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日期：2021/5/1~202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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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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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G吃到飽
月付1399 $0起

企業客戶遠傳心

貼心小叮嚀：●「遠傳企業客戶_心5G_專案A20_手機案」活動期間：2021/5/1~2021/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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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月付599/799/999/1,199元
資費者，國內行動網速級距(理想環境)500Mbps。●申辦月付1399元方案者，國內行動網速級距(理想環境)1Gbps●申辦月付1799/2699元方案者，國內行動網速級距(理想環境)1.5Gbps。●申辦月付599/799
元資費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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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月付999/1,199元資費者，其熱點分享傳輸量與本機上網傳輸量併計，量到後降速至10Mbps。●申辦月付
1,399/1,799/2,699資費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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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bps。●網速級距(理想環境)說明: 係指當位於無遮蔽物之5G基地台良好涵蓋範圍內、所在環境及使
用之終端設備皆可充分支援遠傳電信所有頻段網路時，最高可能提供之傳輸速率。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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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導致
實際傳輸速率與網速級距(理想環境)有差異。在相同網路環境下，5G資費方案中網速級距(理想環境)值越高，可享有越高的網速服務。若使用之地點無法支援5G網路，則可能依所在環境轉換為4G網路，上網速
度將可能降低，期間產生之用量仍以原適用服務費率計算。若因同時同地上網人數太多也可能造成網路壅塞暫時無法上網。如於室內使用，因受建物遮蔽及室內裝潢影響，上網速度及收訊品質亦可能不如室外，
甚至收不到訊號。●「企業客戶加碼」：於活動期間2021/5/1至2020/6/30 內新申辦/攜碼/續約「遠傳企業客戶_心5G_專案A20_手機案」30個月/36個月/48個月，且資費為月繳999以上，即送遠東$500禮券
/張。贈品預計將於申辦次次月寄送至帳單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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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名稱 企業客戶心5G 專案A20 手機案

月租費用 $599 $799 $999 $1,199 $1,399 $1,599 $1,799 $2,699

申辦資格 新申辦/攜碼/續約

約期 24個月／30個月／36個月/ 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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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上網傳輸量併計 50GB 70GB 90GB 200GB

量到降速至5Mbps 量到降速至10Mbps 量到降速至10Mbps

語音免費 網內 網內免費

分鐘數 網外 60 90 120 160 220 300 400 960

遠傳friDay
明星多視角 免費使用至2022/4/5

VR - - - - 免費使用至2022/4/5

新申辦/攜碼/續約月付999 30個月以上

加碼送遠東$500禮券

iPhon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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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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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速飆網頭等體驗
飆出iPhone 12 超極速

