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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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 0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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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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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客戶行動電話服務申請書

( ★為必填欄位 )

客 戶 基 本 資 料

SIM 卡 號 碼 貼 紙 區

89886

-

行動電話號碼貼紙區

-

-

.

09

1.申請型態

□1.公私分帳 – 公司門號 □3.公帳門號
□2.公私分帳 – 個人門號 □4.私帳門號

2.帳戶類型

□A.新開戶
□B.申請2G門號同時攜碼至3G
□C.
D.攜碼預計移轉日 1.
年
月
日 2.
年
月
日 3.
□E.帳單合併於
門號 /帳號中
攜碼流水號：

－

電信□2G □3G攜碼至本公司
年
月
日早上2:00~5:00(預約期間請指定為30日曆天內)
(此欄由遠傳電信回覆後填入)

年

月

縣市

段

巷

)
.

/ 公司戶登記地

縣市

段

11.公司負責人

.

□□□□

□□

鄉鎮市區

村里

弄

□□

★10.個人戶戶籍地 □同上

巷

號

路街

樓

□□□□

□□

鄉鎮市區

村里

弄

□□

號

加

啟用數據服務：□是 □否*本

功能若關閉，可能影響部份手機功能

值

其

他

訊

□□
路街

樓

室

能

□開啟國際數據上網漫遊

15.

息

(1) □我同意啟用 FETnet 網路會員 ＊同意 FETnet 會員條款及收到 FETnet 會員電子報。
(2) □我同意收到遠傳寄送的各項優惠活動訊息
(3) 本人□接受 □不接受本公司優惠活動簡訊(未勾選視為不接受)

法

.

定 / 代

理

人

□ 代理人：本人確實受申請人委託辦理申請手續，如有虛偽不實之情事，願負一切法律責任。
法定/代理人親簽：
第二證號：
戶籍地址：

＊語音交友簡碼服務不含與遠傳有簡碼授權關係的廠商服務。

攜碼服務注意事項：

連結至HQ

□ 法定代理人：本人為申請人 ( 未滿20歲者 ) 之法定代理人，同意申請人申辦遠傳電信之行動
電話服務，如其有積欠遠傳電信任何費用，本人願負連帶清償責任。

(4) 我不同意使用下列服務:
□語音信箱 □撥打國際電話 □撥打語音交友簡碼服務及 050、0204、0208、0209 之付費語音資訊服務

(5) 遠傳有提供「無線上網免費體驗專案」，本人

.

遠傳電信業務人員專用章

貼心小叮嚀：
*若您已申請數據服務資費或專案，遠傳將自動啟用數據服務功能。*當您使用數據服務上網瀏覽或下載時需支付資料傳輸費，2G 免月租型：0.0025 元/128bytes、3G 免月租型：0.0025 元/128bytes，收費上限皆為 3000 元；
其他數據費率內容及加值服務之計費方式，請洽客服中心或遠傳網站 www.fetnet.net。*開啟國際數據上網漫遊，當您返國後系統將不會自動關閉您的國際數據上網漫遊服務。*當您於國外使用手機或平板上網時，將依據國際
漫遊費率計價。若您於國外漫遊期間累積特定上網費用時，系統將會自動發出簡訊提醒。(國際漫遊超額簡訊提醒設定標準，詳見遠傳網站)。簡訊提示之用量及金額僅供參考，實際金額以帳單為準。

14.

□駕照 □護照 □其他

.

功

□電話帳單明細

★第二證件 □健保IC卡
★證件號碼 :

室

12.身分證字號(個人戶免填)

13.

通路商用章

日

手機：
□□

.

統一編號
稅籍編號

. 7.電子郵件信箱：

★8.聯絡電話 市話：
★9.帳單地址

-

建立主帳戶並
連結至公司名稱

★3.姓名 / 公司名
.
★4.出生日期 民國
★5.證照類型 □身分證字號 □統一編號 □稅籍編號 □外籍人士 國別(
★6.證照編號：

-

□已申辦過體驗專案
□無需申辦體驗專案 (未勾選視為無需申辦)

1.申請人向遠傳申請攜碼服務，同意授權遠傳依此申請書代為向移出經營者申請退租，關於退租之權利義務，依移出
經營者之退租規定辦理。
3.如欲取消攜碼服務之申請，需於預定移轉改接日期前 1 個工作天 17:00 前至原申請單位完成辦理。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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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聯絡電話：

.
.
.

2.申請人同意遠傳得依序安排移轉改接日期，倘上列三順序日期均無法完成移轉作業，遠傳亦得自行酌予調整預定移轉改接
日期。
4.依主管機關規定，變更號碼將視同終止攜碼服務，一旦申請換號，原攜碼號碼將無法繼續使用。
6.號碼可攜服務相關事項，詳洽遠傳網站或門市。

*用戶於使用遠傳易通卡服務期間，不得利用各項優惠費率方案進行轉接話務等不當行為或其他不正常使用，如有違反者，視為違約，遠傳得逕行終止行動電話服務契約並保留法律追訴之權利。*遠傳從未自行或授權任何人以提供獎金、佣金、紅利或其他類似之方式，招攬用
戶申辦遠傳之電信服務。如有任何人聲稱獲遠傳授權進行前述行為，概與遠傳無關，特別提醒用戶注意，勿因此受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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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有權取消該用戶之三(多)方通話功能。

行動電話服務計費方案或優惠促銷貼紙區

限制型企業政治大學 NP 專案(號碼可攜專用)
□
□

一、CZP00GN-YGY3: 使用遠傳企業無線飆網基本型月租費。
二、CZO00GN-YGY3: 使用遠傳企業無線飆網基本型+企業無線飆網 775 月租費。
手 機 顏 色

