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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期間：2012/11/14 起～【售完為止】 

� 適用對象：企業及員工新申辦(含攜碼移轉)或續約遠傳月租型 3G 門號，搭配指定費率並簽約兩年。 

� 優惠內容： 

� 12 月底前月底前月底前月底前公司戶公司戶公司戶公司戶、、、、TOP5000 企業員工企業員工企業員工企業員工及續約及續約及續約及續約(須符合特定條件須符合特定條件須符合特定條件須符合特定條件)客戶客戶客戶客戶(註 4)申辦申辦申辦申辦此專案可享此專案可享此專案可享此專案可享「「「「免預繳免預繳免預繳免預繳」」」」優惠優惠優惠優惠！！！！ 

� 搭配語音+數據資費，月租只要$580 起，精選智慧型手機免費帶回家。 

� 企客獨享無限飆網企客獨享無限飆網企客獨享無限飆網企客獨享無限飆網 775 月租費月租費月租費月租費九折九折九折九折及國內免費簡訊優惠及國內免費簡訊優惠及國內免費簡訊優惠及國內免費簡訊優惠。。。。 

� 帶門號來遠傳帶門號來遠傳帶門號來遠傳帶門號來遠傳，，，，再再再再享手機折價優惠享手機折價優惠享手機折價優惠享手機折價優惠，，，，與與與與 12 期月租費半價等值之國內語音通話費折扣期月租費半價等值之國內語音通話費折扣期月租費半價等值之國內語音通話費折扣期月租費半價等值之國內語音通話費折扣(註 8)。 

� 遠傳既有客戶合約期限小於/等於 6 個月者享提前續約的權利。 

� 指定銀行刷卡 6 期或 12 期分期 0 利率(註 12)。 

 

遠傳遠傳遠傳遠傳精選精選精選精選 Smart Phone 介介介介紹紹紹紹：：：：(規格僅供參考, 確切規格需以各廠官網為準) 

HTC One X+ HTC One X HTC One S HTC One V HTC Desire X 

旗艦小改款 , 四核心

處理器 

HTC 旗鑑機種，一體成

型，搭載四核心處理器搭載四核心處理器搭載四核心處理器搭載四核心處理器 

HTC One系列 , 全新超全新超全新超全新超

薄機身薄機身薄機身薄機身 ; 1,7G 雙核心雙核心雙核心雙核心 

Android 4.0 系統，全新

的Sense 4.0 介面 

輕巧、時尚的圓滑機身設

計，遠傳獨家新機遠傳獨家新機遠傳獨家新機遠傳獨家新機 

 

          
 

 

 

 

作業系統 Android 4.1 Android 4.0 ICS Android 4.0 ICS Android 4.0 ICS Android 4.0 

主螢幕 4.7吋 4.7吋 4.3吋 3.7吋 4.1 吋 

主鏡頭 800萬畫素 800萬畫素 800萬畫素 500萬 500萬畫素 

閃光燈 Yes Yes Yes No No 

藍牙 Yes Yes Yes Yes Yes 

Wi-Fi Yes Yes Yes Yes Yes 

記憶卡 No No No Yes Yes 

3G視訊電話 Yes Yes Yes No Yes 

Office文件瀏覽 Yes Yes Yes Yes  Yes 

 

遠傳遠傳遠傳遠傳精選精選精選精選 Smart Phone 介介介介紹紹紹紹：：：：    

HTC Desire C Samsung Galaxy Slll Samsung GALAXY 
SII i9100 (32G) 

Samsung GALAXY 
Note 

Samsung GALAXY 
Notell 

輕巧機身, Beates音效, 

遠傳獨家新機遠傳獨家新機遠傳獨家新機遠傳獨家新機 

Samsung 全新旗艦機種 , 享

受全新視覺體驗 

雙核心雙核心雙核心雙核心旗艦機，清晰亮麗

的顯示技術 

雙核心雙核心雙核心雙核心跨越手機與平板

的界線 

雙核心雙核心雙核心雙核心跨越手機與平板的

界線，創造多元的使用體驗 

 

 

              

