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消專屬優惠專區

活動期間：112/5/1 ~ 112/6/30

1

3

2

新申請/攜碼/續約加碼抽

4

Dyson 無線吸塵器
sv14v11(市價$24900元)

AMaxia M-LW100無線快
充LED檯燈(市價$1,790元)

10名 20名

1名

麥當勞大麥克套餐
(市價$182元)

備註：活動贈送獎品將於門號啟用後次次月配送，用戶不得要求折換現金或其他商品，不得與其他優惠活動合併使用。

遠傳保留修改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得獎者名單8月底將公告於「遠傳-政府尊榮e櫃台」line@粉絲團。



‧

警政/消防同仁/眷屬
專屬優惠專案

.

※遠傳保留活動修改及終止權利。

Line ID：@rhg0359c  歡迎加入(遠傳-警消尊榮e櫃台)  

24小時客服專線：4498-169(手機撥打加02)

①全省直營門市
專案代碼: 04121744

員工及其一等親憑名片or員工識別證
至全省遠傳直營門申辦.

②網路門市
認證碼:10097

員工及其三等親網路門市，輸入企業
認證碼點選申辦.賣場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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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期限：2023/5/1~5/31

https://fetnet.tw/aklKw40KML

(企業門市_精選門市方案)

4G-499吃到飽不限速
另送499元國內通信費

網內免費+60分鐘市話+60分鐘網外
新辦／攜碼／續約/合約24個月

(警校/義警/義消適用/退休人員可用退休證申辦及民間救災團體皆適用)

4G單門號加碼送~搭配499月租以上

新辦/攜碼/續約~加碼送500元遠傳幣

加碼送遠傳幣

網路門市
獨享好康

5月
限時加碼

https://www.fetnet.net/ebu/police.html
https://fetnet.tw/aklKw40K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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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感恩祭寵愛最重要的她

網路門市業務諮詢 限員工本人及一二三等親內
[ 配偶、父母、子女皆可申辦]

申辦請掃描右方QR code並輸入認證碼：XXXXXX

https://fetnet.tw/GpD9E60KNL

5G好康加碼
新辦/攜碼/續約搭配599-799費率以上送遠傳幣1500元
新辦/攜碼/續約搭配999費率以上送遠傳幣3000元

企業網路門市限定 優惠期限：2023/5/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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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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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享此方案優惠價
限新申辦/
攜碼專用

限新申辦/
攜碼專用

https://fetnet.tw/CP4sEq
https://fetnet.tw/GpD9E60KNL


※遠傳保留活動修改及終止權利，專屬方案不可上傳公眾網路。
員工及其一等親憑名片or員工
識別證至全省直營門市申辦.

②網路門市 認證碼:10097

員工及其三等親至網路門市
輸入企業認證碼點選申辦.
賣場網址

https://fetnet.tw/aklKw40KML

③通訊辦理

lichsieh@fareastone.com.tw
通訊辦理，請發Mail索取申請書填寫後寄回.

①全省直營門市
專案代碼: 04121744

新申辦/攜碼/續約 限定優惠期限：2023/5/1~5/31

警政/消防同仁/眷屬
專屬優惠專案

貼心小叮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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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活動期間內新辦／攜碼／續約機祥666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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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後次月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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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通信品質隨地形/氣候/建物遮蔽/使用人數/使用之終端設備/地點/使用者移動速度及與基地台距離等
因素影響，期間產生之用量仍以原適用服務費率計算。

專案價$9,990

6.6吋 FHD大螢幕+防水手機
Samsung Galaxy A34 128G

企業客戶專享最優惠
搭月付$666方案

方案名稱 超極速方案

月租費 $666
資費 新絕配799

合約期間 30個月

申辦資格 新申辦/攜碼/續約

上網流量
(內含+贈送)

合約期間內
上網吃到飽不限速

語音
優惠

(內含+贈送)

