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人已明瞭並同意以下條款 
1. 各資費方案及加值服務之詳細計費方式及優惠內容與限制，請洽遠傳行動客服 APP、遠傳網站 www.fetnet.net 或客服中心。 

2. 於國外使用國際漫遊上網，依國際漫遊費率計價，期間累積特定上網費用時，將發出簡訊提醒，實際金額仍以帳單為準，門號啟用時預設國際漫遊上網為關閉，如需開啟請洽遠傳行動客服 APP、遠傳網站 www.fetnet.net

或客服中心。 

3. 如所在地點無支援 4G 網路，將自動轉為 3G 網路。如所在地點無支援 3G 網路，將自動轉為 GPRS 網路。 

4. 合約期間內每月三(多)方通話功能累計以 600 分鐘為上限，超出上限者，本公司有權取消三(多)方通話功能。 

5. 遠傳電信門號僅供正常合法通信之用，不得將門號從事於任何違法、不當商業行為或利用各項優惠從事任何不合常理之使用或其他權利濫用行為或大量傳輸行為，包括但不限於轉接話務、長時間占用語音、長時間持續連

結上網、作為伺服器設備或主機電腦應用、連續性網路攝影或廣播、自動資料傳遞或設備與設備間自動連結、大量訊務使用（如：自動應答、自動刪除、類似自動或手動路由裝置）、作為私有線路或全時間或指定資料連

結之替代或備援、P2P 檔案分享、透過軟體或其他設備維持網路連續有效連結等情形時。如有涉及上述行為者，遠傳電信得逕行暫停通信或上網流量管制措施，必要時得逕行終止服務契約，並就所使用量，依所選用之費

率回溯收費，遠傳電信並保留法律追訴之權利。 

6. 使用門號期間若涉及以下行為時，遠傳電信得不經催告逕行暫停通信或終止服務契約：(1)散播電腦病毒；(2)干擾系統正常運作(包含但不限於造成網路過度壅塞、妨害其他用戶接取網路、試圖攻擊或侵入本公司網路或危

害網路安全、主動或協助大量傳送垃圾與商業廣告電子郵件)；(3)偽造、不法擷取、移除或修改網路封包標頭資訊；(4)以任何方式誤導他人或隱瞞任何使用者名稱或資料傳送來源(5)其他涉及不當或違法之行為經相關主管

機關通知者。 

7. 申辦新啟用/續約方案，6 個月內不得申請一退一租。若為門號合約繼承須符合原方案限定條件方得辦理。 

8. 奉台財稅字第 1040068040 號，自 105 年 1 月新增之電信費用將於您繳費後將另開立無實體電子發票。開立發票後之交易調整，於用戶確認調整之事實時，即視為同意由本公司代為處理發票或折讓單等法令要求之單據。 

9. 申請月租型門號轉換為預付型門號，同意遠傳依此申請書代為申請轉換服務。 

10. 本人已詳閱(或已帶回審閱兩天完畢)，並已領取申請書及服務契約副本，且完全同意本申請書正面及背面所載之約定條款。 

11. 本人已知悉遠傳電信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告知事項。 
 

續約項目及注意事項--請務必詳細閱讀。續約選項： (請勾選以下其中一個項目/使用本專案須續約 36 個月) 

□ 一、CPSLVGN-YGY4 : 使用遠傳 4G 新絕配 1199 月租費(專案補貼款 NT$2,800) 

※請務必填寫欲使用之月租費_____                      (若未填寫或填寫不清，將沿用原月租費率；若原月租費率與所勾選之啟用方案規定不符時，遠傳電信將依據您所勾選之啟

用方案為您變更為最低月租費，並於下一帳單結帳日起生效。) 

1. 本專案限月租型現有用戶申辦，續約資格以遠傳系統為準；合約生效日為續約日，若原專案合約未到期者，需待原合約到期後，才開始計算本專案限制

退租期間及補貼款遞減期間。 

2. 生效後 36 個月內不得退租（含一退一租、轉至 2G／3G 或預付卡、因違約或違反法令致遭停機者）、亦不得調降低於本專案指定 4G 資費，違反需繳交

專案補貼款 NT$2,800。計算公式：實際應繳專案補貼款=專案補貼款總額 x(合約未到期日數／合約約定日數)，四捨五入至整數。 

3. 自續約日起享有國內上網無限瀏覽不降速優惠，期間共 36 個月，優惠限抵扣於 APN 為 Internet 之上網傳輸量。 

4. 贈送免費 FET WiFi，合約到期後若維持 4G 599 以上資費，仍可繼續享有此優惠。CONEXUS 行動通訊聯盟地區國外數據漫遊日付$99~$299 優惠費率，

