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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   政   大   事   記 

(106~110年) 

 

106     年     1     月 

106-1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新竹郵局所轄竹北郵局於本
日起增設郵務股。 

(105-050304-001-02-029) 

106-2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辦原 15 個國家
(地區)之水陸函件及韓國、港澳地區水陸包裹出口
業務，並調整寄往日本等 14個國家(地區)之水陸包
裹資費。 

(105-05050199-002-02-005) 

106-3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身心障礙儲戶
申請 ATM跨行提款每月 3次免手續費優惠服務。 

(105-070204-003-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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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1     月 

106-4 1日 自本日起調降「金平安傷害保險附約」費率。 

(105-08040199-005-01-013) 

106-5 1日 自本日起調整「常春增額還本保險」、「年年金喜還
本終身保險」及「十分有利增額終身壽險」之投保
年齡，並取消「年年金喜還本終身保險」之高保費
折扣。 

(105-08040199-005-01-014) 

106-6 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海洋生物郵票
－海星」1套 4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 5 元票(珠鍊單鰓海星)印 84 萬枚、5
元票 3 枚(麵包海星、棘冠海星、藍指海星)各印 80
萬枚。 

(106-060301-001-01-001) 

106-7 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大園郵局
(桃園第 31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桃園市大園區中山
北路 85號營業。 

(105-04010204-001-02-014) 

106-8 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務處成立郵務視察小組並
增設副處長 1名。 

(106-13030201-001-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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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1     月 

106-9 1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鼓山郵局
自本日起，新增辦理買賣外幣現鈔及旅行支票業務。 

(105-070399-003-01-023) 

106-10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勞工安全衛生處自本日起調
整組織架構及編制，車輛修護科併入機械修護科，
原車輛修護科修護股及管理股整併為車修股。 

(105-13030201-001-01-022) 

106-11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國際獅子會百
年慶紀念郵票」1套 2枚(聯刷)，郵票由卡登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 5元票、15元票各印 70萬枚。 

(106-060301-001-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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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2     月 

106-12 2日 配合政府再生能源政策，響應「陽光屋頂百萬座」
計畫，自 104年度開始設置屋頂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至 106 年度建置容量約 473KW，年發電量 47.3 萬度
電，年減排碳量 250.7公噸。 

(106-11030202-001-E1-005) 

106-13 8日 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員工申請調遣處理要
點」，適用對象納入約僱人員，並自即日起實施。 

(106-130101-001-01-005) 

106-14 1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板橋郵局所轄鶯歌鳳鳴
郵局(板橋第 38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北市鶯歌區
鶯桃路 2段 60號營業。 

(106-04010204-001-E1-002) 

106-15 1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高雄、基隆、臺
南、宜蘭、花蓮、澎湖等郵局，為配合「海軍 106
敦睦遠航訓練任務」，於該訓練支隊航艦停靠轄區期
間，援例設立「中華民國海軍 106 敦睦遠航訓練支
隊航訓巡迴展臨時郵局」。 

(106-04010501-001-01-001) 

106-16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新竹郵局所轄新竹南勢
郵局(新竹第 26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竹市北區竹
光路 500號營業。 

(105-04010204-001-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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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2     月 

106-17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楊梅光華
郵局(桃園第 91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桃園市楊梅區
金德路 51號營業。 

(105-04010204-001-02-014) 

106-18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因應數位金融業務發展，
自本日起於儲匯處增設「數位金融科」。 

(106-07010101-001-01-002) 

106-19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儲匯處自本日起調整組織架
構及編制，成立數位金融科，並配置數金一股及數
金二股，原企劃科電子金融股裁撤。 

(106-13030201-001-01-006) 

106-20 2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高山湖泊
郵票(第 2輯)」1套 4枚，郵票由紐西蘭南方印刷有
限公司印製，面值 5 元票(萬里池)印 90 萬枚、5 元
票(白石池)、10元票(加羅湖)、12元票(大鬼湖)各
印 86.4萬枚。 

(106-060301-001-01-006) 

106-21 2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金雞郵資票。 

(106-060599-001-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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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3     月 

106-22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組織整併自本日起陸續
裁撤新竹局營業管理科連線管制單位，所遺業務移
撥至勞安(總務)科。 

(106-13030201-002-03-008) 

106-23 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雲林郵局所轄麥寮橋頭
郵局(雲林第 31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雲林縣麥寮鄉
橋頭村仁德路 96-1號營業。 

(105-04010204-001-02-020) 

106-24 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 106 年 3 月 6 日至 4 月 7
日辦理「106年郵票選美活動」。 

(105-060299-001-01-026) 

106-25 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法務暨法令遵循室下
增設置防制洗錢專責單位「洗錢防制科」，負責督導
本公司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業務。 

(106-13030201-001-01-004) 

106-26 21日 彰化光復路郵局拆除改建新大樓辦理預招商，於本
日與國賓影城股份有限公司簽訂 20年租賃契約；規
劃興建地上 6層、地下 3層建物，除 1、2樓部分供
郵局使用外，其他面積皆出租國賓影城使用，預計
111年啟用。 

(106-11050404-00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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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3     月 

106-27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寶島風情郵票
小全張－臺南市」1張，郵票由紐西蘭南方印刷有限
公司印製，小全張面值 38元印 76萬張。 

(106-060301-001-01-011) 

106-28 29日 函頒「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商標授權管理要點」。 

(106-020799-002-01-005) 

106-29 2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啟用「新一代網路
郵局」服務。 

(106-070206-001-0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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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4     月 

106-30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與日本郵政合作開
辦「國際 e小包(ePacket)」業務。 

(106-040206-001-01-004) 

106-31 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翁文祺於 4 月 8 日至
15 日率團參訪荷蘭、法國郵政及郵票印製廠，並考
察本公司郵件處理中心包裹分揀機汰換供應廠商范
德蘭德公司之包裹處理系統。 

(106-060101-001-01-012) 

106-32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屏東郵局所轄車城、滿州郵
局郵遞業務部門自本日起併入恆春郵局。 

(106-05030103-001-01-014) 

106-33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北郵局所轄臺北民權
郵局及臺中郵局所轄臺中何厝郵局自本日起，新增
辦理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買賣外幣現鈔及旅
行支票業務。 

(106-070399-003-01-003) 

106-34 1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添印發行「花卉郵票
(第 3 輯)」20 元面值 1 種，郵票委由中央印製廠印
製 1,000萬枚。 

(106-060599-001-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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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4     月 

106-35 2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故宮古畫郵票
－仙萼長春(下輯)」1套 8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印製，面值 5元票(罌粟)印 105萬枚、5元
票(紫白丁香)、7元票(百合花纏枝牡丹)、9元票(翠
竹牽牛)、10 元票 2 枚(荷花慈姑、豆花稷穗)、12
元票 2枚(雞冠花、菊花)各印 100萬枚。 

(106-060301-001-0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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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5     月 

106-36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各等郵局所轄各級郵局支援
股自 106 年 5 月 1 日起裁撤，所遺業務回歸各等郵
局權責單位管理。 

(106-04010199-002-01-006) 

106-37 2日 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轉調人員年終考成評
分作業要點」、「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職階人員考
核要點」、「郵政公司轉調(職階)人員年終(度)考成
(核)/另予考成(核)表」及訂定「考核小組辦理初評
應行注意事項」，並自 106年度年終考成(年度考核)
起開始適用。其中有關職階人員年度考核考評標
準、程序及結果，均比照轉調人員規定，另並增訂
累計 5年年度考核均列 83分以上者，得予再晉 1級
之制度，以激勵工作表現優異之職階人員。 

(106-13040101-002-01-005) 

106-38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成語故事郵票
(106年版)」1套 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 5元票 4枚(孺子可教、胸有成竹、刮
目相看、畫龍點睛)各印 75萬枚。 

(106-060301-001-01-015) 

106-39 17日 臺中郵局、臺中市集郵協會、中國集郵協會及泰國
集郵協會於 106 年 5 月 17 日至 21 日假太平洋百貨
公司豐原店 9樓聯合舉辦「106年全國郵展暨中泰聯
合郵展」。 

(106-060206-001-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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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5     月 

106-40 1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梅花鹿郵資票。 

(106-060599-001-01-006) 

106-41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啟用 i 郵箱寄件功
能。 

(106-04020404-001-02-011) 

106-42 26日 修正「交通部所屬實施用人費率事業機構經營績效
獎金實施要點」及「交通部所屬郵政事業機構核發
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有關績效獎金提撥級
距基準自 1%、2%、3%調高為 2%、3%及 5%以上，始得
加給 0.4、0.8及 1.2個月。 

(106-130101-00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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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6     月 

106-43 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鐵道橋梁
郵票」1套 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面值 5元票 2枚(冬山河橋、幼坑橋)、面值 12元票
2枚(鯉魚潭橋、大安溪橋)各印 72萬枚。 

(106-060301-001-01-018) 

106-44 1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蘆竹大竹
郵局、新營郵局所轄西港郵局、三重郵局所轄三重
二重埔郵局及林口中正路郵局自本日起，新增辦理
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買賣外幣現鈔及旅行支
票業務；高雄郵局所轄橋頭郵局自同日起新增辦理
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 

(106-070399-003-01-010) 

106-45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添印發行「龍鳳呈祥
郵票」50 元面值，及「水果郵票(續)」1 元、15 元
面值，郵票委由中央印製廠印製分別為 100 萬枚、
800萬枚及 400萬枚。 

(106-060599-002-01-008) 

106-46 16日 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新聞及輿情處理注意
事項」。 

(106-020702-002-01-008) 

106-47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南市政府及中華集郵團
體聯合會於 106 年 6 月 16 日至 20 日假臺南市文創
PLUS-臺南創意中心共同舉辦「臺灣民主國郵票與文
物展」。 

(106-060201-001-0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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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6     月 

106-48 29日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翁文
祺自 106年 6月 30日辭職後所遺職務，由交通部政
務次長王國材代理；總經理職務並由現任總經理陳
憲着續任。 

(106-010103-001-01-007) 

106-49 2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中國古典小說
郵票－紅樓夢(106年版)」1套 4枚，郵票由中華彩
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 5 元票(湘雲醉眠)
印 89.8 萬枚、5 元票(黛玉焚稿)、10 元票(賈府被
抄)、25元票(寶玉出家)各印 85.8萬枚(含試色票虛
擬齒孔版郵票各 1.8萬枚)。 

(106-060301-001-01-022) 

106-50 30日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翁文
祺離職後，所遺董事長職務由交通部政務次長王國
材兼代，總經理職務仍由陳憲着續任，並自 106年 6
月 30日生效。 

(106-13020101-001-02-024) 

