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隱私權政策

生效日期： 最後審閱日期： 
2020年1月1日 2020年6月9日

保障您的隱私權是 PG&E的首要考量，我們也將竭盡所能保護我們所留存有關您的資訊。
此隱私權政策的內容是關於我們向加州消費者（加州居民）、PG&E用戶、網站訪客和行動
應用程式用戶取得的資訊，並告知您 PG&E是如何處理我們所收集及使用的個人資訊。此
政策涵蓋範圍包括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Company及其母公司 PG&E Corporation。本文
內「PG&E」一詞意指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Company和（或） PG&E Corporation。

除非本隱私權政策另有表示，否則本隱私權政策不適用於向加州求職申請人、員工、董事、高管及承
包商收集有關就業的個人資訊。 

PG&E提供多種服務方式給聽障、視障、有語言障礙及需要其他語言服務的用戶。上述用戶可以聯絡
我們的協助資源單位或撥打我們的免費電話 1-800-743-5000取得PG&E隱私權政策的相關資料。

除了PG&E的一般隱私權政策外，按 2018年《加州消費者隱私法》規定，加州消費者和為加州居民的 
PG&E用戶享有一些特定的權利。

這些權利包括：

•	您有權要求 PG&E揭露我們已收集、使用、揭露及銷售關於您的個人資訊；
•	您有權選擇拒絕 PG&E把您的任何個人資訊銷售給第三方（ PG&E並未銷售也不會銷售任何關於
您的個人資訊以換取金錢）；

•	您有權要求 PG&E刪除關於您的個人資訊，如果該資訊並非因法律要求必須留存或者另有規定不
能被刪除；

•	您有權得知我們收集關於您的個人資訊，以及使用該資訊的目的。這項權利適用於求職申請人、
員工、董事、高管、承包商及其他加州消費者。

您可以依據於下方詳細描述的《加州消費者隱私法》之規定行使您的權利。您也可以點擊連結 
https://pge.com/pge_global/common/pdfs/about-pge/company-information/privacy-policy/ 
CCPA-Rights-and-Choices.pdf。下載一份有關《加州消費者隱私法》的 PDF資料。您可透過 PG&E
的《加州消費者隱私法》消費者要求網頁 https://pge-prod.bigidprivacy.cloud/consumer/#/
faRUKvXgqw/form-1001   或撥打免費電話 1-800-743-5000提出相關要求。您也可以造訪 PG&E的當
地辦公室行使您的權利。您附近的 PG&E當地辦公室列表可在此處取得。

如需瞭解與能源使用數據隱私權相關的特定資訊，請參閱 PG&E的「能源使用數據存取、收集、儲
存、使用與揭露通知」。

https://www.pge.com/en_US/residential/customer-service/other-services/language-services/language-services.page
https://www.pge.com/pge_global/common/pdfs/about-pge/company-information/privacy-policy/CCPA-Rights-and-Choices.pdf
https://www.pge.com/pge_global/common/pdfs/about-pge/company-information/privacy-policy/CCPA-Rights-and-Choices.pdf
https://www.pge.com/en_US/about-pge/company-information/privacy-policy/energy-usage-information/energy-usage-information.page
https://www.pge.com/en_US/about-pge/company-information/privacy-policy/energy-usage-information/energy-usage-information.page


	

	

	

	 	

	

 

	
	

	

	

	

	

定義

「個人資訊」意指可直接或間接用來識別某一特定加州消費者或家庭或 PG&E用戶身份的資訊。亦指
任何能直接或間接描述此身份、與此身份有關，或能合理與此身份相連的資訊。此類資訊必須符合
保密要求。

「服務提供商」意指任何代表 PG&E處理資訊但不屬於 PG&E的實體，及（或） PG&E因為商業用途而依
照書面合約向其揭露用戶的個人資訊的實體。

「第三方」意指 PG&E或其員工以外的任何人或實體，該人士或實體代表 PG&E因商業用途以外的其
他用途從 PG&E收集、使用或存取個人資訊。

「您」意指任何加州消費者、 PG&E用戶、網址訪客或行動應用程式用戶。

我們收集並揭露的資訊

我們所收集並揭露關於 PG&E用戶及加州消費者的個人資訊

在法律允許的情況下，我們從不同的來源收集您的資訊，包括： 

•	來自於您：當您建立帳戶時，或者因針對您的帳戶、提供給您的公共事業服務或參與計畫與我們
互動時所提供的資訊。我們可能是經由電話客服、郵件、短信、電郵、我們的 pge.com網站或代表
我們提供或送達服務的廠商來收集資訊。

