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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鄰居：
由於地理上屬濱海城市，波士頓最容易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如海平面上升與洪水，甚至是劇烈風暴與極端
氣候事故。為了守護我們的社區，必須果斷採取減少碳排放的措施，進而建立一座復原力更良好，且具環境
永續性的波士頓市。參與波士頓社區選擇電 (BCCE) 計畫，就是施行該措施的機會。
波士頓社區選擇電計畫針對當地情況作出能源決策，優先考量受氣候變遷影響最劇的社區，並且提供平價的可
再生電力，目的是節省長期成本。透過無論所得高低、人人皆可使用的可再生電力，我們致力於讓居民與小型
企業有權選擇社區的供電方式。
BCCE 提供三種產品：標準產品、可選基礎產品及可選綠色 100 產品。客戶可選擇適合自己的計畫，並可隨時加
入或退出計畫，而不會遭受任何懲罰。與 Eversource 相比，標準產品與可選綠色 100 產品提供更多的可再生能
源。儘管該計畫無法保證於任一既定月份都能節省成本，但相較於 Eversource 提供給居民 ($0.17871/kWh) 和小
型企業 ($0.17827/kWh) 的基礎服務，BCCE 的三項產品目前的價位比較便宜，也就是說註冊 BCCE 標準方案，
且每個月使用 600 度電的一般居民，至少到 2022 年 12 月為止，每個月可以省下超過 $40 的電費。
如果財務狀況允許，您可以考慮註冊 BCCE 的可選綠色 100 產品。該產品提供百分之百的可再生能源，如太陽能
和風力。升級至可選綠色 100，與 Eversource 基礎服務相較，每月使用 600 度電的一般用戶，至少到 2022 年 12
月為止，每個月可以省下超過 $24 的電費。不僅如此，您同時還能在減少汙染、共同守護環境，以及幫助波士頓
轉變成碳中和、綠色新政 (Green New Deal) 的城市上扮演重要角色。
若您需要額外協助，Eversource 可提供多種支援和支付計畫。若您是 SNAP、WIC、麻州健保 (MassHealth)、
健康安全網計畫 (Health Safety Net)、SSI、公共或房屋補助津貼 (Public or Subsidized Housing)、退役軍人服
務或 LIHEAP 的補助對象，您可能符合帳單折扣 36% 的條件。參與 BCCE 並不影響您於 Eversource 的任何補
助、支付計畫或折扣計畫。Eversource 會繼續管理您的電力帳戶。
隨附的「消費者通知單」包含重要資訊，有助您考慮是否退出或自動加入此計畫。若要深入瞭解，請前往
calendly.com/bcce 申請 15 分鐘的一對一諮詢。亦可撥打 617-635-3850 或寄送電子郵件至
environment@boston.gov 詢問，或造訪我們的網站，網址 boston.gov/community-choice-electricity。
波士頓雖已是美國境內數一數二節能的城市之一，但我們可以，也必須盡更多心力。波士頓社區選擇電計畫是
一項有效且可負擔的策略，能幫助我們實現經濟和環境目標。全市團結一心，必能為波士頓的未來世代打造一
個更有效率與公平的環境。讓我們即刻採取行動。非常感謝您的參與！

Michelle Wu
波士頓市 | 市長

Mariama White-Hammond 牧師
環境、能源和開放空間 |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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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市
Community Choice Electricity（社區選擇電）計畫
消費者通知

2022 年 9 月 15 日
親愛的波士頓基礎服務消費者：
波士頓市很高興宣佈，Constellation NewEnergy，Inc.（「Constellation」）已入選為 Community Choice Electricity（社區選擇電）計畫（「計畫」）
的供應商。該計畫是一個市政集合，使地方政府能夠將居民和企業的購買力結合起來，提供 Eversource 基礎服務的一種替代方案 (M.G.L. c.164，§ 134)。
該計畫僅影響您每月帳單的供應 (supply) 部分。其不會影響您每月帳單的輸配 (dellivery) 部分。Eversource 將繼續為您輸配電力，但波士頓已經選擇了
該計畫的供應商。Constellation 將為目前在波士頓使用基礎服務的所有消費者提供電力供應。本函旨在告知您有關電力供應的這一計畫。根據州法律，如果
您選擇不參加該計畫，本函亦會告知您的權利和選擇。



