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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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XLQGN-YGY3: 使用遠傳企業無線飆網基本型月租費。 
□ 二、CZULEGN-YGY3: 使用遠傳企業無線飆網基本型+企業無線飆網 775 月租費。 
 
-------------------------------------------------------------------------------------------------------------------------------------- 

1. 啟用專案一: 使用遠傳企業語音無線飆網基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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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遠傳企業語音無線飆網基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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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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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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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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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詳細費率內容以遠傳網站 www.fetnet.net 公告為主。 
 

 本人已同意所勾選之方案並清楚了解以上條約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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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人未滿 20歲須請法定代理人簽名，法定代理人簽名者表示同意申請人如有積欠遠傳電信任何費用，願負連帶清償責任。 
  

 
 
 
 
 
 
 
 
 
 

 

用戶簽名處                          代理人/法定代理人簽章                            
(請用中文正楷簽名,否則視同無效;公司戶請檢附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並蓋大小章；未成年用戶或非本人申請者,須請法定代理人或代理人簽名,並附上法定代理人/代理人之相

關證件) 

共計          頁，第          頁 

遠傳電信業務人員專用章 
                        

 

 

 

         「企業政治大學方案」門號續約同意書 (限 36)   營業機密:客戶資料不得外洩或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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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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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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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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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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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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