9sY-4zrWdywAShCjAUVEhwGiARAUExOSWIeUwmE0r0dz-OU4zGW76VkG6VoWIIoqZyBkmkjCViHk0Zy-_Djd-s2k-CL8ZfOTkFXbCES0hU3JeQSQYPmPJvZ8vSo-bj1t-ubxfnbsvuto9G6RTA_5wBeLT30bFVo!/dl4/d5/L2dJQSEvUUt3QS80SmtFL1o2XzE4R0FISVMwSU9LMEYwSVJUTUdNREwwMkE1/
https://www.sce.com/wps/portal/home/privacy/access-notice/!ut/p/b1/jVDPT4MwGP1bdtix6QcUbI9dJKxVRhaIG72QprKti3QsNEb96wXnxYPid3pf8l7eD6zwHiunX-1Re3tx-mX6VdIENONrUYKAhycAsbpPHsWmgqKK8Q4rrIzzvT_hejBtYy7Ot843rVvCN17CYH3b6X7i9sY-4zrWdywAShCjAUVEhwGiARAUExOSWIeUwmE0r0dz-OU4zGW76VkG6VoWIIoqZyBkmkjCViHk0Zy-_Djd-s2k-CL8ZfOTkFXbCES0hU3JeQSQYPmPJvZ8vSo-bj1t-ubxfnbsvuto9G6RTA_5wBeLT30bFVo!/dl4/d5/L2dJQSEvUUt3QS80SmtFL1o2XzE4R0FISVMwSU9LMEYwSVJUTUdNREwwMj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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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隱私通知 

我們的以前《隱私通知》版本可見於 這裡. 。請花一些時間閱讀《網站隱私通知》和《存

取、收集、儲存、使用和披露能源使用資訊的通知》（見上文鏈接），理解當您使用我們

的網站或我們的智慧型電表基礎建設時，SCE 可能獲取哪些資訊。 

司法管轄問題 

本網站由我們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控制和營運，營運本網站不迫使我們遵從其他任何州、

國家或地域的法律或司法管轄權。您使用我們的網站，即表明您接受和同意本通知的條款

和適用的加州公共事業委員會 (CPUC) 批准的收費表。 

聯絡我們 

如果您對本《隱私通知》有疑問或疑慮，請透過以下方式聯絡我們：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Attention: Chief Ethics & Compliance Officer

Post Office Box 800

Rosemead, CA 91770

 

 

 

 

住宅客戶：(800) 655-4555

商業客戶：(800) 990-7788

 

 

  

https://www.sce.com/wps/portal/home/privacy/Previous-Privacy-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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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隱私通知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網站隱私通知》更新於 January 31, 2017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SCE) 想讓您知道我們在與您互動後，怎樣收集、使用、