合約到期後需維持 4G 1199 以上之資費，方可繼續享有此優惠。 

*申請人需檢附完整規定資料，始享有優惠，且不得與其他優惠方案併用。各項優惠均僅限申請人當月使用，不得遞延、轉讓或折現。請確認所選擇之專案

及優惠內容，若已完成辦理，恕不受理要求變更或取消；遠傳保留隨時修改或終止本活動內容之權利。 
 

特殊需求備註 :  

 

 

 

□取消雙向簡訊加購傳輸量服務 (勾選此項設定門號無法透過雙向簡訊進行加購傳輸量使用) 

 
 
 
 
 
 
 
 
 
 
 
 
 
 
 
 
 
 

申請者簽章                              代理人/法定代理人簽章                         
(※ 本國籍申請人，請以中文正楷簽名；公司戶請蓋公司大小章。※ 申請人年齡未滿 20 歲須請法定代理人簽章，法定代理人同意連帶清償申請人積欠本公司之費用。※ 代理人確實受申請人之委託辦理申請手續，如有虛偽

不實之情事，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共計          頁，第          頁 

遠傳電信業務人員專用章 

                        

 

 

 

營業機密:客戶資料不得外洩或複製 

「政治大學_遠傳企業 4G 新絕配 1199(限 36)_單門號方案」門號續約同意書 

門號持有者姓名：                     

公 司 名 稱：                      

身分證字號 / 統一編號或稅籍編號： 

                                   

聯 絡 電 話：(日)                           

       (夜)                               

續 約 門 號：                   
(若續約門號超過一門以上,請於上填寫一門代表號,明細含上述代表號請填於附表) 

共計續約行動電話號碼計              支 

申  辦  日  期   ：       年       月       日 

代理人/法定代理人：                    

代理人/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字號：  

                                         

( 為必填欄位 ) 

通路商用章 

                        

 

 

SA SA 02/2017                                 ※ 正本送交遠傳電信公司、請影印一份客戶留存備查。      5.3.2.4S.F3-1.1 

 



企業客戶第三代行動通信 / 行動寬頻業務服務申請書 
證件影本表單 

申請人第一證件影本

正  面 背   面

申請人第二證件影本

正  面  背   面

法代/代理人證件影本 

正  面  背   面

法代/代理人第二證件影本 

正  面  背   面

註：請依證件原尺寸影印，勿隨意放大縮小；若護照或營登等大型證件，請逕行取空白 A4 紙黏貼。 05.007.S.F.F16-1.2 



政大網個人門號資料授權使用同意書  

為確保您的權益，請詳細閱讀本同意書所述內容。  

(一､)『政大網個人門號資料授權使用同意書』為申辦政大網「校務行政網」門

號必要簽署之文件，凡欲申請政大網「校務行政網」門號者，除須備妥遠

傳電信公司相關申請文件外，亦須併附具有申請人完整簽章之本文件。  

 

(二､)當政大網門號申請人交付具有其完整簽章之『政大網個人門號資料授權使

用同意書』予政大網承辦單位收執後，即代表申請人自其所申辦之政大網

門號開通日起至政大網專案契約有效期限為止，同意下面所述條款：  

1. 門號申請人同意授權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其政大網行動電話號

碼資料包含《個人門號號碼、姓名、ID〈含部分隱碼之身份證字號或

外籍人士之護照號碼〉》予國立政治大學。  

2. 政大網門號申請人同意授權政治大學基於校務行政、學務、教務等業

務或緊急聯絡之需，在政治大學所屬資料庫中登錄其政大網行動電話

號碼、並使用政治大學校務行政系統以包含語音通訊、簡訊等方式對

其所持有之政大網門號進行資訊佈達。 

 

(三､)政治大學將盡力以合理之技術及程序，確保政大網所有申請人之個人資料

的安全性與私密性，在未徵求個人同意之前，申請人因申辦政大網所提供

之個人資料與所持有之政大網門號，將不會供作任何商業用途，或提供給

與政大網專案契約無關之第三者。但以下狀況除外：  

1. 基於法律規定。  

2. 司法機關基於法定程序要求。  

3. 基於保障政大網相關系統安全或其他使用者之權益。  

 

(四､)本文件所未載明之事項，得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此致 國立政治大學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立同意書人姓名【簽章】  承辦單位【簽章】  

本人身份證字號(護照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已詳閱並同意本文件所述內容 立書人已交付本文件並收執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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