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業機密：客戶資料不得外洩或複製

企業客戶行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申請書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NP攜碼流水號
(此欄由遠傳電信回覆後，銷售人員代填入)

申請門數

客戶攜碼行動電話

共

門

客戶姓名/公司名稱
身分證號/統一編號
公司負責人

出生年月日
負責人身分證號

聯絡電話
客戶預約生效日期

E-mail
1.____年____月____日

2. ____年____月____日

年

月

日

3.____年____月

早上 2：00~ 5：00 (預約期間請指定為30日曆天內)

申請客戶簽章

委託書（委託他人代辦者，請填委託書）
茲委託受託人
辦理本項業務，此代理
行為視同本人行為並由本人承擔一切責任。
委託人簽章：
受託人簽章：
受託人身份證字號：
聯絡電話：
受託人戶籍地址：
本受託人確實受申請人委託代辦本項業務，如有虛假偽
冒，願負法律責任。

（公司戶請蓋大小章）
預定移轉改接日
申請攜碼服務
申請移出經營者
（原業者）

年

月

日

□行動電話

□第三代行動通信

□中華電信

□遠傳電信

□台灣大哥大

□威寶電信

□亞太電信

□台灣之星

(此欄由遠傳電信回覆後，銷售人員代填)

□行動寬頻業務

□國碁

□原和信電訊

注意事項：
1. 申請人(以下簡稱本人)因向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移入經營者，統一編號：97179430，以下簡稱遠傳電信）
申請以上行動通信業務之攜碼服務，同意授權遠傳電信依此申請書代為向以上移出經營者，申請本人行動電話
號碼之退租。關於退租之權利義務，依移出經營者之退租規定辦理。
2. 本人同意遠傳電信得依序安排移轉改接日期，倘上列三順序日期勳無法完成移轉作業，遠傳亦得自行酌予調整
預訂移轉改接日期。
3. 本人已知悉倘日後向遠傳電信申請換號時，上列之原攜碼門號，將無法繼續使用。
4. 本人已了解並同意遵守號碼可攜服務管理辦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五款之規定：
『移出經營者對已因欠費、違
反法令、營業規章或服務契約遭其停止通信之用戶，得拒絕提供號碼可攜服務；對訂有限制退租或終止期間服
務契約之用戶，得於該用戶履行因提前退租或終止契約之約定違約金後，始提供號碼可攜服務。』
5. 為配合攜碼用戶、移出經營者及移入經營者所協商之斷話及重新通話日期，預定移轉改接日期請指定於早上
2:00~5:00 時間內。
6. 如攜碼用戶臨時欲取消本次攜碼服務之申請，需於預定移轉改接日期前 1 個工作天 17:00 前至原申辦單位辦理。
7. 依主管機關規定，變更號碼將視同終止攜碼服務，遠傳電信於接獲攜碼用戶之變更號碼申請時，將逕行通知原
始號碼移出經營者終止攜碼服務，攜碼用戶無須另行提出申請。
8. 移轉成功當月起，提供客戶「遠傳網內外告知來電答鈴」申請，並享一個月免月租費優惠。
9. 號碼可攜生效日倘因天災等原因導致延後，尚請用戶見諒，本公司將於恢復正常上班日後儘速處理。
10. 依「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行動通信、第三代行動通信、行動寬頻業務」等服務契約及號碼可攜服務管理辦法
第四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移出經營者得向攜碼用戶酌收號碼可攜服務移轉作業費用」; 該移轉作業費用係
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 貴用戶於移出經營者未結清之應付帳款仍負清償責任，不因攜碼成功而免除，請於
移出經營者帳單通知後完成繳費。
SA 09/2016

正本送交遠傳電信公司，請影印一份客戶留存備查。

05.007.S.F.F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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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客戶第三代行動通信 / 行動寬頻業務服務申請書

(★為必塡欄位)

申請日期：
申請型態：

年

月

行動電話號碼：

日

□ A.新開戶/本公司
□ D.帳單合併於

帳戶類型：
攜 碼 預 計
移 轉 日：

—

—

□ C.

□ B.申請□2G□3G攜碼至4G
—
□3.公帳門號

□2.公私分帳-個人門號

□4.私帳門號

SIM卡號碼貼紙區

電信用戶□2G□3G□ 4G 攜碼至本公司

—

□1.公私分帳-公私門號

.

門號/帳號中

建立主帳戶並
連結至公司名稱

1.

年

月

日

3.

2.

年

月

日

攜碼流水號：

年

月

營業機密 : 客戶資料不得外洩或複製

統一編號
/稅籍編號

日早上2:00~5:00(預約日期請指定為30日曆天內)

連結至HQ

(此欄由遠傳電信回覆後填入)

客 戶 基 本 資 料
★1. 申請人姓名/公司名稱：

.

★3. 證照類型： □ 身分證字號

□

統一編號

□

稅籍編號

□

外籍人士 國別(

★2. 生日：

★5. 第二證件： □健保IC卡 □駕照 □護照 □其他 證件號碼：
★7. 帳單地址：

縣/市
巷

鄉鎮市區
弄

號

縣/市

路街

段

室

寄送方式： □書面帳單 □簡訊帳單 □電子帳單
★8. 個人戶籍地址/公司登記地址：

★6. 聯絡電話：
村里

樓

年

月

日

★4. 證照編號：

)

(市話)：

-

.
.

手機：
電子郵件信箱：

*申請電子帳單客戶，於申請後5天內未完成電子帳單驗證者，視為客戶同意自動改為簡訊帳單通知。

鄉鎮市區

村里

路街

段

巷

弄

號

樓

室

□同上

10. 身分證字號：

9. 公司負責人：
11. 法定/代理人姓名：
市話 : (

.

身分證字號：
)

第二證件/號碼：

生日：

.

. 戶籍地址 :

.
加 值 服 務 及 其 他 訊 息

1. □ 電話帳單明細
2. □ 關閉數據上網服務 (僅適用3G門號)( 關閉可能影響部分手機功能)
3. □ 同意 本公司寄送之優惠活動資訊
4. □ 同意 □ 不同意 本公司發送之優惠活動簡訊

5. 遠傳有提供「無線上網」免費體驗專案，本人
□ 現申辦/ 已申辦過體驗專案 □ 無需申辦體驗專案
6. 我不同意使用下列服務:
□ 語音信箱 □ 撥打國際電話 □ 限制撥打語音交友簡碼服務及 050、0204、0208、0209之付費電話
*語音交友簡碼服務不含與遠傳有簡碼授權關係的服務廠商。

促 銷 方 案 與 重 要 條 款 同 意 欄
本人明瞭且同意以下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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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攜碼服務，同意授權遠傳依此申請書代為向移出經營者申請退租，且申請人同意遠傳得視情況至多展延 7 個工作日，酌予調整預訂移轉改接日期；倘欲取消攜碼服務，需於預定移轉改接日期前 1 個工作天 20:00 前至原申辦單位完成辦理。

限制型
□

政治大學_4G 新絕配 1199(限 36)_單門號

一、LDD00GN-YGY4 : 使用遠傳 4G 新絕配 1199 月租費。(專案補貼款 NT$2,800)

1. 本專案生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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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攜碼客戶可享攜碼手續費等值之 NT$240 帳單折抵優惠。
3. 自啟用日起享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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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數據漫遊日付$99~$299 優惠費率，合
約到期後需維持 4G $1,199 以上之資費，方可繼續享有此優惠。
＊申請人需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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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理人簽章 :

★申請者簽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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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需求備註:

通路商用章
本批次總頁數

□取消雙向簡訊加購傳輸量服務(限 4G 服務申請者勾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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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門號總數

遠傳電信業務人員專用章
.

