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哥大保留變更或終止DM內容及優惠專案之權利

企客業務：林沅諼 0909-602315   Rebecca1Lin@taiwanbobile.com
24h免付費客服專線：0809-000-809
辦公室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00號13樓 (前往申辦<新辦/攜碼>請提前預約)
服務時間：周一~周五 09:00~17:00(國定假日休息)

新辦/攜碼 續約

企客網路申辦平台
https://goo.gl/JMJg7P 

於網路平台申辦完成後，
客服會於2-3個工作天
請宅配寄送SIM卡/手機
至指定地址由本人簽收

限全台任一直營門市申辦
 合約到期前2個月即可續約企客員工眷

案 (預付卡門號不適用)
 員眷續約，員工須到場協同辦理
 請攜帶雙方雙證件+員工識別證
 出示DM及優惠統編代碼可加速門市人

員申辦速度
 合約資訊及確認是否可續約企客員工眷

案請撥打0809-000-809詢問客服人員
(非企客業務)

特殊狀況須洽業務索取申請
書(私訊小編)：
1.未成年子女申辦門號
2.二等親眷屬申辦門號
3.同身份證字號用戶申辦第二
門以上門號(新辦/攜碼)

消防局含”義消”也可申辦喔!!!

申辦凱擘家用網路請直接私訊小編提供姓
名、電話、完整地址供小編查詢，謝謝
(此案僅供新申請並有區域限制)

二
等
親
親
屬
表

線上申辦區
立刻掃描QR CODE
https://goo.gl/JMJg7P 

每月最新優惠案
立即掃描QR CODE

@LLO1145I

優惠方案期間：7/1~7/31

專案名稱 申辦對象 申辦通路

點石成金 員工/一等親

追速暢遊 員工/一等親

光輝二十 員工/一等親/二等親

神機妙算
限時優惠-Samsung新辦/攜碼限時加碼活動

(優惠日7/1~7/31 限量搶購中)

員工/一等親/二等親

黑白配 員工/一等親 新辦/攜碼/續約：限企客網路平台申請

家用網路
寬頻上網

(申辦60M以上加碼送超商禮券600元)

不限企業用戶，

親朋好友均可申辦
此優惠限新申請 (預約申辦請洽業務林小姐 0909-602-315)

單門號案

(無搭配手機)

手機/家電案

新辦/攜碼：

1.員工、一等親：至企客網路平台申請  或  洽企客專案業務索取紙本申請書

2.二等親：限洽企客專案業務索取紙本申請書

續約：限全台任一直營門市申辦
(Samsung新辦/攜碼限時加碼活動補貼優惠案無開放續約)

★同身分證號若9個月內新辦/攜碼第二門，請洽企客專案業務索取紙本申請書

★未滿20歲子女申辦，請洽企客專案業務索取紙本申請書

★若申辦遇到任何問題請加 Line詢問

mailto:Rebecca1Lin@taiwanbobile.com


優惠統編代碼 客戶名稱 優惠統編代碼 客戶名稱

66014700 台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99033073 國立金門大學

GOV00311 台東榮民醫院 76777369 國立屏東大學

GOV00310 玉里榮民醫院 9702448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232265 嘉義榮民醫院 77495542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GOV00309 鳳林榮民醫院 93504006 國立臺東大學

GOV00162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93504104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75988318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69116104 國立臺南大學

VC005978 國財署南區分署嘉義辦事處 97960503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VC005979 國財署南區分署台南辦事處 77187931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VC005977 國財署南區分署 GOV00440 台東縣政府

VC004927 農委會漁業署 GOV00439 台東縣政府教育處

VC00492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93500830 台東縣動物防疫所

VC004926 農委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VC008324 台東縣政府消防局

93507708 農委會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VC008323 台東縣政府警察局

93503908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台東醫院 77355129 金門縣政府

69116907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VC008328 金門縣政府消防局

GOV00283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VC008327 金門縣政府警察局

GOV00285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29334126 金門縣養護工程所

91003505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91005200 屏東縣政府

GOV00282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恆春旅遊醫院 91006502 屏東縣政府消防局