•	來自於我們的量表和其他器材：當您使用我們的電和煤氣時，我們的計量系統會收集「能源使用
數據」。 

•	來自於第三方：與我們合作的第三方，例如服務提供商、廠商、承包商、信用機構或代表我們提供
公共事業產品和服務的市場調查人員。 

•	其他來源：我們可能從其他來源索取資訊以補充上述資訊，包括線上和離線數據提供商。

在法律允許的情況下，每一項個人資訊類別的資訊來源如下表所示：

個人資訊來源 個人資訊類別

您提供的資訊 •識別指標
•加州客戶紀錄法規中列舉的個人資訊類別
•受加州或聯邦法律保護的類別特徵
•商業資訊
•生物識別資訊
•感官數據
•相關專業或就業的資訊
•非公開學歷背景資訊

我們以自動化方式從線上收集資訊 •識別指標
•網路或其他類似的網絡活動

我們以 PG&E的自動化或手動器
材收集的資訊

•商業資訊
•生物識別資訊
•地理數據
•感官數據
•透過其他個人資訊做出的推測

我們從其他來源收集的資訊 •識別指標
•加州客戶紀錄法規中列舉的個人資訊類別
•受加州或聯邦法律保護的類別特徵
•商業資訊
•地理數據
•相關專業或就業的資訊
•非公開學歷背景資訊
•透過其他個人資訊做出的推測

https://www.pge.com


	

 

	

	

 

 

 

 

我們收集關於您的資訊例舉如下：

•	當您啟用、使用或終止能源服務或產品時提供給我們的資訊，例如您的姓名、地址、電話、電郵地
址和社會安全號碼。

•	用來繳付您的能源帳單或 PG&E產品和服務的付款資訊，包括您的財務資料、信用歷史和社會安
全號碼。

•	由您提供用以判定資格條件或參加特定能源項目或服務的資訊，例如「能源效率」（Energy
Efficiency）、「需求回應」（ Demand Response）或清潔能源項目（ clean energy programs）。

•	用來造訪、登記、管理或存取您的線上或其他 PG&E帳戶的資訊，例如您的 PG&E帳號、姓名、
地址及電話號碼。

•	您在我們網站和行動應用程式上填寫表格時，或透過其它方式（例如在 PG&E帳戶中訂閱停電通
知、帳單通知或授權他人）所提供的資訊。

•	當您聯絡 PG&E和（或）其任何代表時提供給我們的資訊。
•	透過定位儀器及我們為您提供公共事業產品和服務所使用的設施，例如電表和瓦斯表地點及能
源供應設施地點，來識別您的資訊。

•	您向 PG&E求職或簽約，或作為在職員工、前員工或承包商時，提供給我們的個人資訊。

某些情況下，我們會將您的個人資訊與使用資訊合併應用，例如在進行費率分析時。

我們可能從其他來源取得資訊以補充上述資訊，來源包括線上和離線的數據供應商。該補充資訊可
能包括聯繫方式，例如您的電郵地址、人口數據或其他相關資訊。

具體來說，在過去的 12個月內， PG&E已透過其網站或其他方式收集及揭露給服務提供商和第三方下
列類別的個人資訊識別指標 為了能依法或按其他規定提供服務給用戶。以下列舉的個人資訊類別
包括我們的用戶、加州消費者、

，
PG&E的求職申請人、員工、董事、高管和承包商的個人資訊類別。除了 

PG&E以外，個人資訊已揭露給代表 PG&E的服務提供商和第三方，包括承包商、廠商、服務提供商、
政府管制機構、法庭和具有合法權利能獲得該資訊的其他第三方，以及營銷、廣告和分析公司。請參
考與服務提供商和第三方分享個人資訊。也請參考下列我們透過自己的網站或行動應用程式取得關
於您的資訊及我們如何使用資訊。

