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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森林大火安全計畫



PG&E服務範圍內的森林大火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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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E服務範圍內 高山火威脅區內

服務之電力用戶數 550萬 500,000

架高配電線英哩數 81,000 25,500

架高輸電線英哩數 18,200 5,500

以上數據為約略數值 

cpuc.ca.gov/FireThreatMaps

請至以下網站瀏覽此地圖：

高山火威脅區 
Tier 2:升高風險 

Tier 3:極高風險 

PG&E服務範圍

資料來源: 加州公共事業委員會

       

  

  



       

社區森林大火安全計畫

降低森林大火發生機率 
▪ 資產視察及修繕 
▪ 提升植被管理 
▪ 系統強化 
▪ 特定設備更換 
▪ 公共安全斷電（PSPS）措施 

提升情境察覺能力 
▪ 森林大火安全營運中心 
▪ 氣象站 
▪ 高畫質相機 
▪ 氣象學 
▪ 衛星偵測 
▪ 多加諮詢有充足實地經驗的林火專業人員協助評估計畫 

降低PSPS措施之影響

▪ 鎖定高風險地區 
▪ 根據反饋及過往經驗持續改善 
▪ 進一步擴展我們與用戶和社區的合作，以及所提供的支援 
▪ 提升微電網能力

Some of the measures included in this presentation are contemplated as additional precautionary measures intended to further reduce the risk of wildfires. 5 



       

2021年最新方案

我們正持續強化電網以降低森林大火風險、減少公共安全斷電（ PSPS）的影響，並提供用戶和社區更多有關 PSPS事件
期間和前後的實用資源。

降低森林大火風險 

180
強化系統： 英哩的電線 

1,800提升植被管理：

英哩的高風險區
內電線

減少PSPS影響

增設超過275個分區配電裝置及輸電開關，縮減受影響用戶數

增設10個變電所供臨時發電、增設 5個微電網為重要社區資源據點供電

改善天氣模組能力、提供 5天的天氣預測數據 

300
台新的氣象站

追蹤情況： 

135
台新的高畫質相機

監測林火狀況：

支持用戶和社區

用戶通知以16種語言呈現，並啟用新的
地址警訊通知，以獲得任一地址的警示

增加約 5000個電池存量，為所有有意願、
且在高山火威脅區的低收入 Medical 
Baseline計畫用戶提供協助

目標是在所有可能受影響的郡區內設立
多處無障礙社區資源中心（ CRC）

為46個郡區中的用戶提供餐食資源

目標再與更多社區性組織合作，為有資源
取得和功能需求（ AFN）的用戶提供支援

Some of the measures included in this presentation are contemplated as additional precautionary measures intended to further reduce the risk of wildfires. 6 



       

系統強化

為進一步降低森林大火風險，我們正架設更
強韌的電線桿、包覆電線，並使部分線路地
下化。

系統強化將： 

▪提升長遠的安全性，特別是在高山火威脅時期 

▪提升冬季時的系統可靠度 

▪部分情況下能減少PSPS事件的影響程度

180英哩的電線2021年目標 

25英哩的電線 2021年進度 

572英哩的電線總進度* 

*2018年至2021年3月31日的總進度。

Some of the measures included in this presentation are contemplated as additional precautionary measures intended to further reduce the risk of wildfires. 7 



       

安裝分區裝置降低PSPS影響範圍

我們正安裝新的分區裝置，縮小受 PSPS影響的用戶數。

250台裝置2021年目標 

11台裝置2021年進度 

890台裝置總進度*

當天氣或枯枝落葉威
脅到我們一部份的電
力系統時

分區裝置能僅切斷受
影響區域的供電 

PG&E的人員將針對問題進

行搶修，但未受影響的區
域仍將繼續供電

*2019年至2021年3月31日的總進度。

Some of the measures included in this presentation are contemplated as additional precautionary measures intended to further reduce the risk of wildfires. 8 