GOV00287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GOV00479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GOV00286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 GOV00482 屏東縣政府鄉鎮市公所

66021505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VC008329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

GOV00281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91008500 屏東縣衛生局

GOV00284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 GOV00480 屏東縣民政處與鄉鎮市戶政事務所

76250772 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 GOV00481 屏東縣地政處與鄉鎮市地政事務所

61936987 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 20243455 台灣首府大學

6479492 長榮大學 36724628 台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71801404 南榮科技大學 69108505 台南市政府

GOV00279 行政院內政部台南教養院 96400004 澎湖縣七美鄉公所

GOV00276 行政院內政部東區老人之家 GOV00443 澎湖縣政府

GOV00167 台南市政府衛生局 VC008326 澎湖縣政府消防局

GOV00495 台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GOV00444 澎湖縣政府教育局

GOV00168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 VC008325 澎湖縣政府警察局

36776569 台南市教育產業工會 36792884 屏東縣教育產業工會

GOV00155 司法院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GOV00196 司法院台灣高等法院台灣台東地方法院

GOV00158 司法院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地方法院 GOV00198 司法院台灣高等法院台灣澎湖地方法院

54391258 臺灣港務港勤股份有限公司 GOV00492 台南市政府稅務局

69115908 國立成功大學 GOV00493 台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6476734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15752149 台南市政府資訊中心

VC005972 海巡署南部分署 GOV00494 台南市政府農業局

GOV00274 行政院東部聯合服務中心 25957986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GOV00273 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 19901091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GOV00484 台南市政府工務局 76001900 高雄醫學大學

GOV00485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 74973598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36724654 台南市政府水利局 96405704 澎湖縣議會

GOV00166 台南市政府民政局 73502634 南臺科技大學

GOV00487 台南市政府交通局 92501207 美和科技大學

GOV00165 台南市政府地政局 87900886 樹德科技大學

GOV00488 台南市政府社會局 73502108 崑山科技大學

GOV00489 台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73502016 遠東科技大學

GOV00169 台南市政府消防局 GOV00275 行政院內政部南區老人之家

GOV00490 台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GOV00278 行政院內政部南區兒童之家

GOV00441 台南市政府區公所 36785639 嘉義縣教師職業工會

GOV00164 台南市政府教育局 GOV00197 司法院台灣高等法院花蓮地方法院

GOV00491 台南市政府勞工局 GOV00160 司法院台灣高等法院屏東地方法院



林沅諼 0909-602315

rebecca1lin@taiwanmobile.com

24h 免付費客服專線
0809-000-809

限時、限量，售完為止

開放二等親申辦(含兄弟姊妹及其配偶)

老闆瘋掉了！
怎麼那麼便宜
你還在辦單門號+購買空機 ?

My Fone門市案 光輝20單門號案 神機妙算限時加碼案

$999 $499 $999

網內語音

網外語音 每月200分鐘免費 每月120分鐘免費 每月200分鐘免費

市話語音 無 每月50分鐘免費 每月50分鐘免費

加碼網外語音優惠 每月900分鐘免費 無 每月900分鐘免費

加碼再送 每月國內語音通話費 無 $150 $300

24個月

免費

專案名稱

實收月租費

合約期間

上網優惠
總上網傳輸量

(內含+贈送)
上網吃到飽不降速

語音優惠

Samsung Galaxy A20_3G/32G $5,990 $0 $0 Samsung Galaxy A8s G887_6GB/128GB $14,990 $7,990 $0

Samsung Galaxy A50_6G/128G $11,990 $2,990 $0 Samsung Galaxy A9 A920_6GB/128GB $16,990 $9,990 $0

Samsung Galaxy A60 A606_6GB/128GB $11,990 $2,990 $0 Samsung Galaxy Note9 N960_6GB/128GB $30,900 $19,990 $9,590