106-51 30日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協理職缺，
業經報奉行政院同意，由本公司主任秘書業務長潘
裕幗陞任，並兼任臺北特等郵局經理；本公司經營
策略設計委員會委員代理協理業務長李甘祥，自即
日起真除協理職務，並仍兼郵政物流園區總管理處
籌備處處長。 

(106-13020101-001-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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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6     月 

106-52 3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策略設計委員會委員兼
代主任秘書業務長藍淑貞調派本公司主任秘書。 

(106-13020101-001-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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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7     月 

106-53 1日 自本日起實施「郵政壽險專區實施要點」。 

(106-080199-003-03-022) 

106-54 3日 為持續型塑中華郵政優良企業形象，彰顯民眾對郵
局的信賴，特舉辦「信賴郵你」攝影比賽。 

(106-02010301-001-01-006) 

106-55 6日 配合勞動基準法修正，取消國旅卡刷卡補助措施，
訂定「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轉調人員休假補助要
點」，並自 106年休假年度起實施。 

(106-130504-004-01-010) 

106-56 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雲林郵局所轄虎尾安慶
郵局於本日併入虎尾郵局。 

(106-04010299-003-01-026) 

106-57 12日 南美友邦巴拉圭共和國為紀念臺、巴兩國一甲子的
深厚邦誼，特於 106 年 7 月 12 日雙方建交 60 週年
是日，發行「巴拉圭與中華民國建交 60週年紀念郵
票」1套 2枚，作為兩國邦誼永固之見證，中華郵政
股份有限公司並於本日上午 12點於總統府郵局前舉
行「巴拉圭與中華民國建交 60週年紀念郵票」發行
儀式，以加強雙方交流，敦睦邦誼。 

(106-06020202-001-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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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7     月 

106-58 1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北郵局所轄臺北長安
郵局及臺北華江橋郵局自本日起，新增辦理一般匯
出及匯入匯款業務、買賣外幣現鈔及旅行支票業務。 

(106-070399-003-01-013) 

106-59 19日 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職務輪調實施要點」，
修正轉調人員第 16 職責層次、職階人員第 12 主管
職責層次以下主管人員輪調規定並自即日起實施。 

(106-130101-001-01-013) 

106-60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水果郵票(續
3)」1套 4枚，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 3.5元
票(芒果)印 2,000 萬枚、5 元票(柳橙)印 7,000 萬
枚、12元票(西瓜)印 1,500萬枚、32元票(葡萄)印
500萬枚。 

(106-060301-001-01-026) 

106-61 2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e-Bill 全國
性繳費活期帳戶即時繳費作業」服務。 

(106-070206-001-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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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8     月 

106-62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調整國內函件郵
資。 

(106-04030601-001-01-003) 

106-63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調整存證信函紙售
價。 

(106-04030601-001-01-004) 

106-64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無面值郵票
(續)」1套 2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製，國內印刷物基本郵資印 2,600 萬枚、國內信
函基本郵資印 3,500萬枚。 

(106-060301-001-01-028) 

106-65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添印發行「漿果郵票
(續)」2.5 元面值 1 種，郵票委由中央印製廠印製
80萬枚。 

(106-060599-001-01-009) 

106-66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直式、橫式國內
掛號信封(106 年版)及直式、橫式國內明信片(106
年版)。 

(106-060599-001-01-009) 

106-67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跨境電子支
付」服務。 

(106-070208-001-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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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8     月 

106-68 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集郵處自本日起調整組織架
構及編制，監印科併入業管科。 

(106-13030201-001-01-017) 

106-69 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派員參加 106年 8月 3日至 7
日於印尼萬隆舉行之「萬隆 2017世界郵展(BANDUNG 
2017)」及設攤售票事宜。另為增進國際郵政友誼，
本公司特出借展框 1,000 具協助辦展，並由集郵處
簡處長良璘代表本公司受贈感謝獎牌。 

(106-060207-001-01-009) 

106-70 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寶島風情郵票
－馬祖」1套 4枚，郵票由紐西蘭南方印刷有限公司
印製，面值 5元票(東引島燈塔)、9元票(芹壁聚落)、
10元票(黑嘴端鳳頭燕鷗)、20元票(藍眼淚)各印 76
萬枚。 

(106-060301-001-01-030) 

106-71 1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務處物流業務科自本日
起，移撥至電子商務室，並更名為「跨境物流科」。 

(106-13030201-001-01-021) 

106-72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2017 臺北世界
大學運動會紀念郵票」1 套 8 枚(聯刷)及小全張 1
張，郵票由法國郵政印製，面值 5元票 4枚(舉重、
射箭、田徑、跆拳道)、15 元票 4 枚(棒球、籃球、
排球、桌球)各印 80 萬枚，小全張面值 25 元印 70
萬張。 

(106-060301-001-0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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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8     月 

106-73 1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水果郵票(續
4)」1枚，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 3元票(梨)
印 1,300萬枚。 

(106-060301-001-01-036) 

106-74 24日 為配合臺北市政府「西區門戶計畫」，推動臺北北門
郵局古蹟建築規劃作為郵政博物館，續召開「郵政
博物館搬遷專案小組」會議，並於 106 年 8 月辦理
「臺北北門郵局建置郵政博物館委託規劃設計監造
(含再利用與因應計畫)技術服務」案，啟動搬遷計
劃。 

(105-11040301-009-0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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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9     月 

106-75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成立「郵政博物
館」，下設文史科、展覽科及業務科。 

(106-13030201-001-01-020) 

106-76 4日 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約僱人員僱用要點」，
並自 106 年年度(另予)考核開始適用。其中有關約
僱人員年度考核考評標準、程序及結果，均比照「中
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職階人員考核要點」年度考核
相關規定辦理，並刪除有關不發給無級可晉獎金之
規定。 

(106-130101-001-02-002) 

106-77 6日 106年 9月 6日至 9日參加於臺北南港展覽館一館舉
辦的「第 22 屆臺北國際物流暨物聯網展」，展示建
置中的「郵政智慧物流園區」整體規劃，並介紹跨
境物流及「i郵箱」等創新服務。 

(106-02030204-001-01-015) 

106-78 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近代水墨畫作
郵票」1套 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面值 5 元票(民國徐悲鴻喜鵲 軸)、12 元票(民國高
奇峰畫猿 軸)、15元票(民國黃君璧境僻山幽 軸)、
25元票(民國齊白石瓜瓞綿綿 軸)各印 81萬枚。 

(106-060301-001-01-034) 

106-79 1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直式、橫式國內
平信信封(106年版)。 

(106-060599-001-0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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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9     月 

106-80 1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南郵局所轄臺南原佃
郵局、高雄郵局所轄湖內郵局及板橋郵局所轄板橋
江翠郵局自本日起，新增辦理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
業務、買賣外幣現鈔及旅行支票業務。 

(106-070399-003-01-018) 

106-81 1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大里草湖
郵局(臺中第 32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臺中市大里區
中興路 1段 298-3號營業。 

(106-04010204-001-01-018) 

106-82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水果郵票(續
4)」3 枚，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 6 元票(蓮
霧)印 2,000 萬枚、8 元票(香蕉)印 3,000 萬枚、28
元票(柚)印 5,000萬枚。 

(106-060301-001-01-036) 

106-83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兩岸交流 30週
年郵票」1套 2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 9元票、28元票各印 80萬枚。 

(106-060301-001-01-021) 

106-84 20日 檢送「推動郵政企業文化行為識別系統(Behavior 
Identity)實施方案」。 

(106-130804-001-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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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9     月 

106-85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核發臺北郵局所轄內湖
郵局人工加蓋「國內郵資已付」戳記 1 枚，以應處
理大宗函件之需。 

(106-04010601-001-01-001) 

106-86 3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與國際航空快
遞業者 DHL 洋基通運股份有限公司共用ｉ郵箱合作
業務。 

(106-040206-002-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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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10     月 

106-87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組織整併自本日起陸續
裁撤嘉義郵局營業管理科連線管制單位，所遺業務
移撥至勞安(總務)科。 

(106-13030201-002-03-017) 

106-88 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添印發行「水果郵票
(續)」15 元面值 1 種，郵票委由中央印製廠印製
1,600萬枚。 

(106-060599-001-01-020) 

106-89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鐫刻「慶祝雙十國慶」紀念
郵戳於本日啟用。 

(106-06030699-001-02-009) 

106-90 1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基隆郵局所轄瑞芳九份
郵局(基隆第 35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北市瑞芳區
基山街 126號營業。 

(106-04010204-001-01-020) 

106-91 1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及中華集郵團體聯合會於
106 年 10 月 11 日至 20 日在郵政博物館 6 樓共同舉
辦「兩岸交流 30週年郵票特展」。 

(106-060206-001-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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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10     月 

106-92 1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保育鳥類郵票
小全張－水雉」2張，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
公司印製，小全張面值 30元、32元各印 80萬張。 

(106-060301-001-02-003) 

106-93 1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政博物館甲、乙種參觀券
售價於本日起分別調整為 5元、10元。 

(106-06060103-001-01-001) 

106-94 1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ATM跨行無卡
提款」服務。 

(106-070203-001-01-018) 

106-95 1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板橋郵局所轄永和永安
郵局於本日併入永和永貞郵局。 

(106-04010299-003-02-023) 

106-96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鳳山過埤
郵局(高雄第 123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高雄市鳳山
區過勇路 156、158號營業。 

(106-04010204-001-0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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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10     月 

106-97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新竹郵局所轄新竹關東
橋郵局、南投郵局所轄水里郵局及名間郵局自本日
起，新增辦理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買賣外幣
現鈔及旅行支票業務；屏東郵局所轄內埔郵局自同
日起新增辦理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 

(106-070399-003-01-020) 

106-98 2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06 年職階人員職階晉升甄
試於本日分臺北、臺中、高雄 3考區同時舉行。 

(106-13030301-001-01-006) 

106-99 3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 64.2億元購置臺北
市內湖區洲子街 55、57 號(長虹新世紀企業總部大
樓)整幢建物，創下本公司壽險資金投資整棟不動產
之先例，亦為本年度國內十大重大商用不動產交易
第 1名。 

(106-11050407-001-05-001) 



 

26 
 

106     年     11     月 

106-100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添印發行「水果郵票
(續)」2.5 元面值 1 種，郵票委由中央印製廠印製
120萬枚。 

(106-060599-001-01-020) 

106-101 1日 自本日起停售「郵政簡易人壽年年金順還本保險」
及「郵政簡易人壽快樂寶貝還本保險」。 

(106-08040102-002-01-004) 

106-102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組織整併自本日起陸續
裁撤彰化、苗栗郵局營業管理科連線管制單位，所
遺業務移撥至勞安(總務)科。 

(106-13030201-002-04-002) 

