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 紅米手機1S ASUS Zenfone5  

iPhone 6/Plus 手機$6,900起 

月付299手機490元 

8G高速快閃記憶體 

800萬畫素相機 
4.7吋大螢幕 

雙卡雙待機 

月付299手機1990元 

平價雙核心智能機 

500萬畫素相機 
圓滑機身設計 

4吋螢幕 

4.7吋/5.5吋大螢幕 

雙核心處理器 

800萬畫素相機 

螢幕更大、機身更薄 

性能更強、對焦更快 

HTC  Desire 610 手機$0起 

4.7吋吋大螢幕 

800萬畫素相機 
中階四核、六色多彩 

立體聲雙喇叭 

Micro SD 擴充記憶卡 

新申辦/攜碼再折$1,500 
續約折$2,000  限1399方案 



駐點服務時間：校本部-單數週週四 12:00~16:00 福利社旁邊 為您服務 

※專案僅限學生本人憑【學生證】或教職員及其家人憑【教職員證】申辦(雙證件為必備證件) 

 

更多詳情請洽： 

遠傳電信 專案窗口 黃玉君小姐(02)7700-9177．0922-018-595． yucuhuang@fareastone.com.tw 

                 專案副理 黃柏榕先生0976-073-232 ． poluhuang@fareastone.com.tw ．傳真(02)7700-9355  

適合通話量 低通話量 中通話量 高通話量 

月租費 $299 $599 $648 $798 $799 $999 $1399 

資費內容 
折抵帳單$165 
攜碼網內免費 

前六個月3G上網吃到飽 

4G上網傳輸量5.5G 
送網內外40分鐘 
網內加贈500分鐘 

網內前3分鐘免費 
網外送32分鐘 
3G上網吃到飽 

網內前10分鐘免費 
網外送64分鐘 
3G上網吃到飽 

4G上網傳輸量7.5G 
送網內外40分鐘 

網內加贈2500分鐘 

4G上網傳輸量9.5G 
送網內外100分鐘 
網內互打免費 

4G上網吃到飽 
送網內外170分鐘 
網內互打免費 

預繳金額(可抵帳單金額) $3,600 $5,000 - - $5,000 $6,000 
$14,000(i6) 
/$12,000 

iPhone 6  
(灰.銀.金) 16G 

- $15,500 - - $14,000 $13,000 $6,900 

iPhone 6  
(灰.銀.金) 64G 

- $19,000 - - $17,500 $16,500 $10,400 

iPhone 6 Plus 
(灰.銀.金) 16G 

- $19,000 - - $17,500 $16,500 $10,400 

iPhone 6 Plus 
(灰.銀.金) 64G 

- $22,500 - - $21,000 $20,000 $13,900 

HTC Butterfly2   
(白.紅.藍) 16G 

- - $14,400 $12,400 - - $990 

HTC ONE (M8)  
(鐵灰.銀.金.紅) 16G 

- - $16,490 $14,900 - - $0 

HTC ONE (E8)  
(白.紅.灰) 16G 

- $6,490 $11,490 $9,400 $4,990 $3,990 $0 

HTC Desire 816  
(灰.白.橘) 8G 

- $3,990 $6,190 $4,990 $2,490 $1,490 $0 

HTC Desire 610  
(灰.白) 8G 

$4,990 $3,190 $4,990 $2,990 $1,690 $690 $0 

Samsung Galaxy Note 4  
LTE(黑.白) 32G 

- $18,490 $18,400 $16,400 $16,990 $15,990 $7,990 

SONY XPERIA Z3 
(黑.白.銅.綠) 16G 

- $14,490 $14,400 $12,400 $12,990 $11,990 $3,990 

SONY XPERIA Z3C 
(白.橘) 16G 

- $11,490 - - $9,990 $8,990 $990 

SONY XPERIA Z2A 
(黑.白.藍) 16G 

- - $14,400 $12,900 - - $0 

SONY Xperia C3  
(黑.白.薄荷綠) 8G 

- $4,790 $6,100 $4,900 $3,590 $2,590 $0 

LG G3  
(黑.金.白) 16G 

- $11,490 $16,900 $14,300 $9,990 $8,990 $0 

ASUS Zenfone5(A501) 
 3G版(黑.白) 8G 雙卡機 

$1,990 - $0 $0 - - - 

【  平  板  專  區  】 

Samsung Tab 4 7.0 (白)  - - $1,788 0 - - - 

LG G Tablet 8.0 
(白.橘.藍.黑) 16G 

- - $1,290 0 - - - 

*免預繳資格說明:門號近六個月平均帳單金額≧1000元，或門號啟用5年(含)以上之遠傳／原和信之客戶(過戶後重算)。 

*因專案申請人數眾多,設備出貨約兩週,請耐心等候,謝謝。 

*專案手機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商品既出，恕無法退貨、換機型、換色。 
*規格與顏色以現貨為主；本公司保留修改價錢及終止優惠活動之權利。 

mailto:yucuhuang@fareastone.com.tw


iPhone 6/Plus 搭配指定方案 

手機13,000元起 

4.7吋/5.5吋大螢幕 

雙核心處理器 

800萬畫素相機 

螢幕更大、機身更薄 

性能更強、對焦更快 

駐點服務時間：政大校本部 單數週週四 12:00~16:00 福利社旁邊 為您服務 
※專案僅限學生本人憑【學生證】或教職員及其家人憑【教職員證】申辦(雙證件為必備證件) 

 

更多詳情請洽： 

遠傳電信 專案窗口 黃玉君小姐 0922-018-595． yucuhuang@fareastone.com.tw 

                 專案副理 黃柏榕先生 0976-073-232 ．poluhuang@fareastone.com.tw 

                 傳真電話 (02)7700-9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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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通話量 低通話量 中通話量 高通話量 

月租費 $599 $799 $999 

iPhone 6  
(灰.銀.金) 16G 

$15,500 $14,000 $13,000 

iPhone 6  
(灰.銀.金) 64G 

$19,000 $17,500 $16,500 

iPhone 6  
(灰.銀.金) 128G 

$22,500 $21,000 $20,000 

iPhone 6 Plus 
(灰.銀.金) 16G 

$19,000 $17,500 $16,500 

iPhone 6 Plus 
(灰.銀.金) 64G 

$22,500 $21,000 $20,000 

iPhone 6 Plus 
(灰.銀.金) 128G 

$26,000 $24,500 $23,500 

*因專案申請人數眾多,設備出貨約兩週,請耐心等候,謝謝。 

*專案手機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商品既出，恕無法退貨、換機型、換色。 
*規格與顏色以現貨為主；本公司保留修改價錢及終止優惠活動之權利。 

月租費 $599 $799 $999 

預繳金額 
新申辦/攜碼 

$5,000 $5,000 $6,000 
續約 

國內數據免費(總傳輸量) 5.5GB 7.5GB 9.5GB 

限速 超過免費傳輸量將調整至128kbps速率 

上網計量包 加購上網計量包200MB $100，1GB $250，遠傳影城用戶再享8折優惠 

網內語音免費分鐘數 
40 40 100 

網外語音免費分鐘數 

加送網內分鐘數 
(內含語音分鐘數須先抵扣) 

500 2500 網內免費 

網內簡訊(資費內含) 150 150 150 

網內簡訊(加碼贈) 50 100 150 

網內簡訊(總則數) 200 250 300 

免預繳資格說明 
客戶門號近六個月平均帳單金額≧1000元，且符合續約資格或門號啟用5年

(含)以上之遠傳／原和信之客戶，且符合續約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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