Samsung Galaxy A7 A750_4GB/128GB $10,900 $1,990 $0 Samsung Galaxy S10 G973_8GB/128GB $29,900 $18,990 $12,590

Samsung Galaxy A8 star G885_4GB/64GB $10,990 $2,990 $0 Samsung Galaxy S10+ G975_8GB/128GB $32,900 $21,900 $15,590

Myfone

門市價

SAMSUNG

限時、限量

優惠價

機型
參考

空機價

Myfone

門市價

SAMSUNG

限時、限量

優惠價

機型
參考

空機價

網路申辦請點選
右方圖案

mailto:rebecca1lin@taiwanmobile.com


點石成金 追速暢遊

399型 499型 399型 599型 799型

$99 $399 $199 $299 $499

上網優惠
總上網傳輸量

(內含+贈送)

3GB/月
(超額後降速至

<128Kbps)

上網吃到飽
(限高速21Mbps)

6GB/月
(超額後降速至

<128Kbps)

12GB/月
(超額後降速至

<128Kbps)

上網吃到飽

不降速

群內語音

網內語音(每通) 前3分鐘免費 完全免費 前3分鐘免費 前5分鐘免費 完全免費

網外語音(每月) 免費20分鐘 免費25分鐘 免費20分鐘 免費30分鐘 免費120分鐘

市話語音(每月) $0.1/秒 免費10分鐘 免費10分鐘 免費20分鐘 免費50分鐘

加碼再送
每月國內語音通話費

(網內、網外、市話皆可抵)
$70 $100 $150

VG619 VI787 VI217 VI218 VI219

$100

直營門市續約專案代碼

適用對象

新辦/攜碼/續約

合約期間 24個月

員工/一等親 員工/一等親/二等親

4G資費

實收月租費

語音優惠

(家人、同事申辦此方案並加入同群組後，群內語音互打完全免費)

DP273-PK6

專案名稱 光輝20

申辦限制

這張DM為單門號案，沒有搭配手機喔!!!

林沅諼 0909-602315

rebecca1lin@taiwanmobile.com

24h 免付費客服專線
0809-000-809

網路申辦請點選
右方圖案

mailto:rebecca1lin@taiwanmobile.com


林沅諼 0909-602315

rebecca1lin@taiwanmobile.com

24h 免付費客服專線
0809-000-809

開放二等親申辦(含兄弟姊妹及其配偶)

iPhone 7 Plus_128G-(銀)(4G) $13,900 $12,500 $5,500 ZenFone 5Z(ZS620KL)_6G/64G-(銀)(4G) $9,990 $8,590 $1,590

iPhone 7 Plus_32G-(銀)(4G) $9,900 $8,500 $1,500 ZenFone Max M2 (ZB633KL)_4G/64G-(銀)(4G) $990 $0 $0

iPhone 7_128G-(銀)(4G) $11,400 $10,000 $3,000 ZenFone Max Pro M2 (ZB631KL)_4G/128G-(藍)(4G) $2,990 $1,590 $0

iPhone 7_32G-(玫瑰金)(4G) $7,400 $6,000 $0 ZenFone6 ZS630KL_6G/128G-(銀)(4G) $11,990 $10,590 $3,590

iPhone XR_128G-(藍)(4G) $22,300 $20,900 $13,900 R17 Pro_6GB/128GB-(漸變色)(4G) $12,990 $11,590 $4,590

iPhone XR_64G-(藍)(4G) $20,300 $18,900 $11,900 R17_6GB/128GB-(藍)(4G) $8,990 $7,590 $590

iPhone XS Max_64G-(太空灰)(4G) $33,300 $31,900 $24,900 Reno_8GB/256GB-(綠)(4G) $11,990 $10,590 $3,590

iPhone XS_256G-(銀)(4G) $34,900 $33,500 $26,500 Galaxy Note9 N960_6GB/128GB-(銅)(4G) $20,990 $19,590 $12,590

iPhone XS_64G-(銀)(4G) $29,300 $27,900 $20,900 Galaxy S10 G973_8GB/128GB-(黑)(4G) $23,990 $22,590 $15,590

