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INE ID: @123xmvpr

新竹縣市政府遠傳 櫃台

好友大募集抽獎活動
加入好友週週抽好禮

遠傳電信企業暨國際事業群詹雨溱 0918-148-448

新竹縣市政府員工/眷屬/親友限定
官方LINE@帳號專人為您服務，優惠好康一手掌握！

 抽獎時間：2020/4/1 15:30

於抽獎時間打開line@即可抽獎

109/4/1~109/5/31期間
每週三都會抽獎，歡迎分享加入line@

sandisk雙向隨身碟

499元上網吃到飽不限速不降速，
(新辦/攜碼加碼贈禮券1,000元)

666元多款手機0元起

羅技 K375s 無線鍵盤

Kumamon
雙層隔熱玻璃瓶

Samsung記憶卡

APPLE／TYPEC
傳輸線(二選一不挑色)

https://line.me/R/ti/p/@jcz8576k
https://line.me/R/ti/p/@jcz8576k


新竹縣市政府專屬優惠

公務人員專享超優惠
新辦/攜碼加碼贈禮券$1,000

上網吃到飽不限速不降速
月付

多款手機0元起
也可搭配熱門家電

月付

※遠傳保留活動修改及終止權利※

遠傳電信企業暨國際事業群詹雨溱 0918-148-448
活動期間：109/ 4 / 1 至109/ 5 /31

會員含一等親憑識別證及相
關證明可至全省遠傳直營門

市及網路門市申辦.

直營門市
識別碼

46806508

一等親申辦管道

會員含三等親至網路門市輸入認
證碼申辦
https://www.fetnet.net/ebu/
GOV.html

網路門市
認證碼
10278

三等親申辦管道

其他申辦資格&最新優惠訊息
不定期抽好康
歡迎掃描加入LINE@或搜尋
ID加入：@123xmvpr

一對一客服
親友申辦管道

員工&員眷同享公務人員優惠方案

好友大募集抽獎活動
加入好友週週抽好禮

https://line.me/R/ti/p/@jcz8576k
https://line.me/R/ti/p/@jcz8576k
https://line.me/R/ti/p/@jcz8576k
https://line.me/R/ti/p/@jcz8576k


貼心小叮嚀：●「迎新春好康加碼」：活動期間2020/2/1~2020/2/29。●期間內新辦/攜碼申辦單門號出神入話或聲聲不息月付$499上網吃到飽方案，即贈統一超商或遠東百貨禮券1,000元。●贈品將於
2020/4/30前寄出至用戶帳單地址，實際寄送禮券種類以庫存為準。●贈品詳細使用說明與限制，請依票券或贈品上之記載為主。中獎獎品，不得折換現金。如遇產品缺貨或不可抗力之事由導致獎品內容變更，
遠傳電信有權變更贈品，改由等值商品取代之，得獎者不得要求折現或轉換其他商品。且遠傳電信不負贈品之任何維護或保固責任。●贈品詳細內容、規格、顏色以實物為準，宣傳物上圖片僅供參考。●遠傳
電信保有取消本活動或更改本活動辦法之權利。

新竹縣市政府
員工&員眷單門號方案

※遠傳保留活動修改及終止權利※

遠傳電信企業暨國際事業群詹雨溱 0918-148-448
活動期間：109/ 3 / 1 至109/ 3 / 31

會員含一等親憑識別證及相
關證明可至全省遠傳直營門

市及網路門市申辦.

直營門市
識別碼

46806508

一等親申辦管道

會員含三等親至網路門市輸入認
證碼申辦
https://surveycake.fetnet.net/
s/WyGQ2

網路門市
認證碼
10278

三等親申辦管道

其他申辦資格&最新優惠訊息
不定期抽好康
歡迎掃描加入LINE@或搜尋
ID加入： @123xmvpr

一對一客服
親友申辦管道

https://surveycake.fetnet.net/s/WyGQ2
https://line.me/R/ti/p/@jcz8576k
https://line.me/R/ti/p/@jcz8576k


機祥如意

方案名稱 2020全新方案 機祥如意

月租費 $966 $1,366

資費 新絕配799 新絕配999 新絕配1399

合約期間 30個月

申辦資格 新申辦/攜碼/續約

上網流量
(內含+贈送)