高畫質相機監測森林大火情況

我們支持在高山火威脅區內架設新的高畫質相機，使PG&E和第一線人員能即時監測潛在森
林大火威脅。

21台相機 2021年進度 

370台相機總進度* 

*2018年至2021年3月31日的總進度。

高畫質相機增設位置按月籌劃。

數據及影像可公開取得：
alertwildfire.org 

pge.com/weather 

       Some of the measures included in this presentation are contemplated as additional precautionary measures intended to further reduce the risk of wildfire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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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氣象站提升情境察覺能力

我們正增設先進的氣象站，以更加了解惡劣天氣對我們系統的影響，

並主動應對潛在的威脅。

39個氣象站 2021年進度 

1,065個氣象站總進度* 

*2018年至2021年3月31日的總進度。

氣象站增設位置按月籌劃。

數據可公開取得：
mesowest.utah.edu 

pge.com/weather 

Some of the measures included in this presentation are contemplated as additional precautionary measures intended to further reduce the risk of wildfire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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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

快速對地故障電流限制器（ Rapid Earth Fault Current Limiter）

當電線發生異常狀況時，將自動快速停止供電

配電、輸電和變電所 –火災行動計畫和科技（DTS-FAST）

能快速偵測到有物體接近帶電電線，並在物體接觸到電線前停止供電

光學雷達（ LiDAR）

光學雷達科技運用雷射遠端偵測系統，並數位檢視及記錄完成的植被管理工作

火勢蔓延模組

利用先進電腦模組，即時分析森林大火情況，並預測火勢蔓延趨勢以決定優先工作區域

       Some of the measures included in this presentation are contemplated as additional precautionary measures intended to further reduce the risk of wildfires. 11 



例行及進階植被管理

例行植被管理

符合加州標準，在高山火威脅區內，
配電線路的方圓 4英呎內保持淨空。修
剪樹木時又以至少 12英呎為佳，確保
全年合規。

進階植被管理
在高山火威脅區加強電線與附近
植被的淨空管理，包含評估高大
樹木倒塌時觸及電線或設備的可
能性及風險。

直至2020年，完
成之英哩數4,300 

       

  For illustrative purposes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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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目標：高風險區內 

1,800英哩的電線範圍 

2021年改善工作： 
▪ 採用LiDAR科技進行實地工作 
▪ 改善工作視察及監管 
▪ 編制樹藝師核心團隊，即時應付問

題

Some of the measures included in this presentation are contemplated as additional precautionary measures intended to further reduce the risk of wildf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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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公共安全斷電？

維護安全是我們的首要責任。當經歷惡劣天氣情況時，為預防森林大火發生
，我們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可能會暫停供電。

14Some of the measures included in this presentation are contemplated as additional precautionary measures intended to further reduce the risk of wildfires.

強風及危險的情況可能
使掉落的樹枝或枯枝落
葉接觸到帶電的電線。

這可能帶來設備的損壞
進而引發嚴重的森林大

火。

惡劣天氣過後，我們
將視察系統並進行必

要的修繕。

電力將在視察及修繕
完成後恢復。

為避免森林大火的發
生，我們可能需要暫

停供電。

公共安全斷電措施
（Public Safety 

Power Shutoff，簡
稱PSPS）。

這就是



何種情況下可能會需要採取PSPS措施？

       

在決定是否因安全考量需暫停供電時，我們將仔細衡量多項準則。考量的
因素包含：

風況預報超過每
小時20英哩

地面乾燥燃料和電
線附近的植被情況

由國家氣象局發布
的紅旗警告

實地即時觀測濕度在30%或以

下的低溼度情況
和陣風超過每小
時30至40英哩

今年，我們的決策過程有所調整，在衡量是否將採取 PSPS措施時，將考慮電線
附近是否有倒塌時會觸及電線的高大樹木。

Some of the measures included in this presentation are contemplated as additional precautionary measures intended to further reduce the risk of wildfires. 15 



       

 

樹木倒塌風險與PSPS決策

我們最重要的責任是確保用戶和社區的安全。歷經去年的森林大火季節，以及比以往更乾燥的天氣情
況，我們已依據聯邦的建議，擬定額外的 PSPS計畫準則。

16Some of the measures included in this presentation are contemplated as additional precautionary measures intended to further reduce the risk of wildfires.

