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Locations of Self-service Post
   Offices

2. Postage Stamps Issued in 2004

附錄

一、自助郵局分布地點

二、93年度郵票發行一覽表

Appendix

104



一、自助郵局分布地點

      1. Locations of Self-service Post Offices

郵遞區號 自助郵局名稱 地��址

10012 台北北門自助郵局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與博愛路交叉口

10041 台北開封街自助郵局 台北市中正區開封街1段45號

10352 台北大同自助郵局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83號

10452 台北興安自助郵局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210、212號

10556 台北台塑自助郵局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4段54號

10641 台北金南自助郵局(2) 台北市大安區愛國東路及金山南路轉角處

10641 台北金南自助郵局(1) 台北市大安區愛國東路216號

10642 台北青田自助郵局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1段155號

10651 台北大安自助郵局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3段89號

10656 台北復興南路自助郵局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275號

10660 台北公館自助郵局 台北市大安區捷運新店線公館站第3出口

10661 台北六張犁自助郵局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3段208號

10663 台北通化街自助郵局 台北市大安區通化街247號

10671 台北敦南郵局自助郵局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170巷9號

10847 台北西園自助郵局 台北市萬華區長沙街2段156號

10848 台北莒光路自助郵局 台北市萬華區莒光路210號

11042 台北逸仙自助郵局 台北市信義區逸仙路46號

11142 士林自助郵局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162號

11142 士林劍潭自助郵局 台北市士林區基河路14號

11147 士林蘭雅自助郵局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1段52號

11148 士林名山里自助郵局 台北市士林區至誠路2段70號

11162 士林中正路自助郵局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420號

11243 北投光明路自助郵局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165號

11250 北投文化自助郵局 台北市北投區文化三路8號

11252 北投榮總自助郵局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榮民總醫院內

11453 內湖自助郵局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83號

11548 南港國宅自助郵局 台北市南港區福德街373巷27號

20041 基隆港西街自助郵局 基隆市仁愛區港西街10號

20045 基隆南榮路自助郵局 基隆市仁愛區南榮路20號

20047 基隆愛三路自助郵局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130號

20248 海洋大學自助郵局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號

20251 基隆新豐街自助郵局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482號2樓

20542 基隆過港路自助郵局 基隆市暖暖區過港路58號

20545 基隆碇內自助郵局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341號

22047 板橋文化路自助郵局 台北縣板橋市文化路1段395號

22061 板橋八甲自助郵局 台北縣板橋市四川路2段123號

22062 板橋國慶自助郵局 台北縣板橋市國慶路132號

22744 雙溪自助郵局 台北縣雙溪鄉太平路81號

22844 貢寮澳底自助郵局 台北縣貢寮鄉仁和路230號

23143 新店自助郵局 台北縣新店市北新路2段177號

23150 新店中央自助郵局 台北縣新店市中央路232號

23553 中和泰和街自助郵局 台北縣中和市泰和街6號

23569 中和南勢角自助郵局 台北縣中和市景新街442號

23669 土城自助郵局 台北縣土城市中央路2段16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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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 自助郵局名稱 地��址