共享和儲存我們收到的您的資訊，其中包括透過您的電腦或行動裝置獲得的資訊。這些包

括透過以下方式的互動：(a) www.sce.com 以及其他我們營運的、您藉以存取本《隱私

通知》的其他網站（「網站」）；(b) 我們控制的、您藉以存取本《隱私通知》的我們的

社群媒體頁面（總稱為我們的「社群媒體頁面」）；(c) 我們向您傳送的、可連結至本

《隱私通知》的 HTML 格式電子郵件訊息（「電子郵件」）；以及 (d) 與您，即我們的

客戶，透過親自交談或透過電話或書面通信進行的討論（「客戶互動」）。網站、我們的

社群媒體頁面、電子郵件和客戶互動總稱為「服務」。 

請花一些時間熟悉我們的《網站隱私通知》，我們歡迎您按下文「聯絡我們」部分所述的

方式聯絡我們。 

隱私通知綜述 

存取、收集、儲存、使用和披露能源使用資訊的通知 

我們收集的資訊 

當您登入我們的網站時，我們可能收集不同類型的資訊： 

1. 您自願提供的個人資訊。 

請按一下 這裡，瞭解 SCE 對個人資訊的定義。 

除非您自願向我們提供，否則我們不會透過您登入或使用我們的網站來自動收集個

人資訊。但是，當您使用 SCE 的數位服務（例如 SCE.com 我的帳戶），要建立

一個 SCE.com 使用者 ID 時，您必須向我們提供個人資訊、向我們傳送電子郵

件，或透過我們的網站完成一份自助服務活動，而我們將使用您的個人資訊（包括

您的網際網路協議 (IP) 位址）來識別和認證您的身份並滿足您的服務請求。如果

您當前是 SCE 客戶，那麼我們可能透過公共來源獲取您的人口統計資訊，以提供

關於我們產品和服務的基於興趣的通訊。 

您可以隨時選擇退出向我們提供任何此類個人資訊，即不向我們提供這些資訊，或

停止使用我們的網站。 

2. 匯總的非個人資訊 

瞭解 SCE 對 個人資訊的定義。 

https://www.sce.com/wps/portal/home/privacy/!ut/p/b1/jVDPT4MwGP1bdtix6QcUbI9dJKxVRhaIG72QprKti3QsNEb96wXnxYPid3pf8l7eD6zwHiunX-1Re3tx-mX6VdIENONrUYKAhycAsbpPHsWmgqKK8Q4rrIzzvT_hejBtYy7Ot843rVvCN17CYH3b6X7i9sY-4zrWdywAShCjAUVEhwGiARAUExOSWIeUwmE0r0dz-OU4zGW76VkG6VoWIIoqZyBkmkjCViHk0Zy-_Djd-s2k-CL8ZfOTkFXbCES0hU3JeQSQYPmPJvZ8vSo-bj1t-ubxfnbsvuto9G6RTA_5wBeLT30bFVo!/dl4/d5/L2dJQSEvUUt3QS80SmtFL1o2XzE4R0FISVMwSU9TUUMwSVIwSzVBOFBJOTQ0/
https://www.sce.com/wps/portal/home/privacy/access-notice/!ut/p/b1/jVDPT4MwGP1bdtix6QcUbI9dJKxVRhaIG72QprKti3QsNEb96wXnxYPid3pf8l7eD6zwHiunX-1Re3tx-mX6VdIENONrUYKAhycAsbpPHsWmgqKK8Q4rrIzzvT_hejBtYy7Ot843rVvCN17CYH3b6X7i9sY-4zrWdywAShCjAUVEhwGiARAUExOSWIeUwmE0r0dz-OU4zGW76VkG6VoWIIoqZyBkmkjCViHk0Zy-_Djd-s2k-CL8ZfOTkFXbCES0hU3JeQSQYPmPJvZ8vSo-bj1t-ubxfnbsvuto9G6RTA_5wBeLT30bFVo!/dl4/d5/L2dJQSEvUUt3QS80SmtFL1o2XzE4R0FISVMwSU9LMEYwSVJUTUdNREwwMjYz/
https://www.sce.com/wps/portal/home/privacy/!ut/p/b1/jVDPT4MwGP1bdtix6QcUbI9dJKxVRhaIG72QprKti3QsNEb96wXnxYPid3pf8l7eD6zwHiunX-1Re3tx-mX6VdIENONrUYKAhycAsbpPHsWmgqKK8Q4rrIzzvT_hejBtYy7Ot843rVvCN17CYH3b6X7i9sY-4zrWdywAShCjAUVEhwGiARAUExOSWIeUwmE0r0dz-OU4zGW76VkG6VoWIIoqZyBkmkjCViHk0Zy-_Djd-s2k-CL8ZfOTkFXbCES0hU3JeQSQYPmPJvZ8vSo-bj1t-ubxfnbsvuto9G6RTA_5wBeLT30bFVo!/dl4/d5/L2dJQSEvUUt3QS80SmtFL1o2XzE4R0FISVMwSU9TUUMwSVIwSzVBOFBJOTQ0/
https://www.sce.com/wps/portal/home/privacy/!ut/p/b1/jVDPT4MwGP1bdtix6QcUbI9dJKxVRhaIG72QprKti3QsNEb96wXnxYPid3pf8l7eD6zwHiunX-1Re3tx-mX6VdIENONrUYKAhycAsbpPHsWmgqKK8Q4rrIzzvT_hejBtYy7Ot843rVvCN17CYH3b6X7i9sY-4zrWdywAShCjAUVEhwGiARAUExOSWIeUwmE0r0dz-OU4zGW76VkG6VoWIIoqZyBkmkjCViHk0Zy-_Djd-s2k-CL8ZfOTkFXbCES0hU3JeQSQYPmPJvZ8vSo-bj1t-ubxfnbsvuto9G6RTA_5wBeLT30bFVo!/dl4/d5/L2dJQSEvUUt3QS80SmtFL1o2XzE4R0FISVMwSU9TUUMwSVIwSzVBOFBJOTQ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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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瀏覽和使用我們的網站時，我們會透過技術自動收集某些非個人資訊。「非個

人資訊」指不能以獨特方式識別個人、一組人或非住宅客戶身份的資訊。這類資訊

包括 IP 位址、瀏覽器類型、裝置類型、作業系統、查看的頁面、引用 URL、目

標 URL、網站登入的日期和時間以及其他主要用於統計目的所收集的資訊。我們

以匯總形式維護這些資訊，所以我們不知道任何特定使用者或使用者組的身份。 

為了改進您使用我們服務的體驗，且無論您的瀏覽器是否有「請勿追蹤」設定，我

們仍可能收集以下資訊 

▪ 使用我們服務的使用者數量 

▪ 透過行動裝置存取我們服務的使用者數量 

▪ 使用者瀏覽我們服務的方式 

▪ 正在使用哪些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商 (ISP) 來存取我們的服務，以及 

▪ 正在使用哪種網際網路瀏覽器存取我們的服務 

 

