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貼心小叮嚀：●活動期間：2020/9/1~2020/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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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月繳599/799/999/1,199元方案者，國內行動網速級
距(理想環境)500Mbps；選擇月繳1,399元方案者，國內行動網速級距(理想環境)1Gbps；選擇月繳1,799/2,699元方案者，國內行動網速級距(理想環境)1.5Gbps。●選擇月繳599/799元方案者，本機傳輸量到後降速至4G輕速上網
吃到飽(傳輸速率最高5Mbps)。選擇月繳999/1,199元方案者，本機傳輸量到後降速至4G高速上網吃到飽(傳輸速率最高50Mbps(下載)/20Mbps(上傳))。●選擇月繳599/799元方案者，其熱點分享傳輸量與本機上網傳輸量併計，量
到後降速至最高5Mbps。選擇月繳999/1,199元方案者，其熱點分享傳輸量與本機上網傳輸量併計，量到後降速至最高10Mbps。選擇月繳1,399/1,799/2,699方案者，申辦日至2020/10/31期間，同享熱點分享上網吃到飽；
2020/11/1起至合約期滿，每月熱點分享傳輸量上限分別為50/90/200GB，量到後熱點分享傳輸降速至最高10Mbps。●「VR加碼送」：活動期間內申辦Samsung Galaxy Note 20系列機款，並搭配1,399元(含)以上手機方案，贈送
PICO C VR眼鏡，直營門市於門號啟用時贈送，網路門市或業務進件將於門號啟用後次次月底前寄至客戶登記之帳單地址。●「企業客戶再加碼」：1. 於活動期間內新申辦/攜碼/續約「企業遠傳心5G方案」即送friDay購物折價券
$10,000元。2. 領取方式：申辦後次月會以簡訊的形式通知領折價券網址，請按網頁上說明的操作步驟領取折價券。3. friDay購物萬元折價券內含25張折價券，分別為：5張100元折價券(單筆訂單滿835元可折抵)、5張200元折價券
(單筆訂單滿2000元可折抵)、7張300元折價券(單筆訂單滿3000元可折抵)、8張800元折價券(單筆滿10000元可折抵)，單筆消費限使用一張折價券，使用期限及其他使用方式依折價券說明為主，若無收到簡訊通知請於申辦後次月底
前向遠傳提出，逾期恕不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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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客戶

極速飆網頭等體驗

推薦機款 ▸

月 租 費 用 $599 $799 $999 $1,199 $1,399 $1,799 $2,699

方 案 約 期 手機案：24個月／30個月／36個月 ｜ 單門號：24個月

網 速 級 距 500Mbps 1Gbps 1.5Gbps

本機上網傳輸量 24GB 36GB 60GB 100GB

上網吃到飽
超過傳輸量後 4G輕速吃到飽 4G高速吃到飽

熱點分享傳輸量
與上網傳輸量併計
量到降速至5Mbps

與上網傳輸量併計
量到降速至10Mbps

2020/10/31前熱點分享吃到飽

50GB 90GB 200GB

量到降速至10Mbps

語音免費
分鐘數

網內 前5免 前10免 網內免費

網外 30 45 60 80 110 200 480

市話 30 45 60 80 110 200 480

遠傳friDay
創新服務

明星多視角 送3個月 送3個月 送6個月 送6個月 送12個月 送12個月 送12個月

4K影劇 - - - - 送12個月 送12個月 送12個月

VR - - - - 送12個月 送12個月 送12個月

單門號限定加贈 送國內通話費$180/月 送國內通話費$240/月 送國內通話費$300/月

手機案限定加贈 －
Samsung Galaxy Note 20系列機款

贈 PICO C VR眼鏡

企業客戶再加碼 企業客戶獨享 friDay購物 $10,000 大禮包

遠傳心 方案

Samsung
GALAXY S20+

OPPO 
Reno 4 Pro

活動日期：2020/09/01~2020/09/30

10/31前熱點分享不限量

$999/$1,199 流量用完
仍享有4G高速吃到飽!

網外/市話皆有，
運用更靈活！

月 租 費 用 $999 $1199 $1399 $1799 $2699

手 機 型 號 合約30個月專案價

Samsung GALAXY Note 20 Ultra $29,990 $27,990 $24,490 $20,490 $12,490

Samsung GALAXY Note 20 $21,990 $19,990 $16,490 $12,490 $4,490

Samsung GALAXY S20 Ultra $25,990 $23,990 $21,490 $17,490 $9,490 

Samsung GALAXY S20+ $19,990 $17,990 $15,490 $11,490 $3,490 

Samsung GALAXY A71 5G $6,990 $4,990 $2,490 $0 $0 

Samsung GALAXY A51 5G $3,990 $1,990 $0 $0 $0 

Sony Xperia 1 II $18,990 $16,990 $14,490 $10,490 $2,490 

ASUS ROG PHONE 3(ZS661KS) 512G $18,990 $16,990 $14,490 $10,490 $2,490

ASUS ZF7 (ZS670KS)(8G) 128G $13,990 $11,990 $9,490 $5,490 $0

ASUS ZF7 (ZS670KS)(6G) 128G $11,990 $9,990 $7,490 $3,490 $0

OPPO Reno 4 Pro 256G $10,990 $8,990 $5,490 $1,490 $0

Realme X50 Pro 256G $10,990 $8,990 $6,490 $2,490 $0

OPPO RENO 4 128G $4,990 $2,990 $0 $0 $0

Vivo X50 $5,990 $3,990 $1,490 $0 $0申辦方式 ▸

申辦資格 新申辦／攜碼／續約

各通路
適用對象

直營門市：員工本人及員眷一等親
網路門市：員工本人及員眷三等親內
或洽企業所屬業務窗口申辦
*單門號暫無開放直營門市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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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門號方案加贈國內通話費

限時申辦｜好康送不完

Samsung Galaxy 
Note 20 Ultra

企客再加碼！

送 $10,000 friDay購物大禮包

★ 5G好新機！搭配方案最低0元起

★全資費送friDay創新服務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