SA 02/2017

目前使用手機型號(攜碼用戶必填) :
.
★SIM卡/其他設備寄送地址(※手機/設備僅配送至帳單或公司地址，請完整填寫地址資訊。)
□同帳單地址
收貨聯絡人姓名 :

□其他 :

※正本送交遠傳電信公司，
請影印一份客戶留存備查。

.
聯絡電話 :

.

05.007.S.F.F16-1.2

ᅈ็ܫ۵Њѣࢨ̳Φ
Җજᆵᐛຽચ0ௐˬҖજ఼ڇܫચࡗݵ
ϲࡗݵ३ˠĈᅈ็ܫ۵Њѣࢨ̳ΦĞͽ˭ᖎჍϥ͞ğ
āāāāāāϦኛϡ͗ώˠāāāāĞͽ˭ᖎჍ˙͞ğ
ਬЯڇܫચְآĂᗕ͞Тຍࢎϲώࡗݵ३Ă֭གྷᗕ͞Ъຍࢎؠ୧ഠт˭ĂͽྤВТᏲчĈ
ௐ˘ౢāāāڇચቑಛ
ௐ˘୧āāāϥ͞ᒉຽᙷܼ೩ֻҖજᆵᐛຽચĞͽ˭ᖎჍώຽચğĄ
ௐ˟୧āāāώຽચֻ˙͞үϒ૱Ъ̝ܫ఼ڱϡĄ
ௐˬ୧āāāώຽચ̝ᒉຽડાϤგ፟ᙯ८ࠎؠĈ
āāāāāāБડĈΒ߁ᄂ៉БफĞӣመസᎩğăܝܛᎩăాѯᎩĄ
ௐα୧āāāϥ͞၆˙͞೩఼ֻڇܫચ̝ีϫт˭Ĉ
āāāāāā˘ăૄώีϫĈ೩ֻ˙͞ତפშᅫშྮ)ᖎჍҖજ˯შ*ăᗕШᇥΨξ̰ྖă઼̰ܜྖă઼ᅫܜ
ྖăҖજྖĄ
āāāāāā˟ăΐࣃีϫĈϥֶ͞րֻ྅ଐԛ̈́˙͞ბన౯Ă೩ֻপҾຽચΒ߁Ĉ
āāāāāāāā)˘*ᄬࢰܫቐĈ೩ֻ˙ֽ͞ྖ֏ă̈́ྖפᖼਖ਼֏ඈڇચĄ
āāāāāāāā)˟*ؠᖼତĈ˙͞ҋҖనؠĂֽྖҋજᖼତҌА̝ؠྖĄ
āāāāāāāā)ˬ*ྖ̚೧ତĈ˙఼̚͞ܫĂତௐˬ۰ֽ̝ྖĂ֭кѨЇຍᏴፄᄃ఼ࣧܫˠٕௐˬ۰఼ܫĄ
āāāāāāāā)α*ˬ఼͞ܫĈ˙̚͞ܫ఼ٺĂтᅮௐˬ۰ΐˢ఼ܫॡА఼ܲࣧܫቢྮĂГᇥΨௐˬ۰Ăၹјˬ͗
ͽ˯࠹఼̢ܫĄ
āāāāāāāā)̣*ᖎੈڇચĈ˙͞ӀϡҖજඈბన౯Ă൴ਖ਼ٕତќᖎൺੈिĄ
āāāāāāāā)̱*ΐࣃڇચĈϤϥٕ͞ϥ͞ᄃੈྤ೩ֻ۰Ъү೩ֻᄬࢰăࢰሄăဦ࿚ăྼᑚăᇆෛăϠ߿ྤੈ
ă̄३ăଐಡྤੈăҜӬྤੈăᇴፂ็Ꮾă̄થચඈڇચĄ
āāāāāāāā)˛*ႝྼڇܫચĈϥ͞೩ֻ˙͞ٺགྷᒉ۰̝Җજ఼ܫშྮ఼̰ڇ̝ܫચĄ
āāāāāāϥ͞ࠎԼซຽચᅮࢋĂд΄ڱధΞቑಛ̰Ăགྷგ፟ᙯ८ٕࣞ౯ߤޢĂ೩ֻ݈ีͽγ̝ڇચีϫĄ
āāāāāāϥ͞ᑕ೩ֻҖજ˯შވγஉᄏྤੈֻ˙͞ણ҂ćྤੈтѣតՀĂͽϥ͞შࢱ̳ӘࠎĄஉᄏྤੈᐌ˙͞ბ
ბన౯Β߁፟͘ăπڕཝăშΙඈă˯შгᕇ̈́ˠᇴඈЯ৵҃ѣमளॡĂᑕͽ၁ᅫ఼ܫஉᄏֶ˙ֹ͞
ϡгᕇ̝࠹ᙯ୧ІࠎĄ˯შిத̙Ҳٺგ፟ᙯ̳Ә̝ቢ˯შྤफ़˭ྶిதĞොĈ˭ྶిதͽീ
211Ѩ̝πӮࣃĂHTNHQST̙̈ٺ21lcqtăXDENB4Ḧ̙ٺ75lcqtăXDENB4/6Ḧ̙ٺ411lcqtğĄࠎЪ
̳πֹϡࣧĂֹ͞˙ٺϡ࿅ᗕ͞ࡗ˯̝ؠშณॡĂགྷᗕ͞Ъຍଳٕిࢫפᇶઃֹϡନ߉Ą
āāāāāāώຽચᄬࢰڇચ༊ଳϡDTGCԫఙٺளኳშྮม̷ೱॡĂྖ఼ତᜈॡม࠹ྵ˘ਠϒ૱ќ൴ྖࠎܜĂҭᐌ
րԫఙႊซĂᐌॡ೩ֹچϡड़ਕĄளኳშྮତᜈॡมඈ࠹ᙯ۞યᗟĂ̳Әٺϥ͞შ৭Ą
ௐ̣୧āāāϥֶ͞ĶπඈତڇפચგநᏱڱķĂᑕ೩ֻ˙͞ͽؠᏴତٕᇥཱིᏴତ͞ёᏴତЇ˘ௐ˘ᙷְܫຽ઼ᅫ
შྮຽચགྷᒉ۰ٙ೩઼ֻ̝ᅫშྮ఼ڇܫચĄ֭೩ֻ˙͞ͽᇥཱིᏴତ͞ёᏴତௐ˟ᙷְܫຽٙ೩઼ֻ̝
ᅫშྮ఼ڇܫચĄ
āāāāāāϥֶ͞ĶཱིቅΞᛸڇચგநᏱڱķ̝ఢؠĂ˙͞ᑢϤϥ͞ᖼೱҌҖજགྷᒉ۰ॡĂϥ͞ᑕֹܲࣧϡ
ྖཱིቅĂ̙١Ą
āāāāāāϥ͞ࠎ೩ֻཱིቅΞᛸڇચֶ݈೬Ᏹڱυࢋ̝˙͞ྤफ़೩ֻ̟Җજགྷᒉ۰ăௐ˟ᙷְܫຽ̈́ะ̚
ёྤफ़ऱგந۰Ą
ௐ̱୧āāā˙͞ٺϦኛ३̚Ᏼؠٙᅮࢋ఼̝ڇܫચĂֶ֭ٙᏴፄ̝Чีڇચ̝ќᇾᘳϹϡĄ
āāāāāā˙͞ϦኛҖજ˯შ)ቢშᅫშྮତڇ*פચ݈Ăϥ͞གྷ˙͞Тຍޢᑕ೩ֻྏϡڇચĂዋϡ̝ڇચгડࠎϥ
