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申辦/攜碼限定優惠

日付 上網吃到飽 遠百商品券
$500

單門號

手機案

案別 單門號 手機案

月租 $199 $999

資費 新絕配399 新絕配599 新絕配799 新絕配999

合約期間 30個月 30個月 30個月 30個月

上網傳輸量 8GB

語音
優惠

網內 每通前3分鐘免費

網外 免費20分鐘 免費120分鐘 免費100分鐘 免費150分鐘

市話 免費20分鐘 免費80分鐘 免費100分鐘 免費100分鐘

免費網內簡訊 50則 100則 150則 200則

活動期間: 即日起~2019/9/30

貼心小叮嚀：●以上優惠須搭配指定方案。●禮券相關使用限制依禮券發行業者公告為主，禮券於指定方案啟用後次月月底前寄送至客戶帳單地址。●遠
傳電信保有取消本活動或更改本活動辦法之權利。 ※遠傳保留活動修改及終止權利。

遠 傳 優 惠 方 案 申 辦 方 式

※限定優惠送禮卷活動，請洽專人申辦。

專人服務

專案經理：吳歷原
電話：0934287668
Line ID:@zas2095o



全國電子企客專案

單門號 手機案

月租 $199 $450 $669 $999

資費 新絕配399 新絕配599 新絕配799 新絕配999

合約期間 30個月

申辦資格 新申辦/攜碼

上網
流量

8GB
上網吃到飽
不限速

上網吃到飽
不限速

上網吃到飽
不限速

語
音
優
惠

網內
每通前3分鐘

免費
網內免費 網內免費 網內免費

網外 免費20分鐘 免費120分鐘 免費100分鐘 免費150分鐘

市話 免費20分鐘 免費80分鐘 免費100分鐘 免費100分鐘

月付$669

專案價$21,300

員工員眷4G優惠方案

iPhone XR 128GB

Samsung Galaxy A70

●更多手機型號請洽服務專員

月付$669

專案價$5,990

 新一代超效能
 S Pen遠端遙控2.0
 景深特效攝影

專案價$15,990起

Samsung Galaxy

Note10/10+

貼心小叮嚀：●以上優惠須搭配指定方案。●禮券相關使用限制依禮券發行業者公告為主，禮券於指定方案啟用後次月月底前寄送至客戶帳單地址。●遠
傳電信保有取消本活動或更改本活動辦法之權利。 ※遠傳保留活動修改及終止權利。

遠 傳 優 惠 方 案 申 辦 方 式

※限定優惠送禮卷活動，請洽專人申辦。

專人服務

專案經理：吳歷原
電話：0934287668
Line ID:@zas2095o



貼心小叮嚀：●以上優惠須搭配指定方案。●禮券相關使用限制依禮券發行業者公告為主，禮券於指定方案啟用後
次月月底前寄送至客戶帳單地址。●遠傳電信保有取消本活動或更改本活動辦法之權利。

LINE@
QR code
(若無可以
不用)