類別 例子 是否已收集及揭露
資訊

A.識別指標。 真實姓名、別名、郵寄地址、獨特個人識別指
標、線上識別指標、網際網路協定位址、電郵地
址、帳戶名、社會安全號碼、駕照號碼、護照號
碼或其他。

是

B.加州客戶紀錄法規中列
舉的個人資訊類別。

姓名、簽名、社會安全號碼、實際長相特徵或描
述、地址、電話號碼、護照號碼、駕照或加州身
分證、保單號碼、學歷背景、就業歷史、銀行帳
號、信用卡號、提款卡號、其他財務資料、醫療
資料或健保資料。某些上述個人資訊可能與其
他類別重複。

是

C.受加州或聯邦法律保護
的類別特徵。

年齡（滿 40歲或以上）、種族、膚色、祖先、原國
籍、公民、宗教或教條、婚姻狀態、醫療情況、
身體或心理殘疾、性別（包括性別、性別認同、
性別表象、懷孕或生子及相關醫療情況）、性取
向、退伍軍人或兵役狀態、基因資料（包括家族
遺傳資料）。

是

D.商業資料。 個人財務紀錄、已購買、已取得或考慮的產品或
服務、其他購物或消費歷史或習慣。

是



 

 

 
 

 

 

 	

	 	

	 	

	

類別 例子 是否已收集及揭露
資訊

E.生物識別資料。 遺傳、生理、行為和生物學特性，或被用來提取
樣板、其他識別指標或其他識別資料的行為模
式（例如：指紋、生成面紋、聲波紋、虹膜或視網
膜掃描、鍵盤輸入方式、步伐、其他生理模式，
和睡眠、健康或運動數據）。

是

F. 網路或其他類似的網絡
活動。

瀏覽歷史、搜尋歷史、消費者在網站、應用程式
或廣告上的互動資料。

是

G.地理數據。 實際位置或動向。 是

H.感官數據。 音頻、電子、視覺、熱能、聽覺等類似資訊。 是

I. 相關專業或就業的資
訊。

現在或過去的工作經歷或表現評估。 是

J. 非公開學歷背景資訊。 由教育機構或其代理保存、與學生直接相關的
教育紀錄，例如成績、成績單、課程列表、學生
時間表、學生號碼、學生財務資訊或學生紀律
紀錄。

是

K.透過其他個人資訊做出
推測。

反映個人喜好、個性、心理傾向、素質、行為、
態度、智力、能力和資質的檔案。

是

個人資訊不包括：

•	能夠從政府紀錄取得的公開資訊；

•	反識別或總體的消費者資訊；

•	法律排除不算是個人資訊定義的資訊，例如：

•依據 1996年《健康保險可攜性和責任法》（ HIPAA）和《加州醫療信息保密法》（CMIA）或臨床實
驗數據涵蓋的健康或醫療資訊；及

•具體產業的隱私法中涵蓋的個人資訊，包括《公平信用報告法》（FRCA）、《金融服務現代化
法案》（ GLBA）、《加州金融信息隱私法案》（FIPA）和 1994年的《駕駛員隱私保護法》。

我們在您使用我們的網站或行動應用程式時取得的資訊

•	當您造訪 PG&E的網站或行動應用程式時：我們會收集造訪我們網站和行動應用程式的相關資訊，
例如點選特定連結或使用特定服務的訪客人數和使用者人數。對於某些如費用分析等應用程式，
我們會把使用資訊與瀏覽網站的用戶互相連結。我們使用業界標準軟體歸納統計我們收集的資
料；這類分析可用來突顯我們的訪客有興趣的項目、改善網站的設計和實用性，以及辨識系統效能
問題或做其他內部用途。當您使用我們網站上的特定功能時（例如停電地圖），我們可能會使用有
關您所處位置的資訊。

•	紀錄資料：當您造訪我們的網站或行動應用程式時，我們會收到伺服器自動記錄的資訊，包括您的
網際網路通訊協定（ IP）位址。 IP位址是您每次瀏覽網際網路時，您的電腦被自動分配到的一組數
字。當您造訪我們的網站時，我們的伺服器會記錄您目前的 IP位址。我們可能會使用您的 IP位址來
協助我們診斷伺服器問題和管理網站。我們也使用 IP位址在網站上提供您所在地理區域相關的本
地化內容。您的 IP地址不會與您的個人資訊有所關聯，而且我們在記錄 IP位址時不會用它來辨識您
的身份。 