106-103 2日 為增進壽險資金多元運用及提升自有土地運用效
益，以所有臺中市西屯區惠國段 58地號土地興建商
業大樓並辦理預招商，於 106年 11月 2日決標予平
雲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供商旅使用，預計 113年啟用。 

(106-11050404-001-03-010) 

106-104 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南郵局所轄郵務科投遞股
自本日起，調整為第一投遞股及第二投遞股。 

(106-05030103-001-01-020) 

106-105 1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新營郵局所轄善化亞蔬
郵局於本日併入善化郵局。 

(106-04010202-001-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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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11     月 

106-106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國立臺北商業
大學建校百年紀念郵票」1套 2枚，郵票由卡登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 8元票、28元票各印 70萬
枚。 

(106-060301-001-01-024) 

106-107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野生蘭花
郵票」1 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
製，面值 35元票(羽唇指柱蘭)印 500萬枚。 

(106-060301-001-02-008) 

106-108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需求於本日添印發行「水果
郵票(續)」1元面值 1種，郵票委由中央印製廠印製
1,000萬枚。 

(106-060599-002-01-024) 

106-109 28日 自本日起發售「郵政簡易人壽安心小額終身壽險」
新商品。 

(106-08040199-005-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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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12     月 

106-110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新年郵票(106
年版)」郵票 1套 2枚及小全張 1張，郵票由法國郵
政印製，面值 6 元票印 338 萬枚(含賀歲版內含 18
萬枚)、13元票印 198萬枚(含賀歲版內含 18萬枚)、
小全張面值 15元印 130.8萬張。 

(106-060301-001-02-010) 

106-111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新年明信片
(106年版)」2款。 

(106-060599-002-01-022) 

106-112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組織整併自本日起陸續
裁撤南投及雲林郵局營業管理科連線管制單位，所
遺業務移撥至勞安(總務)科。 

(106-13030201-002-04-014) 

106-113 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辦劃撥儲金匯票
開發業務。 

(106-070207-005-01-046) 

106-114 11日 修正「各等郵局辦理無預告代理各級郵局經理職務
要點」，以配合勞動基準法明定由勞工排定特別休假
期日之規定，並自即日起實施。 

(106-130101-001-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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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12     月 

106-115 1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於各等郵局第 901
支局等 24個郵局開辦「晶片金融卡即時發卡」業務。 

(106-070203-001-01-028) 

106-116 1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北郵局所轄臺北敦南
郵局、桃園郵局所轄桃園南門郵局及平鎮廣明郵局
自本日起，新增辦理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買
賣外幣現鈔及旅行支票業務。 

(106-070399-003-01-030) 

106-117 2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與國防部簽訂購地契
約，購置其所屬臺北市文山區土地興建局屋提供顧
客舒適之用郵環境，提高資產經濟效益。 

(106-11050301-001-01-014) 

106-118 2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豐原博愛
郵局於本日併入豐原郵局。 

(106-04010299-003-02-038) 

106-119 2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在臺北郵件處理中心
國際航郵科辦理「航郵出口貨棧」揭牌儀式，並正
式營運。 

(106-04040799-006-02-003) 

106-120 2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試辦「郵政 HCE 手
機 VISA卡」發卡服務。 

(106-070203-001-01-029) 



 

30 
 

106     年     12     月 

106-121 2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於網路郵局及 e 動
郵局新增「預填表單及線上取號」服務。 

(106-070206-001-02-025) 

106-122 2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與中華郵政工會協商修正之
團體協約，報奉勞動部 106 年 12 月 19 日函復同意
備查，自本(106)年 12月 20日起生效。 

(106-130199-003-02-032) 

106-123 29日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策略設
計委員會專任副主任委員業務長陳樹東 107 年 1 月
16 日退休遺缺，業經報奉行政院同意，由本公司協
理兼任臺北特等郵局經理業務長潘裕幗陞任，並解
除兼任臺北特等郵局經理職務；本公司主任秘書業
務長藍淑貞調派本公司協理，並兼任臺北特等郵局
經理。 

(106-130201-001-0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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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1     月 

107-1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所轄臺南與新營郵局(責任
中心局)整合，以提升經營績效。整合基準日：107
年 1月 1日。 

(106-04010204-001-02-001) 

107-2 1日 自 107 年度起，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職階及約僱
人員父母、養父母、繼父母、配偶喪亡者，給予喪
假 10日(不含假日，以下同)；子女、配偶之父母、
配偶之養父母喪亡者，給予喪假 8 日；曾祖父母、
兄弟姊妹、配偶之祖父母喪亡者，給予喪假 5日。 

(106-130504-004-01-020) 

107-3 2日 為順應國際郵務及跨境電子商務趨勢，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於本(107)年 1 月、4 月開辦印尼
(Indonesia)、新加坡(Singapore)、泰國(Thailand)
及越南(Viet Nam)國際 e小包(ePacket)業務，俾滿
足用郵客戶不同需求。 

(107-040206-001-01-001) 

107-4 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 107 年 1 月 2 日至 2 月 1
日辦理「107年郵票選美活動」。 

(106-060201-001-02-005) 

107-5 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用郵需求，於本日添印
「臺灣鳥類郵票(第 4 輯)」面值 9 元票 1 款，郵票
由中央印製廠印製，共印 240萬枚。 

(107-060599-001-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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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1     月 

107-6 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07 年甄選進用營運職、專
業職(一)及專業職(二)內、外勤職階人員，第一試
日期訂於 107年 3月 18日於臺北、臺中、高雄 3地
區同時舉行，並依第一試成績擇優於 107 年 5 月 5、
6日參加第二試。 

(106-13030302-001-01-001) 

107-7 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直式、橫式國內
明信片(107年版)。 

(107-060599-001-01-001) 

107-8 5日 配合政府再生能源政策，響應「陽光屋頂百萬座計
畫」及「太陽光電 2年推動計畫」，自 104年度開始
設置屋頂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至 107 年度建置容量
約 1782.1KW，平均年發電量 177.7 萬度電，平均年
減排碳量 940公噸。 

(107-11030202-001-E1-001) 

107-9 1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北郵局所轄臺北史博
館郵局於本日併入臺北南海郵局。 

(107-04010299-003-02-040) 

107-10 1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板橋郵局所轄樹林中正
路郵局於本日併入樹林郵局。 

(107-04010299-003-0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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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1     月 

107-11 1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新竹郵局所轄湖口鐵騎
郵局於本日併入湖口鳳凰郵局。 

(107-04010299-003-02-042) 

107-12 1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大園航勤
北路郵局於本日併入大園菓林郵局。 

(107-04010299-003-02-044) 

107-13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配合政府綠能源及減少碳
排放量政策，積極採購電動機車做為外勤人員投遞
用車，於 107年 1月 15日在臺北郵局舉辦「中華郵
政 1627輛電動機車成軍誓師」記者會，成為國內率
先建立綠能車隊的國營事業。 

(107-05020302-001-01-001) 

107-14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南投郵局所轄南投三興
郵局於本日併入南投三和郵局。 

(107-04010299-003-02-043) 

107-15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鳳山工協
郵局於本日併入鳳山郵局。 

(107-04010299-003-02-045) 

107-16 2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苗栗郵局所轄後龍郵局
(苗栗第 13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苗栗縣後龍鎮大庄
里光華一街 2號營業。 

(106-04010204-001-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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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1     月 

107-17 2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各級郵政機構核發兼
任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要點」未實際擔任駕駛、收
投工作之天數核算，排除請婚、喪假之天數，並自
107年 1月 1日起實施。 

(107-13050102-001) 

107-18 2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啟用「網路 ATM
友善專區」，並於「網路郵局友善專區」新增「即時
約定轉帳」功能，提供視障人士無障礙友善金融環
境。 

(107-070206-001-01-002) 

107-19 2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野生蘭花
郵票(續)」1套 3枚，郵票由法國郵政印製，面值 8
元票(反捲根節蘭)印6,000萬枚、15元票(黃根節蘭)
印 2,000萬枚、28元票(阿里山豆蘭)印 10,000萬枚。 

(107-060301-001-01-005) 

107-20 2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用郵需求，於本日添印
「水果郵票(續)」面值 2.5元票 1款、「水果郵票(續
4)」面值 3 元票 1 款，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各
印 700萬枚及 3,000萬枚。 

(107-060599-001-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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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2     月 

107-21 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核發臺南郵局郵務科人
工加蓋「國內郵資已付」戳記 3 枚，以應業務之需。 

(107-04010601-001-01-001) 

107-22 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直式、橫式國內
掛號信封(107年版)。 

(107-060599-002-01-004) 

107-23 1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用郵需求，於本日添印
「漿果郵票(續 2)」面值 20 元票 1 款，郵票由中央
印製廠印製，共印 600萬枚。 

(107-060599-002-01-003) 

107-24 2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用郵需求，於本日添印
「水果郵票(續 4)」面值 8 元票、28 元票各 1 款，
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各印 3,000 萬枚及 7,000
萬枚。 

(107-060599-002-01-004) 

107-25 2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公布實施「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員工協助方案推動小組設置要點」，以推動本
公司員工協助方案，發現及協助員工解決可能影響
工作效能之相關問題，使其以健康身心投入工作，
提升工作士氣及服務效能。藉由多樣化協助性措
施，建立溫馨關懷的工作環境，營造互動良好的企
業文化，特設置員工協助方案推動小組。 

(107-130411-001-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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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2     月 

107-26 2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訂定「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職階及約僱人員特別休假補助要點」，自 107年特
別休假年度起實施。 

(107-130504-004-01-001) 

107-27 23日 檢送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郵政職工福利委員會新修正
「郵政職工子女教育補助金實施要點」條文及相關
修正對照表，國中小子女教育補助金修正為於國小 1
年級時提申請 1次即可。 

(107-13050701-001-01-001) 

107-28 2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旺狗郵資票」
及「臺灣野生蘭花郵票(續 2)」1套 4枚，郵票由中
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 16 元票(白鳳
蘭)印 1,000 萬枚、22 元票(梅峰雙葉蘭)印 120 萬
枚、23元票(金草)印 600萬枚、43元票(櫻石斛)印
300萬枚。 

(107-060301-001-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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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3     月 

107-29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存款人於其他金
融機構之自動櫃員機以現金跨行存款至郵局帳戶，
新增存入帳戶每日存款限額控管作業。 

(107-070201-001-01-003) 

107-30 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桃園機場捷運
郵票小全張」1張，小全張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製，內含郵票 2枚，面值 8元、28元共印 76萬張。 

(107-060301-001-01-009) 

107-31 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直式、橫式限時
信封(107年版)。 

(107-060599-002-01-007) 

107-32 1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新增 e動郵局「設
備綁定服務-郵保鑣」交易安控機制。 

(107-070206-001-01-008) 

107-33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啟用「電子支付
連結郵政儲金帳戶付款(Account Link)」服務平台。 

