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休閒閱讀：西雅圖 City Light (Seattle City Light) 客戶通訊 

2014 年五月至六月  

 

總經理的話 

擁有清潔和豐富的水電源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因為這有助於維持您的水電費於可負擔的水平。  下

面的圖表比較了 City Light 的收費和其他地方公用事業公司的收費。* 

塔科馬港市       6.09 

西雅圖市       6.89 

斯諾霍米什縣公用事業公司 (Snohomish PUD)   7.90 

波特蘭市        9.07 

普捷灣能源公司 (Puget Sound Energy)    9.90 

 

與全國最大的 25 個城市相比，City Light 的收費為最低。此圖表還顯示了平均收費和最高價格。* 

西雅圖市     6.89 

哥倫布市    9.87 

紐約市    22.94 

 
*顯示了適用於所有用戶（包括住宅、商業和工業用戶）的平均電費（美分/千瓦時）；2012 年的可用最新

數字。 

 

某些用戶仍然因他們的水電費開支感到很大壓力，因此，我們希望讓大家認識我們的公用事業折

扣計劃。具有計劃參與資格的人可以將公用事業開支降低 60 % (www.seattle.gov/light/assistance/)。  

 

減少水電帳單開支的另一種方法是節約能源。本期的《休閒閱讀》提供了許多關於透過環境保護

措施來節約能源和開支的提議。 

- 總經理兼總裁 Jorge Carrasco 

 

來自水族館屋頂的能源 

City Light 在西雅圖水族館屋頂上建立了最新的社區太陽能項目，透過該器材採集即時資訊 ，即當

前的太陽能發電資料，以及自太陽能板安裝以來產生的電量（單位：千瓦時）。請登入以下網址

查閱相關資料：http://tinyurl.com/solarlivedata 

透過投資社區太陽能項目，您可以就所產生的能源數量獲得收費獎賞，藉此享受太陽能帶來的成

本節約，而無需安裝您自己的太陽能系統。更多相關資訊盡在 www.seattle.gov/communitysolar。 

西雅圖有使用太陽能發電？對的。 

西雅圖太陽能計劃讓 City Light 的客戶以實惠的價格獲得太陽能電力。這一項創新的計劃與社區組

織和本地承包商合作進行。 

 

http://www.seattle.gov/light/as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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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可以受惠於免費的研討會，大批購買太陽能設備，並獲得融資方案。目前，已經有 2,000 多

個家庭正在以不同形式參與此計劃。在 City Light 的支持下，西雅圖西部現在亦開始使用太陽能發

電了。如欲了解詳情，請登入：http://solarizewa.org/get-started。 

 

節能英雄 

團隊合作是 City Light 作為全國最環保的公用事業公司的必要條件，因此，City Light 讚揚盡責的用

戶： 

 

「我們喜歡浸熱水泡浴，但當我們諮詢能源顧問後，我們發現這就是我們的帳單費用昂貴的原因

所在。能源顧問向我們提供了以下兩則降低熱水泡浴成本的建議：使用計時器和泡沫罩。落實此

建議將會使每張帳單的費用降低 10%，或者使每年的帳單費用降低 $240。」– Anne 及 Carol 

 

想向節能大師一樣節省能源和費用，或者對能源節約和我們的可更新能源計劃有疑問？請致電 

206.684.3800 聯絡能源顧問，或發送電子郵件至 SCLenergyadvisor@seattle.gov。 

 

改進讀取電錶的方法  

City Light 的抄錶員會檢查客戶的電錶，以查看在過去的幾週內客戶使用了多少度電。電費賬單的

金額基於此資料得出。為了提高效率並節省開支，City Light 正在更改員工在檢查電錶時採用的駕

駛路線。因此，您的帳單計算日期可能會有變更。下一張帳單的計算天數可能會多於或少於現行

帳單上的數目，並因此可能會影響您的帳單金額。此帳單金額可能會高於或低於平時的水平。首

批經歷這些變更的客戶將為住在西雅圖南部地區（即耶斯勒街南部）的居民 。如欲了解詳細的時

間表更改情況，請登入 /www.seattle.gov/light/meterroutes/。 

 

斯卡基特之旅 

計劃一次北喀斯喀特的夏季旅行，體驗城市電力公司的斯卡基特之旅。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登

入 www.skagittours.com 或撥打 360.854.2589。 

 

您所在的社區：City Light @ work 

工作人員在這些地區中，致力於為您提供可靠的電力： 

請檢視山脊、先峰廣場、SODO、布萊恩、西雅圖、雪蘭、西國會山（如要檢視不同的地點，請登

入 www.seattle.gov/light/construction 並點按紅色建築標誌查看詳情）。 
 

現場安全貼士 

「City Light 的網站提供了在電力環境下保持安全的建議，您也可以在此下載一份安全手冊：

http://bit.ly/1jZYzuK。」- 西雅圖 City Light 電力系統工程師 Uzma Siddiqi 

 