Xperia XZ2 H8296_6G/64G-(銀)(4G) $12,990 $11,590 $4,590 Galaxy S10+ G975_8GB/128GB-(白)(4G) $26,990 $25,590 $18,590

Xperia XZ3 H9493_6GB/64GB-(黑)(4G) $16,990 $15,590 $8,590

機型

神機妙算(合約24個月)

599型

專案價

799型

專案價

999型

專案價

SONY
(其他機款請至網路申辦平台查詢)

APPLE

ASUS

OPPO

Samsung

廠牌

神機妙算(合約24個月)

599型

專案價

799型

專案價

999型

專案價

廠牌 機型

網路申辦請點選
右方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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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沅諼 0909-602315

rebecca1lin@taiwanmobile.com

24h 免付費客服專線
0809-000-809

開放二等親申辦(含兄弟姊妹及其配偶)

天賜良機(合約30個月) 天賜良機(合約30個月)

799型(實收699元) 799型(實收699元)

專案優惠價 專案優惠價

iPhone 7 Plus_128G $24,500 $12,900 ZenFone 5Z(ZS620KL)_6G/64G $14,990 $8,990

iPhone 7 Plus_32G $20,500 $8,900 ZenFone Max M2 (ZB633KL)_4G/64G $6,990 $0

iPhone 7_128G $19,900 $10,400 ZenFone Max Pro M2 (ZB631KL)_4G/128G $9,990 $1,990

iPhone 7_32G $15,900 $6,400 ZenFone6 ZS630KL_6G/128G $17,990 $10,990

iPhone XR_128G $28,900 $21,300 R17 Pro_6GB/128GB $19,990 $11,990

iPhone XR_256G $32,500 $24,900 R17_6GB/128GB $15,990 $7,990

iPhone XR_64G $26,900 $19,300 Reno_8GB/256GB $17,990 $10,990

iPhone XS Max_256G $45,500 $37,900 Xperia XZ2 H8296_6G/64G $22,990 $11,990

iPhone XS Max_512G $52,900 $45,300 Xperia XZ3 H9493_6GB/64GB $23,990 $15,990

iPhone XS Max_64G $39,900 $32,300 Galaxy Note9 N960_6GB/128GB $30,900 $19,990

iPhone XS_256G $41,500 $33,900 Galaxy S10 G973_8GB/128GB $29,900 $22,990

iPhone XS_512G $48,900 $41,300 Galaxy S10+ G975_8GB/128GB $32,900 $25,990

iPhone XS_64G $35,900 $28,300

OPPO

SONY

Samsung

廠牌 機型 單機價單機價

APPLE

ASUS

(其他機款請至網路申辦平台查詢)

廠牌 機型

網路申辦請點選
右方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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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沅諼 0909-602315

rebecca1lin@taiwanmobile.com

24h 免付費客服專線
0809-000-809

網路申辦請點選下方圖案

mailto:rebecca1lin@taiwanmobile.com


林沅諼 0909-602315

rebecca1lin@taiwanmobile.com

24h 免付費客服專線
0809-000-809

限新申請、限定申辦區域、不限員工申辦

(第四台)

(監視器)

申辦 方案1.方案2，加碼送：
MyVideo豪華月租

強檔好片看到飽 (市價$6000)

$349 $449 $349 $449

註：申辦用戶首次須繳交上網月租(季繳)、裝機費(方案1.2：$500/方案3：$1,000)及設備保證金(方案1.3：$500/方案2：$1,000)

30天免費體驗案說明(方案一)：
①裝機費$500+設備保證金$500  
→30天體驗結束，繼續使用：客服寄發帳單(季繳)，完成申請
→30天體驗結束，不欲申請：持設備至指定地點，退回$1000 (上述①)

申辦凱擘家用網路請直接私訊小編提供姓名、
電話、完整地址供小編查詢，謝謝
(此案僅供新申請並有區域限制)

mailto:rebecca1lin@taiwanmobil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