3. 由 Cookie、Web 指標和其他技術收集的資訊 

我們使用「cookie」和相似技術，比如 web 指標、JavaScript、像素標籤、當地

共享對象和透明 GIF，收集非個人資訊以為您提供更方便的體驗。但是，我們不

會收集您的個人資訊來追蹤您在一段時間內，在我們網站或任何第三方網站，或數

位服務的線上活動。 

Cookie 是什麼？ 

「cookie」是網站通常在使用者的電腦或行動裝置上儲存之記錄追蹤的少量資

訊。我們的 cookie 不收集個人資訊，且通常用於快速識別您的電腦或行動裝置來

「記住」您。您可以停用 cookie 或設定您的網際網路瀏覽器在 cookie 傳送到您

電腦瀏覽器或行動裝置時發出警告；但是，停用 cookie 可能影響您使用我們網站

的某些功能。 

Web 指標、動作標籤、像素標籤和透明 GIF 是什麼？ 

web 指標、動作標籤、JavaScript 像素標籤或透明 GIF 是一種電子影像，能讓我

們統計使用我們的服務登入某些頁面的使用者數量。與 cookie 一樣，這些工具不

會收集個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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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ookie、Web 指標和其他技術 

我們出於兩個目的使用 cookie、web 指標和其他技術： 

• 基於興趣的通訊 - 我們的網頁可能含有像素，讓我們能在第三方網站和行動應用

程式（包括 Facebook 和 Twitter 等社群媒體）上顯示基於興趣的通訊內容。 

我們使用 cookie、web 指標和其他技術，瞭解您看到並與哪些基於興趣的通訊互

動。這樣，我們能向您提供更有用和相關的通訊。我們不會將您與獨立網站的互動

與您的身份進行關聯來向您提供基於興趣的通訊。 

其他廣告商或第三方的基於興趣的通訊，也可能使用 cookie 來衡量其廣告的有效

性並個性化廣告內容。我們不存取或控制廣告商和第三方可能使用的 cookie 或其

他功能，且我們的《網站隱私通知》不涉及這些廣告商和第三方網站對資訊的使

用。若需要關於他們的隱私慣例的更多資訊，請直接聯絡他們。 

若要瞭解關於這些通訊的更多資訊，以及退出接收已啟用基於興趣的通訊的參與公

司提供的通訊，請諮詢數位廣告聯盟， http://www.aboutads.info/choices/。 

• 衡量互動 - 電子郵件、在第三方網站顯示的數位廣告、社群媒體訊息和我們向您

傳送的其他電子通訊，可能含有像素標籤，能讓我們追蹤您對電子通訊的使用，包

括您是否打開了通訊或打開了此類通訊的連結（如有）。 

在社群媒體網站上的定向通訊 

我們使用 Facebook 和 Twitter 等社群媒體向您傳達我們的計劃和服務的資訊。您可以

在這些社群媒體網站上關注我們，接收定期更新。即使您沒有明確地在這些社群媒體網站

上關注我們，這些網站也可能使用他們維護之關於您的個人資訊，讓我們向您提供定向廣

告。我們可能使用 cookie、像素、郵遞區號和興趣等資訊向您提供定向廣告。我們也可

能使用我們維護的個人資訊（比如您的電子郵件地址或電話號碼）向您傳送定向通訊。 

僅當您同意透過社群媒體提供商接收此類通訊後，您才會收到我們的定向廣告。您可以調

整在社群媒體網站上的隱私設定，停用在這些網站上接收一些或所有定向廣告。 

• Facebook 

• Twitter 

• LinkedIn 

• Instagram 

 

根據我們的 《存取、收集、儲存、使用和披露能源使用資訊的通知》，我們不會與社群

媒體網站共享您的能源使用資訊。 

http://www.aboutads.info/choices/
https://www.facebook.com/settings
https://twitter.com/settings/security
https://www.linkedin.com/settings/
https://help.instagram.com/116024195217477/
https://www.sce.com/wps/portal/home/privacy/access-notice/!ut/p/b1/jVDPT4MwGP1bdtix6QcUbI9dJKxVRhaIG72QprKti3QsNEb96wXnxYPid3pf8l7eD6zwHiunX-1Re3tx-mX6VdIENONrUYKAhycAsbpPHsWmgqKK8Q4rrIzzvT_hejBtYy7Ot843rVvCN17CYH3b6X7i9sY-4zrWdywAShCjAUVEhwGiARAUExOSWIeUwmE0r0dz-OU4zGW76VkG6VoWIIoqZyBkmkjCViHk0Zy-_Djd-s2k-CL8ZfOTkFXbCES0hU3JeQSQYPmPJvZ8vSo-bj1t-ubxfnbsvuto9G6RTA_5wBeLT30bFVo!/dl4/d5/L2dJQSEvUUt3QS80SmtFL1o2XzE4R0FISVMwSU9LMEYwSVJUTUdNREwwMj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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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媒體登入選項 