為降低發生大規模森林大火的風險，在面臨惡
劣天氣情況時，PG&E可能針對部分配電線*進

行斷電，這些電線附近有高大的樹木，可能會
倒塌觸及電線。

居住在最高山火風險區的用戶，今年可能比
去年經歷更多PSPS事件。

針對此調整可能帶來的影響，我們正與用戶
、城市、郡區及部落分享社區個別資訊。

在高山火威脅區內，有約 

530萬顆樹木的高度足
以在倒塌時觸及配電電線
。這些樹木的所在位置可
能在我們地役權及通行權
外。

僅為示意圖 *不包含輸電線（電壓 > 60 kV）



       

更新準則可能產生之影響

我們研究過去 10年（2010至2019年）的氣象數據，分析所提議的更新準則可能帶來的影響。

研究顯示：

災難性森林大火風險降低 

PSPS事件次數增加、受影
響用戶數增加、影響時間
增長

我們預期將不會發生2019年
大規模般的PSPS事件。

基準 採用提議之準則下

事件發生頻率 約每年3次 約每年5次

事件平均時長
（不含復電需時）

約24小時 約29小時

事件平均受影響用戶
數*

約98,000名用戶 約125,000名用戶

最大規模事件受影響
用戶數*

約345,000名用戶 約368,000名用戶

對用戶的潛在影響 

*平均數值以10年間所有事件為基線計算，並套用更新準則至同樣事件次數計算出平均影響用戶數。使用更新準則計算時，不包含部
分小規模事件。所有數據僅為規劃使用，且分析持續進行。實際 PSPS事件規模及影響範圍受實際天氣情況影響。

Some of the measures included in this presentation are contemplated as additional precautionary measures intended to further reduce the risk of wildfires. 17 



如何接收通知？

當預報顯示將發生惡劣天氣情況時，我們會在斷電前事先通知用戶，並在復電前持續提供
最新資訊。

通知時間（情況允許時）

停電的兩天前 停電的一天前 準備斷電時 採取PSPS措施 復電後 
(WATCH通知) (WATCH通知) (WARNING通知) 期間

透過自動語音電話、簡訊
及電子郵件進行通知。

       

我們也將透過官網 pge.com、社交媒體
平台、地方電視台及廣播進行通知。 

@pacificgasandelectric 

@PGE4Me 

@pacificgasandelectric 

Some of the measures included in this presentation are contemplated as additional precautionary measures intended to further reduce the risk of wildfires.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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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支援計畫