•	Cookies：當您造訪或使用我們的網站或線上服務時，我們的伺服器可能會產生 cookies。這種放在
您裝置上的小資料檔能為您提供更方便的體驗。 PG&E在我們的網站和線上服務上使用 cookies以
及其他類似技術。我們也可能允許業務夥伴在我們的網站和線上服務中使用 cookies以及其他類似
技術，其目的是為了銷售或分發 cookies來提供精準的廣告或用來宣傳他們提供的項目或服務。因
此，當您使用或造訪我們的網站時，您可將您的特定資訊提供給我們或我們的業務夥伴，除非您選
擇拒絕或停止讓業務夥伴使用您的個人資訊。



 

	

我們經由 cookies收集到的網站使用資料不會與您的個人資訊互相連結，而且我們僅以集體的形式收
集這些資訊，作為支援用戶、分析、研究和改善網站之用。當您使用「記住我的使用者名稱」一類的功
能時，為提供您更方便的體驗， cookies會與您的個人資訊連結。我們不會銷售或轉讓我們由 cookies
取得的資料來換取任何金錢。我們用 cookies來評估網站使用情形、為您提供公共事業服務，或者提
供您可能感興趣的計畫或服務。

您可透過瀏覽器的設定停用 cookies。請注意，一旦停用瀏覽器 cookies，您雖能瀏覽 PG&E網站，但將
無法利用某些特定功能（例如「記住我的使用者名稱」） 且無法接收與我們的計畫和服務相關的定
向廣告。此外，如果您之前使用我們的業務夥伴的線上服務

，
時已同意他們使用有關您的 cookies，您必

須直接聯繫他們使他們停止使用。

您也可以點選「請勿銷售我的個人資訊」按鈕或撥打 1-800-743-5000指示PG&E不得在沒有您的同意
下銷售您的個人資訊。

社交媒體網站的定向通訊

我們使用臉書（ Facebook）和推特（ Twitter）等社交網站向您傳達有關我們的計畫和服務等資訊。您
可在這些社交媒體上關注我們，定期收到最新訊息。即使您不在社交媒體上關注我們，我們也能利用
這些媒體上有關您的資訊為您提供精準的廣告。我們可能使用 cookies、pixels、郵遞區號和興趣等資
訊向您發送定向廣告。

只有當您同意透過您的社交媒體供應商接收此類資訊時，您才會看到我們的定向廣告。您可在社交
媒體網站上更改您的隱私權設定，停用部分或全部針對您而提供的定向廣告。欲知更多詳情，請參閱
我們的「社交媒體使用須知」。

網路瀏覽器的「請勿追蹤」訊號和其他類似機制

本網站不回應「請勿追蹤」訊號。有些網路瀏覽器會使用「請勿追蹤」訊號，試圖限制瀏覽器追蹤您造
訪網站的相關資訊。不過，我們的網站提供訪客選擇，可選擇拒絕讓 cookies收發訪客的瀏覽數據給
第三方。

導向其他網站的連結

當您瀏覽 PG&E的網站或非 PG&E贊助的網站時，可能會遇到並點選一些超連結或圖示，使用由其他
公司或代理商經營的網站或線上服務，而這些公司或代理商或許與 PG&E無關。這些網站可能會向您
傳送它們的 cookies、記錄您的 IP位址，或者收集您的個人資訊以及您的線上活動資料。對於外部機
構透過其網站或線上服務進行有關活動，或它們如何處理您的個人資訊，PG&E無法控制也不承擔任
何責任。請提高警覺，並且在您造訪每個外部網站時查閱其公告的隱私權政策，以瞭解更多資訊。

我們如何使用資訊以及如何與服務提供商和第三方分享資訊

PG&E為了完成下列業務及受法律要求之目的，會收集、使用及揭露您的個人資訊：

•	向您提供能源服務或產品。

•	依據 PG&E的法律義務並作為一個受管制的加州公共事業公司， PG&E應運作及維護一個安全、
穩定及可靠的公共事業服務和器材，為您提供服務。

•	遵從有效的逮捕證、傳票或法庭法令，或者執行法律索賠申請或為之辯護。

•	遵從加州公共事業委員會（ CPUC）的要求或命令，或遵從其他地方、州立或聯邦政府機構合法授
權的要求或法令向 PG&E索取的個人資訊。

•	發展及實施營銷、教育和外展計畫來改善我們向您和其他消費者提供的服務及產品。

https://www.pge.com/en_US/about-pge/company-information/privacy-policy/community-guidelines-for-pacific-gas-and-electric-social-media-properties/community-guidelines-for-pacific-gas-and-electric-social-media-properties.page