為了協助登入 SCE 數位服務，比如 SCE.com 我的帳戶，我們可能提供使用社群媒體登

入（比如 Amazon 或 Facebook）而非（或除了）SCE.com 使用者 ID 和密碼來識別您

自己的方式。如果您選擇使用社群媒體登入，那麼您選擇的社群媒體提供商將僅向我們傳

送我們驗證您的身份需要的資料，通常僅包括您的名字和姓氏以及主要電子郵件地址。您

的社群媒體提供商向我們提供的準確資訊，將在您選擇使用社群媒體登入 SCE.com 之時

被清晰地披露。您可以選擇隨時中止使用社群媒體登入；但是，如果社群媒體登入是您存

取 SCE 數位服務的唯一方式，那麼若您想繼續使用我們的數位服務，您需要建立一個單

獨的 SCE.com 使用者 ID 和密碼。 

使用社群媒體和其他公共論壇 

您在公共論壇中（比如部落格、聊天室或維基百科）貼示的資訊將對存取這些網站的所有

使用者可用。您共享的任何資訊可對任何使用者可用，且可能由其他人出於任何目的（包

括向您傳送未招攬的資訊）閱讀、收集或使用。 

我們不對您向其他人提供的，或在這些網站上貼示的任何資訊負責。為了保護您的資訊不

被潛在濫用，我們建議您絕不要與您不信任的任何人共享您的個人資訊。 

連結的網站和線上網路服務 

我們的服務包含轉向其他網站的連結，包括社群媒體網站，以及可啟動線上網路服務的圖

示。這些網站可能在您的電腦或行動裝置上啟用 cookie，讓該網站識別可能登入了我們

網站的使用者。您對任何第三方網站或網路服務的使用，可能導致對您的資訊進行收集或

共享（取決於第三方網站或網路服務）。我們不控制這些第三方網站或網路服務，亦不控

制他們可能不同於我們的隱私做法。我們不保證或代表第三方網站或網路服務。 

您選擇提供以共享的，或由此類第三方向您收集的非個人資訊和個人資訊均未由此通知涵

蓋。我們鼓勵您查閱您與之互動的這些第三方網站和服務的隱私政策與設定，瞭解您的資

訊是怎樣被這些第三方收集、使用和共享的。 

加州「請勿追蹤」披露 

大多數瀏覽器都設定為接受 cookie 或其他相似技術來收集非個人資訊。您可以設定瀏覽

器在您收到 cookie 時通知您，讓您有機會進行接受或拒絕。拒絕使用 cookie 或相似技

術可能影響您使用我們服務的某些功能。您可以停止接受某個網站的 cookie，或者更改

瀏覽器的設定，通常可以在「選項」或「偏好」功能表中更改。您也可以登入 

AboutCookies.org 瞭解各瀏覽器類型的說明，瞭解如何在您的瀏覽器內控制 cookie 設

定。 

http://aboutcooki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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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會收集您在一段時間內和在第三方網站或線上服務的瀏覽習慣的個人資訊。但是，

我們的服務含有轉向其他網站（包括社群媒體網站）的連結和圖示，且我們不控制他們對

您的資訊的收集或共享。請參考上文「連結的網站和線上網路服務」部分瞭解更多資訊。 

SCE 可能收集您的資訊的其他方式 

如果您是 SCE 客戶，那麼在一些其他情況下，SCE 可能收集關於您的資訊。請閱讀

《存取、收集、儲存、使用和披露能源使用資訊的通知》。 

 