͞གྷგ፟ᙯ८̝ؠᒉຽડાĂྏϡഇม)͟˛ͽܜ279̈ॡ*ĂՏ˘ᙋ่ཱི೩ֻྏϡ˘ѨࠎࢨĄ˙͞Ϧ
ኛҖજ˯შڇચᐹ͞९۰Ăтᑢ೩݈ͤЪࡗॡĂϥ͞ќаბన౯ྃ෭ഠĄ
ௐ˟ౢāāāϦኛԔ
ௐ˛୧āāā˙͞ᏱநϦኛ͘ᜈॡĂՏ˘ҖજྖཱིܝĂͽ˘ҋˠăڱˠٕڱܧˠဥវથཱིϦኛࠎࢨĂ֭ᑕፂ၁ᆷ
БЩٺҖજᆵᐛຽચϦኛ३Ă֭ᘪЩٕΐᄏᄃ˙͞ЩჍ͛ф࠹Т̝ОౢĄੵ߆ع፟ᙯă̳ϲጯ७̳̈́ᒉְ
ຽ፟ၹγĂΩᑕᑭ˭ܢЕᙋІĂ֭ϯϒώֻϥ͞८၆Ĉ
āāāāāā˘ăҋˠĈ̶֗ᙋ͛ځІĦ઼ˠ̶֗ᙋ)ٕγ઼ˠ᜕*̈́ͽ֖Ᏸᙊ̶̝֗ᙋ͛ځІħĄ
āāāāāā˟ăڱˠ̈́ڱܧˠဥវăથཱིĈ
āāāāāāāā)˘*߆عგ፟ᙯ८൴̝ڱˠᙋ͛ځІăથຽ൳ᙋ͛ځІٕᙋ͛ځІĄ
āāāāāāāā)˟*ܑˠ̶̝֗ᙋ͛ځІĄ
āāāāāāϥ͞ᑕٺϦኛ͛І̚೬ᜨ̏ཆ̝ؠბన౯࠹ᙯᙊҾྤੈ)тཱིݭăԔཱིٕJNFJඈ*Ą
ௐˣ୧āāā˙͞ࠎҖࠎਕ˧ˠٕࢨטҖࠎਕ˧ˠĂᏱநϦኛॡᑕؠڱநˠ̝३ࢬТຍĂ֭ᑭͽ֖ܢᙊҾؠڱ
நᙯܼ̝͛ІĂТຍ३֭ᑕྶ͞˙ځтѣ᎕ͣϥ͞ϡॡĂؠڱநˠᙸాᐺయЇĂϏགྷڱ
ؠநˠ३ࢬТຍ۰Ăϥ͞ᑕ̙צநϦኛĄ
ௐ˝୧āāā˙͞؎நˠᏱநϦኛॡĂੵᑕᑭ݈ܢ೬ᙋ͛ځІγĂྍநˠ֭ᑕϯ̶֗ᙋϒώ̈́̏Ъڱᝋ̝
ྤफ़ٕ͛Іֻϥ͞८၆ĄநˠᏱ̝ҖࠎĂड़˧̈́͞˙ٺώˠĂϤ˙͞ᆹҖࡗݵయЇĄ
ௐ˩୧āāāҋˠϦኛҖજྖ;Ιཱིܝ۰Ăͽ̣࣎ࢨࠎཱིܝĂ֭ᑕҌϥ͞ܝξᏱநĄ
ௐ˩˘୧āā˙ֹ͞ϡώຽચ఼ڇܫચĂЯௐˬ˩α୧ଐְዎϥ͞ᇶઃֹϡٕͤ১ϡ۰ĂГШϥ͞Ϧኛώຽચ఼ܫ
ڇચॡĂϥ͞ࢨטϦኛ఼ڇܫચཱི̝ܝᇴณ̈́ڇચีϫĄ
ௐ˩˟୧āāѣ˭Еଐԛ̝˘۰Ăϥ͞ᑕ١˙͞Ϧኛ১ϡώຽચ఼ڇܫચĂ֭ࣧЯ఼ۢ˙͞Ĉ
āāāāāā˘ă˙͞གྷ३ࢬ఼ۢࢨഇᘳ҃࿈ഇ̙ᘳĄ
āāāāāā˟ăϦኛ३̰ٙ˙͞ЩჍٕгӬ̙၁Ą
āāāāāāˬă;ΙཱིܝϦኛᇴณ࿈ௐ˩୧̝ࢨטĂ࿅ొ̶Ą
āāāāāāαăڱֶఢֶٕώࡗݵఢࠎ̙ؠϦኛ۰Ą
āāāāāā˙͞၆݈ีϥ͞١Ϧኛ১ϡώຽચтѣளᛉ۰Ă̰̱͟ٺШϥ͞Ϧ෦Ąϥ͞ᑕٺϦ෦̰̱͟ޢ
நඕ͞˙఼ۢڍĄ
ௐˬౢāāāளજԔ
ௐ˩ˬ୧āā˙͞Ϧኛώຽચ̝ளજְีॡĂᑕֶϥ͞ᒉຽఢౢٙࢎᑕᓜᕢᏱநγĂͽྖٕშ৭ϦኛĂϥ͞ྙય
࣎ˠྤफ़Ăቁᄮᄱ̝ࠎޢĄ
ௐ˩α୧āā˙͞ѣᙯளજְีᑕᏱந൳҃ϏᏱந۰Ăགྷϥ͞ͽ३ࢬٕྖ఼ۢ˙͞ࢨഇྃᏱ͘ᜈޢĂ࿈ഇ̪ϏᏱந
۰Ăϥ͞ᇶઃ఼ܫĂܶ˙ֶ͞ϥ͞ᒉຽఢౢఢྃؠᏱЧี͘ᜈޢГ̟ޭೇ఼ܫĄ
āāāāāā݈ีᇶઃ఼ܫഇมͽ̱࣎͡ࠎࢨĂ࿈ഇϏᏱநޭೇ఼ڇܫચ۰Ăϥ͞ూҖͤ১ϡĄ
ௐ˩̣୧āā˙͞୬Ϧኛᇶઃ఼ٕܫᏱநޭೇ఼ڇܫચॡĂͽྖٕ३ࢬШϥ͞ϦᏱĄ
āāāāāā݈ีᇶઃ఼ܫഇมͽ̱࣎͡ࠎࢨĂ࿈ഇϏᏱநޭೇ఼ڇܫચ۰Ăϥ͞ూҖͤ১ϡĄ
āāāāāā݈ีᇶઃ఼ܫഇࢨᗕ͞ΩѣЪຍ۰ĂଂؠࡗĄ
ௐ˩̱୧āā˙͞১ϡώຽચٺតՀؖЩăЩჍăܑˠăֹٕܫϡಏҜ۰Ăᑕᑭ࠹ᙯᙋ͛ځІШϥ͞ϦኛՀЩĄ
ௐ˩˛୧āā˙͞ͽҋˠЩཌྷ১ϡώຽચॡĂтЯѪ˸ĂϤؠڱᚶٚˠᚶᜈ১ϡ۰ĂϡՀЩ̝ఢؠĄ
ௐ˩ˣ୧āā˙͞Ᏹநੜ১ॡĂੜ১ֹࣧϡཱི̟ܲܝௐˬˠֹϡĂᑕᏱந˘ཱིܝੜ˘১Ă˙ֹࣧ͞ϡཱི̝ܝੜ১Җࠎ
ࡗݵࠎͤĂᑕֶώࡗݵௐαౢௐ˟˩˘୧ăௐ˛ౢ̝࠹ᙯఢؠᏱநćາ͗މᜈϡֹࣧϡࠎཱིܝາϦ
྅ϡ͗Ăᑕֶώࡗݵௐ˟ౢ̈́ௐαౢ̝ఢؠᏱநĂᘳৼ࠹ᙯϡĂ֭Ᏺчώ̷˘̝ࡗݵఢؠĄ
ௐαౢāāāڇચϡ
ௐ˩˝୧āā˙͞ᑕֶϥ̳͞Ә̝ЧีགྷϤგ፟ᙯ८ٕؠ౯ߤ̝ќᇾĂٺᘳ఼ۢಏ̝ٙؠഇࢨ̰ᘳৼБొϡ
Ą
āāāāāā݈ีྎќᇾྤफ़Ăᑕٺಫវă̄შ৭̈́ϥ͞Чᒉຽಞ̳ٙӘٕ३ࢬ఼ۢ˙͞Ă֭ෛࠎώ˘̝ࡗݵ
ొ̶ćྤአፋॡϺТĄ