	

	

•	透過收集及檢閱個人資訊保障 PG&E的用戶、訪客、員工和承包商安全，防止詐騙、其他犯罪行為
和安全威脅。

•	為了能按要求向您提供產品及服務，或為了其他符合 PG&E及您之間的商業關係的業務目的，或者
作為一個受管制的加州公共事業公司遵從 PG&E的法律義務，讓代表 PG&E提供相關能源的服務、
產品或器材的第三方、服務提供商、廠商和承包商均受制於合適的保密及安全要求。

•	如果您的帳號被定為收債對象，我們將通知信用報告機構和討債機構來評估您的信用。

•	在生命或財物面臨威脅的情況時，協助緊急應變小組。

•	任何其他 PG&E和您之間的關係背景下，為了其他業務或合理預期的合法目的。

與服務提供商和第三方分享個人資訊

為了向您提供服務，或完成您提出的交易要求，我們可能會將您的個人資訊轉發給代表我們從事業務
的第三方。代表 PG&E的第三方必須遵循與 PG&E相同的隱私權與安全作業，且在 PG&E同意分享用戶
的個人資訊前，其資料處理流程必先經過全面性的安全審查，除非另有適用的法律法規的不同規定。

除非出於上述列舉的需要， PG&E不會未經您的許可即向其他人士或企業實體透露消費者的個人
資訊。

如果能幫助 PG&E提供並改善其公共事業服務產品和服務，包括如「能源效率」、「需求回應」等項目，
或者按加州公共事業委員會和其他加州政府機構規定而必須通知加州能源政策，PG&E則可分享總
體的、由個人資訊得出的非具體用戶數據和資訊給其他實體去執行活動。

在法律允許的情況下，我們一般是，且有在過去的 12個月內，為了商業目的或法律義務將下列個人資
訊類別揭露給下列實體類別：

實體類別 揭露的個人資訊類別

提供器材、產品、服務和計畫來支援 PG&E
的公共事業服務提供商、廠商和承包商，使 
PG&E能提供給消費者可靠安全的公共事
業服務、產品和項目並達成其他必要的商業
目的

•識別指標
•受加州或聯邦法律規定保護的類別特徵
•商業資訊
•地理數據
•感官數據
•專業或就業相關資料

依據有效的合法逮捕證、傳票、法庭法令或
法律規範性強制要求，或為了替 PG&E有效
辯護或協助提交合法索賠申請而索取個人資
訊的第三方

•識別指標
•加州客戶紀錄法規中列舉的個人資訊類別
•受加州或聯邦法律規定保護的類別特徵
•商業資訊
•生物識別資訊
•網路或其他類似的網絡活動
•地理數據
•感官數據
•專業或就業相關資料
•非公開的學歷背景資訊
•透過其他個人資訊做出的推測

管理機構，包括加州公共事業委員會、加州
能源委員會，和聯邦、州立或地方機構或有
權索取資訊的授權代表

•識別指標
•加州客戶紀錄法規中列舉的個人資訊類別
•受加州或聯邦法律規定保護的類別特徵
•商業資訊
•生物識別資訊
•網路或其他類似的網絡活動
•地理數據
•感官數據
•專業或就業相關資料
•非公開的學歷背景資訊
•透過其他個人資訊做出的推測



	

實體類別 揭露的個人資訊類別

在公共緊急狀況中的第一線急救人員和其
他政府實體

•識別指標
•受加州或聯邦法律規定保護的類別特徵
•商業資訊
•地理數據
•感官數據

金融機構、信用機構和其他為 PG&E的公共
事業服務項目提供金融和審計支援服務的金
融服務實體

•識別指標
•受加州或聯邦法律規定保護的類別特徵
•商業資訊
•透過其他個人資訊做出的推測

服務提供商、承包商、廠商和其他為 PG&E一
般商業過程和目的而提供支援的第三方

•識別指標
•加州客戶紀錄法規中列舉的個人資訊類別
•受加州或聯邦法律規定保護的類別特徵
•商業資訊
•生物識別資訊
•網路或其他類似的網絡活動
•地理數據
•感官數據
•專業或就業相關資料
•非公開的學歷背景資訊
•透過其他個人資訊做出的推測

