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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et網際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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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etFax服務類別

大
量
傳
真

Fax2Fax

雙
向
傳
真

HiNetFax平台

大量送發傳真

雙 向 傳 真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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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tFa

x

平
台

DID傳真號碼
(02,03,04,07)

傳真接收
網 站

Web網站發送 程式界接/SFTP

PC傳真軟體傳真機FAX
0800-080-122

網站或APP接收/發送傳真

傳真紙本

行動 APP(HiNetFax)
註:只接收由本公司HiNetFax平台
(Webfax/Fax2Fax/雙向傳真)所發的
傳真，不接收一般市話傳真

傳真紙本



HiNetFax功能特色
類
別

功能特色

大
量
傳
真

可同時同一文件發送多人，可節省大量時間和人事成本
可立即或預約發送傳真
可填寫表頭資料(Attention)，發送傳真資料自動帶出發件人與收件人表

頭頭可傳真到國內/國外
接收端忙線，系統自動重撥二次，無須人力空等、撥號、重傳
傳真結果回報：以網頁查詢、 e-mail及傳真方式回報客戶詳細發送結

果及傳送紀錄
傳真路線多：中華電信電話基礎穩固，不必擔心線路不足

雙
向
傳
真

具有管理功能的雲端傳真機，由服務系統配予客戶一組直接撥入(DID)
門號或保留既有市話傳真號碼(仍須付市話費)來收傳真

接收到的傳真系統自動轉為電子檔(可選擇.tif/.pdf)下載存檔，依權限轉發
/轉派傳真，不必排隊翻找

企業可依組織(部門)設定群組，指派傳真管理員後續分派傳真資料，操
作均留記錄，後續在網站追蹤管理，資安有保障

表單通通e化，不必購買傳真機，不怕卡紙、沒碳粉，享受便利
提供多種搜尋收發傳真功能，如: HiNet行動傳真 APP、傳真轉寄

Email
 發送傳真功能同『大量傳真』



企業客戶主機

HiNetFax主機
SFTP

PC Fax

WebFax

中華電信

大量傳真示意圖

電腦發送傳真

應用程式介接

Fax2Fax



PCFax提供HiNet用戶以PC上傳文件方式，進行大量的傳真文件傳送。
Win7-10下載網址
32bit :http://hinetfax.hinet.net/download_o_win7_32.html

64bit :http://hinetfax.hinet.net/download_o_win7_64.html

電腦發送傳真PC Fax

HiNet客戶先下載安裝PC Fax之軟體，後續上
網將電子文件(如Office文件：Word、
Excel….)，直接透過客戶端軟體安裝後之虛
擬印表機傳送傳真給預先設定收件人。



WebFax提供HiNet用戶以IE上傳文件方式，
進行大量的傳真文件傳送。

電腦發送傳真Web Fax

HiNet客戶直接上網至本產品網站
(http://hinetfax.hinet.net/index.html)傳送傳
真給預先設定收件人。



中華電信HiNetFax程式界接
SFTP系統架構(取代microsoft fax server)

PSTN
Internet

Intranet網路

FTP伺服器

中華電信
HiNetFax平台

客戶資平台

SFTP

SFTP傳真連線安全管控
客戶書面申請：主機連線固定IP 及帳號
限定IP得以連線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print.iastate.edu/images/fax.png&imgrefurl=http://www.print.iastate.edu/fax.shtml&h=267&w=300&sz=108&tbnid=fKtGwmvKhm7UzM:&tbnh=98&tbnw=111&hl=zh-TW&start=1&prev=/images?q=FA%EF%BC%B8&svnum=10&hl=zh-TW&lr=&sa=G


HiNetFax費率
大量傳真

收費項目 費用 備註

發國內傳真
(一般解析度204 x 
98 dpi)

首頁 2.5元/每頁A4，
次頁起 2元/每頁A4。

1.每月累計超過5000頁，超過部
分給予7折優惠(不再適用其他優
惠)
2.高解析度傳真(204 x 196 dpi)費
用為左述的1.5倍

發國外傳真 依地區別及傳送時間計費，基
本時間以1分鐘計，後續每6秒
計費

1.依hinetfax.hinet.net網站公告為
準

名冊儲存費 3元/冊,日 (含)10份以內名冊為免費

行動APP發傳真 國內：3.5元/每頁A4 優惠：3元/每頁A4

名冊儲存費(行動
APP)