向第三方披露資訊 

除了上文所述外，我們不會在未獲得您的事先書面同意的情況下向第三方披露您的個人資

訊，但以下情況除外： 

• 我們受到法律要求，例如遵守傳票或相似法律程序； 

• 我們善意地相信資訊披露對執法部門或美國政府保護我們的權利、保護您的安全或

他人的安全、調查欺詐或響應政府機構的要求是有必要性的； 

• 加州公共事業委員會或其他對我們有司法管轄權的州或聯邦政府機構（當這些機構

有合法權利獲取此類資訊時）發佈命令； 

• 我們與之簽約來提供公共事業相關服務（比如需要存取此類個人資訊）的第三方，

但僅限於 (a) 在提供公共事業相關服務的必要範圍內；以及 (b) 前提是他們已透過

書面形式同意遵守本《隱私通知》條款規定的某些保密和安全義務。 

您可以怎樣管理和控制您的個人資訊 

我們提供關於我們與您的通訊方式和我們獲取哪些個人資訊的一些選擇。您有權限制或選

擇退出接收向我們提供的資訊。 

我們向您提供的即時存取帳單、付款和接收重要提醒的方式之一，是註冊 SCE.com 我的

帳戶服務，而這需要您向我們提供您的電子郵件地址。您有權不向我們提供您的電子郵件

地址，但這樣您將不能使用我們的數位服務，比如電子帳單和付款。 

如果您認為我們收集或維護的您的任何「個人資訊」有誤，請按下文「聯絡我們」部分所

述的方式聯絡我們。 

電子郵件通訊 

電子郵件通訊是我們與客戶溝通（包括回應您的問詢）的另一種便捷方法。向我們傳送電

子郵件後，我們將把您的電子郵件看作批准我們透過電子郵件回覆您的同意書。我們可能

使用電子郵件定期通知我們的客戶新費率、產品和合適的服務。如果您已經註冊接收某些

新聞或事件的電子郵件通知，或者如果您已經請求了某些資訊，那麼您將收到我們（或我

https://www.sce.com/wps/portal/home/privacy/access-notice/!ut/p/b1/jVDPT4MwGP1bdtix6QcUbI9dJKxVRhaIG72QprKti3QsNEb96wXnxYPid3pf8l7eD6zwHiunX-1Re3tx-mX6VdIENONrUYKAhycAsbpPHsWmgqKK8Q4rrIzzvT_hejBtYy7Ot843rVvCN17CYH3b6X7i9sY-4zrWdywAShCjAUVEhwGiARAUExOSWIeUwmE0r0dz-OU4zGW76VkG6VoWIIoqZyBkmkjCViHk0Zy-_Djd-s2k-CL8ZfOTkFXbCES0hU3JeQSQYPmPJvZ8vSo-bj1t-ubxfnbsvuto9G6RTA_5wBeLT30bFVo!/dl4/d5/L2dJQSEvUUt3QS80SmtFL1o2XzE4R0FISVMwSU9LMEYwSVJUTUdNREwwMj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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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授權的第三方服務提供代理）提供的電子郵件；但是，在一些情況下您可以選擇停止接

收我們提供的電子郵件。 

如果我們向您傳送了關於我們產品和服務的促銷電子郵件，那麼您可以選擇按一下電子郵

件底部的連結來取消訂閱未來郵件，或按「聯絡我們」部分所述的方式聯絡我們，退出接

收這些通知。如果您是註冊使用 SCE.com 我的帳戶，在我們的網站上存取您的帳戶的客

戶，那麼您可以更新 我的帳戶. 部分內的偏好，選擇退出接收未來郵件。我們將在法律規

定的時間內處理您的要求，並停止向您傳送促銷電子郵件，除非您選擇重新接收此類通

訊。 

非促銷性、與公共事業相關的營運性電子郵件，例如帳單、停電、節能或安全性，可能無

論電子郵件選項而繼續傳送給 SCE 公共事業客戶。 

但是，我們不控制您透過電子郵件向我們提供的資訊。在傳輸中的電子郵件訊息無機密性

質且不安全。我們不負責此類訊息的使用、披露或修改。因此，請不要透過電子郵件送出

您認為機密或敏感的任何個人資訊或其他資訊。 

兒童 

儘管我們的網站提供關於能源使用和安全性的教育性資訊，但我們不故意向 13 歲以下兒

童招攬或向其行銷任何資訊。如果您是家長或法定監護人，發現了您的孩子未經您的同意

向我們提供了資訊，那麼您可以按下文「聯絡我們」部分所述的方式聯絡我們。如果您發

現我們向 13 歲以下兒童收集了任何個人資訊，那麼我們將立即刪除這些資訊。 

安全防護措施 

我們理解您對保護您的個人資訊的疑慮。SCE 遵守適用隱私和安全法律以及通用的資訊

安全標準，維護合理的防護措施，保證我們持有的您的個人資訊的安全性、完整性和隱私

性。透過您對我們服務的使用，向我們提供的或由我們收集的個人資訊儲存在不對公眾開

放的安全營運環境中。但是，SCE 不負責未經授權地規避我們網站，或任何智慧型電表

基礎設施裝置的任何隱私設定，或安全措施的行為。 

司法管轄問題 

我們的服務由我們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控制和營運，營運我們的服務不迫使我們遵從其他

任何州、國家或地域的法律或司法管轄權。您使用我們的服務，即表明您接受和同意本通

知的條款和適用的加州公共事業委員會 (CPUC) 批准的收費表。 

接受本通知中的條款 

我們可能更改本通知中的條款。我們將在合理範圍內盡快將通知的任何變更公示在網站

上，並將存檔被取代的通知。我們建議您定期查看本通知，瞭解自從您上次登入我們的網

https://www.sce.com/wps/portal/home/mysce/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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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後，本通知是否有任何變更。本通知的任何變更將自本通知開始之日期起生效。您使用

我們的網站，即表明您接受並同意當時生效的通知。 

聯絡我們 

如果您對本《網站隱私通知》有疑問或疑慮，請透過以下方式聯絡我們：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Attention: Chief Ethics & Compliance Officer

Post Office Box 800 

Rosemead, CA 91770 

 

住宅客戶：(800) 655-4555

商業客戶：(800) 990-7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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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獲取、收集、儲存、利用或公開能源使用相關信息的聲明 

能源使用通知》更新於 January 31, 2017 

如果您接受我們提供的電力服務，則本通知適用於您。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SCE) 理解保護您的能源使用資訊的重要性，我們確保適當地收集這些資訊，並保證在