(107-070208-001-01-003) 

107-34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高山湖泊
郵票(第 3輯)」1套 4枚，郵票由法國卡特安全印刷
廠印製，面值 6 元票(姊妹潭、翠峰湖)、8 元票(鴛
鴦湖、松羅湖)各印 84萬 6,000枚。 

(107-060301-001-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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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3     月 

107-35 23日 自 107年 3月 23日起停售「郵政簡易人壽六年期保
險」、「郵政簡易人壽金吉利增額保險」及「郵政簡
易人壽歡喜還本保險」等 3種保險商品。 

(107-08040102-002-01-001) 

107-36 23日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技
術長王淑敏 107年 1月 16日退休遺缺，業經報奉行
政院同意，由本公司協理業務長李甘祥陞任，並仍
兼郵政物流園區總管理處籌備處處長；板橋一等甲
級郵局經理業務長郭純陽調派本公司協理。 

(107-13020101-001-02-002) 

107-37 2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用郵需求，於本日添印
「龍鳳呈祥郵票」面值 50 元票 1 款、「四版虁龍團
雙鯉郵票」面值 100 元票 1 款，郵票由中央印製廠
印製，各印 150萬枚。 

(107-060599-001-01-004) 

107-38 2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員工 107 年度調整待遇案，
業經報奉交通部同意備查，調薪幅度為 3-5%，並溯
自本(107)年 1月 1日起實施。 

(107-13050102-001-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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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4     月 

107-39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政府政策積極推動新南
向國家之跨境電子商務服務。中華郵政公司自 4月 1
日及2日起分別於越南及新加坡郵政合作開辦國際e
小包業務。 

(107-040206-001-01-002) 

107-40 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基隆郵局所轄汐止郵局
(基隆第 39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北市汐止區大同
路 3段 168號營業。 

(107-04010204-001-01-003) 

107-41 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基隆郵局所轄汐止保長
坑郵局於本日併入汐止郵局。 

(107-04010299-003-01-011) 

107-42 1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祝福郵票(續
2)」1套，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含 2
款圖案相同，面值不同的 6元票及 8元票各 10枚，
6元票各印 80萬枚、8元票各印 60萬枚。 

(107-060301-001-01-015) 

107-43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啟用臺北金南郵局為
首家數位郵局，整合數位金融、i郵箱、集郵及郵政
商城等服務，藉由智慧 (intelligence)及互動
(interaction)，提供民眾虛實整合的郵政服務新體
驗。 

(107-07010103-001-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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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4     月 

107-44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郵政 VISA金
融卡於「公務機關信用卡繳費平台」刷卡繳費服務。 

(107-070203-001-01-015) 

107-45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三重郵局所轄五股德音
郵局於本日併入五股登林路郵局。 

(107-04010299-003-01-010) 

107-46 23日 自 107 年 4 月 23 日起發售「郵政簡易人壽幸福 88
保險」新商品。 

(107-08040199-005-01-004) 

107-47 2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員工加班實施要點」，補休時數採先進先出原則以
小時為實施單位，實施期限以年度特別休假實施期
間之末日為準。  

(107-130101-001-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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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5     月 

107-48 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放持有效身心
障礙證明(手冊)之儲戶得於網路郵局採免登入方式
申請 ATM跨行提款每月 3次免手續費優惠。 

(107-070204-004-01-010) 

107-49 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寶島風情郵票
－臺中市」1套 4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
公司印製，面值 8 元票(臺中公園)、9 元票(臺中國
家歌劇院)、12元票(武陵農場)、15元票(高美濕地)
各印 76萬枚。 

(107-060301-001-01-017) 

107-50 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屏東郵局所轄屏東潭墘
郵局於本日併入屏東勝利路郵局。 

(107-04010299-003-02-016) 

107-51 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職務輪調實施要點」，增訂非主管人員任相同性質
或同一單位任期及儲匯壽險窗口人員應定期輪檯之
規定，並自即日起實施。 

(107-130101-001-01-007) 

107-52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員工逾時工作登記單」
及「員工申報逾時工作、值班時數清單」。 

(107-130503-001-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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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5     月 

107-53 1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第 6 屆董事長及總經理人選
一案，業奉行政院同意，分別由魏健宏先生擔任及
現任總經理陳憲着續任，並經本公司董事會通過自
107年 5月 11日生效。 

(107-010103-001-01-003) 

107-54 11日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第 6 屆董事
長及總經理職務，業奉行政院同意，分別由魏健宏
擔任及現任總經理陳憲着續任，並經本公司董事會
通過自 107年 5月 11日起生效。 

(107-13020101-001-02-037) 

107-55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用郵需求，於本日添印
「漿果郵票(續)」面值 10元票 1款、「水果郵票(續)」
面值 1元票 1款，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各印 2,600
萬枚及 2,200萬枚。 

(107-060599-001-01-009) 

107-56 2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燈塔郵票(107
年版)」1 套 4 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 8 元票(高美燈塔、烏坵嶼燈塔)、12
元票(蘇澳燈塔)、15 元票(安平燈塔)各印 87 萬
3,000枚。 

(107-060301-001-0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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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6     月 

107-57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政府政策積極推動新南
向國家之跨境電子商務服務。中華郵政公司自 6月 1
日起與印尼及泰國郵政合作開辦國際 e小包業務。 

(107-040206-001-01-007) 

107-58 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南郵局所轄臺南安平
郵局(臺南第 4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臺南市安平區
安北路 125號營業。 

(107-04010204-001-01-008) 

107-59 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 6 月 5 日舉辦「郵政物流
園區新建工程開工動土典禮」。行政院賴清德院長、
交通部賀陳旦部長及桃園市鄭文燦市長等共同參與
祈福及動土儀式，並肯定及支持中華郵政公司構建
「智慧物流」及推動「數位轉型」的前瞻性擘劃。 

(107-02030399-001-01-033) 

107-60 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高雄郵局榮獲行政院第 1 屆
「政府服務獎」，為政府機關推動為民服務工作之最
高榮譽。 

(高雄郵局文檔檔號 

107-02050503-001-E1-011) 

107-61 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臺北民生郵局啟用首座
020郵購站新零售概念店。 

(107-040501-010-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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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6     月 

107-62 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台灣 Pay」
轉帳購物服務，提供儲戶以郵保鑣 APP 進行相關作
業。 

(107-070206-001-02-001) 

107-63 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總統府規劃辦理中華民
國(臺灣)與史瓦帝尼王國建交 50週年系列活動，本
日於總統府郵局辦理致贈史國國王兩國建交 50週年
紀念個人化郵票儀式，並於當日辦理臨時郵局，以
共襄盛事。 

(107-06020202-01-001) 

107-64 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看見臺灣郵票
小全張」1張，小全張由法國郵政印製，內含郵票 4
枚，面值 8 元票(屏東恆春大尖山牛群)、9 元票(南
投玉山天籟)、13 元票(高雄永安漁塭夕照)、15 元
票(花蓮玉里稻田大腳印)共印 80萬張。 

(107-060301-001-01-019) 

107-65 8日 配合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發行「看見臺灣郵票小
全張」，郵政博物館於 6月 8日至 9月 2日辦理「看
見臺灣郵票特展」。讓民眾透過郵票方寸及齊柏林先
生空拍攝影作品與影片，看見臺灣豐富的自然景觀
及生態之美，是一場有意義的以環境保護意識為主
題的展覽。 

(107-06060301-00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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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6     月 

107-66 1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龜山文化
郵局及三重郵局所轄新莊幸福郵局自本日起，新增
辦理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買賣外幣現鈔及旅
行支票業務。 

(107-070399-003-01-007) 

107-67 2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物流中心新建工程案申請候
選綠建築證書(基本型)，內政部於 6月 22日准予認
可，綠建築等級為銀級，有效期限自 6月 22日至 112
年 6月 21日。 

(103-11020201-010-05-031) 

107-68 2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公布實施「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員工協助方案危機事件專案小組設置要
點」，當本公司發生重大意外造成員工傷亡或猝死，
或因員工個人生、心理等因素引發員工自傷、傷人
或其他嚴重影響同仁之危機事件，為協助及聯繫有
關單位會同處理，特設置員工協助方案危機事件專
案小組。 

(107-130411-001-02-001) 

107-69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政物流園區建置計畫項下
「郵政物流中心新建工程」，於 107 年 6 月 25 日申
報開工，桃園市政府於 107年 6月 27日准予備查，
完成申報開工程序，並於 107 年 8 月 5 日起正式開
工。 

(106-11040201-005-0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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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6     月 

107-70 2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與帛琉郵政合作以鯊魚、綠
蠵龜為共同主題及相關圖案各自發行小全張 1 張，
並於本日發行「海洋生物郵票小全張－鯊魚、綠蠵
龜」小全張，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內含郵票 2枚，面值 13元票(汙翅真鯊)、28元票(綠
蠵龜)共印 80萬張。 

(107-060301-001-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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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7     月 

107-71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辦「大陸中文
匯款」服務。 

(107-07010203-001-01-006) 

107-72 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人資全員作業系統增列員工
在職證明英文版選項，另修正紙本「郵政員工發給
證明書申請表」，供適用紙本申請之單位同仁使用。 

(107-13051001-001-01-001) 

107-73 6日 彰化郵局及彰化縣八卦山郵學會於 107 年 7 月 6 日
至 7 月 9 日假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活動中心舉辦
「中華民國 107年全國郵展」。 

(107-060206-001-01-004) 

107-74 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獼猴郵資
票」及「古典詩詞郵票」1套 4枚，郵票由中華彩色
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 6元票〈登鸛鵲樓〉、
8元票〈江雪〉、9元票〈相思〉、15元票〈靜夜思〉
各印 79萬 2,000枚。 

(107-060301-001-01-022) 

107-75 12日 修訂「郵政各級機構推行企業文化實施要點」及「推
動郵政企業文化行為識別系統(Behavior Identity)
實施方案」部分規定。 

(107-130801-001-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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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7     月 

107-76 1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珊瑚郵票
(107年版)」1套 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 6 元票(輻葉柔紋珊瑚、綠羽珊瑚)、
15元票(隔板葉形軟珊瑚、美麗紅扇珊瑚)各印 70萬
枚。 

(107-060301-001-01-024) 

107-77 2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三重郵局所轄三重中正
路郵局(三重第 6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北市三重
區三民街 213號營業。 

(107-04010204-001-01-011) 

107-78 2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新訂定「郵政職工留職停薪
期間扣繳福利金人工作業注意事項」及「郵政職工
留職停薪期間扣繳福利金意願書」。 

(107-13050703-001-01-002) 

107-79 2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物流中心新建工程申請候選
智慧建築證書案，內政部於 7月 24日准予認可，智
慧建築等級為合格級，有效期限自 7 月 24 日至 112
年 7月 23日。 