1. 啟用專案一： 使用遠傳語音企業無線飆網基本型 $0 月租費，本專案合約期限為 36 個月，啟用後 36 個月內不得退租(含轉至 2G 或預付卡、因違約或違反法令而被銷號者)。若於 12 個月內退租，需繳交違約金 NT$3600
整；若於 13~24 個月內退租，需繳交違約金 NT$2400；若於 25~36 個月內退租，需繳交違約金 NT$1200 整。
2. 啟用專案二：使用語音遠傳企業無線飆網基本型 $0 月租費，企業無線飆網 775 於合約期間可享月租費只要$450 元之優惠，優惠折扣 36 個月。當月未折抵完之優惠不可遞延至下個月，若客戶使用未滿一個月，將
依當月實際收取之月租費金額給予折扣優惠。本專案合約期限為 36 個月，啟用後 36 個月內不得退租(含轉至 2G 或預付卡、因違約或違反法令而被銷號者)。若於 12 個月內退租，需繳交違約金 NT$3600 整；若於
13~24 個月內退租，需繳交違約金 NT$2400；若於 25~36 個月內退租，需繳交違約金 NT$1200 整。
3. 本專案於第二期帳單可享有單次 NT$240 攜碼手續費之帳單金額抵扣優惠。
4. 企業客戶 3G 無線飆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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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本方案是為一般用戶正常使用所提供之通信費率方案，如經發現商業使用或其他不正常使用，本公司得逕行停止用戶租用本方案，並就所使用封包數，依用戶租用 3G 服務類型的數據服務費率回溯收費。本公司各
項資費方案內容以遠傳網站 www.fetnet.net 公告為主。
6. 本專案需附上完整之規定資料，始享有優惠，且不得與其他優惠方案併用。若未勾選服務或勾選不清，遠傳電信將直接以退件方式處理。
7. 詳細費率內容以遠傳網站 www.fetnet.net 公告為主。