除非您選擇不參加或選擇退出，否則，您將自動加入該計畫。
如果您不想自動加入，必須在 2022 年 10 月 19 日前回復。

您不會注意到您的電力服務有任何變化。您將看到的唯一區別是，Constellation 的名字將列印在每月帳單的「供應商服務」部分。您將繼續收到
Eversource 的帳單。您將繼續將電費傳送至 Eversource 進行處理。Eversource 將繼續負責應對緊急情況、抄錶，維護配電和輸電線路。服務的可靠性和品
質將保持不變。此外，您將繼續享有所有現有的消費者權利和保護。
費率和條款比較
波士頓計畫*

Eversource

（僅限供應商服務）
標準

可選基礎

費率

(預設)

居民

$0.11161 每千瓦時

$0.10771 每千瓦時

小型商業和工業用戶

$0.11161 每千瓦時

$0.10771 每千瓦時

中大型商業和工業用戶

$0.11161 每千瓦時

$0.10771 每千瓦時

路燈

$0.11161 每千瓦時

$0.10771 每千瓦時

10% MA 一級 RECs，超
過州最低要求

符合麻塞諸塞州可再生能源要求

可再生能源含量

期間

退出條款

（僅限供應商服務）
可選綠色 100

$0.13858 每千
瓦時
$0.13858 每千
瓦時
$0.13858 每千
瓦時
$0.13858 每千
瓦時
100% MA 一級
RECs

基礎服務

$0.17871 每千瓦時
$0.17827 每千瓦時
** 造訪 eversource.com
$0.17827 每千瓦時

符合麻塞諸塞州可再生能源要求

2021 年 11 月 – 2023 年 12 月

2022 年 7 月 1 日 –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費率適用於在您的
服務區域內抄錶的當月
開始和結束的服務。]

[居民、小型商業和工業用戶和路燈費率每 6 個月
變動一次。大中型商業和工業用戶費率每 3 個月
變動一次。]

免費

可能收到調節費用或補助[僅限大型商業和工業用
戶]

* 費率包括 (1) 諮詢費 $0.0007 每千瓦時，以促進波士頓的 Community Choice Electricity（社區選擇電）計畫
(2) 運營附加費 $0.00008 每千瓦時，用於支付與城市能源經理職位相關的人員費用。
* 在合同期限內，由於法律變更導致成本直接、實質性增加，費率可能會增加。
** 造訪 eversource.com/content/ema-c/business/my-account/billing-payments/about-your-bill/rates-tariffs/basic-service.

重要資訊

目前居，率低於 Eversource 的基礎服務費率。集合費率在 25 個月內保持固定（2021 年 11 月至 2023 年 12 月），而 Eversource 的基礎服務
費率每年變動兩次（分別在一月和七月）。因此，集合費率可能不會始終低於 Eversource 的基礎服務費率。集合的目標是在整個計畫期間，相對
Eversource 的基礎服務費率實現節約。然而，不能保證這種節約和未來的節約。

選擇退出該計畫並恢復 Eversource 的基礎服務是免費的。

《更多資訊請參閱背面》

如果您已經收到此通知，不需要採取任何行動來參與該計畫。
收到此通知的所有基礎服務消費者將自動加入該計畫，並從 2022 年 11 月抄錶當月的當天開始享受集合費率。此日期因服務區域不同而異。您的抄錶日期
在帳單上顯示。
查看您的 EVERSOURCE 帳單，瞭解有關該計畫的更多資訊。