3元/冊,日 (含)10份以內名冊為免費



雙向傳真費率
項目 設定費&

選號費(一次)
月租費 發送國內

傳真費用
發送國外
傳真費用

配予虛擬
(DID)門號
(ED02)-適用無傳
真門號

優惠包裝(每月380元)：含
1門號(可同時2路進線)+50MB空間+10個帳號
(原價共值700元)

加購項目費率
●增加同時進線1路150元(同時進線數上限為
10路)
●每50M空間100元 ●1個帳號30元

◎2元/每頁
◎每月累計超過
5000頁，超過部分
給予七折優惠

●每6秒計費，但至
少收一分鐘

●不同地區費率不同

雙向傳真市話版
(ED12)-沿用既有
市話傳真號碼

優惠包裝(每月300元)：含
1路進線+50MB空間+10個帳號

加購項目費率
●每50M空間100元
●1個帳號30元

●使用雙向傳真網
站發送傳真：
費率同【配與虛擬
(DID)門號】

●每6秒計費，但至
少收一分鐘

●不同地區費率不同

雙向傳真市話行
動版
(ED14) )-沿用既有
市話傳真號碼

單一費率每月210元

※優惠:免費提供每門號發送5頁傳真 (一次性)

●使用HiNetFax
APP 發傳真3元/每
頁(需先下載
HiNetFax APP詳P19)

●每6秒計費，但至
少收一分鐘

●不同地區費率不同

註※ 1. 【既有市話】限為中華電信市話門號
2.上述費用不含客戶既有市話號碼費用，客戶仍須交付市話電信費



產品說明 :
客戶透過本系統配發的DID(虛擬)傳真號碼或使用中華電信市話電話(傳真)號碼接收傳
真，系統將收取到的傳真於本系統轉為電子檔。企業客戶得以本系統網站接收、發送
傳真並管理

雙向傳真

產品說明(https://hinetfax.hinet.net/)

在雙向傳真網站檢視接收到的傳真，可
閱讀/列印/分派

接收傳真使用情境 發送傳真使用情境

傳統(一般)傳真
傳統(一般)傳真

在雙向傳真網站發送傳真，選擇個人電
腦上.Tif 格式檔



雙向傳真-接收傳真示意圖

在雙向傳真網站檢視接收到的傳真，
可閱讀/列印/分派

【雙向傳真】客戶使用情境

傳統(一般)傳真



雙向傳真-發送傳真示意圖

在雙向傳真網站發送傳真，選擇個
人電腦上.Tif 格式檔

【雙向傳真】客戶使用情境

傳統(一般)傳真



雙向傳真服務與傳統傳真比較

雙向傳真
平台

在雙向傳真網站接收及發送傳真

傳統傳真使用情境

PSTN

公眾交換電話網路

【雙向傳真】客戶使用情境

 發送傳真時通訊即忙線無法接收傳真
 發送傳真如遇接收端忙線，浪費人力等待、

撥號、重傳
 如遇多人拿取傳真送達資料，浪費時間排

隊翻找；資料也易被誤拿
 收發傳真作業後無記錄追蹤，無從管理
 閱讀/轉發都要依賴傳真機印出，碳粉、紙

張、傳真機器都是費用

 收/發傳真分流互不影響
 發送傳真如遇接收端忙線，系統自動重撥三次，無須

人力空等、撥號、重傳
 系統將傳真來訊轉為電子檔(.tif)，企業可指定人員在

網站進行來訊資料分派，其他人不必排隊翻找；也不
怕資料被拿走

 收發傳真操作均留記錄，方便追蹤搜尋，資安有保障
 表單通e化，不必購買傳真機，不怕卡紙、沒碳粉、

機器發瘋，享受便利



雙向傳真功能特色
具有管理功能的雲端傳真機，由服務系統配予客戶一組虛
擬(DID)門號或使用既有市話傳真號碼來收傳真

在電腦上收/發傳真及查詢收發紀錄/結果
企業可依組織(部門)設定群組，以利傳真管理員後續分派傳
真資料

多種搜尋收發傳真功能，如:傳真轉寄Email及傳真轉寄手機
(HiNet行動傳真 APP)