★申請者簽名：

法定/代理人簽名：

特殊需求備註：

★SIM 卡/其他設備寄送地址
□ 同帳單地址
收貨聯絡人姓名：
SA 1/201

□ 其他：
聯絡電話：
正本送交遠傳電信公司，請影印一份客戶留存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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Ᏼତ͞ёᏴତௐ˟ᙷְܫຽٙ೩઼ֻ̝ᅫშྮ఼ڇܫચĄ
ϥֶ͞ĶཱིቅΞᛸڇચგநᏱڱķ̝ఢؠĂ˙͞ᑢϤϥ͞ᖼೱҌҖજགྷᒉ۰ॡĂ
ϥ͞ᑕֹܲࣧϡྖཱིቅĂ̙١Ą
ௐ̱୧˙͞ٺϦኛ३̚Ᏼؠٙᅮࢋ఼̝ڇܫચĂֶ֭ٙᏴፄ̝Чีڇચ̝ќᇾϹ
ϡĄ
˙͞ϦኛҖજ˯შ)ቢშᅫშྮତڇ*פચ݈Ăϥ͞གྷ˙͞Тຍޢᑕ೩ֻྏϡڇચĂ
ዋϡ̝ڇચгડࠎϥ͞གྷგ፟ᙯ८̝ؠᒉຽડાĂྏϡഇม)͟˛ͽܜ279̈ॡ*Ă
Տ˘ᙋཱིͽ೩ֻྏϡ˙ѨࠎࢨĄ˙͞ϦኛҖજ˯შڇચᐹ͞९۰Ăтᑢ೩݈ͤЪ
ࡗॡĂϥ͞ќаბన౯ྃ෭ഠĄ
ϥ͞ืགྷ˙͞ТຍޢĂؕฟ఼Җજ˯შڇચĄ
ௐ˟ౢϦኛԔ
ௐ˛୧˙͞ᏱநϦኛ͘ᜈॡĂՏ˘ҖજྖཱིܝĂͽ˘ҋˠăڱˠٕڱܧˠဥវથཱིϦኛ
ࠎࢨĂ֭ᑕፂ၁ᆷБЩٺҖજᆵᐛຽચϦኛ३Ă֭ᘪЩٕΐᄏᄃ˙͞ЩჍ͛ф࠹Т
̝ОౢĄੵ߆ع፟ᙯă̳ϲጯ७̳̈́ᒉְຽ፟ၹγĂΩᑕᑭ˭ܢЕᙋІĂ֭ϯϒώ
ֻϥ͞८၆Ĉ
˘ăҋˠĈ̶֗ᙋ͛ځІł઼ˠ̶֗ᙋ)ٕγ઼ˠ᜕*̈́ͽ֖Ᏸᙊ̶̝֗ᙋځ
͛ІŃĄ
˟ăڱˠ̈́ڱܧˠဥវăથཱིĈ
)˘*߆عგ፟ᙯ८൴̝ڱˠᙋ͛ځІăથຽ൳ᙋ͛ځІٕᙋ͛ځІĄ
)˟*ܑˠ̶̝֗ᙋ͛ځІĄ
ௐˣ୧˙͞ࠎҖࠎਕ˧ˠٕࢨטҖࠎਕ˧ˠĂᏱநϦኛॡᑕؠڱநˠ̝३ࢬТຍ
Тຍ३֭ᑕྶ͞˙ځтѣ᎕ͣϥ͞ϡॡĂؠڱநˠᙸాᐺయЇĂϏགྷڱ
ؠநˠ३ࢬТຍ۰Ăϥ͞ᑕ̙צநϦኛĄ
ௐ˝୧˙͞؎நˠᏱநϦኛॡĂੵᅮᑭ݈ܢ೬ᙋ͛ځІγĂྍநˠ֭ᑕϯ̶֗ᙋϒ
ώ̈́פЪڱᝋ̝ྤफ़ٕ͛Іֻϥ͞८၆ĄநˠᏱ̝ҖࠎĂड़˧̈́͞˙ٺώ
ˠĂϤ˙͞ᆹҖࡗݵయЇĄ
ௐ˩୧ҋˠϦኛҖજྖ;Ιཱིܝ۰Ăͽ˘࣎ࢨࠎཱིܝĂ֭ᑕҌϥ͞ܝξᏱநĄ
ௐ˩˘୧˙ֹ͞ϡώຽચ఼ڇܫચĂЯௐˬ˩ˬ୧ଐְዎϥ͞ᇶઃֹϡٕͤ১ϡ۰ĂГШ
ϥ͞Ϧኛώຽચ఼ڇܫચॡĂϥ͞ࢨטϦኛ఼ڇܫચཱི̝ܝᇴณ̈́ڇચีϫĄ
ௐ˩˟୧ѣ˭Еଐԛ̝˘۰Ăϥ͞١˙͞Ϧኛ১ϡώຽચ఼ڇܫચĂ֭ࣧЯ఼ۢ˙͞Ĉ
˘ă˙͞གྷ३ࢬ఼ۢࢨഇᘳ҃࿈ഇ̙ᘳĄ
˟ăϦኛ३̰ٙ˙͞ЩჍٕгӬ̙၁Ą
ˬă;ΙཱིܝϦኛᇴณ࿈ௐ˩୧̝ࢨטĂ࿅ొ̶Ą
αăڱֶఢֶٕώࡗݵఢࠎ̙ؠϦኛ۰Ą
˙͞၆݈ีϥ͞١Ϧኛ১ϡώຽચтѣளᛉ۰Ă̰̱͟ٺШϥ͞Ϧ෦Ąϥ͞ᑕ
ٺќזϦ෦̰̱͟ޢநඕ͞˙఼ۢڍĄ
ௐˬౢளજԔ
ௐ˩ˬ୧˙͞Ϧኛώຽચ̝ளજְีॡĂᑕֶϥ͞ᒉຽఢౢٙࢎᑕᓜᕢᏱநγĂͽྖٕშ
৭ϦኛĂϥ͞ྙયٕߤᙋ࣎ˠྤफ़Ăቁᄮᄱ̝ࠎޢĄ
ௐ˩α୧˙͞ѣᙯளજְีᑕᏱந൳҃ϏᏱந۰Ăགྷϥ͞ͽ३ࢬٕྖ఼ۢ˙͞ࢨഇྃᏱ͘
ᜈޢĂ࿈ഇ̪ϏᏱந۰Ăϥ͞ᇶઃ఼ܫĂܶ˙ֶ͞ϥ͞ᒉຽఢౢఢྃؠᏱЧี͘ᜈ
ޢГ̟ޭೇ఼ܫĄ
݈ีᇶઃ఼ܫഇมͽ̱࣎͡ࠎࢨĂ࿈ഇϏᏱநޭೇ఼ڇܫચ۰Ăϥ͞ూҖͤ১
ϡĄ
ௐ˩̣୧˙͞୬Ϧኛᇶઃ఼ٕܫᏱநޭೇ఼ڇܫચॡĂͽྖٕ३ࢬШϥ͞ϦᏱĄ
݈ีᇶઃ఼ܫഇมͽ̱࣎͡ࠎࢨĂ࿈ഇϏᏱநޭೇ఼ڇܫચ۰Ăϥ͞ూҖͤ১
ϡĄ
݈ีᇶઃ఼ܫഇࢨᗕ͞ΩѣЪຍ۰ĂଂؠࡗĄ
ௐ˩̱୧˙͞১ϡώຽચٺតՀؖЩăЩჍăܑˠăֹٕܫϡಏҜ۰Ăᑕᑭ࠹ᙯᙋ͛ځ
ІШϥ͞ϦኛՀЩĄ
ௐ˩˛୧˙͞ͽҋˠЩཌྷ১ϡώຽચĂтЯѪ˸ĂϤؠڱᚶٚˠᚶᜈ১ϡ۰ĂϡՀЩ̝
ఢؠĄ
ௐ˩ˣ୧˙͞Ᏹநੜ১ॡĂੜ১ֹࣧϡཱི̟ܲܝௐˬˠֹϡĂᑕᏱந˘ཱིܝੜ˘১Ă˙ࣧ͞