24141 三重中山路自助郵局 台北縣三重市中山路14號

24242 新莊新泰路自助郵局 台北縣新莊市新泰路333號

24243 新莊自助郵局 台北縣新莊市中正路265號

24248 新莊幸福自助郵局 台北縣新莊市幸福路723號

24254 新莊中港自助郵局 台北縣新莊市復興路2段22號

24259 新莊後港路自助郵局 台北縣新莊市後港一路34、36號

24260 新莊丹鳳自助郵局 台北縣新莊市明志路15號

24760 蘆洲自助郵局 台北縣蘆洲市三民路97號

24763 蘆洲中原路自助郵局 台北縣蘆洲市長安街225號

24889 新莊五工自助郵局 台北縣新莊市五工三路50巷2號

25158 淡水中正自助郵局 台北縣淡水鎮中正路282-1號

25162 淡水關渡自助郵局 台北縣淡水鎮自立路8-2號

26041 宜蘭中山路自助郵局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3段130號

26044 宜蘭東港路自助郵局 宜蘭縣宜蘭市東港路32-30號

26241 礁溪自助郵局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4段130號

26241 礁溪湯仔城自助郵局 宜蘭縣礁溪鄉中山路2段196號

26541 羅東自助郵局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69號

26941 冬山群英自助郵局 宜蘭縣冬山鄉義成路3段482號

30041 新竹武昌街自助郵局 新竹市武昌街81號

30044 新竹西門自助郵局 新竹市北大路471號

30048 新竹文雅自助郵局 新竹市竹光路218號

30053 新竹光華街自助郵局 新竹市光華北街87號

30061 新竹西大路自助郵局 新竹市東區西大路93號

30063 新竹師院自助郵局 新竹市東區南大路521號

30070 新竹建中自助郵局 新竹市建中一路8號

30071 清華大學自助郵局 新竹市光復路2段99號

30074 新竹關東橋自助郵局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1段244號

30075 新竹科學園自助郵局 新竹市科學園區工業東二路2-1號

30077 寶山大崎自助郵局 新竹市科學園區園區三路103號

30092 中華大學自助郵局 新竹市香山區五福路2段707號

30243 竹北自助郵局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60號

30251 竹北光明自助郵局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138號

30264 竹北六家自助郵局 新竹縣竹北市嘉興路457號

30265 竹北博愛自助郵局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390號

30342 湖口自助郵局 新竹縣湖口鄉忠孝路26號

30349 湖口鐵騎自助郵局 新竹縣湖口鄉勝利路1段慈光9號

30353 湖口新工自助郵局 新竹縣湖口鄉大勇路6號

30441 新豐自助郵局 新竹縣新豐鄉振興街12號

30443 新豐山崎自助郵局 新竹縣新豐鄉泰安街26號

30641 關西自助郵局 新竹縣關西鎮All正義路86號

30742 芎林自助郵局 新竹縣芎林鄉文衡路426號

31047 竹東自助郵局 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128號

31052 竹東二重埔自助郵局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3段97號

31053 竹東長春自助郵局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2段60號

32067 中壢內壢自助郵局 桃園縣中壢市忠勤街2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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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遞區號 自助郵局名稱 地��址