我們重視用戶的建議，在採取用戶的建議後，將優化警訊通知、提供電池和發電機優惠，
並為符合資格的用戶提供額外資源。

計畫 2020年進度 2021年目標

用戶通知 
▪ 通知中包含復電時間 
▪ 為非帳戶登記者提供郵遞區號警訊通知 
▪ 支援13種語言 

▪ 建立超過250個合作夥伴關係 
▪ 資源取得和功能需求（ AFN）支援 
▪ 其他語言資訊 

▪ 建立合作關係: 
o 36個郡內的21個食物銀行 
o 20個郡內的18個送餐服務（Meals on 

Wheels）計畫 

▪ 配送超過6550個電池 

▪ 與地方政府機構擬定並預備361個中心地點 

▪ 開始為井水使用者提供的試行計畫 

▪ 所有平台提供正確且一致的通知內容 
▪ 精簡內容 
▪ 為用戶和非用戶提供地址警訊通知 
▪ 支援16種語言

▪ 目標再與超過35個社區性組織合作

▪ 為46個郡區中的用戶提供餐食資源 
▪ 建立10個新的合作關係

▪ 增加約5000個電池存量 
▪ 為所有有意願、且在高山火威脅區的低收入 

Medical Baseline計畫用戶提供協助

▪ 目標是在所有可能受影響的郡區內設立多處無障
礙社區資源中心（ CRC） 

▪ 與郡區及部落機構合作研討中心地點

▪ 延續井水優惠試行計畫 
▪ 擴大計畫推廣

社區性組織合作 

食物資源合作 

可攜式電池 

社區資源中心 

井水優惠 

Some of the measures included in this presentation are contemplated as additional precautionary measures intended to further reduce the risk of wildfires. 20 



       

社區資源中心（Community Resource Center）

在採取PSPS措施時， PG&E將開放社區資源中心（ CRC）， COVID-19防疫措施

用戶可在此取得資源，也可獲取最新資訊。 為確保用戶和社區的安全，所有 

用戶資源
CRC均採取適當的COVID-19防疫措
施，且遵守州立及郡區規定。

▪ 無線網路 ▪ 必須配戴口（面）罩 

▪ 無障礙廁所 
▪ 必須確保社交距離，並限制 

▪ 瓶裝水 人數 
▪ 充電設備 
▪ 零食 ▪ 在進入室內空間前，必須進 

▪ 冷暖空調*
行體溫量測 

▪ 座位* ▪ 接觸表面會定期消毒 

▪ 冰塊* 

▪ 手機充電器

*僅於室內場所提供

請瀏覽以下網站，獲取更多CRC的相關資訊，並查詢在PSPS期間
和前後，您所在地區附近的CRC位置： pge.com/crc 

Some of the measures included in this presentation are contemplated as additional precautionary measures intended to further reduce the risk of wildfires. 21 



       

  

 

殘障人士災害應變資源取得計畫

22Some of the measures included in this presentation are contemplated as additional precautionary measures intended to further reduce the risk of wildfires.

在2020年發生PSPS事件時，提供了
以下資源：

~1,700 份用戶需求評量 

~1,000 個電池 

~560 間旅宿安排 

~900 份食物券發放 

~30 趟接駁服務

更多有關DDARP，請瀏覽： 

disabilitydisasteraccess.org

數據根據現有資訊提供，可能有所更動。

我們與殘障人士災害應變資源取得計畫（ 
Disability Disaster Access and Resources Program，
簡稱DDARP）合作，與符合資格的用戶聯繫，提

供個人化的緊急應變計畫支援、了解能源使用需
求及在PSPS發生時提供協助。發生 PSPS事件時，
可依據用戶需求提供下列服務：

回應PG&E用戶服務中心

接聽到的申訴電話

旅館住宿

便捷交通
前往旅館和社區資源中心

食物券

可攜式備用電池

https://disabilitydisasteraccess.org/


       

可攜式電池計畫

為支援居住在高山火威脅區的低收入 Medical Baseline計畫用戶，我們與他們聯繫一同為

公共安全斷電做準備，並了解他們的能源需求，以提供緊急情況時所需的醫療設備。同
時，我們也針對符合資格的用戶提供全額補助的可攜式電池解決方案。

至今，已透過此計畫完成以下項目：

與7個外部電池配送夥伴達成合作

與約2萬2千名用戶聯繫

完成超過 8800名用戶的能源需
求評量

為用戶提供超過5500個電池

更多資訊請瀏覽： pgebatteryprogram.com 

Some of the measures included in this presentation are contemplated as additional precautionary measures intended to further reduce the risk of wildfires.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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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機優惠計畫