ֹϡཱི̝ܝੜ১ҖࠎࡗݵࠎͤĂᑕֶώࡗݵௐαౢௐ˟˩˘୧ăௐ˛ౢ̝࠹ᙯఢ
ؠᏱநćາ͗މᜈϡֹࣧϡࠎཱིܝາϦ྅ϡ͗Ăᑕֶώࡗݵௐ˟ౢ̈́ௐαౢ̝ఢؠ
ᏱநĂᘳৼ࠹ᙯϡĂ֭Ᏺчώ̷˘̝ࡗݵఢؠĄ
ௐ˩ˣ୧ϡ͗ᅳפϡ͗ᙊҾΙޢĂྍᙊҾΙ˘ٺѐ̰གྷώ̳Φߤځֹڱϡͷ߇ᅪܧΞᕩయٺ
ϡٕ͗ᅳϡޢ࿅̣ѐ۰Ăϡ͗ࣧΙШώ̳ΦϦኛҺೱΙĄ
ௐαౢڇચϡ
ௐ˩˝୧˙͞ᑕֶϥ̳͞Ә̝ЧีགྷϤგ፟ᙯ८ٕؠ౯ߤ̝ќᇾĂٺᘳ఼ۢಏ̝ٙؠ
ഇࢨ̰ᘳৼБొϡĄ݈ีྎќᇾྤफ़Ăᑕٺಫវăშ৭̈́ϥ͞Чᒉຽಞ̳ٙ
Әٕ३ࢬ఼ۢ˙͞Ă֭ෛࠎώ̶ొ˘̝ࡗݵćྤአፋॡϺТĄ
ௐ˟˩୧ϥ͞͡Ш˙͞ќפώຽચ఼ڇܫચཱི͡ܝ১ĂΩ఼ܫॡมă఼ܫѨᇴٕ็Ꮾณ
ࢍќ఼ܫĄ
˙͞১ϡώຽચഇมϦ১̈́ੜ১༊͡Ϗ႕˘࣎͡Ăᑕ͟ќĂ͟১ͽ͡১ˬ
˩̶̝˘ࢍќćҭ১ϡഇมϏ႕˘࣎҃ͤ͡۰Ă͡১ͽ˘࣎͡ࢍზĄ
˙͞Яٕͣ࿁ͅ΄ڱዎᇶઃ఼ܫĂᇶઃ఼ܫഇมĂ̪ᑕᘳ;͡১Ăҭᇶઃ఼
ܫᑕᘳ;͡১̝ഇมĂࢨࠎ࣎͡ˬͽܜĄ
˙͞Ϧኛᇶઃ఼ܫഇมĂᑕϥٙ͞ࢎҲ͡১ᘳৼĂᘳ;ഇมࠎ࣎͡ˬͽܜ
ࢨĄᘳ;ഇม̈́ϡᗕ͞ΩѣЪຍ۰ĂଂؠࡗĄ
ௐ˟˩˘୧ ˙͞ᏱநϦኛ১ϡώຽચ఼ڇܫચॡĂϥ͞ࢋՐᘳৼܲᙋܛĂүࠎֶώࡗݵఢؠ
ᑕ;˘̷ϡ̝ፉܲĄώࡗݵͤॡĂϥ͞ͽѩีܲᙋ͞˙ٯ·ܛ᎕̝ͣЧี
ϡćтѣዶᗝĂϥ͞ᑕٺѨ͟͡˩̰͟िੜᔘĂ˙͞тѣֹϡ઼ᅫႝྼڇચ
۰ĂᏵᑕٺα˩̣̰͟िੜᔘ˙͞Ą
ϥ͞Ğொགྷᒉ۰ğֶཱིቅΞᛸڇચგநᏱڱௐα˩ˬ୧ఢؠĂШᛸቅ˙͞੩ќཱི
ቅΞᛸّڇચொᖼүຽϡĄྍϡ̙ٺგ፟ᙯ̳Ә̝ܛᗝĄ၁ᅫܛᗝ̈́ќ
͞ёĂኛࠀϥٕ͞შ৭̳ӘĄ
ௐ˟˩˟୧ώຽચბన౯Ğ፟̈́͘ϡ͗ᙊҾΙğϤ˙͞ҋҖგநֹϡĂтϹϤˠֹϡ۰Ă˙
̪͞ᑕయᘳ;ώؠࡗࡗݵϡĄ
ௐ˟˩ˬ୧˙͞໕ᘳٕࢦᘳϡॡĂϥ͞ٯ·ޢ͞˙఼ۢٺѨ͡ᑕ;̝ϡٕͽܔᔘ໕ᘳܛᗝ
ඈ͞ёੜᔘ̟˙͞Ąт˙̙͞Тຍ·ٯĂϥ͞ᑕ఼̙ۢ͞˙ٺТຍ̝͟˛̰͟ि
ੜᔘĄт˙ͤ͞১ϡώຽચ఼̝ڇܫચॡĂ໕ᘳٕࢦᘳ̝ϡٯ·ٺᑕ;ϡޢ
̪ѣዶᗝॡĂϥ͞ᑕٺͤ১ϡ͟˛̰͟िੜᔘĄ
ௐ˟˩α୧˙͞ᑕᘳ;̝ЧีϡĂੵ೩ளᛉ֭Ϧ෦۰γĂᑕֶϥ͞൴̝ᘳ఼ۢಏ̝ٙؠ
ഇࢨĂᘳৼБొϡĄ˙͞࿈ഇϏᘳ۰Ăϥ఼ۢ͞ᇶઃܫ఼Ăགྷࢨഇ๊ᘳĂ࿈
ഇ̪Ϗᘳ۰Ăϥ͞ూҖͤ১ϡĄ᎕ͣϏᘳϡĂϥ͞ѣᝋАҋܲᙋ̰ܛљ
ٯĂ̙֖̝ᇴГֶڱĄ
˙͞ЯϏᘳజᇶઃ఼ܫĂϥ͞ᑕٺᒔۢ˙͞ᘳБొϡޢĂ˟˩α̈ॡ̰ޭೇ
఼ܫĄ
ௐ˟˩̣୧˙͞၆Чีᑕᘳ;ϡтѣளᛉϦ෦۰Ăϥ͞дϏߤځయЇᕩᛳ݈Ăᇶቤ๊ٕᇶઃ
఼ܫĄ
ௐ˟˩̣୧̝˘  ϥ͞ืགྷ˙͞ТຍޢĂؕฟ఼઼ᅫᇴፂႝྼڇચĂ֭೩ᏹ˙͞ٺ઼݈ᙯౕ͘
̝፟ТՎΑਕĄޢ઼ܔ͞˙ٺᑕҋજᙯ઼ౕᅫᇴፂႝྼ̝ڇચΑਕĂҭᗕ͞Ω
ѣࡗؠ۰ĂଂؠࡗĄ
ϥ͞ᑕᐹନ߉Ш˙͞ᄲځĂ֭నཉΞҋજᗆٺؠٙдгᐹშ̈́ଵੵฟ఼
ܧᐹშ̝፟טĄ˙͞ฟ఼ܧᐹშĂᑕቁ၁ᄲځќྤੈĄ
݈ีϏགྷ˙͞ТຍٙயϠ̝ϡĂϤϥ͞ҋҖӛќĄ
઼ᅫᇴፂႝྼڇચϡĂՏѨ઼ͽາᄂ။6-111̮ࠎᛋϯᗝޘĂҭᗕ͞Ω
ѣࡗؠ۰ĂଂؠࡗĄ
ௐ˟˩̱୧˙͞ТຍЧี఼ࡔܫᐂӮͽϥ͞ཝࡔᐂྤफ़ࠎĄҭтѣώࡗݵௐˬ˩α୧జ൸
ă݂ϡĂௐˬ˩̣୧εٕజង̝ଐԛ۰ĂֶఢؠᏱநĄ
ௐ˟˩˛୧˙͞ᘳৼ̝ЧีϡĂᑕϤϥ͞ᄦ൴ќፂٕ൴ைϹ˙͞ќેćтѣεĂ˙͞Ϧኛ
ྃ൴ᘳᙋځ३Ą
ٙѣͽϥ͞Щཌྷ൴఼̝ٕۢќፂඈĂ࠰ืᄏѣϥ̝͞ဦౢؕϠड़˧Ą
ௐ̣ౢ;Ιֹϡఢቑ
ௐ˟˩˛୧ϡ͗ϦኛؠྖཱིቅٕՀೱྖཱིቅĂᑕགྷώ̳ΦᄮΞĄ
ௐ˟˩ˣ୧˙͞ٺϦኛ;ΙॡĂᑕᑭ̶֗ᙋ͛ځІł઼ˠ̶֗ᙋ)ٕγ઼ˠ᜕*̈́ͽ֖
Ᏸᙊ̶̝֗ᙋ͛ځІŃֻϥ͞८၆̈́൳ᐂֹϡˠ̶֗ᙋ)ٕγ઼ˠ᜕*ᙋཱིăؖЩă
гӬཱི̈́ܝඈĄ

