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內電話/新世代寬頻電話服務  申請/異動申請書(TC-ARTUC-0065) 

申請日期：108 年    月    日 

申請項目 

V          

新申請 
基本資

料異動 
換號 

暫停

通話 

一退

一租 
更名 

宅內移機 

(同址同號) 

宅外移機 

若新址無法供裝□保留原有電路□退租 
其他                    

號碼可攜服務：移出經營業者 

□中華電信□台灣固網□速博 
 

新申請或異動後新資料(租) 異動前或原客戶資料(退) 

客戶 
名稱 

 
 

 

用戶類別 
□住宅  □營業 

□非營業□其他 
客戶 

名稱 
 

用戶類別 
□住宅  □營業 

□非營業□其他 

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  

戶籍 
地址 

□□□□□      
縣         市鄉       路        段       巷         號 
區鎮         街                 弄       樓 

戶籍 
地址 

□□□□□       
縣         市鄉         路       段     巷      號 
市         區鎮         街              弄      樓 

負責人姓名  次要證件 □健保卡□駕照□其他 負責人姓名  次要證件 □健保卡□駕照□其他 
出生年月日  次要證件證號  出生年月日  次要證件證號  
負責人身分證號  電子郵件  負責人身分證號  電子郵件  

裝機地址 
□同戶籍地址  
            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三段一號 (攤位編號：             ) 裝機地址 

□同戶籍地址    
   

帳單地址 □同戶籍地址□同裝機地址  帳單地址 □同戶籍地址□同裝機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查號登錄服務(未勾選者視同登錄)  □同客戶名稱 □不刊登 □其他名稱 查號登錄服務(未勾選者視同登錄) □同客戶名稱 □不刊登 □其他名稱 

申請號碼(本欄不夠填寫，請填寫附件表單並於此表單註明申請總線數) 

申請線數  線□詳附件    代表號:(   )                       

1.(     )                     □路由器；對應市話門號(     )                □專線 

2.(     )                     □路由器；對應市話門號(     )                □專線 

3.(     )                     □路由器；對應市話門號(     )                □專線 

4.(     )                     □路由器；對應市話門號(     )                □專線 

5.(     )                     □路由器；對應市話門號(     )                □專線 

6.(     )                     □路由器；對應市話門號(     )                □專線 

7.(     )                     □路由器；對應市話門號(     )                □專線 

8.(     )                     □路由器；對應市話門號(     )                □專線 

申請線數      線□詳附件    代表號:(   )                       

1.(     )                □路由器；對應市話門號(     )              □專線 

2.(     )                □路由器；對應市話門號(     )              □專線 

3.(     )                □路由器；對應市話門號(     )              □專線 

4.(     )                □路由器；對應市話門號(     )              □專線 

5.(     )                □路由器；對應市話門號(     )              □專線 

6.(     )                □路由器；對應市話門號(     )              □專線 

7.(     )                □路由器；對應市話門號(     )              □專線 

8.(     )                □路由器；對應市話門號(     )              □專線 
資費方案 

市話費率：□A1  □A2  □B  □C  ▓D  □E  □高用量型 (未勾選者，視同為基本型 A1) 

行動費率：□一般型  □企一型  ▓企二型  □企三型 

市話費率：□A1 □A2 □B □C □D □E □高用量型 (未勾選者，視同為基本型 A1) 

行動費率：□一般型  □企一型  □企二型  □企三型 

加值服務 

□三方通話  □指定轉接  □一號通  □話中插接    □語音信箱     □其他            □三方通話  □指定轉接  □一號通  □話中插接  □語音信箱  □其他            

電路資料□新增電路(續填以下欄位) □使用既有電路，電路合約編號為                           

□固接網路型 4M/1M □乙太光纖網路，頻寬         M ，IP 數量               

□新市話 FTTX 16M/3M，IP 數量          □新市話 FTTX 35M/6M，IP 數量          

□e 線通 FTTX 撥接    M □e 線通 FTTX 多機固 3     M □e 線通 FTTX 多機固 6      M 

□固接網路型 4M/1M □乙太光纖網路，頻寬       M ，IP 數量           

□新市話 FTTX 16M/3M，IP 數量          □新市話 FTTX 35M/6M，IP 數量          
□e 線通 FTTX 撥接    M □e 線通 FTTX 多機固 3    M □e 線通 FTTX 多機固 6   M 