傳輸和儲存時的安全性。請花一些時間熟悉我們的《存取、收集、儲存、使用和披露能源

使用資訊的通知》，我們歡迎您按下文「聯絡我們」部分所述的方式聯絡我們。 

隱私通知綜述 

網站隱私通知 

我們對通知中的能源使用資訊的定義是，與可能以合理方式識別您、您的家庭、家庭住址

或其他非住宅客戶的任何資訊相關聯的，透過 SCE 的智慧型電表基礎設施（包括我們的 

Edison SmartConnect™ 和實時電表系統）獲得的詳細用電量資料（在 60 分鐘間隔以

內）。這些資訊的示例包括詳細的用電量資料，以及您的姓名和公共事業帳號。我們將能

源使用資訊看作一種個人資訊。若需要瞭解其他類型個人資訊的更多詳細資訊，請按一下 

這裡。 

為了幫助確保您的能源使用資訊得到適當的管理，SCE 遵守適用隱私和安全法律以及通

用的資訊安全標準，維護合理的防護措施，保證我們持有的您的個人資訊的安全性、完整

性和隱私性。 

SCE 為什麼收集能源使用資訊 

根據我們的 規則 3 收費表、「申請服務」，SCE 收集、儲存、使用並在有限情況下披露

能源使用資訊，以向其客戶提供基本服務。SCE 活動如與以下內容有關，則是一項重要

服務： 

• 為您供電； 

• 生成您的電費帳單； 

• 滿足系統、電網或營運需要； 

• 擁有 Edison SmartConnect™ 電錶的客戶，可以在第二天在登入 SCE.com 我的

帳戶查看能源使用情況； 

• 按州或聯邦法律要求，或按加州公共事業委員會 (CPUC) 的指令提供其他服務；

和/或 

• 計劃、實施或評估 SCE 的高峰省電、能源管理或能源效率計劃。 

  

 

https://www.sce.com/wps/portal/home/privacy/!ut/p/b1/jVDPT4MwGP1bdtix6QcUbI9dJKxVRhaIG72QprKti3QsNEb96wXnxYPid3pf8l7eD6zwHiunX-1Re3tx-mX6VdIENONrUYKAhycAsbpPHsWmgqKK8Q4rrIzzvT_hejBtYy7Ot843rVvCN17CYH3b6X7i9sY-4zrWdywAShCjAUVEhwGiARAUExOSWIeUwmE0r0dz-OU4zGW76VkG6VoWIIoqZyBkmkjCViHk0Zy-_Djd-s2k-CL8ZfOTkFXbCES0hU3JeQSQYPmPJvZ8vSo-bj1t-ubxfnbsvuto9G6RTA_5wBeLT30bFVo!/dl4/d5/L2dJQSEvUUt3QS80SmtFL1o2XzE4R0FISVMwSU9TUUMwSVIwSzVBOFBJOTQ0/
https://www.sce.com/wps/portal/home/privacy/website-privacy-notice/!ut/p/b1/jVDPT4MwGP1bdtix6QcUbI9dJKxVRhaIG72QprKti3QsNEb96wXnxYPid3pf8l7eD6zwHiunX-1Re3tx-mX6VdIENONrUYKAhycAsbpPHsWmgqKK8Q4rrIzzvT_hejBtYy7Ot843rVvCN17CYH3b6X7i9sY-4zrWdywAShCjAUVEhwGiARAUExOSWIeUwmE0r0dz-OU4zGW76VkG6VoWIIoqZyBkmkjCViHk0Zy-_Djd-s2k-CL8ZfOTkFXbCES0hU3JeQSQYPmPJvZ8vSo-bj1t-ubxfnbsvuto9G6RTA_5wBeLT30bFVo!/dl4/d5/L2dJQSEvUUt3QS80SmtFL1o2XzE4R0FISVMwSU9LMEYwSVJUTUdNREwwMkE1/
https://www.sce.com/wps/portal/home/privacy/!ut/p/b1/jVDPT4MwGP1bdtix6QcUbI9dJKxVRhaIG72QprKti3QsNEb96wXnxYPid3pf8l7eD6zwHiunX-1Re3tx-mX6VdIENONrUYKAhycAsbpPHsWmgqKK8Q4rrIzzvT_hejBtYy7Ot843rVvCN17CYH3b6X7i9sY-4zrWdywAShCjAUVEhwGiARAUExOSWIeUwmE0r0dz-OU4zGW76VkG6VoWIIoqZyBkmkjCViHk0Zy-_Djd-s2k-CL8ZfOTkFXbCES0hU3JeQSQYPmPJvZ8vSo-bj1t-ubxfnbsvuto9G6RTA_5wBeLT30bFVo!/dl4/d5/L2dJQSEvUUt3QS80SmtFL1o2XzE4R0FISVMwSU9TUUMwSVIwSzVBOFBJOTQ0/
https://www.sce.com/NR/sc3/tm2/pdf/Rule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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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第三方披露能源使用資訊 

