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公單位員工員眷4G優惠方案

申辦管道一：線上申辦 (網路門市認證碼：10306 )

掃描加入LINE@
或搜尋ID加入：@vdk8194g
或電洽0934-287-668 吳歷原

申辦管道二：向專人索取申請書 申辦管道三：全省直營門市

點選線上申辦

輸入認證碼：10306
完成的訂單編號將透過
email及簡訊發送
可透過編號查詢進度

2-3個工作天內，
客服專員將與本人
連繫確認訂單

1-2工作天內宅配出貨(Sim
卡/手機)，請準備相關證
件供物流人員檢驗回收

線上申辦 完成訂單 訂單確認 回收證件

• 優惠期間：2019/5/1~2019/6/30

• 適用對象：指定政府單位員工與眷屬一等親
(配偶、子女、父母、配偶父母)可至直營門
市或線上申辦

•三等親內僅可在線上申辦(需提供親屬員工
證明或名片)

• 申辦所需證件：

- 員工本人申請：(1)員工名片正本或識別證影本 (2)身分證
正反面影本 (3)健保卡正面影本

- 員工眷屬申請：(1)推薦員工名片正本或識別證影本 (2)員
工及員眷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員眷之健保卡正面影本

直營門市申辦請告知識別碼，方可享有專案優惠。

直營門市識別碼： 52014700
QR 

Code

網址: http://www.fetnet-mvpn.com.tw/government/ 或掃描下方QR Code進入網路門市

$499

4G網路吃到飽不降速

網內互打免費，網外送100分鐘、
市話送50分鐘，再送國內通話費
200元

$88

超低資費輕鬆無負擔

網路1.3GB，網內前三分鐘免
費，網外送10分鐘，市話送
10分鐘

優質網路、上網吃到飽首選！ 長輩、小孩低資費最推！

方案名稱
單門號方案

大滿足 出神入話

優惠月租費 $88 $199 $299 $398
限網路申辦

$499 $599 $699

合約期間 24個月

申辦資格 新辦/攜碼 新辦/攜碼/續約 新辦/攜碼 新辦/攜碼/續約

網路流量 1.3GB 5GB

12GB
上網吃到飽
(限速21M)

合約期間內
上網吃到飽

(不限速)
前3個月

上網吃到飽

語音
優惠

網內 前3分鐘免費 網內互打免費

網外 送10分鐘 送20分鐘 送30分鐘 送25分鐘 送100分鐘 送130分鐘 送140分鐘

市話 送10分鐘 送10分鐘 送20分鐘 送20分鐘 送50分鐘 送60分鐘 送80分鐘

國內通話費 - $100*24期 $150*24期 - $200*24期 $300*24期 $350*24期

出神入

遠傳電信保留修改優惠內容之權利

http://www.fetnet-mvpn.com.tw/government/


政府公單位員工員眷4G優惠方案

熱銷手機型號 月租599 月租799

iPhone XR 128GB (5/1開始)
$23,300

驚喜價$20,300
$22,300

驚喜價$19,300

iPhone XR 64GB $21,300 $20,300

Samsung GALAXY A7 2018
(5/1開始)

$4,490
驚喜價$2,490

$4,490
驚喜價$990

Samsung GALAXY S10 $23,490 $21,990

• 優惠期間：2019/5/1 ~ 2019/6/30

• 適用對象：指定政府單位員工與眷屬一
等親(配偶、子女、父母、配偶父母)可至
直營門市或線上申辦、三等親內僅可在
線上申辦(需提供親屬員工證明或名片)

• 免預繳資格:

- 網路門市線上申辦享免預繳

- 攜碼4G指定用戶享萬元免預繳優惠

- 遠傳門號使用大於5年或最近連續6個月
帳單金額超過$1,000

•申辦所需證件：

- 員工本人申請：(1)員工名片正本或識別證影本 (2)身分證正反
面影本 (3)健保卡正面影本

- 員工眷屬申請：(1)推薦員工名片正本或識別證影本 (2)員工及
員眷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員眷之健保卡正面影本

尊爵99

申辦管道一：線上申辦 (網路門市認證碼：10306 )

申辦管道二：向專人索取申請書 申辦管道三：全省直營門市

點選線上申辦

輸入認證碼：10306
完成的訂單編號將透過
email及簡訊發送
可透過編號查詢進度

2-3個工作天內，客
服專員將與本人連
繫確認訂單

1-2工作天內宅配出貨(sim卡
/手機)，請準備相關證件供
物流人員檢驗回收

線上申辦 完成訂單 訂單確認 回收證件

直營門市申辦請告知識別碼，方可享有專案優惠。

直營門市識別碼：52014700
QR 

Code

網址: http://www.fetnet-mvpn.com.tw/government/ 或掃描下方QR Code進入網路門市

掃描加入LINE@
或搜尋ID加入：@vdk8194g
或電洽0934-287-668 吳歷原

遠傳電信保留修改優惠內容之權利

iPhone XR 128GB
Samsung 

Galaxy S10

歡迎加入遠
傳Line@詢
問最新優惠
價格及相關
資訊Samsung 

GALAXY A7 2018

專案名稱 尊爵99公家手機專案

優惠月租費 $599 $799

網路流量
21GB

前12個月上網吃到飽
合約期間內
上網吃到飽

合約期間 24個月

申辦資格 新辦/攜碼/續約

語音

優惠

網內 網內互打免費

網外 每月80分鐘免費 每月100分鐘免費

市話 每月30分鐘免費 每月40分鐘免費

國內通話費 國內通話費$100/月 國內通話費$200/月

驚喜一：搭配手機方案月付$799起即享網內互打免費、上網吃到飽

驚喜二：限時加碼 iPhone XR 128GB 新辦/攜碼最低$19,300    

http://www.fetnet-mvpn.com.tw/government/


資 費 名 稱 新絕配599 新絕配799

月 租 費
(約期24個月) $599 $799

預 繳 金 額 $6,000 $7,000

違 約 金 $8,000 $10,000

專案機款

iPhone XS 64GB $30,300 $29,300 

iPhone XS 256GB $35,900 $34,900 

iPhone XS Max 64GB $34,300 $33,300 

iPhone XS Max 256GB $39,900 $38,900 

iPhone XR 64GB $21,300 $20,300 

iPhone XR 128GB
$23,300
$20,300 

$22,300
$19,300 

SAMSUNG GALAXY S10+ (128G) $26,490 $24,990 

SAMSUNG GALAXY S10 (128G) $23,490 $21,990 

SAMSUNG GALAXY Note9 (128G) $24,490 $22,990 

SAMSUNG GALAXY A9 $10,490 $8,990 

SAMSUNG GALAXY A7 2018
$4,490
$2,490

$2,990
$990

SAMSUNG GALAXY A30 $2,490 $990 

SAMSUNG GALAXY A20 $0 $0 

SAMSUNG GALAXY J4+ $0 $0 

SAMSUNG J4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0 $0 

SAMSUNG J2 Pro $0 $0 

SONY XPERIA XZ3 (64G) $17,490 $15,990 

SONY XPERIA 10 Plus $5,490 $3,990 

SONY XPERIA L3 $0 $0 

SONY XPERIA L2 $0 $0 

ASUS ZF Max Pro (ZB602KL)(3G) 32G $0 $0 

ASUS ZF5(ZE620KL) 64G $3,490 $1,990 

NOKIA 8110 (4G Feature Phone) $0 $0 

路由器LRT200+話機 $0 $0 

手機優惠優惠方案公家尊爵

(有效期限 2019.5.1~2019.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