ௐ˟˩୧āāϥ͞͡Ш˙͞ќפώຽચ఼ڇܫચཱི͡ܝ১ĂΩ఼ܫॡมă఼ܫѨᇴٕ็Ꮾณࢍќ఼ܫĄ˙͞১
ϡώຽચഇมϦ১̈́ੜ১༊͡Ϗ႕˘࣎͡Ăᑕ͟ќĂ͟১ͽ͡১ˬ˩̶̝˘ࢍќćҭ১ϡഇ
มϏ႕˘࣎҃ͤ͡۰Ă͡১ͽ˘࣎͡ࢍზĄ
āāāāāā˙͞Яٕͣ࿁ͅ΄ڱዎᇶઃ఼ܫĂᇶઃ఼ܫഇมĂ̪ᑕᘳ;͡১Ăҭᇶઃ఼ܫᑕᘳ;͡১̝ഇ
มĂࢨࠎ࣎͡ˬͽܜĄ
āāāāāā˙͞Ϧኛᇶઃ఼ܫഇมĂᑕϥٙ͞ࢎҲ͡১ᘳৼĂᘳ;ഇมࢨࠎ࣎͡ˬͽܜĄᘳ;ഇม̈́ϡᗕ
͞ΩѣЪຍ۰ĂଂؠࡗĄ
ௐ˟˩˘୧ā˙͞ᏱநϦኛ১ϡώຽચ఼ڇܫચॡĂϥ͞ࢋՐᘳৼܲᙋܛĂүࠎֶώࡗݵఢؠᑕ;˘̷ϡ̝ፉܲ
ĄώࡗݵͤॡĂϥ͞ͽѩีܲᙋ͞˙ٯ·ܛ᎕̝ͣЧีϡćтѣዶᗝĂϥ͞ᑕٺѨ͟͡˩͟
̰िੜᔘĂ˙͞тѣֹϡ઼ᅫႝྼڇચ۰ĂᏵᑕٺα˩̣̰͟िੜᔘ˙͞Ą
āāāāāāϥ͞Ğொགྷᒉ۰ğֶཱིቅΞᛸڇચგநᏱڱௐα˩ˬ୧ఢؠĂШᛸቅ˙͞੩ќཱིቅΞᛸّڇચொᖼү
ຽϡĄྍϡ̙ٺგ፟ᙯ̳Ә̝ܛᗝĄ၁ᅫܛᗝ̈́ќ͞ёĂኛࠀϥٕ͞შ৭̳ӘĄ
ௐ˟˩˟୧āώຽચბన౯Ğ፟̈́͘ϡ͗ᙊҾΙğϤ˙͞ҋҖგநֹϡĂтϹϤˠֹϡ۰Ă˙̪͞ᑕయᘳ;ώݵ
ࡗࡗؠϡĄ
ௐ˟˩ˬ୧ā˙͞໕ᘳٕࢦᘳϡॡĂϥ͞ٯ·ޢ͞˙఼ۢٺѨ͡ᑕ;̝ϡٕͽܔᔘ໕ᘳܛᗝඈ͞ёੜᔘ̟˙͞Ą
т˙̙͞Тຍ·ٯĂϥ͞ᑕ఼̙ۢ͞˙ٺТຍ̝͟˛̰͟िੜᔘĄт˙ͤ͞১ϡώຽચ఼̝ڇܫચ
ॡĂ໕ᘳٕࢦᘳ̝ϡٯ·ٺᑕ;ϡ̪ޢѣዶᗝॡĂϥ͞ᑕٺͤ১ϡ͟˛̰͟िੜᔘĄ
ௐ˟˩α୧ā˙͞ᑕᘳ;̝ЧีϡĂੵ೩Ϧ෦۰γĂᑕֶϥ͞൴̝ᘳ఼ۢಏ̝ٙؠഇࢨĂᘳৼБొϡĄ
āāāāāā˙͞࿈ഇϏᘳ۰Ăϥ఼ۢ͞ᇶઃܫ఼Ăགྷࢨഇ๊ᘳĂ࿈ഇ̪Ϗᘳ۰Ăϥ͞ూҖͤ১ϡĄ᎕
ͣϏᘳϡĂϥ͞ѣᝋАҋܲᙋ̰ܛљٯĂ̙֖̝ᇴГֶڱĄ
āāāāāā˙͞ЯϏᘳజᇶઃ఼ܫĂϥ͞ᑕٺᒔۢ˙͞ᘳБొϡޢĂ˟˩α̈ॡ̰ޭೇ఼ܫĄ
ௐ˟˩̣୧ā˙͞၆Чีᑕᘳ;ϡтѣளᛉϦ෦۰Ăϥ͞дϏߤځయЇᕩᛳ݈Ăᇶቤ๊ٕᇶઃ఼ܫĄ
ௐ˟˩̱୧āϥ͞ืགྷ˙͞ТຍޢĂؕฟ఼઼ᅫᇴፂႝྼڇચĂ֭೩ᏹ˙͞ٺ઼݈ᙯౕ̝፟͘ТՎΑਕĄܔ͞˙ٺ
઼ޢᑕҋજᙯ઼ౕᅫᇴፂႝྼ̝ڇચΑਕĂҭ˙͞Ωѣࡗؠ۰ĂଂؠࡗĄ
āāāāāāϥ͞ᑕᐹନ߉Ш˙͞ᄲځĂ֭నཉΞҋજᗆٺؠٙдгᐹშ̈́ଵੵฟ఼ܧᐹშ̝፟טĄ˙͞ฟ఼
ܧᐹშĂᑕቁ၁ᄲځќྤੈĄ
āāāāāā݈ีϏགྷ˙͞ТຍٙயϠ̝ϡĂϤϥ͞ҋҖӛќĄ
āāāāāā઼ᅫᇴፂႝྼڇચϡĂՏѨ઼ͽາᄂ။6-111̮ࠎᛋϯᗝޘĂҭ˙͞Ωѣࡗؠ۰ĂଂؠࡗĄ
ௐ˟˩˛୧ā˙͞ТຍЧี఼ࡔܫᐂӮͽϥ͞ཝࡔᐂྤफ़ࠎĄҭтѣώࡗݵௐˬ˩̣୧జ൸ă݂ϡĂௐˬ˩̱୧
εٕజង̝ଐԛ۰ĂֶఢؠᏱநĄ
ௐ˟˩ˣ୧ā˙͞ᘳৼ̝ЧีϡĂᑕϤϥ͞ฟϲќፂٕ൴ைćтѣεĂ˙͞Ϧኛྃ൴ᘳᙋځ३Ą
ௐ̣ౢāāā;Ιֹϡఢቑ
ௐ˟˩˝୧ā˙͞ٺϦኛ;ΙॡĂᑕᑭ̶֗ᙋ͛ځІĦ઼ˠ̶֗ᙋ)ٕγ઼ˠ᜕*̈́ͽ֖Ᏸᙊ̶̝֗ᙋ͛ځІ
ħֻϥ͞८၆̈́൳ᐂֹϡˠ̶֗ᙋ)ٕγ઼ˠ᜕*ᙋཱིăؖЩăгӬཱི̈́ܝඈĄ
āāāāāā˙͞Ϧኛࡶཱིܝ࿅ࢨᏱᇴณֶٕڱఢ̙ࠎϦኛ۰Ăϥ͞ᑕ١ᏱநĄ
āāāāāāୁϡڇચޢĂ˙ٙ͞೩ֻྤफ़̙ᆅБ۰Ăགྷϥ఼ۢ͞˘ٺฉ̰ྃĂ˙͞࿈ഇϏྃ۰Ăϥ͞ᑕᇶઃ఼ܫ
Ăྃ͞˙ٺᆅྤफ़ޢГ̟ޭೇ఼ܫĂࡶ˙͞ྤफ़࿈ഇϏྃᆅăࠎંౄٕ݂ЩϦኛ۰Ăϥͤ͞১ϡ̙֭
̟ੜĄ
ௐˬ˩୧āā;Ιֹ̝ϡ͞ёт˭Ĉ
āāāāāā˘ă;Ι˯ЇңЯᄦౄٕనࢍ˯ࣧЯٙயϠ̝༂ஷĂ˙ܲ͞ѣཱི֭ࣧܝϤϥ͞Һ̟ͽՀೱĄ;Ι
̝໑ຫтܼΞᕩయ͞˙ٺ۰Ăϥ͞Ш˙͞ќפೱĞྃğΙĄ˙͞Я̙༊ֹϡ;Ιౄј̝ຫεĂ
ϥ̙͞ЇңኪᐺయЇĄ
āāāāāā˟ă;Ιҋฟ఼̈́ՏѨԆјᐼࣃన͟ؠˬҌ̱࣎͡ѣड़Ăѣड़ഇࢨب႕ĂྍΙཱིܝϤϥ͞ќаĂڇચ
ࡗݵӈࠎͤĄ