作業系統 Android 4.0 Android 4.0 Android 2.3 Android 2.3 Android 4.1 

主螢幕 3.5 吋 4.8 吋 4.27 吋  5.3吋 5.5吋 

主鏡頭 500萬畫素 800萬畫素 800萬畫素 800萬畫素 800萬畫素 

閃光燈 No Yes Yes  Yes  Yes  

藍牙 Yes Yes Yes Yes Yes 

Wi-Fi Yes Yes Yes Yes Yes 

記憶卡 Yes Yes Yes Yes Yes 

3G視訊電話 Yes Yes Yes Yes Yes 

Office文件瀏覽 Yes Yes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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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傳遠傳遠傳遠傳精選精選精選精選 Smart Phone 介介介介紹紹紹紹：：：：    

Samsung S Advance HTC 8X HTC Sensation XE Sony Xperia Miro Sony Xperia U 

雙核心雙核心雙核心雙核心Super AMOLED, 快

速的開機、流暢的網路瀏覽 

HTC首首首首款款款款 Windows 

Phone  

高優質音效，引領行動通

訊趨勢，再創雙核心雙核心雙核心雙核心浪潮 

Sony 多彩繽紛中低階

入門新機 

遠傳獨家遠傳獨家遠傳獨家遠傳獨家, , , , 炫彩光帶炫彩光帶炫彩光帶炫彩光帶 ,  ,  ,  , 

可換色底蓋可換色底蓋可換色底蓋可換色底蓋    

 

 

 

 

 

 

 

 

 
 

作業系統 Android 2.3 Windows Phone 8 Android 2.3 Android 4.0 Android 2.3 

主螢幕 4 吋 Super AMOLED 4.3吋 4.3 吋 SLCD 3.5吋 3.5吋  

主鏡頭 500萬畫素 800萬畫素 800萬畫素 500萬畫素 

30萬畫素(副鏡頭) 

500萬畫素 

30萬畫素(副鏡頭) 

閃光燈 Yes Yes Yes Yes  Yes  

藍牙 Yes Yes Yes Yes Yes 

Wi-Fi Yes Yes Yes Yes Yes 

記憶卡 Yes No Yes Yes No 

3G視訊電話 Yes Yes Yes Yes Yes 

Office文件瀏覽 Yes Yes Yes Yes Yes 

 

 

貼心小叮嚀貼心小叮嚀貼心小叮嚀貼心小叮嚀：：：： 

1) 本方案限企業及其員工適用，恕無法於全國遠傳/全虹門市或網路門市申辦。遠傳電信保留修改或終止本活動權利。 

2) 本方案續約用戶可享提前 6 個月續約之優惠。 

3) 公司門號及 TOP5000 企業員工(需檢附名片或其他員工證明文件)可享免預繳優惠。 

4) 續約用戶免預繳優惠資格, 活動至 2012/12/31 日止：（下述條件二擇一） 

� 申請者本人持有遠傳門號達五年(含)以上。 

� 平均帳單金額高於$1,000 元/月之用戶且申辦自動轉帳付款，需提供過去六個月中任 3 期金額高於$1,000 元之帳單或電子帳單影本。 

5) 本專案之預繳金額自第一期帳單起開始抵扣帳單金額，扣完為止(不含違約金、手機捐款及代收代付小額付款等)。 

6) 本專案之語音通話費率係依客戶所選擇之語音月租費率計價。啟用後 24 個月內客戶不得終止服務或變更語音費率方案，若啟用後於前述 24 個

月內退租(含一退一租或轉至預付卡者)、違約或違反法令停機，須依啟用方案繳交專案補貼款。亦需使用數據傳輸服務 24 個月，合約期限內單

獨取消或變數據傳輸服務，需依啟用方案繳交專案補貼款。實際應繳之專案補貼款以本專案合約未到期之”日”為單位，按合約總日數比例計算。

合約未到期之日數自解約當日起算，計算公式：專案補貼款 x(合約未到期日數/合約總日數)=實際應繳專案補貼款（四捨五入計算至整數）。 

7) 月租只要$580 起 ，獨家智慧型手機免費帶回家，係指搭配遠傳語音哈啦頭家 290 及 Smart 290 數據資費。 

8) 帶門號來遠傳自第二期帳單起每期可享有等值語音月租費半價之國內通話費折扣優惠共自第二期帳單起每期可享有等值語音月租費半價之國內通話費折扣優惠共自第二期帳單起每期可享有等值語音月租費半價之國內通話費折扣優惠共自第二期帳單起每期可享有等值語音月租費半價之國內通話費折扣優惠共 12 期期期期，，，，限當月限當月限當月限當月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不可遞延次月或要求折抵現金。若