可加發件及收件人資訊於發送傳真表頭
可同時一文件發送多人
可立即或預約發送傳真
收到傳真可選擇.tif/.pdf下載存檔
收到傳真可以直接轉發/轉派



要保有既有市話傳真號碼又要雙向傳真的服務？！

在申請書勾選雙向傳真使用既有市話號碼(ED12)只能同
時接收1通進線

使用雙向傳真服務，系統配予的虛擬(DID)門號與使用既
有市話傳真號碼，服務的比較

項目 配予虛擬(DID)門號情境
申請書勾選雙向傳真(勾

選ED02)

使用既有市話傳真號碼情境
申請書勾選雙向傳真(勾選ED12)

接收傳真 ●可同時接收2通進線的傳真 ●同時接收1通進線的傳真

發送傳真 ●透過網站發送傳真，接收
端看到的發送傳真號碼為雙
向傳真平台號碼
●傳真費用由雙向傳真開帳
單向客戶收費。

有兩種發送傳真模式
(1)可透過網站發送傳真，如同左示配
予DID門號情境
(2)也可以傳統傳真發送方式，接收端
看到的發送傳真號碼為客戶既有市話
號碼。傳真費用由市話開帳單向客戶
收費。

註※目前DID門號配置
02-8192XXXX, 03-5162XXX, 04-2256XXX, 07-2134XXXX



簡訊與傳真綑綁優惠專案簡介
• 簡訊與傳真綑綁優惠專案：客戶須同時申請企業簡訊及雙向
傳真，才能適用本優惠專案
• 企業簡訊: 優惠代碼 HA77，免設定費1000元，免月租費1000元，國
內簡訊每通1.2元(原價1.5元)，國外簡訊每通3.8元。

• 雙向傳真: 
■雙向傳真 (DID)門號優惠包裝：360元/月/個，產品代號ED02，(原
價380元/月/個) 。
■雙向傳真使用市話收傳真優惠包裝：280元/月/個，產品代號
ED12，(原價300元/月/個) 。

• 活動網址: https://www.hinet.net/howcome.html。

https://www.hinet.net/howcome.html


雙向傳真服務與傳統傳真比較

雙向傳真
平台

在雙向傳真網站接收及發送傳真

傳統傳真使用情境

PSTN

公眾交換電話網路

【雙向傳真】客戶使用情境

 發送傳真時通訊即忙線無法接收傳真
 發送傳真如遇接收端忙線，浪費人力等待、

撥號、重傳
 如遇多人拿取傳真送達資料，浪費時間排

隊翻找；資料也易被誤拿
 收發傳真作業後無記錄追蹤，無從管理
 閱讀/轉發都要依賴傳真機印出，碳粉、紙

張、傳真機器都是費用

 收/發傳真分流互不影響
 發送傳真如遇接收端忙線，系統自動重撥二次，無須

人力空等、撥號、重傳
 系統將傳真來訊轉為電子檔(.tif/.pdf)，企業可指定人

員在網站進行來訊資料分派，其他人不必排隊翻找；
也不怕資料被拿走

 收發傳真操作均留記錄，方便追蹤搜尋，資安有保障
 表單通e化，不必購買傳真機，不怕卡紙、沒碳粉、

機器發瘋，享受便利



中華電信
HiNetFax機房傳真機(Fax)發送

●客戶的智慧手機安裝HiNetFax APP(免費下載,支援iOS 及 Android 系統)，中華電信客戶
透過行動上網將智慧手機內的相片檔(.jpg)傳送到網際傳真(HiNetFax)平台，再由網際
傳真平台轉傳至接收端的傳真機。

●網際傳真(HiNetFax)平台發出的傳真，接收端為實體傳真機市話號碼，雙向傳真
DID號碼，也可為行動號碼(需先安裝HiNetFax APP)

行動傳真APP - 產品說明

文件、圖檔、照片

簡訊連結
及

APP接收

照片(.jpg)

文件

傳真機(Fax)接收APP
發送

雙向傳真
系統界面(SFTP)發送

圖檔

電腦網頁(web)發送



 支援 iPhone iOS 及 Android 手機作業系統，不限中華客戶，
免費下載

 資訊安全
 TLS加密傳輸

 使用者可設定APP的啟動密碼，避免手機遺失資訊被不當使用

 發送傳真
 中華電信(HiNet/市話/行動)客戶皆可使用，費用列於HiNet/市話/行動帳單

 可查詢發送結果

 接收傳真
 手機上網開啟APP可閱讀來自HiNetFax網站發出的傳真資料(不限中華客戶)