(103-11020201-010-07-001) 

107-80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郵政 VISA金
融卡於「電子化繳費稅處理平台」及「醫指付」APP
刷卡繳費服務。 

(107-070203-001-0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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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7     月 

107-81 25日 自 107年 7月 25日開辦行動投保業務，以強化本公
司壽險業務服務效能，提供消費者便利的投保服務。 

(107-080199-003-05-012) 

107-82 3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用郵需求，於本日添印
「臺灣野生蘭花郵票」面值 35元票 1款，郵票由中
央印製廠印製，共印 500萬枚。 

(107-060599-001-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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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8     月 

107-83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政府政策積極推動新南
向國家之跨境電子商務服務。中華郵政公司自 8月 1
日起與韓國及菲律賓郵政合作開辦國際 e小包業務。 

(107-040206-001-01-009) 

107-84 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寶島風情郵票
－澎湖縣」1套 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製，面值 6元票(花火節)、8元票(二崁聚落)、12
元票(奎壁山遊憩區)、15 元票(大菓葉柱狀玄武岩)
各印 80萬枚。 

(107-060301-001-01-026) 

107-85 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感應式 VISA金融
卡，第 1階段擇定由原辦理即時發卡業務之 24間郵
局開放申辦；並自 9 月 3 日起，新增 329 間郵局提
供即時發卡服務。 

(107-070203-001-01-038) 

107-86 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郵務稽查甄選要點」，除提高甄選之考成分數外，
並增訂應具備電腦文書處理能力並嫻熟郵件投遞作
業系統、及不得有不良習慣等資格條件。 

(107-130101-001-01-011) 

107-87 1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用郵需求，於本日添印
「花卉郵票(第 4輯)」面值 13元票 1款，郵票由中
央印製廠印製，共印 400萬枚。 

(107-060599-001-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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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8     月 

107-88 2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野生蘭花
郵票(續 3)」1套 4枚，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
值 7 元票(桃紅蝴蝶蘭)印 500 萬枚、9 元票(南嶺齒
唇蘭)印 200萬枚、10元票(黃萼捲瓣蘭)印 1,600萬
枚、20元票(溪頭豆蘭)印 1,400萬枚。 

(107-060301-001-01-028) 

107-89 2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政物流園區「郵政資訊中
心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一案，桃園市政府於 8
月 22日准予核備。 

(104-11020201-005-06-027) 

107-90 2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 8 月 24、25 日舉辦「107
年度經營策略研討會」，以組織調整為研討主軸，並
就公司定位等相關議題商討可行方案，供後續規劃
參考。 

(107-020399-001-02-012) 

107-91 2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員工服務特殊地區加給標準表」，約僱人員納入服
務特殊地區加給比照發給對象，並溯自 107年 7月 1
日起實施。 

(107-13050102-001-02-002) 

107-92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放儲戶得申請
「網路郵局/e動郵局身分證登入」服務。 

(107-070206-001-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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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9     月 

107-93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電子商務室電子商務科所轄
營運行銷股及商務發展股自 107 年 9 月 1 日起更名
為電商營運股及代售營運股。 

(107-13030201-001-01-023) 

107-94 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放各局受理感
應式 VISA金融卡申領業務。 

(107-070203-001-02-004) 

107-95 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 107 年 9 月 4 日舉行道路
安全訓練開訓典禮暨記者會，正式開辦「道路安全
訓練」，藉以降低交通事故肇事率，提升郵政駕駛人
員及車輛安全。 

(107-13070202-001-02-004) 

107-96 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廣宣集郵，並善用郵政博
物館館藏資源，於 9月 5日至 20日與基隆郵局合辦
「賞郵‧完郵 in基隆」郵票特展。展出燈塔、海洋
生物、臺灣生態之美等主題，內容精采豐富，本次
館展品出展成功為基隆地區帶來一場深度的文化饗
宴。 

(107-06060299-001-01-030) 

107-97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啟用之 i 郵箱，包
含金門、馬祖等外島地區及全國最高之阿里山郵
局，達成於全國(臺、澎、金、馬)設置 i 郵箱之目
標。 

(107-040206-002-0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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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9     月 

107-98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清水郵局
及新竹郵局所轄新竹西門郵局自本日起，新增辦理
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買賣外幣現鈔及旅行支
票業務。 

(107-070399-003-01-012) 

107-99 1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近代畫作
郵票(107年版)」1套 4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
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 8元票〈暮紅〉及〈窗邊〉、
10元票〈日與夜#10〉及〈作品 057〉各印 92 萬枚。 

(107-060301-001-02-002) 

107-100 1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政物流園區「工商服務中
心」零售商業、旅宿會議及辦公商業設施 3 業種公
開招租案於 107年 9月 12日辦理正式招商公告，並
於 9月 20日假臺北國際會議中心辦理招商說明會。 

(107-11050404-001-03-004、005、006) 

107-101 1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08 年 1 月 1 日起有關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郵政職工福利委員會結婚互助金調
整為新臺幣 1萬元整。 

(107-13050701-001-01-007) 

107-102 1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政物流園區「北臺灣郵件
中心及訓練中心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一案，桃
園市政府於 9月 13日准予核備。 

(103-11020201-002-09-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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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9     月 

107-103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直式、橫式國內
平信信封(107年版)。 

(107-060599-001-01-024) 

107-104 2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陳憲着率團於107年9
月 24 日至 26 日出訪馬來西亞郵政洽談業務，藉此
拓展與馬來西亞郵政國際郵件業務合作範疇，並維
繫友好關係。 

(107-05050199-003-0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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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10     月 

107-105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資產營運處第一工程段自
107 年 10 月 1 日起裁撤，業務移撥臺北郵局，該局
於同日成立技術科下設規劃一股、規劃二股及營繕
股，勞安(總務)科技術股更名為修護股。 

(107-13030201-001-01-029) 

107-106 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鳥類郵票
小全張(107年版)」1張，小全張由卡登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印製，內含郵票 4 枚，面值 7 元票(黑腹燕
鷗)、8元(反嘴鴴)各 2枚共印 70萬張。 

(107-060301-001-01-016) 

107-107 1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用郵需求，於本日添印
「龍鳳呈祥郵票」面值 50 元票 1 款、「四版虁龍團
雙鯉郵票」面值 100 元票 1 款，郵票由中央印製廠
印製，各印 250萬枚及 200萬枚。 

(107-060599-001-01-025) 

107-108 1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員工服務特殊地區加給標準表」，三級離島加給加
發款額由新臺幣 6,863 元調高至 7,700 元，並溯自
107年 9月 1日起實施。 

(107-13050102-001-02-005) 

107-109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推動志工志願服務要點」，修正志工協助辦理事
項、增列志工必要之訓練內容，並自即日起實施。 

(107-130101-001-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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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10     月 

107-110 29日 為展現本公司優良企業形象，彰顯民眾對郵局之情
感與信賴，特舉辦「看見郵政」攝影比賽。 

(107-02010301-001-01-022) 

107-111 3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2018 臺中世界
花卉博覽會紀念郵票」1套 4枚及小全張 1張，郵票
由荷蘭瓊安斯丁安宗廠印製，面值 6 元票印 84 萬
枚，8 元票、9 元票、28 元票各印 80 萬枚，小全張
內含郵票 3枚，面值 13元、15元、17元共印 78萬
張。 

(107-060301-001-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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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11     月 

107-112 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終止與中華電信
合作之「QR Code行動支付服務」。 

(107-070206-001-02-014) 

107-113 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政物流園區「資訊中心新
建工程」於 11月 2日領取建造執照。 

(104-11020201-005-07-019) 

107-114 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職階人員甄選進用規
範」附件一「職階人員應試資格表」及附件二「職
階人員筆試應試科目表」。 

(107-130101-001-02-004) 

107-115 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 11月 8日假臺北國際會議
中心舉辦郵政物流園區「物流中心公開招租案招商
說明會」介紹園區建置規劃及物流園區招租模式。 

(107-02030399-001-04-008) 

107-116 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魏健宏等相關主管共
14人於 107年 11月 8日至 14日應邀赴大陸參加「兩
岸通郵 10 周年慶祝活動暨 2018 年兩岸郵政發展研
討會」及相關參訪活動。 

(107-05020499-003-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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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11     月 

107-117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古物郵票－青
花瓷(107年版)」1套 4枚及小全張 1張，郵票由法
國卡特安全印刷廠印製，面值 6元票(明 萬曆 青花
魚藻梅花式洗)、9元票(明 宣德 青花穿花鳳凰紋仰
鐘式碗)、15 元票(清 乾隆 青花花果執壺)、16 元
票(清 乾隆 青花蓮托八吉祥大罐)各印 93 萬 6,000
枚，小全張面值 28元共印 165萬張(含三連張 25萬
張)。 

(107-060301-001-02-009) 

107-118 1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桃園慈文
郵局(桃園第 30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桃園市桃園區
經國路 280、286號營業。 

(107-04010204-001-01-016) 

107-119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遴派集郵處設計科副管理師
郜曉慧及行銷科代理副管理師鄭宇純參加 107 年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3 日於泰國曼谷皇家百麗宮展覽和
會 議 中 心 (Royal Paragon Hall Exhibition & 
Convention Center)舉行之「泰國 2018 世界郵展
(THAILAND 2018 World Stamp Exhibition)」事宜。 

(107-060207-001-01-014) 

107-120 28日 中華民國 107 年 11 月 28 日總統華總一經字第
10700128001號令公布修正簡易人壽保險法第 7條、
第 20條、第 37條條文；並增訂第 7條之 1條文。 

(107-080301-001-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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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11     月 

107-121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修
正，修訂「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轉調人員請假休
假實施要點」，休假計算單位由半日計改為得以時
計，並自 108年 1月 1日起實施。 

(107-130101-001-02-007) 

107-122 2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台灣 Pay」
P2P轉帳及消費扣款購物業務，提供本公司儲戶以 e
動郵局或郵保鑣 APP進行相關作業。 

(107-070206-001-02-021) 

107-123 2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接受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辦
理 TTQS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評核，獲得銅牌獎。 

(107-13070202-001-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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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12     月 

107-124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政府政策積極推動新南
向國家之跨境電子商務服務，本公司自 12月 1日起
與馬來西亞郵政合作開辦國際 e 小包業務。另為跨
足歐洲市場，亦自 12月 1日起與德國郵政合作開辦
國際 e小包業務。 

(107-040206-001-01-012) 

107-125 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新年郵票(107
年版)」郵票 1套 2枚及小全張 1張，郵票由法國郵
政印製，面值 6元票印 320萬枚(含賀歲版 20萬枚)、
13元票印 200萬枚(含賀歲版 20萬枚)，小全張面值
15元印 119萬張。 

