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辦/攜碼：請洽 “業務索取表單” 或 “企客網路門市辦理” https://goo.gl/JMJg7P 

續約：可續約方案需”合約到期前一個月”，攜帶”雙證件+識別證”至”直營門市”申辦喔!!!!!

本DM優惠起始日至12/31,
請加入line ID：@LLo1145i 確認當下優惠內容

 須附證件：1.員工雙證件+識別證 2.員工及員眷雙方雙證件+員工識別證
 員眷未滿20歲子女申辦 或 申辦第二門以上 用戶請洽詢專案業務辦理
 續約限全台任一直營門市申辦：限無綁合約或合約完全到期/預付卡門號不適用

(員眷申辦續約，員工本人須陪同辦理)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00號13樓 (欲前往申辦，請提前預約)
 合約生效日起，即無法再更換專案，如資費調整，所享優惠自動中止

台哥大保留變更或終止DM內容及優惠專案之權利

林沅諼 0909-602315
rebecca1lin@taiwanmobile.com
24h 免付費客服專線
0809-00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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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3分鐘免費 前5分鐘免費 前3分鐘免費 前5分鐘免費 完全免費

網外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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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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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217 VI218 VI219

(家人、同事申辦此方案並加入群組後，群內語音互打完全免費)

DP273-PK6

員工/員眷一等親(含配偶、子女、父母、配偶父母)

24個月

語音優惠

直營門市續約專案代碼

適用對象

合約期間

$100

無法續約

專案名稱

申辦限制

4G資費

實收月租費

光輝20點石成金

新辦/攜碼 新辦/攜碼/續約

mailto:rebecca1lin@taiwanmobile.com


林沅諼 0909-602315

rebecca1lin@taiwanmobile.com

24h 免付費客服專線
0809-000-809

要確認其他機款價格，請至企客申辦網站查詢！
台哥大保留變更或終止DM內容及優惠專案之權利

本DM優惠至12/31,請加入line ID： @LLo1145i 確認當下優惠方案喔!

mailto:rebecca1lin@taiwanmobile.com


家用高速光纖上網

服務範圍

宜蘭縣 聯禾

宜蘭市、頭城鎮、礁溪鄉、壯圍鄉、員山鄉、

羅東鎮、三星鄉、大同鄉、五結鄉、冬山鄉、

蘇澳鎮、南澳鄉

陽明山 士林區、北投區

金頻道 松山區、大同區、中山區

新台北 信義區、南港區、內湖區

大安文山 文山區、大安區

全聯 蘆洲區、八里區、三重區

新唐城 深坑區、石碇區、烏來區、坪林區、新店區

永佳樂 新莊區、五股區、泰山區、林口區

紅樹林 淡水區、三芝區、石門區、萬里區、金山區

觀天下 汐止區、瑞芳區、貢寮區、平溪區、雙溪區

桃園市 北桃園 桃園市、龜山鄉、蘆竹鄉、八德市、大園鄉

新竹市 振道 東區、北區、香山區

有線電視業者

台北市

新北市

服務範圍

台中市 豐盟
和平區、豐原區、新社區、東勢區、石岡區、潭子區、后里區、

神岡區、大雅區、外埔區

彰化縣 新頻道
和美鎮、鹿港鎮、秀水鄉、芬園鄉、線西鄉、伸港鄉、花壇鄉、

福興鄉、彰化市、埔鹽鄉、大村鄉

台南市 南天

新營區、鹽水區、下營區、柳營區、後壁區、白河區、東山區、

六甲區、官田區、佳里區、麻豆區、西港區、七股區、將軍區、

北門區、學甲區

高雄市 鳳信 鳳山區、大寮區、大樹區、大社區、仁武區、林園區、鳥松區

觀昇
長治鄉、鹽埔鄉、高樹鄉、九如鄉、霧台鄉、萬丹鄉、里港鄉、

麟洛鄉、瑪家鄉、新園鄉、三地鄉、內埔鄉、泰武鄉、屏東市

屏南

潮州鎮、恆春鎮、獅子鄉、萬巒鄉、牡丹鄉、春日鄉、佳冬鄉、

枋山鄉、南州鄉、崁頂鄉、滿州鄉、東港鄉、竹田鄉、枋寮鄉、

林邊鄉、車城鄉、琉球鄉、新埤鄉

屏東縣

有線電視業者 0909602315

開
放
免
費
體
驗
30
天

頻寬24M $399 頻寬120M $699

頻寬60M $499 頻寬500M $899

申辦成功即送7-11禮券 $600元

方案一

光纖上網

24個高畫質數位頻道

開放免費體驗30天

方案二

光纖上網

居家防護(監視器)

方案三

光纖上網

24個高畫質數位頻道

數位有線電視(第4台)

頻寬24M $673 $299

頻寬60M $874 $399

頻寬120M $973 $699

頻寬500M $1599 $899

申辦方式
①加入LINE後請告知
姓名
聯絡電話
申裝地址

②請來電專案業務：
林沅諼 0909602315
Line ID搜尋: @imb72227
(上班時間週一~五9:00~17:00)

快閃優惠至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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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安裝日提供600元 7-11禮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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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上述①-②)

宜蘭縣

宜蘭市、頭城鎮、礁溪鄉、壯圍鄉、員山鄉、

羅東鎮、三星鄉、大同鄉、五結鄉、冬山鄉、

蘇澳鎮、南澳鄉

士林區、北投區

松山區、大同區、中山區

信義區、南港區、內湖區

文山區、大安區

蘆洲區、八里區、三重區

深坑區、石碇區、烏來區、坪林區、新店區

新莊區、五股區、泰山區、林口區

淡水區、三芝區、石門區、萬里區、金山區

汐止區、瑞芳區、貢寮區、平溪區、雙溪區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鄉、蘆竹鄉、八德市、大園鄉

新竹市 東區、北區、香山區

服務範圍

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市
和平區、豐原區、新社區、東勢區、石岡區、潭子區、后里區、

神岡區、大雅區、外埔區

彰化縣
和美鎮、鹿港鎮、秀水鄉、芬園鄉、線西鄉、伸港鄉、花壇鄉、

福興鄉、彰化市、埔鹽鄉、大村鄉

台南市

新營區、鹽水區、下營區、柳營區、後壁區、白河區、東山區、

六甲區、官田區、佳里區、麻豆區、西港區、七股區、將軍區、

北門區、學甲區

高雄市 鳳山區、大寮區、大樹區、大社區、仁武區、林園區、鳥松區

長治鄉、鹽埔鄉、高樹鄉、九如鄉、霧台鄉、萬丹鄉、里港鄉、

麟洛鄉、瑪家鄉、新園鄉、三地鄉、內埔鄉、泰武鄉、屏東市

潮州鎮、恆春鎮、獅子鄉、萬巒鄉、牡丹鄉、春日鄉、佳冬鄉、

枋山鄉、南州鄉、崁頂鄉、滿州鄉、東港鄉、竹田鄉、枋寮鄉、

林邊鄉、車城鄉、琉球鄉、新埤鄉

屏東縣

服務範圍

頻寬24M $673  $299

頻寬60M $874  $399

頻寬120M $973 $699

頻寬500M $1599 $899

頻寬24M $1173 $599

頻寬60M $1374 $699

頻寬120M $1473 $999

頻寬500M $2099 $11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