新申辦/攜碼限定優惠

遠百商品券
$500

手機案

掃描QR code加入LINE@
或搜尋ID加入： @zas2095o
或親洽0934287668 吳經理

月租 $999

資費 新絕配799 新絕配999

合約期間 30個月 30個月

上網傳輸量

語音
優惠

網內

網外 免費100分鐘 免費150分鐘

市話 免費100分鐘 免費100分鐘

免費網內簡訊 150則 200則

手機型號 單機參考價
園區方案專案價

月付669 月付999
Samsung GALAXY Note 10+ $36,900 $28,990 $20,990 
Samsung GALAXY Note 10 $31,900 $23,990 $15,990 
SAMSUNG GALAXY S10+ $32,900 $24,990 $16,990 
SAMSUNG GALAXY S10 $29,900 $21,990 $13,990 
SAMSUNG GALAXY A70 $13,990 $5,990 $990 
SAMSUNG GALAXY A50 $11,990 $1,990 $0 
SAMSUNG GALAXY A30 $8,990 $990 $0 
SAMSUNG GALAXY A20 $5,990 $0 $0 
SONY XPERIA 1 $30,990 $22,990 $15,990 
SONY XPERIA XZ3 $23,990 $14,990 $8,990 
SONY XPERIA 10 Plus $11,990 $3,990 $0 
SONY XPERIA L3 $5,990 $0 $0 
OPPO RENO 10倍變焦 $24,990 $16,990 $12,990 
OPPO Reno $17,990 $9,990 $5,990 
OPPO Reno Z $11,990 $3,990 $0 
ASUS ZENFONE 6 $17,990 $9,990 $5,990 

小米9T $9,999 $2,490 $0 

紅米 NOTE7 $6,999 $0 $0 
iPhone XR 64G $26,900 $19,300 $13,800 
iPhone XR 128G $28,900 $21,300 $15,800 
iPhone XS 64G $35,900 $28,300 $22,800 
iPhone XS 256G $41,500 $33,900 $28,400 
iPhone XS Max 64G $39,900 $32,300 $26,800 
iPhone XS Max 256G $45,500 $37,900 $32,400 
IPHONE 7 32GB $15,900 $8,300 $400 
IPHONE 7 PLUS 32GB $20,500 $12,900 $2,400 

活動期間: 即日起~2019/9/30

SAMSUNG Galaxy
Note 10

專案價 $15,990

超新款

iPhone XS (64GB)

專案價 $22,800

超優惠



※遠傳保留活動修改及終止權利。

出神入
遠傳全國電子客戶獨享
月付$499起上網吃到飽加碼通話費

新辦/攜碼/續約

遠 傳 優 惠 方 案 申 辦 方 式

★網路憑名片or識別證進行申辦，無相關證件請洽專人服務

①網路門市

申辦網址如下：
https://www.fetnet.net
/ebu/all.html
輸入認證碼：26466即可申辦

②專人服務

專案經理：吳歷原
電話：0934287668
Line ID：@zas2095o

請加入
LineID：@zas2095o
獲得最新優惠資訊

全國電子員工眷屬

https://www.fetnet.net/ebu/all.html


類型 單門號案

促案

月租費 $88

資費 智慧行動188

合約期數 24

預繳金額 免預繳

數據

資費內含 300MB

加贈傳輸量 1GB

每月免費傳輸量 1.3GB

語音

網內免費分鐘數 前3分鐘免費

網外免費分鐘數 10

市話免費分鐘數 10

網內單價 4.8元/分 (以秒計費)

網外單價 6.6元/分 (以秒計費)

市話單價 6.0元/分 (以秒計費)

其他 網內簡訊 50則

適用
資格

新辦/攜碼 限郵寄申請，洽服務專員

※遠傳保留活動修改及終止權利。

優惠期間：即日起~10/31

限新申辦及攜碼(郵寄申請)

適用對象：員工及眷屬一等親

(親友申辦請洽服務專員)

4.5G智慧行動88
低資費方案



企業客戶_4.5G_尊爵99手機案

 網路數據、通話分鐘雙重加碼

 加贈國內通話費

 搭指定資費iPhone 7(2019版) 0元起

iPhone 7
(2019版)

Samsung GALAXY 
A30

Samsung
Note10/10+

※遠傳保留活動修改及終止權利。活動詳情請洽遠傳企業用戶業務專員

企業客戶_4.5G_尊爵99手機案
方案
資費

月租費 $399 $599 $799 $999 $1,399 $1,799 $2,699 

原資費 399 599 799 999 1399 1799 2699

網路
數據

每月數據 10G 21G
約期4G上網吃到飽

吃到飽 前6個月 前12個月

語音
優惠

網內 網內互打免費

網外 50 80 100 140 230 250 250

市話 20 30 40 60 80 80 80

限時加碼他網
通話分鐘數

X X X 900 1200 1200 1200

國內通話費 $100*24 $100*24 $200*24 X X X X

新申辦/攜碼/續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