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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桶回饋回饋帳單抵免申請 
請清晰列印並查看計畫規則。如果資訊缺失或不完整，將被拒絕。 

 

申請人資料  

申請人姓名 企業名稱（如適用）  

 安裝地址  城市/州/郵遞區號 

郵寄位址（如果與上述地址不同）  城市/州/郵遞區號 
 

日間電話號碼 安裝地址的設備總數（如適用） 
 

我是： □ 業主 □ 租戶 □ 物業經理 □ 其他（請具體說明）   

您是否是上述地址的市政服務帳單收件人？ □ 是 □ 否 
如果不是，請提供以下資訊，以獲得回饋回饋支票（如果與上述不同）： 

收款人姓名（回饋回饋支票開給）  郵寄地址 城市/州/郵遞區號 

 

馬桶資訊 
每個家庭/公寓僅限 1 次回饋回饋。每個物業位址限 20 名商業/工業/公共機構客戶。 

 

***舊馬桶* * * 

已拆除馬桶的 

預計用水量  

安裝 

數量 

***新馬桶*** 

已安裝馬桶的製造商/品牌和

型號 

已安裝的 

馬桶型號 

單元編號 

或馬桶位置 

（即一樓浴室） 

□ 1.6 加侖/沖水 

□ 3.5 加侖/沖水 

□ 5+ 加侖/沖水 

     

 
 提交收據

除此申請表外，您必須提供一份收據正本作為付款證明。請複印一份，供自己留存。 

 
對於直接從商店或零售商處購買的馬桶  對於透過管道工或承包商購買的馬桶 

• 收銀機收據、信用卡收據，或銷售發票原件。 
• 收據必須注明購買的品牌和型號、費用和付款方式。 

 
• 承包商出具的明細發票原件，注明： 

• 每個馬桶的品牌、型號和費用 

• 已經全額支付，餘額為零（0美元）；加蓋或注明「已全額付清」。 

回饋回饋協議 
我已經閱讀、理解並同意馬桶回饋回饋計畫說明中的條款和條件。我瞭解，款項會透過麥迪森市政服務帳單抵免發放，除非申請人不是帳戶持有人。我瞭解，麥迪森

自來水公司在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可能會檢查房屋以查驗馬桶的安裝情況。 

申請人簽名 職位（僅限商業回饋回饋）  日期 

http://www.madisonwater.org/


計畫概述 

如果客戶將高用水量馬桶更換為 EPA WaterSense 級高效馬桶 (HET) 型號，麥迪森自來水公司為其提供最高 100 美元的帳單抵免。有資格獲得回饋的

馬桶必須是 HET （每次沖水的用水量不超過 1.28 加侖），並且必須在環境保護署（EPA）的 WaterSense 清單上。 
 

符合資格 
• 該計畫的參與者必須是麥迪森自來水公司的客戶，安裝地址必須在該公司的客戶服務區。 

• 對於每個家庭或每套公寓的一個馬桶，該計畫僅提供一次帳單抵免形式的回饋。 

• 每個物業地址，商業、工業和公共機構客戶只能享受 20 次回饋帳單抵免。 

• 符合條件的替換馬桶必須是 EPA WaterSense 網站 (epa.gov/watersense) 上列出的 HETs。對於商業、工業和公共機構客戶，只有在 2016 

年 1 月 1 日之後購買的馬桶才有資格。 

• 回饋用於更換現有的大容量馬桶，不適用於新建馬桶。 

• 回饋採先到先得，直到資金用盡為止。 

• 如果馬桶購買者未支付物業的麥迪森市政服務帳單，將會發出一張回饋支票。例如：一些租戶自己支付水費的出租業主，以及水費被

包括在房主協會費用中的公寓業主。 
 

申請 
要申請回饋，您必須提交以下資料： 

• 對於直接從商店或零售商處購買的馬桶： 

收銀機收據、信用卡收據原件或銷售發票正本，注明購買的品牌和型號、費用和付款方式。（您應該保留一份影本以備記錄） 

• 對於透過管道工或承包商購買的馬桶： 
承包商出具的明細發票正本，注明： 

o 每個衛生間的品牌、型號和費用 
o 已全額支付，餘額為零 (＄0)；發票應加蓋公章或注明「已全部付清」。 

• 填好的申請表 
 
這些項目必須郵寄或提交到以下地址： 

Madison Water Utility（麥迪森自來水公司） 

Toilet Rebate Program（馬桶回饋計畫）  
119 East Olin Avenue  
Madison, WI 53713 

 

安裝 
客戶可以自己安裝廁所，也可以聘請水管工或承包商來完成這項工作。客戶負責正確安裝和支付相關費用。安裝可能需要經過自來水公司人員的

驗證。馬桶可以在任何供應商處購買，只要它們在 HETs 的 WaterSense 清單上。 
 

回饋 
在處理申請之後，客戶的麥迪森市政服務帳單上將會有 100 美元（不超過實際購買價格）的帳單抵免。請允許四到六個星期的處理時間。安裝費

不會得到抵免。 
 

舊馬桶的處置 
更換掉的馬桶應該被處理掉，使其不能重複使用。可以將它們放在路邊，等待街道和回收部門收取。 

 
欲瞭解更多資訊，請致電麥迪森自來水公司，電話號碼是 (608) 266‐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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