更改語音月租費低於啟用所選擇之費率方案，則此國內通話費折扣優惠將自動失效。另外，攜碼客戶於第二期帳單可再享有單次第二期帳單可再享有單次第二期帳單可再享有單次第二期帳單可再享有單次 NT$240 攜碼手攜碼手攜碼手攜碼手

續費之帳單金額抵扣續費之帳單金額抵扣續費之帳單金額抵扣續費之帳單金額抵扣優惠。 

9) 國內通話費優惠可折抵之項目限國內一般通話，不含月租費、國際電話費及特殊號碼。 

10) 遠傳 Smart 290 數據傳輸服務內含每月 200MB 免費傳輸量(超過以 NT$0.0006/128bytes 計算)、每月國內免費簡訊 150 則，每月最高收費上限

NT$800(含月租費$290)。所享每月 WAP(APN 需設為 fetnet01)及 Internet(APN 需設為 internet)免費傳輸量僅限國內使用，若於國外使用將另依

當地國際漫遊收費標準計費。方案贈送之免費國內簡訊則數限當月扣抵，不可遞延或折現。優惠可抵國內簡訊以手機及 FETnet 網頁發送至手機

為限，不包括罐頭簡訊、互動式簡訊等加值服務簡訊。 

11) 選擇搭配企業客戶 3G 無限飆網 775 數據傳輸服務應注意事項：(1)月租費不可抵通話費。(2) 傳輸費免費部分必須將 APN 設為 「internet」、

「fetims」或「fetnet01」。(3)傳輸費免費部分僅限國內 Internet 使用，若需出國，其相關收費將比照現有該國國際漫遊費率收取費用。(4)使用其

他服務或詳細費率內容請參閱 www.fetnet.net 公告。 

12) 使用指定國內發卡銀行之信用卡刷卡者，可享手機價格及預繳金額(刷卡金額須大於$3,000) 6 期或 12 期分期 0 利率優惠，包含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玉山商業銀行、香港上海匯豐銀行 、永豐銀行、花旗銀行、台新銀行及國泰世華商銀。 

13) 方案贈送之免費國內簡訊限當月抵扣，不可遞延或折現。優惠可抵國內簡訊以手機及 FETnet 網頁發送至手機為限，不包含罐頭簡訊、互動簡訊

等加值服務簡訊。 

14) 更多優惠與限制請以遠傳網站公告為準，遠傳電信保留修改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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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客戶精選智慧手機優惠專案企業客戶精選智慧手機優惠專案企業客戶精選智慧手機優惠專案企業客戶精選智慧手機優惠專案】 - 新申請新申請新申請新申請/續約續約續約續約客戶客戶客戶客戶  

【適合輕～中度行動上網使用量者】搭配搭配搭配搭配 Smart 290 數據傳輸資費數據傳輸資費數據傳輸資費數據傳輸資費（（（（每月每月每月每月 200MB 國內國內國內國內數據數據數據數據傳輸量傳輸量傳輸量傳輸量）））） 