˙͞Ϧኛࡶཱིܝ࿅ࢨᏱᇴณ)Տˠ˘ڱֶٕ*ܝఢ̙ࠎϦኛ۰Ăϥ͞ᑕ١ᏱநĄ
ୁϡڇચޢĂ˙ٙ͞೩ֻྤफ़̙ᆅБ۰Ăགྷϥ఼ۢ͞˘ٺฉ̰ྃĂ˙͞࿈ഇϏྃ
۰Ăϥ͞ᑕᇶઃ఼ܫĂྃ͞˙ٺᆅྤफ़ޢГ̟ޭೇ఼ܫĂࡶ˙͞ྤफ़࿈ഇϏྃᆅăࠎ
ંౄٕ݂ЩϦኛ۰Ăϥͤ͞১ϡ̙̟֭ੜĄ
ௐ˟˩˝୧;Ιֹ̝ϡ͞ёт˭Ĉ
˘ă;Ι˯ЇңЯᄦౄٕనࢍ˯ࣧЯٙயϠ̝༂ஷĂ˙ܲ͞ѣཱི֭ࣧܝϤϥ͞Һ
̟ͽՀೱĄ;Ι̝໑ຫтܼΞᕩయ͞˙ٺ۰Ăϥ͞Ш˙͞ќפೱĞྃğ
ΙĄ˙͞Я̙༊ֹϡ;Ιౄј̝ຫεĂϥ̙͞ЇңኪᐺయЇĄ
˟ă;Ιҋฟ఼̈́ՏѨԆјᐼࣃన͟ؠˬҌ̱࣎͡ѣड़Ăѣड़ഇࢨب႕ĂྍΙܝ
ཱིϤϥ͞ќаĂڇચࡗݵӈࠎͤĄ
ˬăҭ˙͞ࡶٺഇ႕݈ಶྍΙГᐼࣃĂإϏֹϡԆல̝ዶᗝΞͽ᎕ֹϡĄώΙѣ
ड़ഇࢨϏب႕݈Ăᐼࣃܛᗝֹ̏ϡԆலॡĂ˙͞၆ྍΙཱི̙ܝГᐼࣃ۰ĂྍΙܝ
ཱིΞܲҌѣड़ഇࢨب႕ࠎͤĄ
αă;Ιཱི̝ܝѣड़ഇࢨب႕ॡĂϏֹϡ̝ዶᗝĞ̙ӣ̏ᔉ෴̝ᇴፂᗝ̈́ޘᙑਖ਼ܛ
ᗝğĂ˙͞ዶᗝᖼˢЩ˭ٕௐˬˠЩ˭̝Ї˘ཱིܝćт˙͞Ϗѣϥ͞
ཱིܝĂШϥ͞ᏱநዶᗝੜĄҭ࿅ѣड़ഇࢨ̱࣎͡ޢĂϥ͞੩ќྍϏֹ
ϡዶᗝ̝ܲგĂۡҌዶᗝљٯԆலࠎͤĄ
̣ă˙͞ᔉ෴;Ιᇴፂࢍณᐼࣃ͞९Ăٺѣड़ഇࢨ̰ϏϡԆ̝ᇴፂ็ᏮณĂϥ͞ᑕ
ֶྍᔉᆊഴΝͽᔉᆊࢍზֹ̝̏ϡᇴፂ็ᏮณޢĂٙ౺ܛᗝજԶܫ఼ٯĂ
ϥ֭͞੩ќநĄ
ௐˬ˩୧    ϥٙ͞೩ֻ̝;ΙڇચีϫĂͽֶĶௐ˘ᙷְܫຽྤგநᏱڱķఢؠᏱந۰ࠎ
ࢨĂ֭ᑕྶٺځથڇ)ݡચ*ᄲځ३̰Ą
ௐ̱ౢপҾᝋӀཌྷચ୧ഠ
ௐˬ˩˘୧  ϦኛܑܑˠᑕಶٺϦኛ३̝ٙ̚࠹ᙯྤफ़ăᑭٕܢϯ̝͛Іăྤफ़ᙋځඈ̝
ৌ၁̈́ϒቁّޠڱయЇĄ
ௐˬ˩˟୧  ˙͞১ϡ̝ώຽચĂࡶЯΞᕩయٺϥְ̝͞Ϥౄјրٕܫ፟ቢన౯ᅪᘣăܡᕝĂ
ͽ൴ϠᄱăᏵ႖ă̚ᕝٕ̙ਕ็ᅍॡĂᇶઃ఼ܫഇมĂᑕֶ˭ܑ̝ᇾљഴ༊
͡͡১ٕ೩ֻඈࣃ̝ڇܫચĈ
ాᜈܡᕝॡม
˟̈ॡͽ˯ĂϏ႕̱̈ॡ
̱̈ॡͽ˯ĂϏ႕ˣ̈ॡ

