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貼心小叮嚀：●活動期間：2023/5/1~2023/5/31，需申辦「企業遠傳心5G方案」指定資費」。●申辦企業方案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加入對應企業群組並
啟用MVPN服務。●5G資費說明請參考遠傳官網https://fetnet.tw/CP4sEq ●遠傳企業私帳客戶於活動期間內，至網路門市新辦/攜碼/續約心5G資費搭配手
機方案，即贈送遠傳幣$2,000。●遠傳幣發放相關規則：1.客戶申辦本專案成功後，遠傳幣將於啟用後次次月底前自動匯入至客戶門號之對應遠傳心生活

APP 帳號，不另外用簡訊通知，贈送之遠傳幣有粉粿_無糖溫_Lynn效期限為3個月，實際以遠傳心生活 APP 上顯示的為準。2. 遠傳幣使用說明：(1) 申辦即

可獲得遠傳幣(2) 登入〝遠傳心生活APP〞後即可看到遠傳幣，可從APP遠傳幣交易明細中查詢，操作步驟如下：開啟遠傳心生活APP＞會員＞遠傳幣＞交易
紀錄(3) 遠傳幣可於遠傳心生活APP”遠傳幣兌換區”挑選商品進行兌換，亦可於遠傳friDay購物專屬賣場兌換等值商品，或至遠傳friDay購物全館使用，除
生日禮、線上換好禮、全家館外，全館適用，以購物車結帳顯示畫面為主。●遠傳保留修改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企業客戶網路門市限定

五月感恩祭寵愛最重要的她

月付$599起手機平板任選$0帶走

加碼遠傳幣$2,000  抵帳單購物好好用
限時優惠：2023/5/1~2023/5/31 【限新申辦/攜碼專用】

紅米平板 128G Wifi
Samsung Tab A8 

2022 wifi 32G
Samsung Tab A8 

2022 LTE 32G
iPad 10.9吋 Wi-Fi-

2022 64G

5G 599/30個月 5G 599/30個月 5G 799/30個月 5G 999/30個月

$0 $0 $0 $990 

愛聊天、
愛運動的她

愛追劇的她

AirPods Pro 
2

Samsung Galaxy 
A14 (4+128G)

OPPO A78 
128G

Apple Watch 
SE 2022 GPS 

40mm

Apple Watch 
SE 2022 LTE 

44mm

5G 599/
30個月

5G 599/
30個月

5G 599/
30個月

5G 599/
30個月

5G 799/
30個月

$0 $0 $0 $0 $0 

新申辦/攜碼輸折扣序號 EBU1000 手機3C商品享此專案優惠價

https://fetnet.tw/Vudg4m0KNE

https://fetnet.tw/CP4sEq
https://fetnet.tw/Vudg4m0KNE


https://fetnet.tw/GpD9E60KNL

貼心小叮嚀：●活動期間：2023/5/1~2023/5/31，需申辦「企業遠傳心5G專案」指定資費。●申辦企業方案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加入對應企業
群組並啟用MVPN服務。●5G資費說明請參考遠傳官網https://fetnet.tw/CP4sEq ●遠傳企業私帳客戶於活動期間內，至直營門市或網路門市新辦/
攜碼/續約心5G手機方案月繳 $599-$2699資費，即贈送遠傳幣$500-$1,000，網路門市再加贈遠傳幣$1,000。●遠傳幣發放相關規則：1.客戶申辦
本專案成功後，遠傳幣將於申辦後次月30日前自動匯入至客戶門號之對應遠傳心生活 App 帳號，不另外用簡訊通知，贈送之遠傳幣有效期限為3個
月，實際以遠傳心生活 APP 上顯示的為準。2. 遠傳幣使用說明：(1) 申辦即可獲得遠傳幣(2) 登入〝遠傳心生活APP〞後即可看到遠傳幣，可從APP
遠傳幣交易明細中查詢，操作步驟如下：開啟遠傳心生活APP＞會員＞遠傳幣＞交易紀錄(3) 遠傳幣可於遠傳心生活APP”遠傳幣兌換區”挑選商品
進行兌換，亦可於遠傳friDay購物專屬賣場兌換等值商品，或至遠傳friDay購物全館使用，除生日禮、線上換好禮、全家館外，全館適用，以購物車
結帳顯示畫面為主。●適用之機款/型號/價格以通路實際銷售為主，遠傳保留修改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企業客戶5G專案