我們不會在未獲得您的事先明確書面同意的情況下向第三方披露您的個人能源使用資訊

但以下情況除外： 

，

• 簽訂合約的第三方: 按上文部分所述提供基本服務。我們與第三方合約商簽訂的合

約要求他們制定政策和程序，保護我們客戶的能源使用資訊不被披露。 

• 非政府第三方: 與加州公共事業委員會 (CPUC) 簽訂合約，或當 CPUC 頒發指

令，要求我們與非政府第三方共享您的能源使用資訊時。 

• 政府機構: 政府機構使用、收集和儲存能源使用資訊來執行能源效率、能源評估或

其他指定的服務，並獲得了 CPUC 指令或決議，指示我們披露您的能源使用資

訊。 

• 法律要求、即刻威脅或 CPUC 指令: 我們可能在下列情況下披露您的能源使用資

訊：  

1. 受到法律要求，例如遵守搜查令、傳票或相似法律程序； 

2. 善意的披露對執法部門或美國政府保護我們的權利、保護您的安全或他人的

安全、調查欺詐或響應政府機構的要求是有必要性的； 

3. CPUC、加州能源委員會或其他對我們有司法管轄權的州或聯邦政府機構

（當這些機構有合法權利獲取此類資訊時）發佈命令； 

4. 4 經授權透過 能源資料申請計劃 能源資料申請計劃接受能源使用資訊的合

格學術研究所、當地政府實體、州和聯邦機構。 

在所有情況下，我們將限制與第三方共享的能源使用資訊的類型和數量，在第三方要達到

其存取您的能源使用資訊的目的而有合理必要性接收的資訊範圍。 

您可以怎樣管理和控制您的個人資訊 

我們提供關於我們與您的通訊方式和我們獲取哪些個人資訊的一些選擇。在一些情況下，

您有權限制或選擇退出接收向我們提供的資訊。您可以使用「聯絡我們」部分中的一種方

法，瞭解限制或選擇退出收集和共享您的資訊的更多方式。 

• 按 規則 6 信用建立和重新建立 所述，您可能需要向我們提供您的社會安全號碼，

確定您是否需要支付押金。您有權利不向我們提供社會安全號碼 ，但您可能需要

支付押金，或者如果您註冊了「直接付款」計劃，可能無須支付押金。 

• 我們向您提供的即時存取帳單、付款和接收重要提醒的方式之一，是註冊 

SCE.com 我的帳戶服務，而這需要您向我們提供您的電子郵件地址。您有權不提

供您的電子郵件地址; 但這樣您將不能使用我們的數位服務，比如電子帳單和付

款。 

• 如果我們傳送了由 SCE 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促銷電子郵件，那麼您可以選擇按一

下電子郵件底部的連結來取消訂閱未來郵件，或按「聯絡我們」部分所述的方式聯

https://www.sce.com/wps/portal/home/partners/partnerships/access-energy-usage-data/!ut/p/b1/jVDPT4MwGP1bdtix6QcUbI9dJKxVRhaIG72QprKti3QsNEb96wXnxYPid3pf8l7eD6zwHiunX-1Re3tx-mX6VdIENONrUYKAhycAsbpPHsWmgqKK8Q4rrIzzvT_hejBtYy7Ot843rVvCN17CYH3b6X7i9sY-4zrWdywAShCjAUVEhwGiARAUExOSWIeUwmE0r0dz-OU4zGW76VkG6VoWIIoqZyBkmkjCViHk0Zy-_Djd-s2k-CL8ZfOTkFXbCES0hU3JeQSQYPmPJvZ8vSo-bj1t-ubxfnbsvuto9G6RTA_5wBeLT30bFVo!/dl4/d5/L2dJQSEvUUt3QS80SmtFL1o2X09IMUNIOFMwSThWUzkwQUlDNDdFMUkwMDA0/
https://www.sce.com/NR/sc3/tm2/pdf/Rule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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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我們，退出接收這些電子郵件。我們將在法律規定的時間內處理您的要求，並停

止向您傳送促銷電子郵件，除非您選擇重新接收此類通訊。如果您是註冊使用 

SCE.com 我的帳戶，在我們的網站上存取您的帳戶的客戶，那麼您可以更新 我的

帳戶 部分內的偏好，選擇退出接收未來郵件。 

• 您不能退出接收營運性電子郵件，比如帳單、停電或節能和安全訊息等非促銷性

與公共事業相關的通訊。 

、

 