āāāāāāˬăҭ˙͞ࡶٺഇ႕݈ಶྍΙГᐼࣃĂإϏֹϡԆல̝ዶᗝΞͽ᎕ֹϡĄώΙѣड़ഇࢨϏب႕݈Ăᐼ
ࣃܛᗝֹ̏ϡԆலॡĂ˙͞၆ྍΙ̙Гᐼࣃ۰ĂྍΙཱིܝΞֹϡҌѣड़ഇࢨب႕ࠎͤĄ
āāāāāāαă;Ιཱི̝ܝѣड़ഇࢨب႕ॡĂϏֹϡ̝ዶᗝĞ̙ӣ̏ᔉ෴̝ᇴፂᗝ̈́ޘᙑਖ਼ܛᗝğĂ˙͞ዶᗝ
ᖼˢЩ˭ٕௐˬˠЩ˭̝Ї˘ཱིܝćт˙͞Ϗѣϥཱི͞ܝĂШϥ͞ᏱநዶᗝੜĄҭ࿅
ѣड़ഇࢨ̱࣎͡ޢĂϥ͞੩ќྍϏֹϡዶᗝ̝ܲგĂۡҌዶᗝљٯԆலࠎͤĄ
āāāāāạ̄ă˙͞ᔉ෴;Ιᇴፂࢍณᐼࣃ͞९Ăٺѣड़ഇࢨ̰ϏϡԆ̝ᇴፂ็ᏮณĂϥ͞ᑕֶྍᔉᆊഴΝͽᔉᆊ
ࢍზֹ̝̏ϡᇴፂ็ᏮณޢĂٙ౺ܛᗝજԶܫ఼ٯĂϥ֭͞੩ќநĄ
ௐˬ˩˘୧āϥٙ͞೩ֻ̝;ΙڇચีϫĂͽĶௐ˘ᙷְܫຽྤგநᏱڱķఢؠᏱந۰ࠎࢨĂ֭ᑕྶٺځથ)ݡ
ڇચ*ᄲځ३̰Ą
ௐ̱ౢāāāপҾᝋӀཌྷચ୧ഠ
ௐˬ˩˟୧āϦኛܑᆷˠᑕಶٺϦኛ३̝ٙ̚࠹ᙯྤफ़ăᑭٕܢϯ̝͛Іăྤफ़ᙋځඈ̝ৌ၁̈́ϒቁّޠڱ
యЇĄ
ௐˬ˩ˬ୧ā˙͞১ϡ̝ώຽચĂࡶЯΞᕩయٺϥְ̝͞Ϥౄјրٕܫ፟ቢన౯ᅪᘣăܡᕝĂͽ൴ϠᄱăᏵ႖
ă̚ᕝٕ̙ਕ็ᅍॡĂᇶઃ఼ܫഇมĂᑕֶ˭ܑ̝ᇾљഴ༊͡͡১ٕ೩ֻඈࣃ̝ڇܫચĈ
ాᜈٕΗѐࢍܡᕝॡม
˟̈ॡͽ˯ĂϏ႕α̈ॡ
α̈ॡͽ˯ĂϏ႕ˣ̈ॡ
ˣ̈ॡͽ˯ĂϏ႕˩˟̈ॡ
˩˟̈ॡͽ˯ĂϏ႕˟˩α̈ॡ
˟˩α̈ॡͽ˯ĂϏ႕α˩ˣ̈ॡ
α˩ˣ̈ॡͽ˯ĂϏ႕˛˩˟̈ॡ
˛˩˟̈ॡͽ˯