此計畫始於 2020年底，為依賴井泵且居住在高山火威脅區的用戶提供購買符合資格的攜
帶型發電機一次性的優惠。

提供$300美金優惠給符合
資格的用戶。

提供 $500 美金優惠給符合
資格且正參與 CARE或FERA
計畫的用戶。

此優惠透過 PG&E的備用電源網站
提供：pge.com/backuppower。

已有超過 100名用戶獲得此優惠。

更多有關PG&E的發電機優惠計畫，請瀏覽： pge.com/backuppower

Some of the measures included in this presentation are contemplated as additional precautionary measures intended to further reduce the risk of wildfires.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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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E Report It 安全行動應用程式試行計畫

今年夏季，我們將啟用新的「 PG&E Report It」安全行
動應用程式（ app）試行計畫。用戶可透過此 app向我
們回報安全疑慮。

如何回報問題： 
▪ 描述問題地點 
▪ 附上安全疑慮點之照片或影像 
▪ 提交回報

您將在問題進行處理時及解決後收到通知。

其他功能： 
▪ 瀏覽他人提交的安全疑慮 
▪ 查看PG&E的調查結果

示意圖

試行計畫資訊：此app在試行計畫初期僅供部分用戶使
用。若有意願加入計畫，請瀏覽以下網站： 

pge.com/safetyapp

Some of the measures included in this presentation are contemplated as additional precautionary measures intended to further reduce the risk of wildfires. 25 



       

財務協助和支援計畫

自2020年3月，我們已採取一系列的緊急保護措施，為受疫情影響的用戶提供保障（保障預
計於2021年6月30日失效）。

暫不中斷欠費用戶之煤電服務

針對CARE及FERA計畫
暫停驗證新加入者
也不規定重新加入計畫資格

豁免小型企業用戶押金 

Medical Baseline計畫資格重審

若您針對保護措施失效後可能對您造
成的影響有所疑問，或您有困難支付
煤電帳單， PG&E可協助您尋找合適的
付款、財務協助或其他支援計畫。

更多資訊請瀏覽： 

pge.com/covid19

Some of the measures included in this presentation are contemplated as additional precautionary measures intended to further reduce the risk of wildfires. 26 



       

   

27Some of the measures included in this presentation are contemplated as additional precautionary measures intended to further reduce the risk of wildfires.

更多實用資源和工具

更多有關我們所採取的森林大火安全工作，請瀏覽：

欲獲取詳細資料，請瀏覽以下網站：

您非PG&E帳戶登記者但想收到PSPS警訊通知嗎？
請至以下網站登記接收任何地址的PSPS警訊通知
：

您需要英語以外的資訊嗎？請瀏覽：

想知道我們在您所在地區正在追蹤的即時天氣情
況嗎？請瀏覽以下網站獲取即時天氣資訊：

想尋找能幫助孩子為緊急事件做準備的工具和資
源嗎？請瀏覽我們的互動式網站：

想了解如何在PSPS事件期間和前後確保安全嗎？

請瀏覽以下網站了解森林大火風險，並獲得緊急
情況應變指南：

您需要備用電源嗎？請瀏覽以下網站了解備用電
源方案、安全指南及融資方案： 

pge.com/wildfiresafety 

pge.com/addressalerts 

safetyactioncenter.pge.com 

pge.com/weather 

pge.com/backuppower有關儲電及獎勵方案，
請瀏覽： pge.com/storage 

kidsemergencysafety.com 

pge.com/mywildfirealerts

取得更多資訊：
撥打 1-866-743-6589 | 發送電子郵件至 wildfiresafety@pge.com
欲取得過往簡報及影音資料，請瀏覽 pge.com/firesafetywebinars 

about:blank
about:blank
about:blank
about:blank
about:blank
about:blank
about:blank
http://pge.com/mywildfirealerts


謝謝

欲聯繫，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wildfiresafety@pge.com

欲取得過往簡報和影音資料，請瀏覽： pge.com/firesafetywebinars

http://pge.com/FireSafetyWebin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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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電的兩天前停電的一天前準備斷電時採取PSPS措施復電後 (WATCH通知) (WATCH通知) (WARNING通知)
	期間