љഴ˭ࢨ
༊͡͡১ഴќѺ̶̝̣ٕ೩ֻඈࣃ̝ڇܫચ
༊͡͡১ഴќѺ̶̝ˣٕ೩ֻඈࣃ̝ڇܫચ

ˣ̈ॡͽ˯ĂϏ႕˩˟̈ॡ

༊͡͡১ഴќѺ̶̝˩ٕ೩ֻඈࣃ̝ڇܫચ

˩˟̈ॡͽ˯ĂϏ႕˟˩α̈ॡ

༊͡͡১ഴќѺ̶̝˟˩ٕ೩ֻඈࣃ̝ڇܫચ

˟˩α̈ॡͽ˯ĂϏ႕α˩ˣ̈ॡ ༊͡͡১ഴќѺ̶̝ˬ˩ٕ೩ֻඈࣃ̝ڇܫચ
α˩ˣ̈ॡͽ˯ĂϏ႕˛˩˟̈ॡ ༊͡͡১ഴќѺ̶̝α˩ٕ೩ֻඈࣃ̝ڇܫચ
˛˩˟̈ॡͽ˯

༊͡͡১БҺٕ೩ֻඈࣃ̝ڇܫચ

ᇶઃ఼ܫฟ̝ؕॡมĂͽϥ͞၅ᛇٕତ఼̝ۢ͞˙זАॡมࠎĄ
ௐˬ˩˟୧̝˘  ˙͞১ϡ̝ώຽચĂࡶЯ͇խăгតٕጼ̙ۋΞᕩయٺϥְ̝͞ϤĂౄјրٕ
ܫ፟ቢన౯ᅪᘣăܡᕝĂͽ൴Ϡᄱٕ̙ਕ็ᅍॡĂᇶઃ఼ܫഇม྿˩
˟̈ॡͽ˯۰Ăᑕֶాᜈܡᕝॡม͟љഴ༊͡͡১ٕ೩ֻඈࣃ̝ڇܫચĄ
љഴ͟১ͽ͡১ˬ˩̶̝˘ࢍზĄ
ᇶઃ఼ܫฟ̝ؕॡมĂͽϥ͞၅ᛇٕତ఼̝ۢ͞˙זАॡมࠎĄ
ௐˬ˩ˬ୧˙͞ѣ˭Еଐԛ̝˘۰Ăϥ͞ᇶઃֹϡĂ֭ෛଐ༼ᅅࢦ̟ͽͤ১ϡĈ
˘ă݂ЩϦ྅ώຽચڇܫચ۰Ą
˟ăͽ೩ֻӸच̳В৩Ԕ̈́ච։ࢲܸ̝̰ܫटࠎᒉຽ۰Ą
ˬăጽҋనཉăૺ෭ٕᆡ႗ѣᘣഀ៍̝ᇃӘۏĂ֭ٺᇃӘ˯ۏ൳ྶҋٕ̎ˠ̝
ྖཱིቅٕڇܫચᙊҾཱིăཱིቅĂүࠎᇃӘ็ކ۰ĂགྷᇃӘۏგ፟ᙯ
఼ۢ۰Ą
αăӀϡώຽચซҖᖼତੈચඈ̙༊થຽҖࠎ۰Ą
˙͞ώຽચბన౯ϹϤˠֹϡ҃ѣ݈ีௐ˘ഠͽγĄଐԛ̝˘۰ĂϺТĄ
ௐˬ˩α୧  ˙ֹ͞ϡ̝ώຽચბన౯̰ᙊҾቅཱིٕܝѣజ൸ă݂ϡཱ̝ॡĂϥ͞ᑕϲӈ఼ۢ
˙͞Ă֭ᇶઃώຽચֹ̝ϡĂҭְޢᑕϤ˙͞ቁᄮ֭Ᏹநࢨט൴ྖٕՀೱᙊҾቅ̝
͘ᜈĄ˙͞൴னֹϡ̝ώຽચბన౯̰ᙊҾቅཱིٕܝజ൸ă݂ϡॡĂ၆Чีᑕ
ᘳ;̝ϡѣளᛉ۰ĂᑕϲӈШϥ͞೩Ϧ෦Ă֭Ᏹநࢨט൴ྖٕՀೱᙊҾቅ̝͘
ᜈĄ݈˟ีଐԛĂಶѣۋᛉ఼̝ܫĂ˙͞ΞᇶቤᘳৼĄҭтགྷϥ͞ߤᙋඕڍᙋځ
ቁϤ˙ֹٙ͞ϡ̝ώຽચბన౯൴఼̝ੈཱིܫٙ۰Ă˙̪͞ᑕᘳৼĄ
ௐˬ˩̣୧  ˙͞൴னώຽચბన౯εٕజងॡĂᑕϲӈͽྖ఼ۢϥ͞Ᏹநᇶઃ఼ܫĂϏ఼
ۢϥ݈͞Ă˙̪͞ᑕ͚;Яྍ఼ܫٙϠ̝ٙѣϡĂҭҋϥ͞ତᒔ఼ۢॡ఼̝ܫ
Ă̙дѩࢨĄ
;Ι̏ԆјᐼࣃޢεٕజងॡĂੵ݈ี̝நԔγĂҋ఼ۢॡĂ֭дѣ
ड़ഇม̰ĂтѣዶᗝĂϥ͞ᑕޭ͞˙ٺೇ఼ޢܫĂܲዶᗝĂֻ˙͞ᚶᜈֹϡĄ
݈ีଐԛĂϥ͞ќ͘פᜈ̈́Մफ़ĞӣྃΙд̰ğĂќ̝פϡͧ͡১ݭ
̝ޭೇ఼ܫࢍზĄ
ௐˬ˩̱୧  ˙̙͞࿁ͅώࡗݵЇ˘୧ഠĂٕጽҋᎠԼბన౯̰̝˙͞ᙊҾቅĂٕጽҋώຽ
ચ̝ܫბన౯ΐ̂็ᏮΑதăតՀ఼ܫᐛதăંౄăតౄٕϼౄܫბన౯
ԔཱིăቅăٕԼ྅јܫ఼ጡՄĄ˙͞࿁݈ͅีఢؠॡĂᑕдϥ఼̝ۢ͞ࢨഇ
̰аೇٕࣧېᏱநՀೱბన౯͘ᜈĂ࿈ഇϏᏱந۰Ăੵᇶઃ఼ܫĂܶаೇࣧې
ٕೱԁბన౯ޭͽ̟ޢೇ఼ܫγĂ֭Ϥϥ͞ෛଐ༼ᅅࢦ̟ͽͤ১ϡĄ
ௐˬ˩˛୧  ˙͞ᅳפϡ͗ᙊҾΙޢĂྍᙊҾΙ˘ٺѐ̰གྷϥ͞ߤځֹڱϡͷ߇ᅪܧΞᕩయ˙ٺ