搭配語音通話量 低用量型 中用量型 高用量型 頂級型 

語音資費 大雙網 165 

哈啦頭家 290 

哈啦精省 298 

大雙網 365 

哈啦精省 398 
哈啦頭家 590 

哈啦精省 598 

大雙網 

765 

哈啦頭家 990 

哈啦精省 998 

大雙網 

1765 

每月月租費(24 個月) $455 $580/$588/$655 $688 $880/$888 $1,055 $1,280/$1,288 $2,055 

Sony Xperia U  $4,100 $3,480 $2,180 $0 $0 $0 $0 

Sony Xperia Miro $1,990 $790 $0 $0 $0 $0 $0 

HTC Sensation XE $10,800 $10,200 $8,990 $7,490 $5,900 $3,490 $1,290 

HTC Desire C $2,990 $1,990 $990 $0 $0 $0 0 

HTC Desire X $5,990 $5,390 $4,290 $3,290 $1,990 $0 $0 

HTC One X+  $15,500 $14,900 $13,700 $12,200 $10,490 $6,990 $0 

HTC One X $13,600 $13,000 $11,800 $10,290 $7,990 $3,990 $0 

HTC One V $6,100 $5,500 $4,990 $1,990 $0 $0 $0 

HTC One S $9,900 $9,300 $8,990 $7,490 $5,890 $3,990 $0 

HTC 8X ( Windows Phone) $12,700 $12,100 $10,900 $9,290 $7,990 $4,990 $1,990 

Samsung S Advance  $7,800 $7,200 $5,990 $4,490 $2,890 $0 $0 

Samsung GALAXY SII i9100(32G) $11,390 $10,390 $9,590 $7,990 $6,490 $3,990 $1,990 

Samsung Galaxy Slll (16G)   ＄15,200 $13,600 $12,400 $10,910 $9,310 $7,810 $7,310 

Samsung GALAXY Note $12,990 $12,290 $11,290 $9,990 $8,290 $3,590 $0 

Samsung GALAXY Note ll  (16G) $18,800 $18,000 $17,000 $15,490 $12,990 $9,990 $7,990 

Smart 290 優惠 ◎(使用期間)免費國內簡訊 150 則 

贈送國內通話費優惠 --- --- --- $50*24 個月 $50*24 個月 $100*24 個月 $150*24 個月 

預繳金額 $1,200 $2,400 $2,400 $6,000 $6,000 $10,000 $10,000 

專案補貼款(違約金) $8,400 $9,600 $9,600 $10,800 $14,800 $19,800 $20,800 

 

【適合重度行動上網使用量者】搭配無限飆網搭配無限飆網搭配無限飆網搭配無限飆網 775 數據傳輸資費數據傳輸資費數據傳輸資費數據傳輸資費（（（（國內上網吃到飽國內上網吃到飽國內上網吃到飽國內上網吃到飽））））*不含不含不含不含 WAP(註註註註 9) 

企客專案享無限飆網企客專案享無限飆網企客專案享無限飆網企客專案享無限飆網 775 月租月租月租月租 9 折優惠折優惠折優惠折優惠����$698 (24 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搭配語音通話量 低用量型 中用量型 高用量型 頂級型 

語音資費 大雙網 165 

哈啦頭家 290 

哈啦精省 298 

大雙網 365 

哈啦精省 398 
哈啦頭家 590 

哈啦精省 598 

大雙網 

765 

哈啦頭家 990 

哈啦精省 998 

大雙網 

1765 

每月月租費(24 個月內) $863 $988/$996/$1,063 $1,096 $1,288/$1,296 $1,463 $1,688/$1,696 $2,463 