љഴ˭ࢨ
༊͡͡১ഴќ6&ٕ೩ֻඈࣃ̝ڇܫચ
༊͡͡১ഴќ9&ٕ೩ֻඈࣃ̝ڇܫચ
༊͡͡১ഴќ21&ٕ೩ֻඈࣃ̝ڇܫચ
༊͡͡১ഴќ31&ٕ೩ֻඈࣃ̝ڇܫચ
༊͡͡১ഴќ41&ٕ೩ֻඈࣃ̝ڇܫચ
༊͡͡১ഴќ51&ٕ೩ֻඈࣃ̝ڇܫચ
༊͡͡১БҺٕ೩ֻඈࣃ̝ڇܫચ

āāāāāā˙͞১ϡ̝ώຽચĂࡶЯ͇խăгតٕጼ̙ۋΞᕩయٺϥְ̝͞ϤĂౄјրٕܫ፟ቢన౯ᅪᘣăܡᕝ
Ăͽ൴Ϡᄱٕ̙ਕ็ᅍॡĂᇶઃ఼ܫഇม྿˩˟̈ॡͽ˯۰Ăᑕֶాᜈܡᕝॡม͟љഴ༊͡͡১
ٕ೩ֻඈࣃ̝ڇܫચĄљഴ͟১ͽ͡১ˬ˩̶̝˘ࢍზĄ
āāāāāāᇶઃ఼ܫฟ̝ؕॡมĂͽϥ͞၅ᛇٕତ఼̝ۢ͞˙זАॡมࠎĄ
ௐˬ˩α୧ā˙͞ѣ˭Еଐԛ̝˘۰Ăϥ͞ᇶઃֹϡĂ֭ෛଐ༼ᅅࢦ̟ͽͤ১ϡĈ
āāāāāā˘ă݂ЩϦ྅ώຽચڇܫચ۰Ą
āāāāāā˟ăͽ೩ֻӸच̳В৩Ԕ̈́ච։ࢲܸ̝̰ܫटࠎᒉຽ۰Ą
āāāāāāˬăጽҋనཉăૺ෭ٕᆡ႗ѣᘣഀ៍̝ᇃӘۏĂ֭ٺᇃӘ˯ۏ൳ྶҋٕ̎ˠ̝ྖཱིቅٕڇܫચ
ᙊҾཱིăཱིቅĂүࠎᇃӘ็ކ۰ĂགྷᇃӘۏგ፟ᙯ఼ۢ۰Ą
āāāāāāαăӀϡώຽચซҖᖼତੈચඈ̙༊થຽҖࠎ۰Ą
āāāāāā˙͞ώຽચბన౯ϹϤˠֹϡ҃ѣ݈ีௐ˘ഠͽγଐԛ̝˘۰ĂϺТĄ
ௐˬ˩̣୧ā˙ֹ͞ϡ̝ώຽચბన౯̰ᙊҾቅཱིٕܝѣజ൸ă݂ϡཱ̝ॡĂϥ͞ᑕϲӈ఼ۢ˙͞Ă֭ᇶઃώຽચ
ֹ̝ϡĂҭְޢᑕϤ˙͞ቁᄮ֭Ᏹநࢨט൴ྖٕՀೱᙊҾቅ̝͘ᜈĄ
āāāāāā˙͞൴னֹϡ̝ώຽચბన౯̰ᙊҾቅཱིٕܝజ൸ă݂ϡॡĂ၆Чีᑕᘳ;̝ϡѣளᛉ۰Ăᑕϲӈ
Шϥ͞೩Ϧ෦Ă֭Ᏹநࢨט൴ྖٕՀೱᙊҾቅ̝͘ᜈĄ
āāāāāā݈˟ีଐԛĂಶѣۋᛉ఼̝ܫĂ˙͞ΞᇶቤᘳৼĄҭтགྷϥ͞ߤᙋඕڍᙋځቁϤ˙ֹٙ͞ϡ̝ώຽચ
ბన౯൴఼̝ੈཱིܫٙ۰Ă˙̪͞ᑕᘳৼĄ
ௐˬ˩̱୧ā˙͞൴னώຽચბన౯εٕజងॡĂᑕϲӈͽྖ఼ۢϥ͞Ᏹநᇶઃ఼ܫĂϏ఼ۢϥ݈͞Ă˙̪͞ᑕ
͚;ЯྍܫٙϠ̝ٙѣϡĂҭҋϥ͞ତᒔ఼ۢॡ఼̝ܫĂ̙дѩࢨĄ
āāāāāā;Ι̏ԆјᐼࣃޢεٕజងॡĂੵ݈ี̝நԔγĂҋ఼ۢॡĂ֭дѣड़ഇม̰тѣዶᗝĂϥ
͞ᑕޭ͞˙ٺೇ఼ޢܫĂܲዶᗝĂֻ˙͞ᚶᜈֹϡĄ
āāāāāā݈ีଐԛĂϥ͞ќ͘פᜈ̈́Մफ़ĞӣྃΙд̰ğĂќ̝פϡͧ͡১ޭ̝ݭೇ఼ܫࢍზĄ
ௐˬ˩˛୧ā˙̙͞࿁ͅώࡗݵЇ˘୧ഠĂٕጽҋᎠԼბన౯̰̝˙͞ᙊҾቅĂٕጽҋώຽચ̝ܫბన౯ΐ
̂็ᏮΑதăតՀ఼ܫᐛதăંౄăតౄٕϼౄܫბన౯ԔཱིăቅăٕԼ྅јܫ఼ጡՄĄ
āāāāāā˙͞࿁݈ͅีఢؠॡĂᑕдϥ఼̝ۢ͞ࢨഇ̰аೇٕࣧېᏱநՀೱბన౯͘ᜈĂ࿈ഇϏᏱந۰Ăੵᇶઃ
఼ܫĂܶаೇٕࣧېೱԁბన౯ޭͽ̟ޢೇ఼ܫγĂ֭Ϥϥ͞ෛଐ༼ᅅࢦ̟ͽͤ১ϡĄ
ௐˬ˩ˣ୧ā˙͞ᅳפϡ͗ᙊҾΙޢĂྍᙊҾΙ˘ٺѐ̰གྷϥ͞ߤځֹڱϡͷ߇ᅪܧΞᕩయٕ͞˙ٺᅳϡޢ࿅̣ѐ
۰Ă˙ࣧ͞ΙШϥ͞ϦኛҺೱΙĄ
ௐˬ˩˝୧āϥ͞Яຽચ˯ٙೠ೪̝˙͞࠹ᙯྤफ़ѣܲཌྷચĂੵ༊ְˠࢋՐߤዦώ֗ྤफ़ĂٕЪ࣎ˠྤफ़᜕ܲڱ