͞۰ٕᅳϡޢ࿅̣ѐ۰Ă˙ࣧ͞ΙШϥ͞ϦኛҺೱΙĄ
ௐˬ˩ˣ୧  ϥ͞Яຽચ˯ٙೠ೪̝˙͞࠹ᙯྤफ़ѣܲཌྷચĂੵ༊ְˠࢋՐߤዦώ֗ྤफ़Ăٕ
Ъ࣎ˠྤफ़᜕ܲ࠹̈́ڱᙯ΄ڱఢؠγĂϥ̙͞၆ௐˬˠ೬ᜨĄ
ௐ˛ౢ̝ࡗݵតՀᄃͤ
ௐˬ˩˝୧  ˙͞୬ͤώڇ̝ࡗݵચॡĂᑕᑭ̶֗ܢᙋ͛ځІĞ઼ˠ̶֗ᙋٕγ઼ˠ᜕ğ̈́
֖ͽᏰᙊ̶̝֗ᙋ͛ځІٕ؎நˠ؎३ă؎צˠ̶̝֗ᙋ͛ځІĂ֭
ϯ˯͛Іϒώֻϥ͞८၆ĂШϥ͞ܝξ)ۡᒉٕপࡗ*ͽ३ࢬᏱநͤ১ϡ͘ᜈĂ
֭ᘳٙѣϡĄ
݈ีϡΒ߁˭ЕഠีĈ
˘ăإϏ̝ڇܫચϡĂ̪ᑕֶᘳ఼ۢಏٙؠഇࢨĂᘳৼٙѣϡĄ
˟ăܫბన౯ăࡗݵລ੨ѣᆊથྃݡ෭ഠ̈́ܫϡྃ෭ഠĂֶࡗؠᓁ
ᗝࠎૄĂͽŇ͟ŇࠎಏҜࢍზĄ
ௐα˩୧    ˙͞ܧགྷϥ͞३ࢬТຍٕ͛ځޠڱఢؠĂ̙ᖼឰώ̝ࡗݵᝋӀ̈́ཌྷચ̟ௐˬˠĂт
ѣ࿁ͅĂϥͤ͞ώࡗݵĄ
ௐα˩˘୧  ˙͞ᑕᘳ;̝Чีϡੵ೩ளᛉ֭Ϧ෦۰γĂ࿈ഇϏᘳ۰Ăགྷϥ͞Гࢨഇ๊ᘳĂ࿈
ഇ̪Ϗᘳ۰Ăෛࠎ˙͞ҋҖͤ১ϡĄ
ௐα˩˟୧  ώ̝ࡗݵតՀٕ࣒ϒĂᑕགྷგ፟ᙯ८ࣞĂ֭ͽშ৭̳Әٕ३ࢬ఼ۢ˙͞ޢĂෛࠎݵ
ࡗ̝˘ొ̶Ą
ώࡗݵٙϏྶְ̝ีĂтགྷϥ͞ͽᇃӘٕݡ็ކШঐ۰ځϯ̰ट۰Ăෛࠎώ
̶ొ˘̝ࡗݵĄ
ௐα˩ˬ୧  ώ̝ࡗݵЇң఼ۢтืͽ३ࢬࠎ̝۰ĂᑕͽᏐҋਖ਼Ϲٕฎ͞ёҌώࡗݵٙྶ͞
̝гӬĄᗕ͞гӬតՀĂᑕϲӈ఼ۢ͞Ăӎ၆̙͞Ϡड़˧Ą
ௐα˩α୧  ϥ͞тགྷგ፟ᙯၣዚٕᆿͤপధેॡĂώࡗݵҋજШޢεड़Ąϥ͞ٺќצგ፟
ᙯၣዚٕᆿͤপధે̝ϒё३ࢬ఼ۢ͟˛̰͟Ώ൳າჷ৽̳ӘĂ֭ኛ˙͞ᑕٺ
˟̰࣎͡Ҍϥ͞Ᏹநिੜᔘܲᙋ̈́ܛ໕ᘳϡ̝͘ᜈĄ
˙͞тѣຫचĂϥֶ͞࠹ᙯޠڱఢؠநĄ
ௐˣౢϦ෦෦ڇચ
ௐα˩̣୧  ˙͞၆ϥ͞೩ֻ̝ڇચтѣႷཌྷ۰ĂੵΞᇥϥ̝͞ڇચቢγĂϺҌϥ͞ڇચ͕̚
೩Ϧ෦Ăϥ͞ӈෛ၁ᅫଐԛֶ࠹ᙯ΄ڱఢؠநĄϥ͞ڇચቢĈ፟ۡ͘ᇥ234ٕ
1911.169.996Ą
ௐα˩̱୧  Яώࡗݵঘ۰Ăϥ˙ᗕ͞Тຍͽᄂ៉າΔг͞ࠎੰڱௐ˘ᆶგᔑੰڱĄᗕ͞тϏЪ
ຍॡĂͽ˙͞ϦᏱώڇચ̝ϥ͞༊гᒉຽ̝ٙგᔑࠎੰڱௐ˘ᆶგᔑੰڱĄҭ̙
ଵੵঐ۰᜕ܲڱௐα˩˛୧ٕϔְ෦ڱௐαѺˬ˩̱୧̝˝ѣᙯ̈ᗝ෦გ
ᔑ̝ੰڱዋϡĄ
ௐ˝ౢܢ
ௐα˩˛୧  ੫၆ϥٕ͞ϥ͞ᄃੈྤ೩ֻ۰ĂЪүෛ̰ट็ᏮπᄂĂٙ೩ֻ̝Җજ఼ܫր
ෛ̰टΐࣃڇચĂᅮٺಫវăშ৭ăϥ͞ᒉຽಞٕٙڇચ೩ֻ߹ඈĂ̳Әڇચќ
͞ёֻ˙͞ᒢྋĄϥֶ֭͞ఢ˭ؠࢎؠЕආ̈́͌ѐତ̙פ༊ෛΐࣃڇચ̰ट̝
ࢨٕ֨ט᜕ନ߉Ĉ
˘ăϥ͞ቁܲҖዚᇃӘ̰ट̝ৌ၁Ă၆˙̝ٙ͞ཌྷચ̙ҲٺᇃӘ̝̰टĄ
˟ă੫၆̝آ̙͌ᅃጱ̈́ࢨט৺̰टĂٺซˢڇચॡᆧΐᛋᄬ֭ᅮᏮˢϡֹ͗ϡ
ڇચ̝ቅĄ
ˬăགྷ߆عგ፟ᙯٕ̝؎፟ၹ३ࢬ఼ۢڇચ̰ट࿁ٕڱ࿁̰ͅट̶৺۰Ăӈ
ொੵ˭ߛĄ
ௐα˩ˣ୧ώࡗݵϏࡗีְ̝ؠĂᑕֶ࠹ᙯ̝΄ڱఢؠᏱநĄ