	透過自動語音電話、簡訊及電子郵件進行通知。
	Figure
	我們也將透過官網 pge.com、社交媒體平台、地方電視台及廣播進行通知。 
	@pacificgasandelectric @PGE4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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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安全斷電用戶資源和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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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戶支援計畫
	Figure
	我們重視用戶的建議，在採取用戶的建議後，將優化警訊通知、提供電池和發電機優惠，並為符合資格的用戶提供額外資源。
	計畫 
	計畫 
	計畫 
	2020年進度 
	2021年目標

	用戶通知 
	用戶通知 
	▪通知中包含復電時間 ▪為非帳戶登記者提供郵遞區號警訊通知 ▪支援13種語言 ▪建立超過250個合作夥伴關係 ▪資源取得和功能需求（ AFN）支援 ▪其他語言資訊 ▪建立合作關係: o 36個郡內的21個食物銀行 o 20個郡內的18個送餐服務（Meals on Wheels）計畫 ▪配送超過6550個電池 ▪與地方政府機構擬定並預備361個中心地點 ▪開始為井水使用者提供的試行計畫 
	▪所有平台提供正確且一致的通知內容 ▪精簡內容 ▪為用戶和非用戶提供地址警訊通知 ▪支援16種語言▪目標再與超過35個社區性組織合作▪為46個郡區中的用戶提供餐食資源 ▪建立10個新的合作關係▪增加約5000個電池存量 ▪為所有有意願、且在高山火威脅區的低收入 Medical Baseline計畫用戶提供協助▪目標是在所有可能受影響的郡區內設立多處無障礙社區資源中心（ CRC） ▪與郡區及部落機構合作研討中心地點▪延續井水優惠試行計畫 ▪擴大計畫推廣

	社區性組織合作 
	社區性組織合作 

	食物資源合作 
	食物資源合作 

	可攜式電池 
	可攜式電池 

	社區資源中心 
	社區資源中心 

	井水優惠 
	井水優惠 


	社區資源中心（Community Resource Center）
	在採取PSPS措施時， PG&E將開放社區資源中心（ CRC）， COVID-19防疫措施用戶可在此取得資源，也可獲取最新資訊。
	為確保用戶和社區的安全，所有 

	CRC均採取適當的COVID-19防疫措施，且遵守州立及郡區規定。
	用戶資源

	▪無線網路 ▪必須配戴口（面）罩 
	▪無線網路 ▪必須配戴口（面）罩 
	▪無線網路 ▪必須配戴口（面）罩 
	Figure

	▪必須確保社交距離，並限制 ▪瓶裝水▪充電設備 
	▪無障礙廁所 
	人數 


	▪在進入室內空間前，必須進 
	▪零食 

	▪冷暖空調*
	行體溫量測 

	▪座位* ▪接觸表面會定期消毒 
	▪冰塊* ▪手機充電器

	*僅於室內場所提供
	請瀏覽以下網站，獲取更多CRC的相關資訊，並查詢在PSPS期間
	和前後，您所在地區附近的CRC位置：
	pge.com/crc 
	殘障人士災害應變資源取得計畫
	22Some of the measures included in this presentation are contemplated as additional precautionary measures intended to further reduce the risk of wildfires.在2020年發生PSPS事件時，提供了以下資源：~1,700 份用戶需求評量 ~1,000個電池 ~560間旅宿安排 ~900 份食物券發放 ~30趟接駁服務更多有關DDARP，請瀏覽： 數據根據現有資訊提供，可能有所更動。
	disabilitydisasteraccess.org

	我們與殘障人士災害應變資源取得計畫（ Disability Disaster Access and Resources Program，簡稱DDARP）合作，與符合資格的用戶聯繫，提
	供個人化的緊急應變計畫支援、了解能源使用需求及在PSPS發生時提供協助。發生 PSPS事件時，可依據用戶需求提供下列服務：
	回應PG&E用戶服務中心接聽到的申訴電話
	Figure

