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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寬頻通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www.tbc.net.tw 

客服信箱：services@tbc.net.tw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 南桃園 □ 北視 □ 信和 □ 吉元 □ 群健 (請勾選系統台)

基

本

資

料 

客戶編號

申請人 

身分證號末四碼 

手機號碼

e-mail

(註：通知固定 IP 使用，敬請擇一填寫) 

設

備

序

號 

纜線數據機設備序號(Cable Modem Mac)或光

纖數據機設備序號(SN) 

綁定固定 IP 之設備序號(CPE MAC) 

申請方式： 

1. 請列印本服務申請書並填寫申請資料。

2. 將本申請書拍照後以 e-mail 傳送至本公司客服信箱 services@tbc.net.tw。

3. 本公司收到申請書後將進行身分核對，於完成 IP 位址設定後，會以簡訊或 e-mail 通知您固定 IP 位址，敬請

務必填寫手機號碼或 e-mail。

注意事項： 

*本人保證上述資料均正確無誤，且已經合理期間審閱並同意本服務申請書所附固定 IP 服務約定條款。

客戶簽章 法定代理人/代表人 

(企業用戶請蓋大小章) 

固定 IP 服務申請書 

□ 申請 1 組免費固定 IP( 需收設定費350元) □申請   組付費固定 IP ( 最多 5 組，每組 300 元/月)

1. 本公司可提供 1 組固定 IP 供有需要的光纖寬頻 20M(含)以上速率用戶免費申請使用，每一位光纖寬頻用戶限
申請 1 組，因IP為有限資源，故申請本服務會酌收設定費優惠價350元(原價800元)，此設定費會併入次期光直達帳
單繳費，若逾期未繳，系統將自動刪除固定IP設定，不另通知。若客戶有多組固定 IP 需求，應申請付費固定
IP，最多可申請 5 組，每月每組固定 IP 收取加值服務費 300 元，自申請日起 2 個工作天內完成固定 IP 相關
設定，並以簡訊或 e-mail 通知用戶。

2. 若用戶辦理服務異動(如移機)，或本公司異動設備(如光點切割或頭端設備升級更新)，本公司將重新配發 1
組固定 IP 給用戶，取代用戶原來使用的固定 IP，敬請用戶配合更換家中設備的 IP 設定，如因未更換而導致
無法使用，本公司不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若用戶調降光纖寬頻速率至 20M 以下，本公司於用戶完成速率異動
後收回已核發之固定 IP。

3. 本公司有權依據全部客戶實際使用 IP 數量之情形，調整或收回部分核發之 IP，以使 IP 資源有效運用，並符
合經濟效益。

4. 本服務目前免費提供 1 組固定 IP，本公司保留日後向用戶收取費用之權利，惟日後本服務如需收取月租費
時，本公司將於開始收費日之 30 日前，除在官網公告外並以簡訊或 email 通知貴用戶，如貴用戶不同意時，
貴用戶需應於收到本公司之收費通知後 10 日內向本公司申請終止本服務，如本公司未收到貴用戶未提出申請
終止本服務之申請時，視為本契約繼續有效。

5. 用戶申請使用本服務時，應確實遵守本公司光纖寬頻「用戶約定條款」及「固定 IP 服務條款」之各項規定，
且不得違反中華民國現行相關法令。

http://www.tbc.net.tw/
mailto:services@tbc.net.tw
mailto:services@tbc.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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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IP 服務約定條款 

為申請使用「TBC 光纖寬頻固定 IP 服務」 (以下簡稱本服務)，貴用戶茲同意遵守下列各項約款： 

1. 貴用戶為本公司光纖寬頻 20M(含)以上速率之用戶，經貴用戶申請並經本公司身分認證後，本公

司得免費隨機配發一組固定 IP 予貴用戶使用，貴用戶僅限申請一組免費固定 IP 服務，因IP為有限資源，

故申請本服務會酌收設定費優惠價350元(原價800元)，此設定費會併入次期光直達帳單繳費，若逾期未繳，系統將

自動刪除固定IP設定，不另通知。若貴用戶有多組固定 IP 需求，應額外付費申請固定 IP，最多可申請五

組，每月每組固定 IP 收取加值服務費 300 元，

2. 本公司收到貴用戶提出本服務申請後 2 個工作日內完成固定 IP 之設定，配發固定 IP 後，本公司

將以簡訊或以 e-mail 通知貴用戶，若因貴用戶之事由造成無法收取簡訊或 e-mail 遭退信、歸入於垃

圾郵件等因素致無法收到通知時，視為本公司已合法通知，一切責任由用戶自行負責。

3. 如貴用戶申請辦理光纖寬頻服務異動(包括但不限於，移機)，或本公司異動設備(包括但不限於， 光

點切割或頭端設備升級更新)，本公司有權重新配發固定 IP 給貴用戶，取代貴用戶原來使用的固定IP，

貴用戶須配合更換家中設備的 IP 設定，如因未更換而導致無法使用，本公司不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

如貴用戶申請調降光纖寬頻速率至 20M 以下，本公司於貴用戶完成速率異動後有權收回已核發之固定

IP。

4. 為使 IP 資源有效運用，本公司有權依據全部客戶實際使用 IP 數量之情形，調整或收回部分核發之

IP。

5. 本公司有權自行決定是否繼續提供本服務，如本公司暫停或停止本服務時，本公司將於暫停或停

止日 30 日前在本公司官方網站公告並以簡訊或 e-mail 通知貴用戶。

6. 本服務目前為經貴用戶申請後免費提供一組固定 IP，本公司保留日後向用戶收取費用之權利，

惟日後該組免費固定 IP 如需收取月租費，本公司將於開始收費日之 30 日前，除在官網公告外並以簡訊

或 email 通知貴用戶，如貴用戶不同意，貴用戶應於收到本公司之收費通知後 10 日內向本公司申請終

止該組免費 IP 服務，如本公司未收到貴用戶終止本服務之申請，視為本契約繼續有效。如該組免費 IP

服務日後採收取月租費方式，貴用戶必須於本公司規定之期限內繳清規定費用，如貴用戶未於期限內繳

清規定費用時，本公司有權取消用戶該組免費固定 IP 服務，該筆未繳清之費用仍須照繳。

7. 貴用戶對於所申請之固定 IP 位址應妥善管理。如果發現或懷疑有第三人使用貴用戶的固定 IP，

貴用戶必須立即通知本公司，以利本公司採取相關措施，但不得將本公司所採取之措施解釋為本公司

對貴用戶有明示或默示擔保或賠償責任，對於貴用戶的固定 IP 遭人非法使用，本公司亦不負任何賠償

責任。

8. 本服務依本公司既有規劃提供，本公司不擔保本服務將符合貴用戶個別或特別的需求。

9. 本公司有權終止本契約，且終止時本公司無須支付任何費用、賠償或補償。當貴用戶辦理終止光

纖寬頻服務時，視為用戶一併終止本契約。

10. 如貴用戶違反本服務條款任一規定時，本公司有權停止貴用戶使用權，貴用戶並應賠償本公司因

此所受一切損害。

11. 本公司保留隨時增訂、修改或刪除本服務內容、本服務條款或其他相關規定全部或一部之權利。

貴用戶同意自該增訂、修改或刪除之內容經公告於本公司官方網站之時起，即受其拘束，本公司將不

個別通知，貴用戶不得因此對本公司主張任何權利或為任何請求。

12. 本服務條款未盡事宜悉依本公司官方網站所公告或貴用戶另行簽定之「光纖寬頻用戶約定條款」

及相關法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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