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冠隆資訊<數位網路傳真機>  訂購單 E-Fax 401R 

公司名稱  

電話號碼  統編  

傳真號碼  接洽人               先生/小姐

電子郵件  

收件地址  
產品說明 

標準機型 

 
保固期內提供 

全機保固暨工程師

到府服務(臺灣本

島) 

□ E-Fax 401R 數位網路傳真機：105000 元(含稅價/單台) 
規格：4 埠傳真埠機型，支援 檔案列印/程式夾檔 發送傳真，2 年保固。 

□ E-Fax 401RW 數位網路傳真機：126000 元(含稅價/單台) 
    規格：4 埠傳真埠機型，支援 檔案列印/程式夾檔/網頁夾檔 發送傳真，2 年保固。 

□ E-Fax 401R 數位網路傳真機：147840 元(含稅價/單台) 
規格：4 埠傳真埠機型，支援 檔案列印/程式夾檔 發送傳真，5 年保固。 

□ E-Fax 401RW 數位網路傳真機：168840 元(含稅價/單台) 
規格：4 埠傳真埠機型，支援 檔案列印/程式夾檔/網頁夾檔 發送傳真，5 年保固。 

雙機備援 

 
保固期內提供 

全機保固暨工程師

到府服務(臺灣本

島) 

□ E-Fax 401R 數位網路傳真機 二台：210000 元(含稅價/單台) 
規格：4 埠傳真埠機型，支援 檔案列印/程式夾檔 發送傳真，2 年保固。 

□ E-Fax 401RW 數位網路傳真機 二台：252000 元(含稅價/單台) 
    規格：4 埠傳真埠機型，支援 檔案列印/程式夾檔/網頁夾檔 發送傳真，2 年保固。 

□ E-Fax 401R 數位網路傳真機 二台：284970 元(含稅價/單台) 
規格：4 埠傳真埠機型，支援 檔案列印/程式夾檔 發送傳真，5 年保固。 

□ E-Fax 401RW 數位網路傳真機 二台：326970 元(含稅價/單台) 
規格：4 埠傳真埠機型，支援 檔案列印/程式夾檔/網頁夾檔 發送傳真，5 年保固。 

設備出貨 工程師到府安裝(臺灣本島)。傳真埠硬體模組保固 10 年期。 

可逐年加購保固(1，3 年期)以延長保固期限。 

提供終身付費保證維修的服務。 

總金額 新臺幣： _____拾萬_____萬_____仟_____佰_____拾元(含稅價) 
□ 銀行匯款 

銀行資料：華泰商業銀行板橋分行、帳號：23-03-00003716-6，戶名：冠隆資訊有限公司。

請客戶將匯款單(連同此訂購單)傳真至冠隆資訊(傳真號碼:02-89641265)。 

裝機日提供三聯式發票給客戶。 

□ 裝機日付現金 
    裝機完成直接交付給工程師，並提供三聯式發票給客戶。 
□ 裝機日提供即期支票 

憑票支付欄位(俗稱「抬頭」）請填寫  冠隆資訊有限公司 

裝機完成直接交付給工程師，並提供三聯式發票給客戶。。 

採購模式 

1. 請正確填寫訂購單內各欄位資訊及蓋上公司大章(或發票章)。 

2. 請將訂購單傳真至冠隆資訊(傳真號碼:02-89641265)，則視為正式訂單，業務部收到後主動與您

   聯絡出貨事宜。 

3. 工程師會與客戶聯絡約定裝機日與詢問設備運作需求。 

備註說明: 

1. 此銷售未含配線工程，請客戶自行將電源插座，網路線及電話線拉至裝機位置。 

2. 若視為正式訂單，客戶不能藉故片面取消訂單。若發生客戶無故不願或未依付款條件付款時，

則冠隆資訊有權向客戶取回硬體設備資產及索取營業損失金額。(非本公司造成之因素而使客

戶無法順利驗收，則訂購物品怒不接受退貨) 



冠隆資訊<數位網路傳真機>    設備設定派工單 

採購客戶 

公司名稱  

電話號碼  手機號碼  

接洽人                                    先生/小姐  

裝機地址  

 

□可提供免費汽車停車位 

出貨機型 □E-Fax 401R  □E-Fax 401RW  □E-Fax 401R 雙機備援   

□E-Fax 401RW 雙機備援 

到府安裝 20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上午□下午_____點_____分 
(此裝機日必須經由雙方議定後決定，請客戶暫無須填寫) 

現場資訊環境 

防火牆設備型號 廠牌型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登入設定的帳號 ___________ 密碼 _____________ 

網路分享器型號 廠牌型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登入設定的帳號 ___________ 密碼 _____________ 

網路 IP 

*必填 

IP 位址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子網路遮罩 IP 位址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預設閘道 IP 位址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腦傳真設定 傳真抬頭 

□需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只支援英文單字與數字) 

□不需要，預設值是 Fax+1(埠數) 

傳真分機/語音  □需要   □不需要    

敬請客戶協助與配合： 

請於出貨日(或裝機日)前先提供所有人的電子郵件信箱(接收傳真的電子郵件)，及發送傳真帳號與

密碼(發送傳真)清單，以利工程師到府安裝能在極短時間內完成安裝設定。 

備註說明: 

1. 上述資訊請客戶務必詳細填寫，以便冠隆資訊工程部之工程師進行安裝事前評估與準備。 

2. 出貨日(即設備安裝日)前幾天，工程師會主動去電給客戶針對此派工單內容進一步確定裝機需求，並告

知客戶當天必須配合的事項，以便出貨日當天以極短的時間內完成設備安裝。 

3. 出貨日當天工程師會指導客戶自行安裝傳真操作軟體的流程與軟體設定。 

4. 冠隆資訊客訴專線：02-89645390     工程部陳經理(分機：11)，電子郵件：kevin.chen@mail-tw.com。 

傳真運作

特別需求 

請客戶填寫清楚(或告知工程師)設定或安裝需求，工程師會依此欄需求進行伺服器的安裝與設定。

 

 

 

 

 

 

 
 

裝機完工 

客戶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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