 自發送傳真日起1週內可重複閱讀傳真資料

 傳真資料可自存在手機內

 接收傳真可簽名再發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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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傳真 - 產品說明



 支援 iPhone iOS 及 Android 手機作業系統，不限中華客戶，
免費下載

 資訊安全
 TLS加密傳輸

 使用者可設定APP的啟動密碼，避免手機遺失資訊被不當使用

 發送傳真
 中華電信(HiNet/市話/行動)客戶皆可使用，費用列於HiNet/市話/行動帳單

 可查詢發送結果

 接收傳真
 手機上網開啟APP可閱讀來自HiNetFax網站發出的傳真資料(不限中華客戶)

 自發送傳真日起1週內可重複閱讀傳真資料

 傳真資料可自存在手機內

 接收傳真可簽名再發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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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傳真 - 產品說明



 一個專屬個人的雲端傳真機
 只要手機上網開啟APP就能接收到來自HiNetFax發出的傳真資料

 手機拍照文件快速發送到接收端的傳真機

 個人傳真機，絕對的私密性，個人資料不外洩

 發送傳真費用便宜，物美價廉
 發送國內傳真：每個接收端傳真號碼每頁3.5元（推廣期間特惠: 

每號碼每頁3元）。

 發送國外傳真：參閱網站
http://hinetfax.hinet.net/outlay.html

 最為環保，沒有傳真紙張，比超商少80%傳真費用

22

行動傳真 - 產品優勢

http://hinetfax.hinet.net/outlay.html


APP下載

Google Play搜尋下載

傳真, HiNetFax
或
iOS至APP store下載

傳真, HiNetFax



產品說明 :
客戶使用中華電信市話電話(傳真)號碼接收傳真，系統將收取到的傳真派送至
HiNetFax APP。客戶得以自APP上接收查看、發送傳真。(需先下載HiNetFax APP詳
P19)

雙向傳真行動版

產品說明(https://hinetfax.hinet.net/)

在HiNetFax APP檢視接收到的傳真

接收傳真使用情境 發送傳真使用情境

傳統(一般)傳真
傳統(一般)傳真

在HiNetFax APP發送傳真，選擇手機
上的圖檔

新增
功能



• 客戶傳真號碼已用了20年以上，想保有傳真號碼又想透過手機收發傳
真檔案，該如何處理？

• 進線：
• 保留用戶號碼，不需傳真機即可收取傳真

• 客戶可以利用手機安裝HiNetFax APP收取傳真資料

• 發送：
• 使用HiNetFax APP發送功能

• 利用原本實體傳真機

客戶情境:行動版使用既有市話

申請
客戶

原代表號

HiNetFax App

接收傳真
資料儲存

發送傳真



雙向傳真市話行動版與雙向傳真市話版比較

在申請書勾選雙向傳真行動版
皆使用市話接收傳真

項目 雙向傳真市話行動版
(ED14)

雙向傳真市話版
(ED12)

使用方式 以手機為主(請先下載HiNetFax
APP)

以PC為主、手機為輔

接收傳真 ●同時接收1通進線的傳真 ●同時接收1通進線的傳真

發送傳真 有兩種發送傳真模式
(1)僅可透過HiNetFax APP發
送傳真
(2)也可以傳統傳真機發送，接
收端看到的發送傳真號碼為客
戶既有市話號碼。傳真費用由
市話開帳單向客戶收費。

有兩種發送傳真模式
(1)可透過網站發送傳真
(2)也可以傳統傳真機發送，接收端
看到的發送傳真號碼為客戶既有市
話號碼。傳真費用由市話開帳單向
客戶收費。



填寫申請書

行動版請在此勾選



雙向傳真市話行動版特色

不需要自備傳真機就可以收傳真
使用 HiNetFax雙向傳真無須傳真機利用
電腦就可收傳真

使用原市話號碼接收端無須採購傳真機、
傳真紙，減少個人或公司採購傳真機的成
本及傳真紙耗材支出，不影響往來客戶傳
真。



•申請雙向傳真填寫市話收傳真欄，並附1章
最近6個月內的市話帳單影本
• 若客戶無法提供市話帳單影本，請客戶先寄申請書先
行受理。受理時，請再查核市話擁有人(轉派123客服