語音
優惠

(內含+贈送)

網內

網外 免費70分鐘 免費90分鐘 免費130分鐘

市話 免費70分鐘 免費90分鐘 免費130分鐘

限時加碼
語音分鐘數 --

網外免費通話
900分鐘/月

網外免費通話
1200分鐘/月

新竹縣市政府
員工&員眷

手機優惠方案

2020全新方案

企業客戶專享超優惠

多款熱銷手機$0元起

也可搭配熱門家電

貼心小叮嚀：●以上專案價、活動需搭配指定企業方案，並加入指定企業群組(MVPN)，手機實際價格&庫存以通路顯示為準。●遠傳電信保有取消本活動或更改本活動辦法之權利。

Apple 
iPhone 11

(128G)

Apple 
iPhone 11 Pro

(256G)

Samsung 
Galaxy A71

Samsung 
Galaxy A51

月付$666 月付$666 月付$666 月付$666

$19,800 $34,300 新上市$8,490 $5,490

Samsung 
Galaxy A30s 紅米Note 8T

Honeywell
空氣清淨機

(HPA-100APTW)

Arlink 2.2L
氣炸鍋第四代

(EC-103)

月付$666 月付$666 月付$666 月付$666

$1,990 $0 直營限定$0 直營限定$0

合約期間 30個月 30個月 30個月 合約期間 30個月 30個月 30個月
月 租 費 666 966 1,366 月 租 費 666 966 1,366
手機型號 專案價 專案價 專案價 手機型號 專案價 專案價 專案價

HTC Desire 19s $0 $0 $0 iPhone 11 64G $17,800 $14,300 $9,300 
Samsung GALAXY Note 10+ $30,490 $22,990 $17,990 iPhone 11 128G $19,800 $16,300 $11,300
SAMSUNG GALAXY A71 新品上市 $8,490 $4,990 $0 iPhone 11 Pro 64G $28,800 $25,300 $20,300 
SAMSUNG GALAXY A70 $6,490 $1,990 $0 iPhone 11 Pro 256G $34,300 $30,800 $25,800 
SAMSUNG GALAXY A51 $5,490 $1,990 $0 iPhone 11 Pro Max 64G $32,800 $29,300 $24,300 
SAMSUNG GALAXY A30s $1,990 $0 $0 iPhone 11 Pro Max 256G $38,300 $34,800 $29,800 
SAMSUNG GALAXY A20 $0 $0 $0 IPAD MINI 4G 7.9吋-2019 64G $9,900 $6,900 $1,900 
SONY XPERIA 1 $22,990 $16,490 $11,490 IPAD 4G 10.2吋-2019 32G $7,900 $4,900 $0 
SONY XPERIA 5 $19,490 $13,990 $8,990 IPAD 4G 10.2吋-2019 128G $10,900 $7,900 $2,900 
SONY XPERIA L3 $0 $0 $0 ASUS ZENFONE 6 128G $11,490 $6,490 $0 
OPPO Reno 2 256G $11,490 $7,990 $2,990 紅米 Note 8 Pro $990 $0 $0 
OPPO Reno 2Z 128G $5,490 $1,990 $0 紅米 Note 8T $0 $0 $0 

搭手機

月付666起

適用
期間

2020/3/1~2020/3/31 適用
對象

新竹縣市政府員工及員眷

申辦
證件

-員工本人申請：(1)員工名片正本或識別證影本 (2)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健保卡正面影本
-員工眷屬申請：(1)推薦員工名片正本或識別證影本 (2)員工及員眷身
分證正反面影本 (3)員眷之健保卡正面影本

申辦
通路

網路門市申辦 (員工本人+三等親適用，輸入認證碼:１０２７８)
https://www.fetnet.net/ebu/GOV.html

全台直營門市 (員工本人+一等親適用，識別碼:46806508)

業務收件 (其他申辦資格)
其他申辦資格、最新優惠訊息&好康抽獎
掃描加入LINE@或搜尋ID加入：@@123xmvpr

或親洽 0918-148448詹雨溱

LINE@
QR 

Code

https://www.fetnet.net/ebu/GO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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