貼心小叮嚀：●活動期間：2022/11/01~2022/11/30，需申辦「企業遠傳心5G方案」指定資費。●申辦企業方案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加入對應企業
群組並啟用MVPN服務。●5G資費說明請參考遠傳官網https://fetnet.tw/CP4sEq● 新申辦/攜碼/續約企業A22心5G方案，搭配iPhone 14系列機款，
且同時申辦「friDay影音」數位服務者，資費999/1199可享friDay影音服務前2個月月租費折扣優惠，資費1399以上可享friDay影音服務前3個月月租費
折扣優惠，折扣期滿後恢復原價計費。您可隨時取消此項數位服務，除月租費外不需支付任何費用。若於折扣期間內取消視為放棄優惠，不得要求遞延
使用、折給現金或轉換成其他優惠。若欲取消此數位服務，可自行透過friDay影音官網/APP取消，或洽門市、或致電客服。●遠傳企業私帳客戶於活動
期間內，至直營門市新辦/攜碼/續約心5G手機方案月繳 $599/$799資費，即贈送遠傳幣$500；月繳$999以上資費，即贈送遠傳幣$1,000，●遠傳企業
私帳客戶於活動期間內，至網路門市申辦$599以上資費即贈送遠傳幣$500。●遠傳幣發放相關規則：1.客戶申辦本專案成功後，遠傳幣將於申辦後次月
30日前自動匯入至客戶門號之對應遠傳心生活 App 帳號，不另外用簡訊通知，贈送之遠傳幣有效期限為3個月，實際以遠傳心生活 APP 上顯示的為準。
2. 遠傳幣使用說明：(1) 申辦即可獲得遠傳幣(2) 登入〝遠傳心生活APP〞後即可看到遠傳幣，可從APP遠傳幣交易明細中查詢，操作步驟如下：開啟遠
傳心生活APP＞會員＞遠傳幣＞交易紀錄(3) 遠傳幣可於遠傳心生活APP”遠傳幣兌換區”挑選商品進行兌換，亦可於遠傳friDay購物專屬賣場兌換等值
商品，或至遠傳friDay購物全館使用，除生日禮、線上換好禮、全家館外，全館適用，以購物車結帳顯示畫面為主。● 2999商務方案之安裝遠傳網外市
話超值包帳單折抵順序將為：資費內含分鐘數(220分鐘)→促銷優惠分鐘數(900分鐘)→加值包分鐘數(120分鐘)→可遞延優惠分鐘數市話。加值包贈送的
120分鐘為 網外市話合起來共120分鐘，並非僅抵扣市話。●適用之機款/型號/價格以通路實際銷售為主，遠傳保留修改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最高加贈遠傳幣 $1,000

貼心小叮嚀：●活動期間：2023/05/01~2023/05/31，需申辦「企業遠傳心5G專案」指定資費。●申辦企業方案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加入對應企業群組並啟用MVPN服務。●5G資費說明請參考遠傳官網https://fetnet.tw/CP4sEq●遠傳企業私帳客戶於活動期間內，至
直營門市新辦/攜碼/續約心5G手機方案月繳 $599/$799資費，即贈送遠傳幣$500；月繳$999以上資費，即贈送遠傳幣$1,000。●遠
傳企業私帳客戶於活動期間內，至網路門市申辦$599以上資費即贈送遠傳幣$2000。●遠傳幣發放相關規則：1.客戶申辦本專案成功後，
遠傳幣將於申辦後次月30日前自動匯入至客戶門號之對應遠傳心生活 App 帳號，不另外用簡訊通知，贈送之遠傳幣有效期限為3個月，
實際以遠傳心生活 APP 上顯示的為準。2. 遠傳幣使用說明：(1) 申辦即可獲得遠傳幣(2) 登入〝遠傳心生活APP〞後即可看到遠傳幣，
可從APP遠傳幣交易明細中查詢，操作步驟如下：開啟遠傳心生活APP＞會員＞遠傳幣＞交易紀錄(3) 遠傳幣可於遠傳心生活APP”遠
傳幣兌換區”挑選商品進行兌換，亦可於遠傳friDay購物專屬賣場兌換等值商品，或至遠傳friDay購物全館使用，除生日禮、線上換好
禮、全家館外，全館適用，以購物車結帳顯示畫面為主。● 2999商務方案之安裝遠傳網外市話超值包帳單折抵順序將為：資費內含分
鐘數(220分鐘)→促銷優惠分鐘數(900分鐘)→加值包分鐘數(120分鐘)→可遞延優惠分鐘數市話。加值包贈送的120分鐘為 網外市話合
起來共120分鐘，並非僅抵扣市話。●適用之機款/型號/價格以通路實際銷售為主，遠傳保留修改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企業客戶-心5G專案