您自願分享個人資訊

您可授權讓其他公司或人士獲得您的個人資訊，包括能源使用資料。在分享資訊前，請務必瞭解第
三方將如何使用您的資訊、他們是否會與他人分享 以及您身為消費者應有的權利。我們鼓勵您對 
PG&E個人帳戶的使用者帳號、密碼及其他個人身份資

，
訊保密。

銷售個人資訊

除非可能是在您造訪 PG&E的網站或線上服務時使得第三方取得了「 cookies」，PG&E在過去的 12個月
內從未銷售消費者的個人資訊以換取任何金錢，也無意在未來銷售以換取任何金錢。然而，我們可能
參與一些《加州消費者隱私法》認定屬於「銷售」的項目，例如在過去的 12個月內，我們的業務夥伴可
能已在我們的網站或線上服務中收集了相關的 cookies。如果您曾在過去的 12個月內造訪 PG&E的網
站或代表 PG&E經營的網站，有關您的電子 cookies和元數據可能已經被 PG&E業務夥伴收集作為商
業使用，除非當您造訪網站時曾選擇停止或拒絕使用您的 cookies。 

PG&E不曾，未來也不會在尚未取得確切授權的情況下銷售年齡不滿 16歲的個人資訊。

在您曾經造訪過的網站上點選「請勿銷售我的個人資訊」按鈕或撥打 1-800-743-5000指示PG&E不
得在未取得您的同意前銷售您的個人資訊。

保留資訊

我們根據法律要求或業務需求保留您的個人資訊。一般來說，為了我們業務的需求或法律要求下
我們會在一段合理期限內保留個人資訊。當我們不再需要個人資訊時，我們會以安全方式銷毀處理

，
。

存取和管理您的資訊

大多數用戶都能透過每月帳單或位於我們網站上的線上帳戶安全地存取其資訊。為了保護您的隱私
和提供優質服務，我們需要您提供完整且準確的資訊。如果您認為您在我們系統中留存的資訊不準
確或已過時，請儘快聯絡我們以更新或更正資訊。當您需要更新或更正資訊時，可撥打下方「聯絡我
們」部分中所列的電話號碼尋求協助，或從 pge.com登入「您的帳戶」（ Your Account）自行編輯您的基
本資料。

https://pge.com


	

	
	
	

	

	

	

	
	

	

	 	

我們對於如何與您聯絡以及向您收集哪些資訊提供一些選擇。在某些情況下，您有權利限制或選擇
拒絕向我們提供資訊。 

•	社會安全號碼：在開通或重新開通服務時，為驗證您的身份，我們可能會要求您提供社會安全號
碼。您有權利不提供社會安全號碼給我們，但我們可能會收取保證金，並會要求您提供另一種形式
的身份證明（例如駕照、護照、州身份證等）。在開通服務時，如果該帳戶已透過 pge.com註冊無紙
化帳單並設定自動付款，或有帳單保證人擔保，則可免付開通保證金。在重新開通服務時，如有帳
單保證人擔保，可免付開通保證金。 

•	您的帳戶：作為一名用戶，您可在 pge.com在線註冊「您的帳戶」，即時存取您的帳單、進行電子付
款和接收重要通知。如果您選擇註冊「您的帳戶」，您將被要求提供電子郵件地址。您有權利不提
供您的電子郵件地址，但您將無法利用電子帳單和線上付款等線上服務。 

•	電子郵件通訊：如果您已訂閱我們的電子郵件通訊 可按照電子郵件頁末的退訂流程 或依照本
政策「聯絡我們」（Contact Us）部分中說明的方式聯

，
絡我們，隨時退訂電子郵件。如果您

，
已經註

冊「您的帳戶」以利您上網使用你的帳戶，則可從 pge.com進入「您的帳戶」，在「基本資料及提醒
通知」（ Profile & Alerts）頁面中更新您的喜好，選擇退訂未來的電子郵件。