(107-060301-001-02-012) 

107-126 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新年明信片
(107年版)」2款。 

(107-060599-001-01-029) 

107-127 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職階人員職階晉升甄
試要點」及該要點附表「應試科目表」，自即日起實
施。 

(107-130101-001-02-008) 

107-128 1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郵政HCE手機VISA
卡新增 VISA卡 QR Code掃碼購物服務。 

(107-070206-001-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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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12     月 

107-129 1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海峽兩岸珍郵
特展郵資票」。 

(107-060599-001-01-030) 

107-130 1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在郵政博物館 6 樓舉
辦「107年海峽兩岸珍郵特展」。 

(107-06060301-001-01-015) 

107-131 1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南郵局所轄臺南新南
郵局、高雄郵局所轄阿蓮郵局及嘉義郵局所轄水上
郵局自本日起，新增辦理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
務、買賣外幣現鈔及旅行支票業務。 

(107-070399-003-01-021) 

107-132 1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苗栗郵局榮獲 107 年度「交
通部服務獎」整體服務類獎第 1 名；另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同時榮獲 107 年度「交通部服務獎」專
案規劃類獎。 

(107-02050503-001-01-013) 

107-133 1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魏健宏率團於 107 年
12 月 19 日至 26 日赴大陸地區參訪郵政及物流業者
之自動化作業及智能化機器設備，以精進本公司智
慧物流發展。 

(107-05020499-003-0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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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12     月 

107-134 20日 自 108 年度起，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職階及約僱
人員家庭照顧假(7 日無薪)比照轉調人員 7 日均給
薪。 

(107-130504-008-01-035) 

107-135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提供用郵客戶更完備服
務，並利於窗口人員及郵件處理過程辨識標單郵
件，於本日起發售「標單專用信封」。尺寸規
格:32.4cmX22.9cm、售價:5元、首批製作 3萬個。 

(107-040302-001-02-009) 

107-136 2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提升競爭力與服務品質及
業務長遠發展，於 107 年 12 月 27 日與金門縣政府
簽訂購地契約，購置其所屬金門縣金湖市港區段徵
收區土地興建局屋，以提供顧客優質之用郵環境，
並發展「貨轉郵」之跨境電商及倉儲業務，提高郵
政經營效益。 

(107-11050301-001-05-022) 

107-137 2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桃園中壢郵局拆除改建新大
樓辦理預招商，107年 12月 27日決標予國賓影城股
份有限公司，簽訂 20 年租賃契約；規劃興建地上 9
層、地下 4 層建物，除 1-3 樓部分面積供郵局使用
外，其他面積皆出租國賓影城使用，預計 113 年啟
用。 

(107-11050404-002-0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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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1     月 

108-1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辦「日本國際
郵政匯票」業務。 

(107-07010203-001-02-004) 

108-2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南郵局郵務科所轄平
常函件股、特種郵件股及運輸股等 3 股自 108 年 1
月 1日起合併為作業股。 

(107-13030201-002-03-008) 

108-3 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107年郵票冊」
活頁本、精裝本各 1款，活頁本郵票冊發行 4 萬冊，
精裝本郵票冊發行 16 萬冊，每冊售價新臺幣 1,350
元。 

(107-060599-001-01-031) 

108-4 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直式、橫式國
內明信片(108年版)」。 

(107-060599-001-01-032) 

108-5 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臺北郵局所轄臺
北北安郵局新增辦理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買
賣外幣現鈔及旅行支票業務；花蓮郵局所轄瑞穗郵
局新增辦理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 

(107-070399-003-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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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1     月 

108-6 1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南郵局所轄臺南灣裡
郵局(臺南第 23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臺南市南區灣
裡路 67號營業。 

(107-04010204-001-01-021) 

108-7 2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觀賞水族生物
郵票─金魚(第 1輯)」，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
值 6元票(玉如意)、面值 6元票(琉金)、面值 12元
票(龍睛)、面值 28元票(鵝頭珠鱗)各印 82萬枚。 

(107-060599-001-01-032) 

108-8 29日 自 108年 1月 30日起配合法令變動修正本公司現售
12 種保險商品之保單契約條款及放寬微型保險投保
對象。 

(108-08040199-003-01-002) 

108-9 3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中華民國 107
年郵票目錄」，每本售價新臺幣 140元，共發行 1,000
本。 

(108-060299-001-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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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2     月 

108-10 1日 為順應國際郵務及跨境電子商務趨勢，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寄往法國國際 e 小包
(ePacket)業務。 

(108-040206-001-01-001) 

108-11 1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 108年 2月 18日至 3月 22
日辦理「108年郵票選美活動」。 

(108-060201-001-01-029) 

108-12 1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提晉約僱人員支薪薪級 1
級，並自 108年 1月 1日起實施。 

(107-13050101-001-01-003) 

108-13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直式、橫式國
內掛號信封(108年版)」。 

(108-060599-002-01-002) 

108-14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東沙環礁國家
公園郵票」，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
值 8元 票(東沙環礁)、面值 13元票(東沙珊瑚礁)、
面值 15 元票(東沙海草床)、面值 28 元票(東沙島)
各印 72萬枚。 

(108-060599-002-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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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3     月 

108-15 1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楠梓加工
區郵局(高雄第 35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高雄市楠梓
區藍田里藍昌路 430 號營業，並更名為「楠梓藍田
郵局」。 

(108-04010204-001-01-004) 

108-16 11日 自 108 年 3 月 20 日起新增「郵政簡易人壽幸福 88
保險」之繳費方法。 

(108-08040199-005-01-004) 

108-17 1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放綜合儲金通
儲戶得至任一郵局辦理變更綜合儲金自動質借別，
並於網路郵局新增「變更綜合儲金自動質借別」功
能。 

(108-070201-003-01-013) 

108-18 13日 自 108年 3月 20日起發售「郵政簡易人壽富麗人生
增額保險」新商品。 

(108-08040199-005-01-005) 

108-19 15日 為順應國際郵務及跨境電子商務趨勢，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以色列寄往臺灣之國際 e
小包(ePacket)業務。 

(108-040206-001-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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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3     月 

108-20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08 年甄選進用營運職、專
業職(一)及專業職(二)內、外勤職階人員，第一試
日期訂於 108年 3月 16日於臺北、臺中、高雄 3地
區同時舉行，並依第一試成績擇優於 108 年 5 月 4、
5日參加第二試。 

(107-13030302-001-01-010) 

108-21 1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木質系列集郵
商品」6款，分別為：1.郵筒音箱手機座，售價新臺
幣 280 元。2.信鴿手機座，售價新臺幣 280 元。3.
便利箱儲物盒，售價新臺幣 350 元。4.儲金記事本
組，售價新臺幣 350元。5.集郵尺，售價新臺幣 150
元。 

(108-060104-002-01-022) 

108-22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造型卡片(續)」
6款，每款售價新臺幣 15元；並發售「造型卡片(續) 
組合包」，每組內含 6 款卡片，每組售價新臺幣 80
元。 

(108-060104-002-02-002) 

108-23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成語故事郵票
(108 年版)」，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
製，面值票 8元票(教學相長)、面值 8元票(拋磚引
玉)、面值 8 元票(愛屋及烏)、面值 8 元票(栩栩如
生)各印 72萬枚。附帶發行「童心童趣郵票專冊」，
每冊售價新臺幣 380元。 

(108-060599-001-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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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3     月 

108-24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將存簿及劃撥儲
金帳戶簡易結清銷戶結存金額由 3 萬元提高至 6 萬
元，儲戶得以一般提款手續辦理，免提示身分證明
文件或委託書。 

(108-070201-002-01-005) 

108-25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試辦「郵政金融
卡雲支付」發卡服務，提供郵政金融卡(含 VISA 金
融卡)儲戶於「台灣行動支付」APP 申請下載後，即
可在 iOS 及 Android 手機上進行轉帳、行動提款、
繳費(稅)、跨境交易、感應購物及掃碼支付等交易。 

(108-070203-001-01-005) 

108-26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政府推動「2030 雙語國
家政策發展藍圖」，於「郵政ｅ大學」建置英語線上
學習資源供同仁使用。 

(108-130704-001-E1-003) 

108-27 22日 自 108年 3月 29日起暫停銷售「合家歡增額保險」。 

(108-08040199-002-01-008) 

108-28 2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江瑞堂率團於 108
年 3 月 26 日至 30 日赴大陸深圳參訪物流業者自動
化作業及智能化機器設備，以精進本公司智慧物流
發展。 

(108-05020499-003-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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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4     月 

108-29 1日 為順應國際郵務及跨境電子商務趨勢，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寄往英國及以色列之國際
e小包(ePacket)業務。 

(108-040206-001-01-005) 

108-30 1日 為順應國際郵務及跨境電子商務趨勢，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英國寄往臺灣之國際 e 小
包(ePacket)業務。 

(108-040206-001-01-003) 

108-31 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於總統府南苑舉行
「總統府建築百年紀念郵票」發行典禮，總統府秘
書長陳菊、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交通部部長林佳
龍、中華郵政公司董事長魏健宏、中華文化總會副
會長江春男、中華集郵團體聯合會理事長陳友安及
總統府第三局局長李南陽共同與會為郵票揭幕。 

(108-06020201-001-01-001) 

108-32 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總統府建築百
年紀念郵票」，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
製，郵票為 3枚聯刷，面值 8元票、13元票及 15元
票各印 90 萬枚；小全張內含面值 28 元郵票 1 枚，
共印 90萬張。附帶發行郵摺 1款，每本售價新臺幣
300元。 

(108-060599-001-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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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4     月 

108-33 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因應電子商務蓬勃發展及
民眾消費型態改變，自本日起與全家便利商店股份
有限公司合作郵局便利包 1、2號包「店寄宅」業務。 

(108-040302-001-01-011) 

108-34 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放 iOS10.0 以
上及 Andriod5.0以上無 NFC之行動裝置可下載郵政
HCE 手機 VISA 卡，並可於貼有「EMV QR Code」之
VISA實體或網路特約商店進行掃碼購物。 

(108-070206-001-01-013) 

108-35 1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母親節明信
片」。 

(108-060599-001-01-002) 

108-36 1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配合 109年總統、
副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受理擬參選人開立政治獻
金專戶。 

(108-070207-003-01-003) 

108-37 12日 為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創造永續經營環境，將節約
能源議題列為企業經營重要課題，108年於總公司金
山大樓導入 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後續將分階段
拓展至全臺各營業據點。 

(108-11030302-001-01-002) 



 

71 
 

108     年     4     月 

108-38 15日 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職務輪調實施要點」，
並補充說明辦理相關輪調執行計畫。修正得不適用
該要點情形之規定，由「最近 1年內將屆齡退休者」
放寬為「最近 2年內將屆齡退休者」；相關輪調執行
計畫規劃 6年內逐年分批辦理完成。 

