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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METERING  
選擇不參加申請 

 
選擇不參加 Advanced Metering 

City Light 已透過使用數位通訊儀表（先進儀表）改用新型的用電計量標準。由於需要支付額外費用，住宅用戶可以選

擇非標準儀表（非通訊數位儀表）。關於兩種儀表的描述如下。 

先進儀表 將連接到家庭和企業，以收集用戶的能源使用資訊。儀表將向 City Light 提供自動化無線通訊。 

• 先進的儀表全天記錄用戶的能源使用資訊。 

• 利用 射頻（RF）無線網路，用戶的能源使用數據將每天多次發送給 City Light。這類似於手機和 Wi-Fi 所使用

的無線通訊。儀表每天傳輸數據最多需要 90 秒。 

• 與傳統的計量方法相似，一旦數據進入 City Light 的安全防火牆範圍內，能源使用數據將與用戶賬戶進行匹配，

以進行計費和其他用戶服務活動。 

選擇不參加上述 Advanced Metering 計劃的住宅客戶可以使用非通訊數位儀表。 

• 這種儀表沒有天線或無線通訊電台。這些儀表不能進行 射頻 (RF) 傳輸。因此，該儀表不接收或傳輸用戶的能

源使用數據。 

• 該儀表設有數位顯示屏和藍色標籤，以便將其明確地指定為選擇不參加計劃的儀表。 

• 適用於選擇不參加計劃的收費標準。 

 

選擇不參加的資格指南 

• 您必須是住宅用戶。 

• 希望選擇不參加的非產權所有人必須獲得產權所有人的書面許可。 

• 您應負責提供接近和維護儀表的通道，以使 City Light 能夠始終對儀表進行安裝、維護和讀表。否則，可能導

致終止您參與選擇不參加計劃，並且需要安裝「先進儀表」。 

• 具有 4 套或 4 套以下住宅的建築物產權所有人和租戶有資格選擇不參加計劃。租戶必須獲得產權所有人的許

可才能選擇不參加計劃。如果建築物產權所有人選擇整座建築物都不參加計劃，產權所有人將負責支付與全部

住宅選擇不參加計劃相關的所有費用。 

• 居住在任何種類的多套住宅租賃式公寓樓，在同一地點有 5 個或以上儀表（例如儀表房或外牆）的用戶不具備

選擇不參加的資格。 

• 淨計量用戶不具備選擇不參加的資格。 

• 商業用戶不具備選擇不參加的資格。 第 1 頁，共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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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City Light 儀表的比較 
如下列圖表所示，選擇不參加計劃會產生一些相關的額外費用，而且使用非通訊數位儀表可享受的優惠較少。費用包

括與非通訊數位儀表和設備相關的 City Light 的間接費用、成本、日常維護和抄表費用。 

  先進儀表 選擇不參加，使用 
非通訊數位儀表 

選擇不參加，使用  
非通訊數位儀表， 
如果參加了 Utility 
Discount Program
（公共事業折扣計劃）

** 

查看每日用電量* 是 否 否 

斷電故障檢測* 是 否 否 

遠程連接您的服務* 是 否 否 

一次性服務和  
管理費 

免費 124.43 美元 49.77 美元 

每個儀表的一次性安裝費 免費 免費（在預定的儀表

安裝時間前兩週發出

通知） 

免費（在預定的儀表安

裝時間前兩週發出通

知） 

  84.21 美元（沒有  
提前兩周通知） 

33.68 美元（沒有  
提前兩周通知） 

定期結算週期費用* 免費 15.87 美元 
今後的每個結算週期 

6.35 美元 
今後的每個結算週期 

*在先進儀表系統完全實現自動化的情況下。 

**收入符合條件的 Utility Discount Program 參與者可享受 60％ 的折扣。 

上表所列費用的綜述  

• 一次性服務和管理費為 124.43 美元。 
• 每個結算週期的收費為 15.87 美元，該費用在用戶讀表過渡到自動讀表之後開始收取。這包括對儀表進行人工

抄表和維護的費用。 
• 如果在您所在地區安裝先進儀表的預定時間之前至少兩週未收到申請，則可能收取 84.21 美元的安裝費。 
• 在 City Light 出於維護目的而進行現場更換儀表的情況下，將免除安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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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不參加的步驟 

• 提交完整的申請表。不完整的申請表可能會延遲處理。 

• City Light 至少應在您所在街區的預定安裝日期前兩週收到申請，以避免被收取安裝費。 

o 如果錯過這個截止日期，您可能會在您所在街區安裝當日收到先進儀表，直到技術人員隨後再次造訪

您家的時候，才能安裝選擇不參加計劃的儀表。選擇不參加計劃的儀表安裝後，安裝費將加到您的賬

單之中。可能在您所在街區安裝日期的幾天或幾週之後，您才會收到選擇不參加計劃的儀表。 

• City Light 收到申請後，用戶將收到一封電子郵件，確認已收到申請。如果沒有提供電子郵件地址，將會以信

函方式郵寄。 

• 申請經處理後，用戶將以信函方式收到批准或否決函。City Light 將竭盡所能及時對申請進行處理。然而，在

批准前可能需要提供更多的資訊。例如，如果金郡記錄中的產權所有人與 City Light 帳戶所列的產權所有人不

符，City Light 可能會要求提供更多的資訊以確認其資格。這可能會延遲申請的處理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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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資訊 
帳號：  日期： 

帳戶姓名： 

電話號碼： 電子郵件： 

服務地址： 

產權所有人姓名（如果與帳戶姓名不同）： 

產權所有人電話號碼： 

選擇不參加的原因： 

 

條款和條件 

 
我聲明並保證，我是所提供用戶帳號上的指定授權人。我進一步聲明並保證，我是房屋的合法所有人*，或是已獲得下

述該房屋產權所有人許可的租戶。透過簽署這份表格，我表示我希望退出 City Light 的 Advanced Metering 計劃。透

過簽署這份表格，我確認在此表格上所列的房屋應安裝非通訊數位儀表來代替「先進儀表」。我瞭解，根據 City Light 
的 選擇不參加政策 (DPP III-427)，一旦服務轉換為自動讀表，將對我的帳戶收取一次性服務和管理費用，以及每個結

算週期的持續性抄表費用。我還瞭解，如果我沒有在預定安裝先進儀表日期至少兩個星期之前回郵此申請表，也可能

對我收取儀表安裝費。我瞭解，我僅符合 City Light 基本收費標準的資格，並且將不能享受 Advanced Metering 系統

可能提供的任何其他额外的優惠。我同意，我將保持通向儀表的通道整潔且方便直接，使 City Light 員工在整個月的

基本工作時間内都可以進行人工抄表。 
 
帳戶持有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 

印刷體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產權所有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 

印刷體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如果申請人不是房屋的法定所有人，則產權所有人必須同意選擇不參加計劃。 

您可以將此填寫完整的表格提交至： 
Seattle City Light 
Attn：Advanced Metering Opt-Out / Customer Care Division 
P.O. Box 34023  
Seattle, WA 98124-4023 
              或者發送電子郵件至 SCL_Advanced_Metering@seattle.gov 
              或者發送傳真至 (206) 684-3428 

 

如需瞭解更多關於 Advanced Metering 和選擇不參加的資訊，請造訪：seattle.gov/light/meters or call (206)727-8777 

僅供 City Light 使用  
 

接收日期：____________ 
 
驗證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 

 
週期：_____   路径：______ 

 
UDP:是/否      租戶：是/否 
 
太陽能：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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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申請表的翻譯只是為方便用戶而提供。  
因應法律，選擇不參加的用戶必須填寫並提交英文版本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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