2022 年 11 月的帳單將注明您切換至波士頓計畫。

2022 年 12 月的帳單將在「供應商服務」下方顯示波士頓供應商和集合費率。
預算計畫或符合條件的低收入費率消費者將繼續從 Eversource 獲得這些福利。
太陽能電池板和社區太陽能消費者在接受該計畫項下的電力供應時，將繼續獲得淨電量結算或帳單補助，這些補助的價值不會因參與該計畫而改變。
任何適用的稅費將作為該計畫供電費用的一部分收取。您將負責透過提供適當的檔案確定並申請免稅。
免稅小企業消費者必須透過電子郵件或傳真，將其能源免稅證明的副本直接傳送至 Constellation (CNETaxForms@constellation.com)或 (877) 243-4968
（傳真），繼續享受免稅待遇。
如果已經自行選擇了更有競爭力的供應商，您必須選擇退出該計畫。這將確保您繼續從該更有競爭力的供應商處獲得電力。
如果您已經透過 EVERSOURCE 選擇了綠色電源選項，您參與該計畫不會影響您參與該綠色電源。
如果不想參加本計畫，您可以：1) 選擇退出並繼續支付 Eversource 的基礎服務費率；或者 2) 選擇退出，並自行選擇更有競爭力的供應商（如果其向您提
供服務）。
如何選擇退出

在隨附的選擇退出卡上簽名，並將其放入郵資已付的信封中寄回；或者

造訪 boston.gov/community-choice-electricity，按一下退出按鈕，然後，填寫並提交退出表格；或者

請致電 (833) 930-3161，與 Constellation 聯絡，要求繼續使用 Eversource 基礎服務。
在 加 入 後 ， 您 仍 可 以 隨 時 免 費 選 擇 退 出 。 您 可 能 需 要 幾 個 計 費 週 期 才 能 恢 復 Eversource 基 礎 服 務 。 如 果 您 在 首 次 註 冊 後 選 擇 退 出 ， 可 以 在
boston.gov/community-choice-electricity 提交一份退出表格，或致電 (833) 930-3161，與 Constellation 聯絡，要求恢復 Eversource 基礎服務。
若要選擇基本產品或 100% 新英格蘭可再生能源產品，請造訪 boston.gov/community-choice-electricity，您也可以致電 (833)930-3161，與
Constellation 聯絡 ，要求註冊使用以下產品之一：

波士頓可選基本產品符合麻塞諸塞州可再生能源要求。該產品的報價為 $0.10771/kWh，為期 25 個月內保持固定（2021 年 11 月至 2023 年 12
月）。

波士頓的可選綠色 100 產品提供 100% MA 一級 REC，購買 80% 的額外可再生能源證書 (REC)，超過該州當時對這些可再生能源的要求。該產品的
報價為 $0.13858/kWh，為期 25 個月內保持固定（2021 年 11 月至 2023 年 12 月）。
有關波士頓計畫的更多詳細資訊，請造訪 boston.gov/community-choice-electricity 或致電免費電話 (855) 402-5868。若要瞭解更多有關 Constellation
的資訊，請造訪 constellation.com/ma-boston。
欲瞭解 EVERSOURCE 的基礎服務費率，請造訪：

居民費率– eversource.com/content/ema-c/residential/my-account/billing-payments/about-your-bill/rates-tariffs/basic-service.

商務費率– eversource.com/content/ema-c/business/my-account/billing-payments/about-your-bill/rates-tariffs/basic-service.
Colonial Power Group，Inc. 是一家能源諮詢公司，由波士頓市在競爭的基礎上選擇，以促進 Community Choice Electricity（社區選擇電）計畫。

波士頓 Community Choice Electricity（社區選擇電）計畫選擇退出回復卡
如果您想加入波士頓 Community Choice
Electricity（社區選擇電）計畫，不需要
做任何事。將自動加入。
選擇退出代碼

服務地址：

X
簽名

日期

退出說明
如果您不想參與：
1) 簽名，並注明日期
2) 放入隨附信封中
3) 投遞郵件
該卡必須由姓名記錄在該卡地址中的消
費者簽名。信封必須在 2022 年 10 月
19 日前加蓋郵戳，確保在自動加入之前
選擇退出該計畫。
帳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