32445 平鎮自助郵局 桃園縣平鎮市延平路2段221號

32552 龍潭自助郵局 桃園縣龍潭鄉中正路151號

32571 龍潭南龍自助郵局 桃園縣龍潭鄉南龍路70號

32643 楊梅自助郵局 桃園縣楊梅鎮大平街7號

33041 桃園成功路自助郵局 桃園縣桃園市成功路1段51號

33042 桃園東埔自助郵局 桃園縣桃園市中正二街15號

33051 桃園府前自助郵局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330號

33051 桃園中路自助郵局 桃園縣桃園市壽昌街20巷27-1號

33052 桃園南門自助郵局 桃園縣桃園市中山路362號

33064 桃園大業自助郵局 桃園縣桃園市大業路1段372號

33066 桃園水汴頭自助郵局 桃園縣桃園市春日路1360號

33448 八德大湳自助郵局 桃園縣八德市介壽路1段842號

33741 大園自助郵局 桃園縣大園鄉中華路2號

33759 中正航廈自助郵局 桃園縣大園鄉中正機場二期航廈出境廳

33841 蘆竹自助郵局 桃園縣蘆竹鄉南祥路10號

33844 蘆竹錦興自助郵局 桃園縣蘆竹鄉南崁路1段190號

33845 蘆竹大竹自助郵局 桃園縣蘆竹鄉大竹路385號

36049 苗栗中苗自助郵局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532號

40046 台中公園路自助郵局 台中市中區公園路4號

40344 台中大全街自助郵局 台中市西區大全街42、46號

40358 台中英才自助郵局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200號

40360 台中公益路自助郵局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193號

40459 台中健行路自助郵局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190號

40645 台中文心路自助郵局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4段536號

40745 逢甲大學自助郵局 台中市西區文華路100號

41167 太平自助郵局 台中縣太平市中興東路25號

42056 豐原中正路自助郵局 台中縣豐原市中正路298號

42751 潭子自助郵局 台中縣潭子鄉潭興路3段42號

42760 潭子加工區自助郵局 台中縣潭子鄉建國路4號之1

42943 神岡社口自助郵局 台中縣神岡鄉中山路611號

43349 靜宜大學自助郵局 台中縣沙鹿鎮中棲路200號

43542 台中港自助郵局 台中縣梧棲鎮四維路129號

43741 大甲廟口自助郵局 台中縣大甲鎮順天路159號

43748 大甲自助郵局 台中縣大甲鎮新政路1號

50061 彰化光復路自助郵局 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130號

50091 彰化中央路自助郵局 彰化縣彰化市中央路270號

50341 花壇自助郵局 彰化縣花壇鄉中正路316號

50571 鹿港自助郵局 彰化縣鹿港鎮成功路1號

50861 和美自助郵局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5段331號

51044 員林自助郵局 彰化縣員林鎮員東路2段488號

53043 二水自助郵局 彰化縣二水鄉員集路3段741號

54044 南投中興自助郵局 南投縣南投市中學路4號

54057 南投三和自助郵局 南投縣南投市三和二路30號

54543 埔里自助郵局 南投縣埔里鎮南昌街284號

54550 埔里南光自助郵局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26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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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41 仁愛霧社自助郵局 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83號

55141 名間自助郵局 南投縣名間鄉南雅街65號

55742 竹山瑞竹自助郵局 南投縣竹山鎮瑞竹里鯉南路297號

55750 竹山郵局 南投縣竹山鎮前山路1段2號

62154 民雄雙福自助郵局 嘉義縣民雄鄉中山路7號

64045 雲林科技大學自助郵局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3段123號

70401 台南成功路自助郵局 台南市北區成功路6號

70445 台南北小北自助郵局 台南市北區西門路4段482號

70848 台南新南自助郵局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三街6號

72699 學甲自助郵局 台南縣學甲鎮中正路318號

80027 新興自助郵局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177號

80654 高雄西甲自助郵局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94號

80655 高雄廣澤自助郵局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139號

80748 高雄站前自助郵局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2-2號

81252 小港機場自助郵局 高雄市小港區中山四路小港機場航站一樓

81346 左營自助郵局 高雄市左營區實踐路43號

81369 高雄郵件中心自助郵局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853號

82548 橋頭自助郵局 高雄縣橋頭鄉橋頭村橋頭路113號

83054 鳳山中山東路自助郵局 高雄縣鳳山市中山東路86-2號

83058 鳳山三民路自助郵局 高雄縣鳳山市三民路289號

88041 馬公中山路自助郵局 澎湖縣馬公市中山路75號

88099 側天島自助郵局 澎湖縣馬公市側天島營區

90041 屏東民生路自助郵局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250號

94641 恆春南門自助郵局 屏東縣恆春鎮中正路51號

95044 台東大同路自助郵局 台東縣台東市大同路126號

95048 台東馬蘭自助郵局 台東縣台東市鄭州街3號1樓

95841 池上自助郵局 台東縣池上鄉中山路201號

97041 花蓮國安自助郵局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408號

97041 花蓮富國路自助郵局 花蓮縣花蓮市富國路52號

97042 花蓮南京街自助郵局 花蓮縣花蓮市南京街221號

97042 花蓮中山路自助郵局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188號

97043 花蓮下美崙自助郵局 花蓮縣花蓮市民權路132號

97043 花蓮港務局自助郵局 花蓮縣花蓮市民權路27號

97144 花蓮航空站自助郵局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嘉里路機場1號

97191 新城北埔自助郵局 花蓮縣新城鄉大漢村光復路578號

97342 吉安仁里自助郵局 花蓮縣吉安鄉仁里村中正路1段48號

97441 壽豐豐田自助郵局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中山路127巷16弄5號

97441 壽豐志學自助郵局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中山路2段202號

97441 壽豐自助郵局 花蓮縣壽豐鄉中山路6段57號

97541 鳳林自助郵局 花蓮縣鳳林鎮光復路14號

97841 瑞穗自助郵局 花蓮縣瑞穗鄉中山路1段120號

98141 玉里自助郵局 花蓮縣玉里鎮光復路111號

98341 富里自助郵局 花蓮縣富里鄉中山路16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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