Sony Xperia U  $2,400 $0 $0 $0 $0 $0 $0 

Sony Xperia Miro $0 $0 $0 $0 $0 $0 $0 

HTC Sensation XE $7,290 $6,990 $4,990 $1,990 $990 $0 $0 

HTC Desire C $0 $0 $0 $0 $0 $0 $0 

HTC Desire X $3,990 $1,990 $0 $0 $0 $0 $0 

HTC One X+ $12,990 $11,990 $10,490 $5,490 $4,290 $2,990 $0 

HTC One X  $10,900 $9,990 $7,590 $2,590 $1,590 $0 $0 

HTC One V  $1,990 $0 $0 $0 $0 $0 $0 

HTC One S $8,990 $6,990 $3,990 $0 $0 $0 $0 

HTC 8X ( Windows Phone) $11,000 $8,990 $7,490 $2,590 $990 $0 $0 

Samsung S Advance $5,290 $3,990 $1,690 $0 $0 $0 $0 

Samsung GALAXY SII i9100(32G) $8,590 $7,990 $5,990 $1,990 $690 $0 $0 

Samsung Galaxy Slll (16G) $13,500 $10,290 $8,990 $3,990 $1,990 $990 $0 

Samsung GALAXY Note $11,290 $10,900 $7,690 $2,590 $0 $0 $0 

Samsung GALAXY Note ll  (16G) $16,990 $14,490 12,990 $7,990 $6,490 $4.990 $0 

專案優惠 ◎免費國內簡訊 100 則*24 個月 

贈送國內通話費優惠 --- --- --- $50*24 個月 $50*24 個月 $100*24 個月 $150*24 個月 

預繳金額 $1,200 $6,000 $6,000 $12,000 $12,000 $16,000 $16,000 

專案補貼款(違約金) $13,200 $14,400 $14,400 $15,600 $19,600 $24,600 $25,600 

※※※※※※※※※※※※※※※※※※※※ 申辦方式申辦方式申辦方式申辦方式：：：：請洽專案業務或企業客服專線請洽專案業務或企業客服專線請洽專案業務或企業客服專線請洽專案業務或企業客服專線 4499-365 (全省直全省直全省直全省直撥撥撥撥．．．．手手手手機加機加機加機加 02) ※※※※※※※※※※※※※※※※※※※※ 

 



【【【【遠傳遠傳遠傳遠傳精選精選精選精選 Smart Phone】】】】企業客戶企業客戶企業客戶企業客戶精選智慧手機精選智慧手機精選智慧手機精選智慧手機優惠方案優惠方案優惠方案優惠方案 

熱銷搶購中熱銷搶購中熱銷搶購中熱銷搶購中．．．．打造品味菁英不容錯過打造品味菁英不容錯過打造品味菁英不容錯過打造品味菁英不容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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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客戶精選智慧手機優惠專案企業客戶精選智慧手機優惠專案企業客戶精選智慧手機優惠專案企業客戶精選智慧手機優惠專案】 - 攜碼攜碼攜碼攜碼客戶客戶客戶客戶 

【適合輕～中度行動上網使用量者】搭配搭配搭配搭配 Smart 290 數據傳輸資費數據傳輸資費數據傳輸資費數據傳輸資費（（（（每月每月每月每月 200MB 國內數據傳輸量國內數據傳輸量國內數據傳輸量國內數據傳輸量）））） 

搭配語音通話量 低用量型 中用量型 高用量型 頂級型 

語音資費 大雙網 165 

哈啦頭家 290 

哈啦精省 298 

大雙網 365 
哈啦精省 398 

哈啦頭家 590 

哈啦精省 598 

大雙網 

765 

哈啦頭家 990 

哈啦精省 998 

大雙網 

1765 

每月月租費(24 個月) $455 $580/$588/$655 $688 $880/$888 $1,055 $1,280/$1,288 $2,055 

Sony Xperia U  $4,100 $3,280 $1,880 $0 $0 $0 $0 

Sony Xperia Miro $1,990 $590 $0 $0 $0 $0 $0 

HTC Sensation XE $10,800 $10,000 $8,690 $7,190 $5,400 $2,790 $590 

HTC Desire C $2,990 $1,790 $690 $0 $0 $0 $0 

HTC Desire X $5,990 $5,190 $3,990 $2,990 $1,490 $0 $0 

HTC One X+ $15,500 $14,700 $13,400 $11,900 $9,990 $6,290 $0 

HTC One X  $13,600 $12,800 $11,500 $9,990 $7,490 $3,290 $0 

HTC One V $6,100 $5,300 $4,690 $1,690 $0 $0 $0 

HTC One S $9,900 $9,100 $8,690 $7,190 $5,390 $3,290 $0 

HTC 8X ( Windows Phone) $12,700 $11,900 $10,600 $8,990 $7,490 $4,290 $1,290 

Samsung S Advance $7,800 $7,000 $5,690 $4,190 $2,390 $0 $0 

Samsung GALAXY SII i9100(32G) $11,390 $10,190 $9,290 $7,690 $5,990 $3,290 $1,290 

Samsung Galaxy Slll (16G)   $15,200 $13,400 $12,100 $10,610 $8,810 $7,110 $6,610 

Samsung GALAXY Note $12,990 $12,090 $10,990 $9,600 $7,790 $2,890 $0 

Samsung GALAXY Note ll  (16G) $18,800 $17,800 $16,700 $15,190 $12,490 $9,290 $7,290 