36個月
月付
$999

月付
$1,199

月付
$1,399

iPhone 12 
mini

64G $12,300 $10,800 $4,800

128G $13,900 $12,400 $6,400

256G $17,400 $15,900 $9,900

iPhone 12

64G $15,300 $13,800 $7,800

128G $16,900 $15,400 $9,400

256G $20,400 $18,900 $12,900

iPhone 12 mini | iPhone 12

iPhone 12 Pro | iPhone 12 Pro Max

36個月
月付
$999

月付
$1,199

月付
$1,399

iPhone 12 
Pro

128G $22,300 $20,800 $14,800

256G $25,800 $24,300 $18,300

512G $32,800 $31,300 $25,300

iPhone 12 
Pro Max

128G $26,300 $24,800 $18,800

256G $29,800 $28,300 $22,300

512G $36,800 $35,300 $29,300

企業客戶遠傳心
極速飆網頭等體驗

活動日期：2021/5/1~2021/6/30

貼心小叮嚀：●「遠傳企業客戶_心5G_專案A20_手機案」活動期間：2021/5/1~2021/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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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月付599/799/999/1,199元
資費者，國內行動網速級距(理想環境)500Mbps。●申辦月付1399元方案者，國內行動網速級距(理想環境)1Gbps●申辦月付1799/2699元方案者，國內行動網速級距(理想環境)1.5Gbps。●申辦月付599/799
元資費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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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月付999/1,199元資費者，其熱點分享傳輸量與本機上網傳輸量併計，量到後降速至10Mbps。●申辦月付
1,399/1,799/2,699資費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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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bps。●網速級距(理想環境)說明: 係指當位於無遮蔽物之5G基地台良好涵蓋範圍內、所在環境及使
用之終端設備皆可充分支援遠傳電信所有頻段網路時，最高可能提供之傳輸速率。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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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導致
實際傳輸速率與網速級距(理想環境)有差異。在相同網路環境下，5G資費方案中網速級距(理想環境)值越高，可享有越高的網速服務。若使用之地點無法支援5G網路，則可能依所在環境轉換為4G網路，上網速
度將可能降低，期間產生之用量仍以原適用服務費率計算。若因同時同地上網人數太多也可能造成網路壅塞暫時無法上網。如於室內使用，因受建物遮蔽及室內裝潢影響，上網速度及收訊品質亦可能不如室外，
甚至收不到訊號。●「企業客戶加碼」：於活動期間2021/5/1至2020/6/30 內新申辦/攜碼/續約「遠傳企業客戶_心5G_專案A20_手機案」30個月/36個月/48個月，且資費為月繳999以上，即送遠東$500禮券
/張。贈品預計將於申辦次次月寄送至帳單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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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小叮嚀：●活動期間：2021/05/01~2021/0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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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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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加碼活動：(1)於活動期間內新辦/攜碼/續約心5G方案
且月繳 $999 資費30個月以上，搭配 Samsung Galaxy S21系列機款 / OPPO Reno5 Z，即贈送愛華AT-X80J電量顯示真無線藍牙耳機/組。(2)搭配Android系列機款且月繳999資費30個月以上，即贈送遠東$500禮券/張。(3)於活動期間內新辦/攜碼/續約心
5G單門號方案且月繳 $599 資費以上，即贈送遠東$500禮券/張。(4)贈品將於門號啟用後次次月寄出至帳單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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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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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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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GB 70GB 90GB 200GB

量到降速至10Mbps

語音免費
分鐘數

網內 網內免費

網外 60 90 120 160 220 300 400 960

遠傳friDay
創新服務

明星多視角 免費使用至2022/4/5

VR 免費使用至20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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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傳心 方案

活動日期：2021/05/01~2021/06/30

$999/$1,199 流量用完
仍享有4G高速吃到飽!

月 租 費 用 $999 $1199 $1399 $1599 $1799 $2699

手 機 型 號 合約30個月專案價

Samsung GALAXY S21(8+256) $16,990 $14,990 $12,490 $10,490 $8,490 $490

Samsung GALAXY S21+(8+256) $21,990 $19,990 $17,490 $15,490 $13,490 $5,490

Samsung GALAXY S21 Ultra $28,990 $26,990 $24,490 $22,490 $20,490 $12,490

Samaung Galaxy A52 $3,990 $1,990 $0 $0 $0 $0

Samsung GALAXY A42(8+128G) $0 $0 $0 $0 $0 $0

Samsung GALAXY A32(6+128G) $0 $0 $0 $0 $0 $0

OPPO Reno5 Z 128G $0 $0 $0 $0 $0 $0

OPPO Reno5 Pro 256G $9,990 $7,990 $5,490 $3,490 $1,490 $0

Sony Xperia 10 III 128G $1,990 $0 $0 $0 $0 $0

ASUS ZF8(ZS590KS) 128G $7,990 $5,990 $3,490 $1,490 $0 $0

Vivo X50 Pro $9,990 $7,990 $4,490 $2,490 $1,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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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 S21系列機款 /

OPPO Reno5 Z

999資費 30個月以上

愛華藍牙耳機

Android機款
999資費 30個月以上

遠東$500禮券

活動1 活動2

新申請/攜碼/續約
皆適用

推薦機款 ▸

OPPO Reno5 ZSamsung Galaxy S21 
Ultra

ASUS ZF8(ZS590KS) 
128G

活動3
5G 單門號

599資費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