《加州消費者隱私法》授予您的權利和選擇

如上所述，《加州消費者隱私法》給予加州消費者（加州居民）一些相關其個人資訊的特定權利。
此段落描述《加州消費者隱私法》所授予的權利並解釋如何行使這些權利。

要求經過驗證後可存取個人資訊

您有權要求 PG&E揭露我們在過去的 12個月內收集及使用與您相關的資訊。

您可造訪下列連結 https://pge-prod.bigidprivacy.cloud/consumer/#/faRUKvXgqw/
form-1001  檢閱這些權利，包括提交可驗證的要求（v erifiable request）以取得我們所收集與您
相關的資訊。

我們收到並確認您的可驗證的消費者要求（請參考行使您的存取權、數據可攜性及刪除權）後，
我們會揭露給您以下資訊：
•	我們已收集關於您的個人資訊的類別。

•	我們已收集關於您的個人資訊的來源類別。

•	說明我們收集及銷售個人資訊的業務及商業用途。

•	我們分享個人資訊給第三方的第三方類別。

•	我們已收集關於您的具體個人資訊（也稱作數據可攜性要求）。

要求刪除的權利

此外，您也有權要求 PG&E刪除任何我們收集關於您的個人資訊，但某些特例除外，包括當法律要
求保留或為了我們的業務需要或公共事業服務目的（例如向您提供服務或產品）。這些特例包括紀
錄保留時間表和其他加州公共事業委員會規定的要求，禁止我們刪除某些個人資訊。

除非有適用的特例，一旦我們收到並核實您的消費者要求，我們會把您的個人資訊從我們的紀錄
中刪除。

行使您的存取權、數據可攜性及刪除權

如果您希望行使上述的存取權、數據可攜性及刪除權，請以下列方式提交要求：

•	造訪 https://pge-prod.bigidprivacy.cloud/consumer/#/faRUKvXgqw/form-1001  
•	撥打 1-800-743-5000聯絡我們
•	親自造訪任何 PG&E辦公室。您可以點選此處找尋您附近的 PG&E辦公室。

https://www.pge.com
https://www.pge.com
https://www.pge.com
https://www.pge.com/en_US/residential/your-account/your-bill/ways-to-pay/pay-center-locator/pay-center-locator.page


	
	
	
	

	

	
	

如果我們不能核實您提出要求的身份或權限並確認該個人資訊與您相關， PG&E則不能回應您的要求
或提供給您個人資訊。當您提出要求時，我們將透過提供身份認證服務的第三方進行您的身份認證，
或透過查驗政府製發之身分證。

提出可驗證的消費者要求無需建立 PG&E帳戶。

對於可驗證的消費者要求中所提供的個人資訊，我們只會用來核實要求人的身份或是否被授權提出
要求，而且只要可行，我們會把取得的識別資訊用來比對您開通 PG&E服務時提供的個人資訊。如果
您希望授權第三方為您提出要求，您必須直接聯絡 PG&E隱私權團隊並必須提供一份有效的加州授
權書或同等類型的書面許可，並向 PG&E核實您的身份。該授權書必須符合《遺囑認證法》第 4000至 
4465條的規定。

您在12個月內只能提出兩次可驗證的消費者要求，以取得存取權或數據可攜性之資料。

您也可代表您的未成年孩子提出可驗證的消費者要求。

回應時間和格式

我們將在收件後 45天內回應為了取得個人資訊而提出的可驗證的消費者要求。如果我們需要更多
時間（最多額外 45天），我們會以書面方式通知您理由及延長期限。取決於您的選擇，我們會以文
字方式透過一個安全連結以信件或電郵回應您提交的要求。我們提供的任何揭露資訊只涵蓋自可
驗證的消費者要求收件日期起回溯 12個月期間之資料。如果適用，我們的回應也會解釋為何無法受
理您的要求。

如果提交的要求是數據可攜性，我們將選擇一種格式提供您的個人資訊，該格式會是可合理用於將
資訊從一個實體轉至另外一個實體。

對於回應您的可驗證的消費者要求，除非您的要求太過頻繁、重複或不合理，否則我們將不收取辦
理或回應費用。如果我們認為要求是需要付費，我們會告知原因，並且在辦理您的要求前告訴您估
計的費用。