終端設備資訊 

□不需使用  □亞太提供    □經銷商提供    □客戶自備 □不需使用  □亞太提供  □經銷商提供  □客戶自備 

選用設備類別 

□電話閘道器(GW) □標準型寬頻電話  □進階型寬頻電話  □豪華型視訊電話 □電話閘道器(GW)  □標準型寬頻電話  □進階型寬頻電話  □豪華型視訊電話 

使用中華電信 ADSL 電路移機異動及注意事項 

□中華電信已移機完成   □本人將親自至中華電信辦理 ADSL 電路移機  □請幫我代辦中華電信 ADSL 電路移機  1. 請檢附『中華電信 ADSL 租用及異動申請書(移機)』及申請人雙證件正反影本，缺一不予受理。 

1.代辦中華電信電路移機手續僅作送件處理，用戶需遵守中華電信一切相關流程及辦法；若中華電信有帳務未清問題將會請用戶自行辦理。 

出帳方式 
1. □獨立帳單□依附帳單，請註明欲依附帳單內任一電話號碼/電路號碼( )                       

2. □電子帳單；電子郵件:                                   (申請電子帳單時務必填寫)     

注意: 1.獨立帳單，該帳單無法與其他帳單合併計算用量折扣   2.依附帳單，付款方式需同原帳單方式 

1. □獨立帳單□依附帳單，請註明欲依附帳單內任一電話號碼/電路號碼( )                     

2. □電子帳單；電子郵件:                                (申請電子帳單時務必填寫)     

注意:1.獨立帳單，該帳單無法與其他帳單合併計算用量折扣 2.依附帳單，付款方式需同原帳單方式 

客戶簽章□已詳閱附件年約優惠同意書 
 

 

 

 

 
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人 □同意□不同意  接受亞太電信之各項優惠促銷資訊。 

1.本人對上述各項記載均保證正確無誤，並願意接受背面所載服務契約之各項條文 。 

2.本人已攜回二日以上或現場審閱申請書背面所載之契約及上述各項特別約定且充分了解，並願遵守背面契約中各條款及上列各項特別

約定之規定。(非住宅用戶加蓋大小印章) 。 

3.申請人已經由亞太電信官網或店內公告了解並同意貴公司依｢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客戶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所載內

容，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客戶簽章□已詳閱附件年約優惠同意書 

 

 

 

 

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人 □同意□不同意  接受亞太電信之各項優惠促銷資訊。 

1.本人對上述各項記載均保證正確無誤，並願意接受背面所載服務契約之各項條文 。 

2.本人已攜回二日以上或現場審閱申請書背面所載之契約及上述各項特別約定且充分了解，並願遵守背面契約中各條款及上

列各項特別約定之規定。(非住宅用戶加蓋大小印章) 。 

3.申請人已經由亞太電信官網或店內公告了解並同意貴公司依｢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客戶個人資料告知

事項｣所載內容，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代理人/法定代理人簽章 
 

 

: 

 

本人確實受客戶委託代辦申請手續，如有虛偽假冒，願負相關法律責任(請附代理人身分證影本) 

身分證字號：□□□□□□□□□□       次要證件字號：□□□□□□□□□□ 

戶籍地址： 

亞太電信專用欄 
電路專案代碼 網路設定資訊 

□0003G1ALEP(4M/1M) 
□9311A6ALEP(雙向 512K) 
□02AEL8A0N0(乙太光纖(ELL)適用) 
□03AFT0A0N0 (FTTx ) 
□No Promotion 
□                        

□非涵區：中華電信聯單編號              
□使用乙太光纖網路(適用 IMS 供法)： 
  □北區：TPFX-448-NKC302/304 (VLAN2452) 

  □中區：TCFX-448-EVDO02 (VLAN2453) 

  □南區：KHFES-x648-1001 (VLAN2454) 

適用供法 
經辦人  

□一般 █AN2000  □ECB  □SATB  □EATB  □IMS  □其他:                  

建檔人員  收件日期  覆核人員  覆核日期  

※填妥無誤後，請寄回: 郵遞區號: (114)內湖郵局 631 號信箱，亞太電信客戶服務中心收。                                                                   【版本】107.02                                   

 
 

 

  

 

 
 

用印公司大章 

 

小章 

▲展場收費一次性$1,000 元/線+電話費 

 

小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