	旅館住宿
	便捷交通
	前往旅館和社區資源中心
	食物券
	可攜式備用電池
	Figure
	可攜式電池計畫
	為支援居住在高山火威脅區的低收入 Medical Baseline計畫用戶，我們與他們聯繫一同為公共安全斷電做準備，並了解他們的能源需求，以提供緊急情況時所需的醫療設備。同時，我們也針對符合資格的用戶提供全額補助的可攜式電池解決方案。
	至今，已透過此計畫完成以下項目：
	與7個外部電池配送夥伴達成合作與約2萬2千名用戶聯繫完成超過 8800名用戶的能源需求評量為用戶提供超過5500個電池
	更多資訊請瀏覽：
	Figure
	pgebatteryprogram.com 

	發電機優惠計畫
	此計畫始於 2020年底，為依賴井泵且居住在高山火威脅區的用戶提供購買符合資格的攜帶型發電機一次性的優惠。
	提供$300美金優惠給符合資格的用戶。提供 $500 美金優惠給符合資格且正參與 CARE或FERA計畫的用戶。此優惠透過 PG&E的備用電源網站提供：pge.com/backuppower。已有超過 100名用戶獲得此優惠。
	更多有關PG&E的發電機優惠計畫，請瀏覽：
	Figure
	pge.com/backuppower

	PG&E Report It安全行動應用程式試行計畫
	今年夏季，我們將啟用新的「 PG&E Report It」安全行動應用程式（ app）試行計畫。用戶可透過此 app向我們回報安全疑慮。
	如何回報問題： 
	▪描述問題地點 ▪附上安全疑慮點之照片或影像 ▪提交回報
	您將在問題進行處理時及解決後收到通知。
	其他功能： 
	▪瀏覽他人提交的安全疑慮 
	▪查看PG&E的調查結果
	示意圖
	試行計畫資訊：此app在試行計畫初期僅供部分用戶使用。若有意願加入計畫，請瀏覽以下網站： pge.com/safetyapp
	財務協助和支援計畫
	自2020年3月，我們已採取一系列的緊急保護措施，為受疫情影響的用戶提供保障（保障預計於2021年6月30日失效）。
	暫不中斷欠費用戶之煤電服務針對CARE及FERA計畫暫停驗證新加入者也不規定重新加入計畫資格豁免小型企業用戶押金 Medical Baseline計畫資格重審
	Figure
	若您針對保護措施失效後可能對您造成的影響有所疑問，或您有困難支付煤電帳單， PG&E可協助您尋找合適的付款、財務協助或其他支援計畫。
	更多資訊請瀏覽： pge.com/covid19
	27Some of the measures included in this presentation are contemplated as additional precautionary measures intended to further reduce the risk of wildfires.更多實用資源和工具更多有關我們所採取的森林大火安全工作，請瀏覽：欲獲取詳細資料，請瀏覽以下網站：您非PG&E帳戶登記者但想收到PSPS警訊通知嗎？請至以下網站登記接收任何地址的PSPS警訊通知：您需要英語以外的資訊嗎？請瀏覽：想知道我們在您所在地區正在追蹤的即時天氣情況嗎？請瀏覽以下網站獲取即時天氣資訊：想尋找能幫助孩子為緊急事件做準備的工具和資源嗎？請瀏覽我們的互動式網站：想了解如何在PSPS事件期間和前後確保安全嗎？請瀏覽以下網站了解森林大火風險，並獲得緊急情況應變指南：您需要備用電源嗎？請瀏覽以下網站了解備用電源方案、安全指南及融資方案： 有關儲電及獎勵方案，請瀏覽： 取得更多資訊：撥打 1-866-743-6589 | 發送電子郵件至 wildfiresafety@pge.com欲取得過往簡報及影音資料，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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