同意及拒絕銷售個人資訊的權利（「請勿銷售」）

如果您年滿或超過 16歲，您有權在任何時候指示我們不得銷售您的個人資訊（即「拒絕權」）。我們不
銷售在我們認知為年齡低於 16歲的消費者的個人資訊，除非我們收到確切授權（即「同意權」），該授
權必須來自年齡至少 13歲但未滿 16歲的消費者，或者未滿 13歲的消費者的父母或監護人。選擇同意銷
售個人資訊的消費者可於任何時候改成拒絕銷售。除非可能是在您造訪 PG&E網站或線上服務時使
得第三方取得了「 cookies」，PG&E在過去的 12個月內從未銷售消費者的個人資訊以換取任何金錢，也
無意在未來銷售以換取任何金錢。然而，我們可能參與一些《加州消費者隱私法》認定屬於「銷售」的
項目，例如我們業務夥伴可能在過去的 12個月內透過我們的網站或線上服務收集了相關的 cookies。
如果您在過去的 12個月內曾經造訪 PG&E的網站或代表 PG&E經營的網站， PG&E的業務夥伴可能為了
其商業目的，已取得了有關您的電子 cookies或元數據，除非當您造訪網站時曾選擇停止或拒絕使用
您的cookies。

如果您希望行使拒絕銷售您的個人資訊的權利，您（或者您的授權代理）可點擊「請勿銷售我的個人
資訊」的按鈕，或撥打 1-800-743-5000向我們提交申請。

不歧視原則

我們不會因為您行使任何《加州消費者隱私法》的權利而歧視您。除非法律允許，否則 PG&E不會因
為您行使《加州消費者隱私法》中的隱私權而導致：

•	拒絕提供您產品或服務。

•	為您提供產品或服務時收取不同的價錢或費率，包括使用折扣、其他福利或處以罰款。

•	因為您行使您的權利，而為您提供不同等級或質量的產品或服務。

•	暗示您得到的產品或服務會有不同的價錢或費率，或得到的產品或服務會是不同等級或質量。



	

	

	

 
 

 
 

	  
	 	

	

安全性

保護用戶資訊是 PG&E的首要考量。我們採取全面性的措施來確保系統健全以及保護您的個人資訊。我們
會持續實施和更新管理、技術和實體安全機制，確保您的個人資訊不會遭到未經授權的存取、破壞或竄
改。另外，每當您登入 PG&E的線上服務，您所輸入的任何帳戶資訊 或我們的網站在您的瀏覽器視窗中顯
示的任何帳戶資訊，都會受到業界標準的安全技術（安全資料傳輸層

，
安全協定，即 SSL）保護。透過使用 

SSL，我們試圖保護您的個人資訊和財務資訊的機密性。您的瀏覽器必須支援 SSL。請向您的瀏覽器製造商
詢問有關詳情。

兒童的線上隱私權

我們重視兒童的隱私權。我們的網站設有兒童專區，提供能源和安全方面的資訊。我們也為教師提供有
關能源認知和安全的免費教材。我們不會監看網站使用者的年齡，也不會刻意向 13歲以下兒童收集資訊。
如果您年齡未滿 13歲，則不應在未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下，向本網站或其他任何網站提交個人資訊。

本隱私權的變更

我們會在出現重大改變或至少每 12個月檢閱此隱私權政策。我們會透過 PG&E官網（ https://www.pge.com）
公告本隱私權政策的任何變更 並且說明舊版隱私權政策的索取辦法。我們每年也會透過帳單插頁通知
您再次造訪我們的網站，查看本隱

，
私權政策的最新版本。

聯絡我們

如果您對 PG&E隱私權政策有任何疑問、顧慮或不滿、想索取本隱私權政策的最新或較早版本，或想進一
步瞭解本隱私權政策的修改流程，可透過下列方式與我們聯絡： 

PG&E Residential and Business Customer Service 
Correspondence Management Center 
Attention: Privacy Management 
P.O. Box 997310 
Sacramento, CA 95899-7310 

PG&E住宅用戶專線: 1-800-743-5000 
PG&E商業用戶專線: 1-800-468-4743
電郵地址: pgeprivacy@pge.com 

https://www.pge.com
mailto:pgeprivacy@p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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