專案優惠 ◎(使用期間)免費國內簡訊 150 則 

贈送國內通話費優惠 --- --- --- $50*24 個月 $50*24 個月 $100*24 個月 $150*24 個月 

攜碼客戶優惠 ◎攜碼手續費回饋 ◎12 期等值語音月租費半價之國內通話費 

預繳金額 $1,200 $2,400 $2,400 $6,000 $6,000 $10,000 $10,000 

專案補貼款(違約金) $8,400 $9,600 $9,600 $10,800 $14,800 $19,800 $20,800 

【適合重度行動上網使用量者】搭配無限飆網搭配無限飆網搭配無限飆網搭配無限飆網 775 數據傳輸資費數據傳輸資費數據傳輸資費數據傳輸資費（（（（國內上網吃到飽國內上網吃到飽國內上網吃到飽國內上網吃到飽））））*不含不含不含不含 WAP(註註註註 9) 

企客專案享無限飆網企客專案享無限飆網企客專案享無限飆網企客專案享無限飆網 775 月租月租月租月租 9 折優惠折優惠折優惠折優惠����$698 (24 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搭配語音通話量 低用量型 中用量型 高用量型 頂級型 

語音資費 大雙網 165 

哈啦頭家 290 

哈啦精省 298 

大雙網 365 

哈啦精省 398 
哈啦頭家 590 

哈啦精省 598 

大雙網 

765 

哈啦頭家 990 

哈啦精省 998 

大雙網 

1765 

每月月租費(24 個月內) $863 $988/$996/$1,063 $1,096 $1,288/$1,296 $1,463 $1,688/$1,696 $2,463 

Sony Xperia U  $2,400 $0 $0 $0 $0 $0 $0 

Sony Xperia Miro $0 $0 $0 $0 $0 $0 $0 

HTC Sensation XE $7,290 $6,790 $4,690 $1,690 $490 $0 $0 

HTC Desire C $0 $0 $0 $0 $0 $0 $0 

HTC Desire X $3,990 $1,790 $0 $0 $0 $0 $0 

HTC One X+ $12,990 $11,790 $10,190 $5,190 $3,790 $2,290 $0 

HTC One X  $10,990 $9,790 $7,290 $2,290 $1,090 $0 $0 

HTC One V $1,990 $0 $0 $0 $0 $0 $0 

HTC One S $8,990 $6,790 $3,690 $0 $0 $0 $0 

HTC 8X ( Windows Phone) $11,000 $8,790 $7,190 $2,290 $490 $0 $0 

Samsung S Advance  $5,290 $3,790 $1,390 $0 $0 $0 $0 

SamsungGALAXY SII i9100(32G) $8,590 $7,790 $5,690 $1,690 $190 $0 $0 

Samsung Galaxy Slll (16G)  $13,500 $10,090 $8,690 $3,690 $1,490 $290 $0 

Samsung GALAXY Note $11,290 $10,700 $7,390 $2,290 $0 $0 $0 

Samsung GALAXY Note ll  (16G) $16,990 $14,290 $12,690 $7,690 $5,990 $4,290 $0 

專案優惠 ◎免費國內簡訊 100 則*24 個月 

贈送國內通話費優惠 --- --- --- $50*24 個月 $50*24 個月 $100*24 個月 $150*24 個月 

攜碼客戶優惠 ◎攜碼手續費回饋 ◎12 期等值語音月租費半價之國內通話費 

預繳金額 $1,200 $6,000 $6,000 $12,000 $12,000 $16,000 $16,000 

專案補貼款(違約金) $13,200 $14,400 $14,400 $15,600 $19,600 $24,600 $25,600 

※※※※※※※※※※※※※※※※※※※※ 申辦方式申辦方式申辦方式申辦方式：：：：請洽專案業務或企業客服專線請洽專案業務或企業客服專線請洽專案業務或企業客服專線請洽專案業務或企業客服專線 4499-365 (全省直撥全省直撥全省直撥全省直撥．．．．手機加手機加手機加手機加 0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