(108-130101-001-01-005) 

108-39 16日 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員工加班實施要點」，
員工加班費之支給改以分鐘計。 

(108-130504-008-01-013) 

108-40 2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三重郵局所轄林口中湖
頭郵局(三重第 14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北市林口
區中山路 683號營業。 

(108-04010204-001-01-010) 

108-41 26日 為配合政府長照政策，出租南港郵局地上第 3-5 層
節餘空間予衛生福利部所屬部立基隆醫院設置綜合
式長照機構，已於 108年 10月 1日點交。 

(108-11050499-002-0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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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5     月 

108-42 3日 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選拔傑出郵政人員實
施要點」，調整特等局及ㄧ等甲級局(處理中心)之傑
出管理人員決選方式及名額。 

(108-13040302-001-01-018) 

108-43 10日 修正「交通事業郵政人員兼任工作加給標準表」新
增「大型車(總重量 15噸以上)」類別，核給每月 81
薪點。 

(108-13050102-001-01-016) 

108-44 17日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魏健
宏辭職後所遺職務，由交通部王政務次長國材代
理，並經本公司董事會通過自 108年 5月 17日生效。 

(108-010103-001-01-007) 

108-45 17日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魏健
宏離職後，所遺董事長職務由交通部王政務次長國
材代理，總經理職務由現任副總經理江瑞堂陞任，
並自 108年 5月 17日生效。 

(108-13020101-001-02-012) 

108-46 2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調整值夜費為每小時 97元，
並自 108年 3月 19日生效。 

(108-130502-001-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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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5     月 

108-47 24日 本公司在「尊重生命，關懷健康」之原則下，宣達
本公司「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本公司將戮力推動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並遵守政府職業安全衛生法
規及其他有關之規定。在充分掌握作業環境與作業
活動特性下，致力消除職場上之危害及有礙健康之
風險，以達持續改善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績效。 

(108-160199-001-01-004) 

108-48 2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那瑪夏郵
局(高雄第 135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高雄市那瑪夏
區達卡努瓦里大光巷 230號營業。 

(108-04010204-001-01-013) 

108-49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配合 VISA國際組
織推出共通 QR code 掃碼支付服務，持卡人得使用
VISA金融卡，透過手機掃碼繳交特定銀行信用卡費。 

(108-070203-001-01-011) 

108-50 28日 配合政府推動再生能源政策、善盡企業環境保護責
任，於本公司局屋屋頂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截至
108年底建置容量 2,087KW(58處)，年發電量 256萬
度，年減碳排放量 1,281公噸。 

(107-11030202-001-02-006) 

108-51 2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 108年 5月 29日至 9月 23
日辦理「2019中華郵政創意郵票設計比賽」。 

(108-060201-001-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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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5     月 

108-52 2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書法藝術郵票
－宋黃庭堅書寒山子龐居士詩」，郵票由卡登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印製，郵票 4枚聯刷，面值 8 元票 4 枚，
各印 80萬枚。附帶發行郵摺 1款，每本售價新臺幣
300元。 

(108-060599-001-01-003) 

108-53 2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直式、橫式國
內平信信封(108 年版)」及「橫式限時信封(108 年
版)」。 

(108-060599-001-01-003) 

108-54 3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受理請領勞保一
次退休金之民眾開立存簿儲金「勞退專戶」。 

(108-07010101-001-01-017) 

108-55 3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總稽核業務長楊功澤108年6
月 4 日退休遺缺，業經交通部報奉行政院同意，由
本公司經營策略設計委員會專任副主任委員業務長
潘裕幗接任。 

(108-13020101-001-02-033) 

 



 

75 
 

108     年     6     月 

108-56 1日 為順應國際郵務及跨境電子商務趨勢，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挪威國際 e小包(ePacket)
業務。 

(108-040206-001-E1-001) 

108-57 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培育未來經營管理人才，
辦理經營人才培育訓練，並函知新陞任第 17職責層
次轉調人員或第 13 主管職責層次職階人員(原職務
加給 400)之高層主管，應具「經營人才培育學程班」
訓練合格之資格，派任時未具上述條件者，應於派
任後補受該訓練課程。 

(108-13070202-001-01-013) 

108-58 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摺疊購物袋」3
款及「摺疊旅行袋」2 款，每款售價分別為新臺幣
200元及 300元。 

(108-060104-002-03-009) 

108-59 1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古典詩詞郵票
(108 年版)」，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
製，面值 6 元票〈春風〉白居易、面值 8 元票〈夏
日田園雜興〉范成大、面值 9 元票〈秋夕〉杜牧、
面值 15元票〈山中雪後〉鄭板橋，各印 79萬 2,000
枚。 

(108-060599-001-01-004) 

108-60 12日 自 108 年 6 月 17 日起發售「郵政簡易人壽活利 369
利率變動型保險」新商品。 

(108-08040199-005-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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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6     月 

108-61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近代畫作
郵票(108 年版)」，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 8元票郭雪湖〈南街殷賑〉、面值 8元
票陳永森〈白鷺涉河塘〉、面值 15 元票張義雄〈吉
他〉、面值 15元票蕭如松〈畫室〉各印 84萬枚。 

(108-060599-001-01-005) 

108-62 2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代收貨款郵件
寄至 i郵箱取件服務。 

(108-040206-002-02-018) 

108-63 26日 自 108 年 7 月 1 日起，配合法令變動修正本公司現
售「安心小額終身壽險」最高投保金額及個別被保
險人有效契約件數。 

(108-08040199-003-01-004) 

108-64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職務，業奉行政院同
意由吳宏謀先生擔任，並經本公司董事會通過自 108
年 6月 28日生效。 

(108-010103-001-01-008) 

108-65 28日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職
務，業奉行政院同意由吳宏謀先生接任，並經本公
司董事會通過自 108年 6月 28日起生效。 

(108-13020101-001-0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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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7     月 

108-66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辦「港幣、歐
元及人民幣匯入匯款」業務。 

(108-070399-003-01-017) 

108-67 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網路家庭國際
資訊股份有限公司(PChome)快捷郵件投遞至 i 郵
箱取件服務。 

(108-04020404-001-05-002) 

108-68 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故宮玉器郵
票」，郵票由法國郵政印製，面值 6 元票(漢 玉獸)
印 5,001萬 500枚、面值 8元票(漢 玉圖章)印 8,001
萬 500 枚、面值 13 元票(漢 玉駱駝)印 501 萬 500
枚、面值 28 元票(漢 玉辟邪)印 1 億 4,001 萬 500
枚。 

(108-060599-001-01-006) 

108-69 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父親節明信
片」。 

(108-060599-001-01-006) 

108-70 13日 為因應數位轉型趨勢，強化數位郵儲壽業務及推廣
電子商務，截至 108 年底已建置 7 處數位郵局，以
提供虛實整合服務。 

(107-11020299-001-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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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7     月 

108-71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第 1 次「中華郵政大數
據競賽活動」，並於競賽結束後，針對各得獎提案如
何落實運用、郵務業務如何運用數據驅動業務、業
務資訊如何透通、數據如何有效蒐集等議題討論，
後續由相關單位研擬行動執行方案，以落實本專案
之成效。 

(108-130701-001-E1-027) 

108-72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在宜蘭縣「噹森
林」舉辦「寶島風情郵票-宜蘭縣」發行典禮暨慶祝
郵政 123 週年嘉年華會。中華郵政公司董事長吳宏
謀、宜蘭縣縣長林姿妙及立法委員陳歐珀等人共同
與會為郵票揭幕。 

(108-06020201-001-01-012) 

108-73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寶島風情郵票-
宜蘭縣」，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 6 元票(蘭
陽博物館)、面值 8元票(外澳衝浪)、面值 12元票(頭
城搶孤)、面值 13元票(冬山河)各印 70萬枚。 

(108-060599-001-01-007) 

108-74 19日 自 108 年 8 月 6 日起推出房貸新商品「軍公教優惠
貸款」，同日起停辦原同質性之「軍公教專案」。 

(108-080504-001-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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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7     月 

108-75 24日 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放個人戶本人親
辦定期存單轉移者，得憑存單、身分證件及簽名申
請「傳真轉移」，定期存單可當場轉移完妥；另受理
更換印鑑、更換密碼及終止存單交易，啟用自動套
印表單服務，簡化儲戶書寫單據作業。 

(108-070202-001-01-004) 

108-76 24日 公布實施「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員工協助方案工
作圈設置要點」、「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外勤人員
協助方案」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窗口櫃檯人
員協助方案」，以強化員工協助方案機制，並貼近同
仁需求。 

(108-130411-001-02-002) 

108-77 26日 本公司為具體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參與經濟部能源
局 108 年度「服務業能源管理系統示範推廣輔導計
畫」，並於 108年 8月 1日建置「能源管理系統團隊」，
擇定總公司金山大樓及臺北莒光郵局二大樓，透過
輔導計畫，執行相關作業及教育訓練，並於 108 年
12月 13日通過「ISO 50001：2018能源管理系統驗
證」。 

(108-16020103-001-01-002) 

108-78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江瑞堂率團於108年7
月 28 日至 8 月 2 日參訪印尼及新加坡郵政暨出席
「2019 新加坡亞洲國際郵展」主持「臺北之夜」宣
傳造勢活動。 

(108-050499-001-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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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7     月 

108-79 3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2019 新加坡第
36屆亞洲國際郵展中華民國郵票參展紀念信封」。 

(108-060599-001-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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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8     月 

108-80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宣傳「臺北 2020 第 38 屆
亞洲國際郵展」，由江瑞堂總經理率團參加「SINGPEX 
2019新加坡亞洲國際郵展」，並於本日在新加坡康萊
德酒店宴會廳舉辦臺北之夜，邀請我國駐新加坡代
表處、新加坡郵政、國際集郵聯合會(FIP)、亞洲集
郵聯合會(FIAP)及僑界等貴賓約 300位共襄盛會。 

(108-060207-001-01-011) 

108-81 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教堂郵票
(108 年版)」，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
製，面值 8元票(淡水禮拜堂)、面值 8元票(太平境
馬雅各紀念教會)、面值 12 元票(基督教懷恩堂)、
面值 12元票(台南聖教會)各印 75萬 6,000枚。 

(108-060599-001-01-008) 

108-82 12日 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轉調人員休假補助要
點」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職階及約僱人員特
別休假補助要點」，未達 14 日之休假補助費按 1 日
1,143 元、1 小時 143 元發給，逾 14 日以外之休假
補助費按 1日 600元、1小時 75元發給。 

(108-130504-004-01-002) 