網內 網內免費

網外 免費100分鐘

市話 免費200分鐘

機款 $666專案價 平板專區 $666專案價

Samsung Galaxy A54 (8+256G) $9,990 IPAD PRO 11吋 WI-FI-2022 128G $22,900

Samsung Galaxy A34 (8+128G) $6990 IPAD PRO 11吋 5G-2022 128G $27,900

Samsung Galaxy A34 (6+128G) $5,990 IPAD PRO 12.9吋 WI-FI-2022 128G $32,900

Samsung Galaxy A14 (4+128G) $1,490 IPAD PRO 12.9吋 5G-2022 128G $37,900

Samsung Galaxy A14 (4+64G) $490 iPad AIR 10.9吋 Wi-Fi_2022 64G $14,900

OPPO A78 $1,490 iPad AIR 10.9吋 Wi-Fi_2022  256G $19,900

Vivo V27 $11,990 Samsung Tab S8+ $28,990 

Vivo Y55 $2,990 Samsung Tab S8 $22,990 

專案價$5,990

4G搭配手機加碼送~新辦/攜碼/續約

搭配666費率以上 –送500元遠傳幣

推

推

專案價$590AirPods3_有線版

6.4吋 FHD大螢幕+玻璃機身
Samsung Galaxy A54 256G

專案價$0

8.7吋 FHD+TFT觸控螢幕
Samsung Tab A7 Lite Lte 32G

推

推

推

(警校/義警/義消適用/退休人員可用退休證申辦及民間救災團體皆適用)



新辦/攜碼/續約

-搭配999費率以上加碼送遠傳幣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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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月繳$999以上資費，即贈送遠傳幣$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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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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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政/消防同仁/眷屬
專屬優惠專案

企業網路門市限定-加碼活動至5月底

方案名稱 心5G專案

月租費用 $1399
申辦資格 新申辦/攜碼/續約

申辦通路 網路門市/直營門市限定

約期 36個月

本機上網傳輸量 5G 高速吃到飽

熱點分享傳輸量
50GB

量到降速至10Mbps 

語音免
費

分鐘數

網內 免費

網外 220

Samsung A54
月租 1399 $0元



※遠傳保留活動修改及終止權利，專屬方案不可上傳公眾網路。

員工及其一等親憑名片or員工
識別證至全省直營門市申辦.

員工及其三等親至網路門市
輸入企業認證碼點選申辦.
賣場網址
https://fetnet.tw/aklKw40KML

③通訊辦理
lichsieh@fareastone.com.tw
通訊辦理，請發Mail索取申請書填寫
後寄回.

①全省直營門市

專案代碼: 04121744

優惠期限：2023/5/1~5/31

警政/消防同仁/眷屬
專屬優惠專案

②網路門市 認證碼:10097

新辦/攜碼/續約搭配599-799費率以上送遠傳幣1500元

新辦/攜碼/續約搭配999費率以上送遠傳幣3000元

新辦/攜碼 搭配iPhone14 / iPhone14 Plus (128G及256G)

1399費率以上加碼手機現折1000元(以下價格未折)

推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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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月繳$999以上資費，即贈送遠傳幣$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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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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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校/義警/義消適用/退休人員可用退休證申辦及民間救災團體皆適用)



‧

※遠傳保留活動修改及終止權利，專屬方案不可上傳公眾網路。

員工及其一等親憑名片or員工
識別證至全省直營門市申辦.

員工及其三等親至網路門市
輸入企業認證碼點選申辦.
賣場網址
https://fetnet.tw/aklKw40KML

lichsieh@fareastone.com.tw
通訊辦理，請發Mail索取申請書填寫
後寄回.

①全省直營門市

專案代碼: 04121744

優惠期限：2023/5/1~5/31

②網路門市 認證碼:10097 ③通訊辦理

警政/消防同仁/眷屬
專屬優惠專案

5G好康加碼
新辦/攜碼/續約搭配599-799費率以上送遠傳幣1500元
新辦/攜碼/續約搭配999費率以上送遠傳幣3000元

合約期間 36個月 36個月 36個月 合約期間 36個月 36個月 36個月

月 租 費 799 999 1399 月 租 費 799 999 1399

手機型號 專案價 專案價 專案價 手機型號 專案價 專案價 專案價

SAMSUNG GALAXY S23 
ULTRA(12+1TB)

$43,490 $36,990 $32,490 Sony Xperia Pro-I 512G $33,490 $27,990 $23,490 

SAMSUNG GALAXY S23 
ULTRA(12+256G)

$31,490 $26,990 $22,490 
ASUS ROG PHONE 6D ULTIMATE 

512G
$27,990 $24,490 $19,990 

SAMSUNG GALAXY S23+ 
(8+512G)