https://fetnet.tw/GpD9E60KNL



5G專案價 單機價
月付799
(30個月)

月付999
(30個月)

月付1399
(30個月)

月付799
(36個月)

月付999
(36個月)

月付1399
(36個月)

SAMSUNG GALAXY S23
ULTRA(12+1TB)

$52,900 $44,490 $39,990 $35,490 $43,490 $36,990 $32,490

SAMSUNG GALAXY S23+ (8+512G)$37,900 $29,490 $26,990 $22,490 $28,490 $23,990 $19,490

SAMSUNG GALAXY S23 (8+256G) $28,900 $20,490 $17,990 $13,490 $19,490 $14,990 $10,490

Samsung Galaxy A54 (8+256G) $15,990 $6,490 $3,990 $0 $5,490 $1,990 $0

Samsung Galaxy A34 (6+128G) $11,990 $2,490 $0 $0 $1,490 $0 $0

Samsung Galaxy A34 (8+128G) $12,990 $3,490 $990 $0 $2,490 $0 $0

OPPO Reno8T(256G) 256G $14,990 $6,490 $2,990 $0 $5,490 $990 $0

OPPO A78 128G $7,990 $0 $0 $0 $0 $0 $0

Vivo V27 256G $16,990 $8,490 $3,490 $0 $7,490 $1,490 $0

小米 12T PRO 256G $19,999 $11,490 $8,990 $4,490 $10,490 $6,990 $2,490

紅米 Note 12 Pro 256G $12,999 $4,490 $0 $0 $3,490 $0 $0

貼心小叮嚀：●活動期間：2023/5/1~2023/5/31，需申辦「企業遠傳心5G專案」指定資費。●申辦企業方案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加入對應企業群組
並啟用MVPN服務。●5G資費說明請參考遠傳官網https://fetnet.tw/CP4sEq ●遠傳企業私帳客戶於活動期間內，至直營門市或網路門市新辦/攜碼/續約
心5G手機方案月繳 $599-$2699資費，即贈送遠傳幣$500-$1000，網路門市再加贈遠傳幣$1,000。●主打星機款最高折$1,000：係指新申辦/攜碼5G
手機案，並搭配指定手機，999-1199資費手機專案價可再折$500、1399~2999資費手機專案價可再折$1000，指定機款為iPhone14/iPhone14 Plus 
(128G/256G/512G)、Samsung Flip 4全系列、Samsung Fold 4全系列、Samsung A34、Samsung A54、OPPO Reno 8/8 Z/8 Pro及Vivo V27，限直
營門市申辦。●遠傳幣發放相關規則：1.客戶申辦本專案成功後，遠傳幣將於申辦後次月30日前自動匯入至客戶門號之對應遠傳心生活App 帳號，不另
外用簡訊通知，贈送之遠傳幣有效期限為3個月，實際以遠傳心生活 APP 上顯示的為準。2. 遠傳幣使用說明：(1) 申辦即可獲得遠傳幣(2) 登入〝遠傳心生
活APP〞後即可看到遠傳幣，可從APP遠傳幣交易明細中查詢，操作步驟如下：開啟遠傳心生活APP＞會員＞遠傳幣＞交易紀錄(3) 遠傳幣可於遠傳心生
活APP”遠傳幣兌換區”挑選商品進行兌換，亦可於遠傳friDay購物專屬賣場兌換等值商品，或至遠傳friDay購物全館使用，除生日禮、線上換好禮、全
家館外，全館適用，以購物車結帳顯示畫面為主。●適用之機款/型號/價格以通路實際銷售為主，遠傳保留修改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主打星機款 ▸