̈́࠹ᙯ΄ڱఢؠĂϥ̙͞၆ௐˬˠ೬ᜨĄ
ௐ˛ౢāāā̝ࡗݵតՀᄃͤ
ௐα˩୧āā˙͞୬ͤώڇ̝ࡗݵચॡĂᑕᑭ̶֗ܢᙋ͛ځІĞώ઼ˠ̶֗ᙋٕγ઼ˠ᜕ğ̈́ͽ֖Ᏸᙊ̶̝֗
ᙋ͛ځІٕ؎நˠ؎३ă؎צˠ̶̝֗ᙋ͛ځІĂ֭ϯ˯͛Іϒώֻϥ͞८၆ĂШϥ͞ܝ
ξ)ۡᒉٕপࡗ*ͽ३ࢬᏱநͤ১ϡ͘ᜈĂ֭ᘳٙѣϡĄ
āāāāāā݈ีϡΒ߁˭ЕഠีĈ
āāāāāā˘ăإϏ̝ڇܫચϡĂ̪ᑕֶᘳ఼ۢಏٙؠഇࢨĂᘳৼٙѣϡĄ
āāāāāā˟ăܫბన౯̈́ࡗݵລ੨ѣᆊથྃݡ෭ഠĂֶࡗؠᓁᗝࠎૄĂͽň͟ŉࠎಏҜࢍზĄĪྃ෭
ഠᓁᗝŰ)ЪࡗϏזഇ͟ᇴűЪࡗࡗ͟ؠᇴ*ī
āāāāāāˬăܫϡྃ෭ഠĂֶ၁ᅫྃ෭ഠࠎૄĂͽň͟ŉࠎಏҜࢍზĄĪ၁ᅫྃ෭ഠᓁᗝŰ)ЪࡗϏֹϡ
͟ᇴűЪࡗࡗ͟ؠᇴ*ī
ௐα˩˘୧ā˙͞ܧགྷϥ͞३ࢬТຍٕ͛ځޠڱఢؠĂ̙ᖼឰώ̝ࡗݵᝋӀ̈́ཌྷચ̟ௐˬˠĂтѣ࿁ͅĂϥͤ͞
ώࡗݵĄ
ௐα˩˟୧ā˙͞ᑕᘳ;̝Чีϡੵ೩Ϧ෦۰γĂ࿈ഇϏᘳ۰Ăགྷϥ͞Гࢨഇ๊ᘳĂ࿈ഇ̪Ϗᘳ۰Ăϥֶ͞ௐ
˟˩α୧ௐ˟ีఢؠᏱநĄ
ௐα˩ˬ୧āώ̝ࡗݵតՀٕ࣒ϒĂᑕགྷგ፟ᙯ८ࣞĂ֭ͽშ৭̳Әٕ३ࢬ఼ۢ˙͞ޢĂෛࠎ̶ొ˘̝ࡗݵĄ
āāāāāāώࡗݵٙϏྶְ̝ีĂтགྷϥ͞ͽᇃӘٕݡ็ކШঐ۰ځϯ̰ट۰Ăෛࠎώ̶ొ˘̝ࡗݵĄ
ௐα˩α୧āώ̝ࡗݵЇң఼ۢтืͽ३ࢬࠎ̝۰ĂᑕͽᏐҋਖ਼Ϲٕฎ͞ёҌώࡗݵٙྶ̝͞гӬĄᗕ͞гӬត
ՀĂᑕϲӈ఼ۢ͞Ăӎ၆̙͞Ϡड़˧Ą
ௐα˩̣୧āϥ͞тགྷგ፟ᙯၣዚٕᆿͤপధેॡĂώࡗݵҋજШޢεड़Ąϥ͞ٺќצგ፟ᙯၣዚٕᆿͤপధે
̝ϒё३ࢬ఼ۢ͟˛̰͟Ώ൳າჷ৽̳ӘĂ֭ኛ˙͞ᑕ̰࣎͡˟ٺҌϥ͞Ᏹநिੜᔘܲᙋ̈́ܛ໕
ᘳϡ̝͘ᜈĄ
āāāāāā˙͞тѣຫचĂϥ͞ᑕֶ࠹ᙯޠڱఢؠநĄ
ௐˣౢāāāϦ෦̈́෦
ௐα˩̱୧ā˙͞၆ϥ͞೩ֻ̝ڇચтѣ̙ڇ۰ĂੵΞᇥϥ̝͞ڇચቢγĂϺҌϥ͞ڇચ͕̚೩Ϧ෦Ăϥ͞ӈෛ
၁ᅫଐԛֶ࠹ᙯ΄ڱఢؠநĄϥ͞ڇચቢĈ፟ۡ͘ᇥ234ٕ1911.169.996Ą
ௐα˩˛୧āЯώࡗݵঘ۰Ăϥ˙ᗕ͞ТຍͽŒŒг͞ࠎੰڱௐ˘ᆶგᔑੰڱĄᗕ͞тϏЪຍॡĂͽ˙͞ϦᏱώڇચ
̝ϥ͞༊гᒉຽ̝ٙგᔑࠎੰڱௐ˘ᆶგᔑੰڱĄҭ̙ଵੵঐ۰᜕ܲڱௐα˩˛୧ٕϔְ෦ڱௐ
αѺˬ˩̱୧̝˝ѣᙯ̈ᗝ෦გᔑ̝ੰڱዋϡĄ
ௐ˝ౢāāāܢ
ௐα˩ˣ୧āϥ͞ቁܲҖዚᇃӘ̰ट̝ৌ၁Ă၆˙̝ٙ͞ཌྷચ̙ҲٺᇃӘ̝̰टĄ
āāāāāā੫၆ϥٕ͞ϥ͞ᄃੈྤ೩ֻ۰ĂЪүෛ̰ट็ᏮπᄂĂٙ೩ֻ̝ෛ̰टΐࣃڇચĂืٺಫវăშ
৭ăϥ͞ᒉຽಞٕٙڇચ೩ֻ߹ඈĂ̳Әڇચќ͞ёֻ˙͞ᒢྋĄϥֶ֭͞ఢ˭ؠࢎؠЕආ̈́͌ѐ
ତ̙פ༊ෛΐࣃڇચ̰ट̝ࢨٕ֨ט᜕ନ߉Ĉ
āāāāāā˘ă੫၆̝آ̙͌ᅃጱ̈́ࢨט৺̰टĂٺซˢڇચॡᆧΐᛋᄬ֭ᅮᏮˢϡֹ͗ϡڇચ̝ቅĄ
āāāāāā˟ăགྷ߆عგ፟ᙯٕ̝؎፟ၹ३ࢬ఼ۢڇચ̰ट࿁ٕڱ࿁̰ͅट̶৺۰Ăӈொੵ˭ߛĄ
ௐα˩˝୧āώࡗݵϏࡗีְ̝ؠĂᑕֶ࠹ᙯ̝΄ڱఢؠᏱநĄ