查核市話擁有人) ，若屬實則同意受理。
• 市話號碼為客戶端總機門號無法使用。

•客戶收到竣工通知的eMail，下載HiNetFax
APP並以HN認證(第一封客戶通知信之HN帳
號及密碼)登入進行收發傳真(APP開通須先
登錄行動門號)

既有市話客戶使用雙向傳真行動版步
驟(1/3)



下載HiNetFax APP 

 HiNetFax雙向傳真行動版需搭配HiNetFax
APP使用(iOS版至APP store搜尋關鍵字「
HiNetFax 或傳真」下載；Android版請連至
「Google Play商店」搜尋關鍵字「HiNetFax
或傳真」下載安裝)。

使用手冊請至
https://app.hinetfax.hinet.net/HiNetFax_AP
P_%E4%BD%BF%E7%94%A8%E6%89%8B%
E5%86%8A2016.pdf



既有市話客戶使用雙向傳真行動版步驟(2/3)

https://app.hinetfax.hinet.net/HiNetFax_APP_%E4%BD%BF%E7%94%A8%E6%89%8B%E5%86%8A2016.pdf


•使用多功能事務機設定來使用雙向傳真行動
版步驟
•收到竣工通知的eMail後作設定
•關閉多功能事務機接收傳真功能
•後續客戶登入HiNetFax APP進行收發傳真

既有市話客戶使用雙向傳真行動版步驟(3/3)



申請

• 下載申請書:請至「下載專區」「文件下載區」
「申請書」下載
(http://hinetfax.hinet.net/download_01.html)

• 請客戶填寫申請書(附「公司設立登記表」，或
「公司變更登記表」及負責人身份證)，線上申
請請列印後請將申請書（需正本）、契約條款、
「公司設立登記表」，或「公司變更登記表」
(個人則不用)及負責人和聯絡人身份證正反面影
本寄至(106)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52號6樓 網際傳
真客服中心收。
聯絡電話：0800-080-365。

http://hinetfax.hinet.net/download_01.html
http://hinetfax.hinet.net/agreement.html


QA



HiNetFax APP接收傳真的保留期限？

HiNetFax APP接收傳真的保留期限為7日
，超過7日便會自行刪除，客戶有保存需求
時先行將檔案下載儲存。





雙向傳真行動版透過HiNetFax APP發傳真
應以何種方式認證？

建議客戶以申請雙向傳真行動版的HN來進
行HiNetFax APP的發送認證，才會以同一
個HN出帳



目前傳真的市話號碼併入客戶端總機，尚無
法適用雙向傳真服務

使用既有市話號碼的總機交換機怎樣做
設定來使用雙向傳真行動版？



•需請用戶於申裝前於話機上取消轉接設定
#77#，再申裝雙向傳真

使用既有市話號碼且留存有轉接設定是
否可使用雙向傳真行動版？



•需請用戶於話機上取消轉接設定#77#

•再請用戶於話機上設定*751211#，手動啟
用市話轉雙向傳真

•註:市話轉雙向傳真可於話機上設定暫時取
消#75#

使用既有市話號碼且留存有轉接設定並
申裝雙向傳真行動版完成應如何處理？



•超級信箱與市話轉雙向傳真在申裝上設定為
互斥，不可同時存在

•若欲使用市話轉雙向傳真，需請客戶退租超
級信箱，再申請市話轉雙向傳真

使用既有市話號碼且已申請超級信箱欲
再申裝市話轉雙向傳真行動版是否可受
理？



• 先撥客戶市話號碼確認是否有傳真音

• 若無傳真音請向客戶確認是否存在轉接設定

• 有轉接設定: 詢問客戶是否可取消轉接設定#77#，
再引導客戶設定市話轉雙向傳真*751211#

• 若無轉接設定及傳真音則轉至123客服

• 非上述情形(ex:收不到檔、網站無法登入) ，請轉
後線或系統負責人

• 註:行動版客戶同雙向傳真預設由365客服受理

使用既有市話轉雙向傳真行動版客戶申
告時應如何處理？



• 若有任何問題
• http://hinetfax.hinet.net

• 聯絡電話：
• 服務窗口：0800-080-365

• 業務窗口：(02)2344-3018 #613 盧先生

• 技術窗口：(02)2344-4720#1103鄭先生

(02)2344-4720#1085林先生

• 謝謝您!

疑問洽詢

http://hinetfax.hinet.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