Samsung Galaxy A54 Samsung Galaxy A34

熱銷推薦 ▸

贈遠傳幣$1,000

企業客戶-心5G專案

OPPO Reno8 Pro OPPO Reno8 T

$0

月付$1399

$0 $3,490 $0

(以下為36M折扣後金額)

上網吃到飽不限速

主打星機款再折$1000元
加碼

https://fetnet.tw/GpD9E60KNL



貼心小叮嚀：●活動期間：2023/5/1~2023/5/31，以上活動需搭配指定企業方案。●申辦企業方案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加入對應
企業群組並啟用MVPN服務。●專案報價及方案內容請依申請書/網頁內容為主。●遠傳保留修改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力。

企業客戶-
員工員眷單門號優惠專案

https://fetnet.tw/GpD9E60KNL



大螢幕豆豆入門機

SAMSUNG A14 128G

專案價$1,490

防水潮玩手機

SAMSUNG A54(8+256G)

專案價$9,990

雙環星軌呼吸燈

OPPO RENO8 Z 128G

專案價$7,990

貼心小叮嚀：●活動期間：2023/05/01~2023/05/31，以上活動需搭配指定企業方案。●申辦企業方案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加入對應企業群組並啟用MVPN服務。●專案報價及方案內容請依申請書/網頁內容為主。●遠傳保留修改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力。

4.5G超極速 手機專案

https://fetnet.tw/GpD9E60KNL



申辦資格 新申辦／攜碼

各通路
適用對象

網路門市：員工本人及員眷三等親內

輸驗證碼

https://fetnet.tw/re4k4f0KNF

檢附
證件

員工本人：(1)員工名片/識別證/在職證明正本 (2)身分證
(3)健保卡或駕照

員眷申請：(1)推薦員工名片/識別證/在職證明正本 (2)員
眷身分證 (3)員眷健保卡或駕照 (4)員工身分證等親屬證
明文件

網路立即申辦

貼心小叮嚀： 2023/5/1~2023/5/31 。●申辦企業方案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加入對應企業群組並啟用MVPN服務。 ●月付 $149 小資上網首選 (24期)：啟用本專案享 4G 月租費優惠
折扣 $50元。本專案享額外贈送 5GB 國內上網傳輸量、網內免費通話、網外及市話免費通話分鐘數各 30 分鐘，共 24 個月。自啟用後立即生效，第一期優惠按比例計算，限申請人當月
使用，不得遞延、轉讓或折現。專案補貼款 $2,000元。●月付 $299 輕量上網No1 (24期)：啟用本專案享 4G 月租費優惠折扣 $100元。本專案享額外贈送 12GB 國內上網傳輸量、網內
免費通話、網外及市話免費通話分鐘數各 60 分鐘，共 24 個月。自啟用後立即生效，第一期優惠按比例計算，限申請人當月使用，不得遞延、轉讓或折現。專案補貼款 $2,400元。●月
付 $399 中用量上網超划算 (24期)：本專案享國內上網傳輸量定速21M吃到飽、網內免費通話、網外60分鐘及市話30分鐘免費通話分鐘數，共 24 個月。自啟用後立即生效，第一期優惠
按比例計算，限申請人當月使用，不得遞延、轉讓或折現。專案補貼款 $2,800元。●全家購物金發放相關規則：客戶申辦本專案成功後，全家購物金將於申辦後次次月 30日前自動匯入
至客戶門號之對應遠傳心生活 App 帳號，不另外用簡訊通知，贈送之全家購物金有效期限以遠傳心生活 APP 上顯示的為準。●遠傳保留修改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月付$149起 網內免費和市話網外分鐘數
再送購物金最高$500

【老客戶第二門】超優惠

企業客戶網路門市限定

專案名稱 老客戶第二門-便宜單門號專案

月租費用 $149 $299 $399

申辦資格 新申辦/攜碼

申辦通路 網路門市限定

約期 24個月

本機上網
傳輸量

5.3GB 12.3GB

21M吃到飽

量到降速 4G 1M輕速吃到飽

網內 免費

網外 30分鐘 60分鐘 50分鐘

市話 30分鐘 60 分鐘 30分鐘

限時加碼 全家購物金
$200

全家購物金
$500

國內通話費$100/月

申辦方式 ▸

https://fetnet.tw/re4k4f0KN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