 

 

http://solarizewa.org/get-started
mailto:SCLenergyadvisor@seattle.gov
file://lc01users/www.seattle.gov/light/meterroutes/
http://www.skagittours.com/
http://www.seattle.gov/light/construction
http://bit.ly/1jZYzuK


聯絡資訊： 

Seattle City Light 

PO Box 34023 

Seattle, WA 98124-4023 

資訊：www.seattle.gov/light  或撥打 206.684.3000 

如需西班牙語版、越南語版、中文版、索馬里語版、塔加拉族語版及韓語版的《休閒閱讀》，請

登入以下網址：http://www.seattle.gov/light/pubs/lightreading.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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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領導精神 

作為西雅圖 City Light 的用戶，您可以享受美國大城市中最清潔、成本最低的電力。事實上，我們

超過 90% 的電力都來自可更新資源，其中大部分為水力發電能源。  

 

水電之外 

City Light 的 Green Up1 計劃鼓勵全新的 2 可更新能源發電，這將有助於在未來為我們的社區提供電

力。我們透過以下兩種方式實施此計劃：在區域可更新項目（例如地熱、風能和沼氣發電）中投

入客戶購買資金，以及為本地示範及教育項目提供資金。您加入 Green Up 計劃，即代表您支持清

潔的可更新能源以及開發此類能源的西北獨立企業。 

 

2013 年，Green Up 計劃由以下全新的可更新能源組成： 

64% 地熱（來自愛達荷州） 

14% 乳製品沼氣（來自華盛頓州及愛達荷州） 

19% 風能（來自華盛頓州和奧勒岡州） 

  3% 小型水電（來自愛達荷州） 

 

2014 年，我們預計 Green Up 計劃的電力來源如下：  

60% 地熱（來自愛達荷州） 

12% 乳製品沼氣（來自華盛頓州及愛達荷州） 

25% 風能（來自華盛頓州和奧勒岡州） 

  3% 小型水電 3 （來自愛達荷州） 
 
1 這些數字反映了我們已經簽約提供的電力。實際數字可能會根據資源可用性而有所不同。我們每年會向您

提供上一年度的報告，通知您所購買之電力的實際資源組合情況。  
2 來自發電設施之全新可更新能源，於 2000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首次開始商業運作。  
3 符合條件的水電設施適用於 Green-e Energy 國家標準，其中包括經低影響水電研究所 (Low Impact 

Hydropower Institute) 認證的設施；屬於徑流式水電設施、總額定額定生產力等於或小於 5 兆瓦之設施；以

及在管道或灌溉渠中包含一個渦輪機的設施。 

 

西雅圖 City Light 之電力資源* 

92.4%   水電 

4.1%   風能    

2.5%   核能** 

0.5%     煤炭**  

0.5%    其他***  

 

* 2012 年的可用最新數字。 

** 表示從博納維爾電力管理局 (Bonneville Power Administration) 購買的一部分電力。 

*** 包括天然氣、生物燃料、廢棄物、石油、填埋氣及其他燃料。 

 

 



加入 Green Up 計劃！ 

除了標準的用電費用外，您只需每月購買 $3（200 千瓦時）、$6（400 千瓦時）或 $12（800 千瓦

時）的電量，即可參與 Green Up 計劃。西雅圖 City Light 的客戶平均每月使用 800 千瓦時的電力。

對於商業客戶來說，本產品有效達到百分百的估計與實際用量完全匹配。  

 

如欲註冊 Green Up 計劃，請填寫以下資訊，並附上您的 City Light 帳單支付收據，或者郵寄至：

Green Up, Seattle City Light, PO Box 34023, Seattle, WA 98124-4023： 

 

我支持清潔且可更新的西北能源發電！  

 

 每月 $3（購買 200 千瓦時的電力） 

 每月 $6（購買 400 千瓦時的電力） 

 每月 $12（購買 800 千瓦時的電力） 

 我已經參與此計劃，但是我想每月增加 $ ________ 的電力 

如果您參與了 Green Up 計劃，您每兩個月一次的定期公用事業帳單上將會顯示此資訊。 

 

姓名：   

電話號碼： 

服務地址：  

城市：  

州：  

郵遞區號： 

郵寄地址（若與上述地址不同）：  

城市：     州：   郵遞區號： 

帳號： 電子郵件： 

 

貴企業對 Green Up 感興趣嗎？有疑問？致電 206.684.3800 或登入 www.Seattle.gov/GreenUp。 

 

Green-e Energy™ 計劃保證，Green Up 計劃符合非營利組織資源解決方案中心 (Center for Resourced 

Solutions) 確立的最低環保和顧客保護標準。如欲了解更多關於 Green-e Energy™ 認證要求的資訊，

請致電 1.888.63-Green 或登入 www.green-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