ௐˬҖજ఼ܫშྮຽચڇચ˭ੵࡗݵЕ୧ഠγĂዶ࠰Т˯೬୧ഠ
ௐ˘୧āāāϥ͞ᒉຽᙷܼ೩ֻௐˬҖજ఼ܫຽચĞͽ˭ᖎჍώຽચğĄ
ௐα୧āāāϥ͞၆˙͞೩఼ֻڇܫચ̝ีϫт˭Ĉ
˘ăૄώีϫĈ೩ֻ˙͞ᗕШᇥΨξ̰ྖă઼̰ܜྖă઼ᅫܜྖăҖજྖă
ᇆညྖĄ
˟ăΐࣃีϫĈϥֶ͞րֻ྅ଐԛ̈́˙͞ბన౯Ă೩ֻপҾຽચΒ߁Ĉ
)˘*ᄬࢰܫቐĈ೩ֻ˙ֽ͞ྖ֏ă̈́ྖפᖼਖ਼֏ඈڇચ
)˟*ؠᖼତĈ˙͞ҋҖనؠĂֽྖҋજᖼତҌА̝ؠྖٕײΨጡĄ
)ˬ*ྖ̚೧ତĈ˙఼̚͞ܫĂତௐˬ۰ֽ̝ྖĂ֭кѨЇຍᏴፄᄃ఼ࣧܫˠٕௐ
ˬ۰఼ܫĄ
)α*ˬ఼͞ܫĈ˙̚͞ܫ఼ٺĂтᅮௐˬ۰ΐˢ఼ܫॡА఼ܲࣧܫቢྮĂГᇥΨௐ
ˬ۰Ăၹјˬ͗ͽ˯࠹఼̢ܫĄ
)̣*ᖎੈڇચĈ˙͞ӀϡҖજඈბన౯Ă൴ਖ਼ٕତќᖎൺੈिĄ
)̱*ΐࣃڇચĈϤϥٕ͞ϥ͞ᄃੈྤ೩ֻ۰Ъү೩ֻᄬࢰăࢰሄăဦ࿚ăྼᑚă
ᇆෛăϠ߿ྤੈă̄३ăଐಡྤੈăҜӬྤੈăᇴፂ็Ꮾăቢშ
ᅫშྮତ)פᖎჍҖજ˯შ*ă̄થચඈڇચĄ
)˛*ႝྼڇܫચĈϥ͞೩ֻ˙͞ٺགྷᒉ۰̝Җજ఼ܫშྮ఼̰ڇ̝ܫચĄ
ϥ͞ࠎԼซຽચᅮࢋĂд΄ڱధΞቑಛ̰Ăགྷგ፟ᙯ८ٕࣞ౯ߤޢĂ೩ֻ݈ีͽγ̝
ڇચีϫĄ
ϥ͞ᑕ೩ֻҖજ˯შވγஉᄏྤੈֻ˙͞ણ҂ĂྤੈтѣតՀĂͽϥ͞შࢱ̳ӘࠎĄஉ
ᄏྤੈᐌϡ͗ბბన౯Β߁፟͘ăπڕཝăშΙඈă˯შгᕇ̈́ˠᇴඈЯ৵҃ѣमள
ॡĂᑕͽ၁ᅫ఼ܫஉᄏֶ˙ֹ͞ϡгᕇ̝࠹ᙯ୧ІࠎĄ˯შిத̙Ҳٺგ፟ᙯ̳Ә
̝ቢ˯შྤफ़˭ྶిதĞොĈ˭ྶిதͽീ211Ѩ̝πӮࣃğĂHTNHQST̙̈21lcqtă
XDENB4Ḧ̙ٺ75lcqtăXDENB4/6Ḧ̙ٺ411lcqt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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Җજྖຽચڇચࡗݵགྷ઼छ఼ੈ็ᇫ؎ࣶົ214ѐ8͡3఼͟็఼ੈфௐ21411514581ཱི८ࣞĂௐˬҖજ఼ܫຽચڇચࡗݵགྷ઼छ఼ੈ็ᇫ؎ࣶົ214ѐ8͡3఼͟็఼ੈфௐ21411491721ཱི८ࣞĄ

ώࡗݵ३གྷٚ১ˠᛸаᆶዦ˟͟ͽ˯
◇本人已領取遠傳易通卡且已詳閱、了解並完全同意本申請書背面所載之約定條款，及所選定之計費方案或所參加之促銷方案，另保證金之退還將因本人選擇使用服務方案之不同，而有若干之限制。
◇本人已知悉遠傳電信依個人資料保護法第 8 條告知事項。
◇本人已了解本服務契約範本業經行政院消費保護委員會審查通過，且費率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核定。本人已詳細審閱本契約書之各項條款，或已帶回審閱兩天完畢。
◇本人已了解因無線電波傳遞特性，行動通信會隨地形、氣候、建物遮蔽、使用人數及地點等因素而影響通信品質；如所在地點無支援 3.5G 網路，將自動轉為 3G 或 GPRS 網路。

★申請者簽名/公司負責人暨公司印鑑：
若為本國籍客戶須以中文正楷簽名。 ★日期：

法定/代理人親簽：

行動電話/第三代行動電話服務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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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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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