ௐˬҖજ఼ܫຽચڇચ˭ੵࡗݵЕ୧ഠγĂዶ࠰Т˯೬୧ഠ

ௐ˘୧āϥ͞ᒉຽᙷܼ೩ֻௐˬҖજ఼ܫຽચĞͽ˭ᖎჍώຽચğĄ
ௐα୧āϥ͞၆˙͞೩఼ֻڇܫચ̝ีϫт˭Ĉ
āāāā˘ăૄώีϫĈ೩ֻ˙͞ᗕШᇥΨξ̰ྖă઼̰ܜྖă઼ᅫܜྖăҖજྖăᇆညྖĄ
āāāā˟ăΐࣃีϫĈϥֶ͞րֻ྅ଐԛ̈́˙͞ბన౯Ă೩ֻপҾຽચΒ߁Ĉ
āāāāāā)˘*ᄬࢰܫቐĈ೩ֻ˙ֽ͞ྖ֏ă̈́ྖפᖼਖ਼֏ඈڇચĄ
āāāāāā)˟*ؠᖼତĈ˙͞ҋҖనؠĂֽྖҋજᖼତҌА̝ؠྖĄ
āāāāāā)ˬ*ྖ̚೧ତĈ˙఼̚͞ܫĂତௐˬ۰ֽ̝ྖĂ֭кѨЇຍᏴፄᄃ఼ࣧܫˠٕௐˬ۰఼ܫĄ
āāāāāā)α*ˬ఼͞ܫĈ˙̚͞ܫ఼ٺĂтᅮௐˬ۰ΐˢ఼ܫॡА఼ܲࣧܫቢྮĂГᇥΨௐˬ۰Ăၹјˬ͗ͽ˯
࠹఼̢ܫĄ
āāāāāā)̣*ᖎੈڇચĈ˙͞ӀϡҖજඈბన౯Ă൴ਖ਼ٕତќᖎൺੈिĄ
āāāāāā)̱*ΐࣃڇચĈϤϥٕ͞ϥ͞ᄃੈྤ೩ֻ۰Ъү೩ֻᄬࢰăࢰሄăဦ࿚ăྼᑚăᇆෛăϠ߿ྤੈă
̄३ăଐಡྤੈăҜӬྤੈăᇴፂ็Ꮾăቢშᅫშྮତ)פᖎჍҖજ˯შ*ă̄થચඈڇચĄ
āāāāāā)˛*ႝྼڇܫચĈϥ͞೩ֻ˙͞ٺགྷᒉ۰̝Җજ఼ܫშྮ఼̰ڇ̝ܫચĄ
āāāāϥ͞ࠎԼซຽચᅮࢋĂд΄ڱధΞቑಛ̰Ăགྷგ፟ᙯ८ٕࣞ౯ߤޢĂ೩ֻ݈ีͽγ̝ڇચีϫĄ
āāāāϥ͞ᑕ೩ֻҖજ˯შވγஉᄏྤੈֻ˙͞ણ҂ćྤੈтѣតՀĂͽϥ͞შࢱ̳ӘࠎĄஉᄏྤੈᐌ˙͞ბბ
న౯Β߁፟͘ăπڕཝăშΙඈă˯შгᕇ̈́ˠᇴඈЯ৵҃ѣमளॡĂᑕͽ၁ᅫ఼ܫஉᄏֶ˙ֹ͞ϡгᕇ̝
࠹ᙯ୧ІࠎĄ˯შిத̙Ҳٺგ፟ᙯ̳Ә̝ቢ˯შྤफ़˭ྶిதĞොĈ˭ྶిதͽീ211Ѩ̝πӮࣃ
ĂHTNHQST̙̈ٺ21lcqtăXDENB4Ḧ̙ٺ75lcqtăXDENB4/6Ḧ̙ٺ411lcqtğĄ
ௐ̱୧ā˙͞ٺϦኛ३̚Ᏼؠٙᅮࢋ఼̝ڇܫચĂֶ֭ٙᏴፄ̝Чีڇચ̝ќᇾᘳϹϡĄ
āāāā˙͞ϦኛҖજ˯შ)ቢშᅫშྮତڇ*פચ݈Ăϥ͞གྷ˙͞Тຍޢᑕ೩ֻྏϡڇચĂዋϡ̝ڇચгડࠎϥ͞གྷ
გ፟ᙯ८̝ؠᒉຽડાĂྏϡഇม)͟˛ͽܜ279̈ॡ*ĂՏ˘ᙋ่ཱི೩ֻྏϡ˘ѨࠎࢨĄ˙͞ϦኛҖજ˯
შڇચᐹ͞९۰Ăтᑢ೩݈ͤЪࡗॡĂϥ͞ќаბన౯ྃ෭ഠĄ
āāāāϥ͞ืགྷ˙͞ТຍޢĂؕฟ఼Җજ˯შڇચĄ
ௐ˛୧ā˙͞ᏱநϦኛ͘ᜈॡĂՏ˘ҖજྖཱིܝĂͽ˘ҋˠăڱˠٕڱܧˠဥវથཱིϦኛࠎࢨĂ֭ᑕፂ၁ᆷБЩ
ٺௐˬҖજ఼ܫຽચϦኛ३Ă֭ᘪЩٕΐᄏᄃ˙͞ЩჍ͛ф࠹Т̝ОౢĄੵ߆ع፟ᙯă̳ϲጯ७̳̈́ᒉְ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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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契約書經承租人攜回審閱二日以上

451101308 08/2016
05.007.S.F.F16-1.2

＊本人已詳閱(或已帶回審閱兩天完畢)，且完全同意本申請書正面及背面所載之約定條款，並已領取申請書及服務契約副本。 ＊本人已知悉遠傳電信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告知事項。

★申請者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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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212419ࡦࢬ216/8/2࣒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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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

面

背

面

法代/代理人證件影本

正

面

法代/代理人第二證件影本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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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