為了保證您的資訊的機密性，我們建議您絕不要與任何可能不經您的同意就存取您的帳戶

的人共享使用者姓名和密碼、您的客戶帳單的資訊，包括您的帳號、能源使用資訊或其他

個人資訊。如果您認為您的個人資訊已受到侵害，請立即聯絡我們。 

匯總您的資訊 

我們可能定期將您的能源使用資訊與其他人的此類資訊以各種方式匯總，這樣您的能源使

用資訊將變為匿名狀態，且無法識別您的個人身份。我們可能使用資訊用於各種分析、報

告和計劃管理的用途，包括分析費率和費率結構、遵守法規，比如按人口普查郵遞區號在

我們的網站公示匯總使用資訊、評估能源使用需求和確定一個地域內的潛在增長力。這些

匯總資訊不算作個人資訊或能源使用資訊，且可以和與我們合作的第三方共享。 

保留能源使用資訊 

我們將依照法律且只根據合理必要性，或按照 CPUC 的授權來完成上述一項主要目的或

您明確授權的目的而保留您的能源使用資訊。 

存取 SCE 的過去和當前隱私通知 

我們可能定期更新本通知。您可以按一下 這裡. 存取本通知、該通知的所有更新及其先前

版本。住宅客戶可以撥打 (800) 655-4555、商業客戶可以撥打 (800) 990-7788 聯絡 

SCE 來存取本通知。您將在每年收到我們提供的通訊，該通訊是關於如何獲得一份本通

知。 

問題 

如果您對本通知有疑問，或要瞭解如何限制、查看或反對您的披露資訊，請透過以下方式

聯絡我們：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Attention: Chief Ethics & Compliance Officer

Post Office Box 800 

Rosemead, CA 91770 

 

https://www.sce.com/wps/portal/home/privacy/access-notice/!ut/p/b1/lZJLb4JAEMe_Cj14K9nhKRwxUgRFYyGtcjGwLLgNLihbU_30BfSgB1972ZnMI_Ob-aMILVDE4j3NY05LFhetH-kryXCskRuAOxvDB7ifoe_4wwnIuoK-UYQizHjF12hZY7LCJeOE8dVx3YOz3YNqR_cxPgis5BSTHpx-ocyEGGNS15Tl7wIui4Jg3tk1L3ed8XuKxSwVUlrjomx9gTCyyw9NMM6JQFlW7jbdxO0wFaYpWkJmJERRJTGRjFRUVUkTkyzBogZZXzVNg6Sy1NAtGzq48Sy4hofxF4A7GOoTdxrCLNTO9aYD9sibNdsJfRNcz9Y91RzI4CvP1d9JeLD84Lg-HeABRZdwb8zrBCecK-Aqc5gGlqUA6Mh7goT-bLeR1YihPfofR4tLNRB2oYaacrKJK7Rs8Ps3-XwNBS_e835DW365ofdQ_gMUzYx9Jueo2mwM5UCp6NmZzw1QtGp_dK23f2HEaH4!/dl4/d5/L2dBISEvZ0FBIS9nQSEh/?1dmy&urile=wcm%3apath%3a%2Fsce_content_en%2Fcontent%2Fmysce%2Flog%2Bin
https://www.sce.com/wps/portal/home/privacy/access-notice/!ut/p/b1/lZJLb4JAEMe_Cj14K9nhKRwxUgRFYyGtcjGwLLgNLihbU_30BfSgB1972ZnMI_Ob-aMILVDE4j3NY05LFhetH-kryXCskRuAOxvDB7ifoe_4wwnIuoK-UYQizHjF12hZY7LCJeOE8dVx3YOz3YNqR_cxPgis5BSTHpx-ocyEGGNS15Tl7wIui4Jg3tk1L3ed8XuKxSwVUlrjomx9gTCyyw9NMM6JQFlW7jbdxO0wFaYpWkJmJERRJTGRjFRUVUkTkyzBogZZXzVNg6Sy1NAtGzq48Sy4hofxF4A7GOoTdxrCLNTO9aYD9sibNdsJfRNcz9Y91RzI4CvP1d9JeLD84Lg-HeABRZdwb8zrBCecK-Aqc5gGlqUA6Mh7goT-bLeR1YihPfofR4tLNRB2oYaacrKJK7Rs8Ps3-XwNBS_e835DW365ofdQ_gMUzYx9Jueo2mwM5UCp6NmZzw1QtGp_dK23f2HEaH4!/dl4/d5/L2dBISEvZ0FBIS9nQSEh/?1dmy&urile=wcm%3apath%3a%2Fsce_content_en%2Fcontent%2Fmysce%2Flog%2Bin
https://www.sce.com/wps/portal/home/privacy/Previous-Privacy-Notices/!ut/p/b1/jVDPT4MwGP1bdtix6QcUbI9dJKxVRhaIG72QprKti3QsNEb96wXnxYPid3pf8l7eD6zwHiunX-1Re3tx-mX6VdIENONrUYKAhycAsbpPHsWmgqKK8Q4rrIzzvT_hejBtYy7Ot843rVvCN17CYH3b6X7i9sY-4zrWdywAShCjAUVEhwGiARAUExOSWIeUwmE0r0dz-OU4zGW76VkG6VoWIIoqZyBkmkjCViHk0Zy-_Djd-s2k-CL8ZfOTkFXbCES0hU3JeQSQYPmPJvZ8vSo-bj1t-ubxfnbsvuto9G6RTA_5wBeLT30bFVo!/dl4/d5/L2dJQSEvUUt3QS80SmtFL1o2X0pJREExRzQySTBVSjMwQTMwRDREVU0wME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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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客戶：(800) 655-4555

商業客戶：(800) 990-77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