$28,490 $23,990 $19,490 ASUS ROG PHONE6 512G $24,490 $20,990 $16,490 

SAMSUNG GALAXY S23+ 
(8+256G)

$24,490 $19,990 $15,490 ASUS ROG PHONE 6D 256G $20,490 $16,990 $12,490 

SAMSUNG GALAXY S23 (8+256G) $19,490 $14,990 $10,490 OPPO FindX5 Pro 256G $24,490 $18,490 $8,990 

Samsung Galaxy A54 (8+256G) $5,490 $1,990 $0 OPPO FindN2 Flip 256G $22,490 $16,990 $12,490 

Samsung Galaxy A34 (8+128G) $2,490 $0 $0 OPPO RENO8 256G $6,490 $990 $0 

Samsung Galaxy A34 (6+128G) $1,490 $0 $0 OPPO A78 128G $0 $0 $0 

Samsung Galaxy A33 (8+128G) $3,490 $0 $0 Vivo X90 Pro 256G $25,490 $20,990 $17,490 

Samsung Galaxy A33 (6+128G) $0 $0 $0 Vivo X90 256G $18,490 $13,990 $10,490 

SAMSUNG GALAXY A23 (4+64G) $0 $0 $0 VIVO X80 256G $18,490 $12,990 $8,490 

Samsung Galaxy A14 (4+64G) $0 $0 $0 小米 13 256G $17,490 $13,990 $9,490 

Samsung Galaxy A14 (4+128G) $0 $0 $0 紅米 Note 12 Pro 256G $3,490 $0 $0 

Samsung Galaxy A13 (4+64G) $0 $0 $0 紅米 Note 12 (8+256) 5G $490 $0 $0 

Sony Xperia Pro-I 512G豪華版 $39,390 $33,890 $29,390 紅米 Note 12 (6+128) 5G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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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加碼活動：1於活動期間內新辦/攜碼/續約心5G
方案月繳999以上資費，即贈送遠傳幣 $3,000，遠傳幣於申辦次月匯入申辦門號遠傳心生活APP，使用期限3個月。 ●本活動贈品僅贈送申辦企業方案純私帳客戶。●行動通信品質隨地形/氣候/建物遮蔽/使用人數/使用之終端
設備/地點/使用者移動速度及與基地台距離等因素影響，若使用之地點無法支援5G網路將轉換為4G網路，期間產生之用量仍以原適用服務費率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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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校/義警/義消適用/退休人員可用退休證申辦及民間救災團體皆適用)

直營門市
專屬現折優惠

本
月
機
款

• iPhone 14/ 14 Plus 128G/256G/512G
• Samsung Z Fold 4/ Z Flip 4
• Samsung A34 

• Samsung A54
• OPPO Reno 8/ 8 Z/ 8 Pro 
• Vivo V27

新辦/攜碼加碼$999-1199費率現折$500元

新辦/攜碼加碼$1399費率以上現折$1000元

https://fetnet.tw/aklKw40K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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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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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老客戶第二門】超優惠

方案名稱 老客戶第二門-便宜單門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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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全家購物金
$200

送全家購物金
$500 國內通話費$100/月

申辦方式 ▸

企業網路門市限定

https://fetnet.tw/re4k4f0KNF

https://fetnet.tw/re4k4f0KNF
https://fetnet.tw/re4k4f0KNF


優惠期限：2023/5/1~5/31

(含退休人員可用退休證申辦)

警政/消防同仁/眷屬
專屬優惠專案

推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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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送之遠傳幣有效期限為3個月，實際期限以遠
傳心生活 APP 上顯示的為準。

2. 遠傳幣領取說明：請於申辦日後10日內下載〝遠傳心生活APP〞，登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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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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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不得要求折換現
金或其他商品，不得與其他優惠活動合併使用。

3. 若未於發放日後收到贈品者，請於發放日次月15日前來電遠傳客服反應，未於期間內反
應恕不補發。

5G好康加碼
新辦/攜碼/續約搭配599-799費率以上送遠傳幣1500元
新辦/攜碼/續約搭配999費率以上送遠傳幣3000元

申辦日後10日內下載
遠傳心生活APP

LINE@

警消尊榮e櫃台

Line ID：

@ rhg0359c 

一對一專屬諮詢

即時消息不漏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