108-83 1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對
儲匯壽險營業窗口工作員任滿 10年以上尚未輪調者
管控機制強化之要求，辦理相關輪調執行計畫及輪
調排外人員第二道防線管控之因應措施。 

(108-130101-001-01-008) 

 



 

82 
 

108     年     8     月 

108-84 2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吳宏謀率團於108年8
月 26 日至 30 日出訪日本郵政，拓展業務並考察當
地郵政設施，以維雙方郵政友好關係。 

(108-05050199-003-03-008) 

108-85 2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提供儲戶於境外
機構平台購物付款，得使用本公司郵保鑣 APP之「台
灣 Pay」功能，憑手機即可掃碼支付完成付款作業。 

(108-070208-001-01-015) 

108-86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寶島風情郵票
－花蓮縣」，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
製，面值 6元票(花東縱谷油菜花海)、面值 6元票(七
星潭)、面值 12元票(秀姑巒溪泛舟)、面值 12元票
(太魯閣燕子口)各印 72萬枚。 

(108-060599-001-01-009) 

108-87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教師節明信
片」。 

(108-060599-001-01-009) 

108-88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用郵需求，於本日添印
「欠資郵票(97年版)」面值 1元票、5元票及 20元
票各 1款，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分別印 80萬枚、
20萬枚及 40萬枚。 

(108-060599-001-0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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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9     月 

108-89 5日 為激勵員工士氣及提升郵政企業形象，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於本日舉辦「108年度擴大關懷獨居長者
績優人員表揚大會」，總統蔡英文親臨頒獎，肯定郵
政同仁於投遞途中主動關懷獨居長者，巧妙結合郵
遞工作與愛心行動關懷弱勢的奉獻與辛勞。 

(108-050199-002-03-009) 

108-90 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08 年度調整待遇案，溯自
108 年 1 月 1 日生效，轉調人員調薪幅度為 1%，職
階人員及約僱人員調薪幅度為 3%，另職階人員主管
待遇比照轉調人員相同職務點(原職務加給)職務待
遇數額核發。 

(108-13050199-002-01-009) 

108-91 6日 臺北郵局、中華民國專題集郵協會、中國集郵協會
及泰國集郵協會於 108年 9月 6日至 10日在郵政博
物館聯合舉辦「中華民國 108 年全國郵展暨中泰聯
合郵展」。 

(108-060206-001-01-004) 

108-92 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長鬃山羊
郵資票」，郵資票由法國卡特安全印刷廠印製。 

(108-060599-001-01-010) 

108-93 6日 自 108 年 9 月 17 日起推出房貸新商品「好優貸」，
並停辦「享優貸」商品，另於「青年首次購屋優惠
貸款」商品新增一段式機動利率之計息方式。 

(108-080501-001-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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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9     月 

108-94 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古物郵票—青
花瓷(108 年版)」，郵票由法國卡特安全印刷廠印
製，面值 8 元票(明 隆慶 青花雲龍提梁壺)、面值
12 元票(清 乾隆 青花御製詩三清茶詩茶碗)、面值
13 元票(清 乾隆 青花番蓮茶壺)、面值 18 元票(明 
嘉靖 青花高士圖茶盅)各印 90萬枚；小全張內含郵
票 1 枚面值 28 元，共印 80 萬張；小全張雙連張內
含面值 28 元郵票 2 枚，共印 25 萬張。附帶發行郵
摺 1款，每本售價新臺幣 700元。 

(108-060599-001-01-010) 

108-95 12日 本公司參照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 年 4 月公布之
「新版公司治理藍圖(2018-2020)」，設計 5大構面，
共 95項指標，委託資誠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於 108 年 3 月至 8 月間辦理公司治理評鑑。評鑑結
果總得分 91分，並依相關建議事項研擬參採作法且
落實執行，以形塑優良品牌形象。 

(108-020504-001-01-001) 

108-96 12日 修正「交通事業郵政人員兼任工作加給標準表」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員工兼任工作加給每月應
發款額表」增列「小型車(總重量 3.5噸以下，快包
投遞)」、「機車(快包投遞)」2 項加發類別，分別核
給每月 54、41薪點，並自 108年 1月 1日起實施。 

(108-13050102-001-03-010) 

108-97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彰化郵局所轄彰化光復
路郵局(彰化第 23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彰化縣彰化
市和平路 55號營業。 

(108-04010204-001-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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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9     月 

108-98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2019 年郵政寶
寶撲滿組合包」，每組內含男、女寶寶各 1款，每組
售價新臺幣 360元。 

(108-060104-002-07-002) 

108-99 16日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協理業務長
郭純陽調派副總經理；桃園一等甲級郵局經理技術
長蔡文慶調派本公司經營策略設計委員會專任副主
任委員，並兼任郵政物流園區總管理處籌備處處
長。(本公司副總經理業務長李甘祥解除兼任郵政物
流園區總管理處籌備處處長職務。) 

(108-13020101-001-03-063) 

108-100 2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楊梅大同
郵局(桃園第 85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桃園市楊梅區
新農街 610號營業。 

(108-04010204-001-01-024) 

108-101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在交通部 1 樓大廳舉
辦「臺灣智慧運輸建設郵票」發行典禮，由中華郵
政公司董事長吳宏謀主持，交通部政務次長王國
材、中華智慧運輸協會理事長張永昌、交通部公路
總局局長陳彥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局長趙興華、
交通部郵電司司長王廷俊及中華集郵團體聯合會理
事長林茂興共同與會為郵票揭幕。 

(108-06020201-001-0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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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9     月 

108-102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智慧運輸
建設郵票」，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
製，面值 8元(小綠人行人號誌)、面值 8元票(高速
公路電子收費)、面值 8元票(多卡通電子票證)、面
值 8元票(交通資訊與控制)各印 64萬 8,000枚；小
全張內含面值 8元郵票 4枚，共印 50萬張。 

(108-060599-001-01-011) 

108-103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為加強便民服
務，於網路郵局辦理即時轉帳交易時，新增「附言」
欄位，供轉出戶登打留言予轉入戶，使款項收付方
更容易核對轉帳訊息。 

(108-070206-001-02-018) 

108-104 2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為提供民眾即時
申辦即時領卡之便利手續，新增 168 間郵局辦理即
時發卡業務。 

(108-070203-001-01-023) 

108-105 2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集郵商品「大龍
票黃金鑄錠」，每套售價新臺幣 1萬 9,888元，限量
發售 1,500套。 

(108-060104-002-0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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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10     月 

108-106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郵務科快捷股
及包裹股自 108年 10月 1日起更名為快包一股及快
包二股。 

(108-13030201-002-03-002) 

108-107 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富豬郵資票」，
郵資票由法國郵政印製。附帶發行郵摺 2 款，每本
售價新臺幣 200元。 

(108-060599-001-01-012) 

108-108 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政物流園區建置計畫項下
「郵政資訊中心新建工程」，於 108 年 7 月 31 日申
報開工，桃園市政府於 108 年 8 月 5 日准予備查，
並於 108年 10月 8日正式開工。 

(104-11020201-005-13-005) 

108-109 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國立中興大學
創校百年紀念郵票」，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製，面值 8元票、面值 28元票各印 60萬枚。 

(108-060599-001-01-012) 

108-110 1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苗栗郵局所轄頭份郵局
(苗栗第 29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苗栗縣頭份市崇仁
街 3號營業。 

(108-04010204-001-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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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10     月 

108-111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因應數位金融整體趨勢，提
供用郵客戶付款多元機制，自本日起於 160 間郵局
開辦郵務窗口以郵政晶片金融卡或郵政 VISA金融卡
支付交寄郵件之郵資。 

(108-04020403-001-01-003) 

108-112 1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海峽兩岸通郵
10週年紀念郵資票」，郵資票由法國郵政印製。 

(108-060599-001-01-012) 

108-113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嘉義郵局所轄太保郵局
(嘉義第 6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嘉義縣太保市春珠
里春珠 169-1號營業。 

(108-04010204-001-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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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11     月 

108-114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配合都會地區民眾生活型
態及上班族用郵需求，調整位於 6 都之 6 處郵局營
業時間從中午 12 時至下午 7 時 30 分，以提升郵局
服務效能。108 年 11 月 1 日起：臺北光華郵局、臺
中永安郵局、高雄新田郵局。108 年 11 月 15 日起：
永和中山路郵局、桃園民生路郵局、臺南興華街郵
局。 

(108-04010299-002-03-003) 

108-115 1日 郵政法部分條文業奉總統 107年 12月 5日華總一經
字第 10700130971號令修正公布，並定自本日施行。 

(108-04020101-001-01-002) 

108-116 1日 「遞送普及服務標準」、「交通部執行違反郵政法事
件取締作業要點」、「交通部辦理郵政監理業務實施
行政檢查作業要點」等郵政法相關子法及行政規
則，業經交通部修正發布並配合新修正之郵政法同
步於本日實施。 

(108-04020101-001-01-006) 

108-117 1日 郵件處理規則部分條文業經交通部修正發布並配合
新修正之郵政法同步於本日實施。 

(108-04020102-001-01-013) 

108-118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務營業規章」修正案業
經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08年 9月 16日第 6屆董
事會第 6 次臨時會議決議通過，並配合新修正之郵
政法同步於本日實施。 

(108-04020104-001-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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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11     月 

108-119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收寄逾 2 公斤
之國內信函，並放寬國內信函之收寄重量至 20公斤。 

(108-04020104-001-02-002) 

108-120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在臺中民權路郵局 3
樓集郵服務中心舉辦「體育郵票(108年版)」發行典
禮。中華郵政公司董事長吳宏謀、世界棒壘球總會
技術委員長 Peter Caliendo、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秘
書長林宗成、臺中市政府運動局局長李昱叡、中華
職棒富邦悍將隊蔣智賢、張正偉 2 位球員及多位貴
賓共同為郵票揭幕。 

(108-06020201-001-01-024) 

108-121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體育郵票(108
年版)」，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郵票為 4 枚聯刷，面值 6 元票及 8 元票各 2 枚，各
印 85萬 6,000枚(含 108年度郵票冊附專屬贈品「體
育郵票(108年版)」珍藏版 20萬枚)。 

(108-060599-001-01-013) 

108-122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用郵需求，於本日添印
「臺灣野生蘭花郵票」面值 40元票 1款，郵票由中
華彩色印刷公司印製 500萬枚。 

(108-060599-001-01-013) 

108-123 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08 年郵政人員升資高員、
員、佐級考試於 108年 11月 2日至 3日，分北部(臺
北)、中部(臺中)、南部(高雄)三考區同時舉行。 

(108-13030301-001-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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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11     月 

108-124 1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為提升客戶體驗
及增加客戶群，「電子支付連結郵政儲金帳戶付款
(Account Link)」服務平台，除現行以郵保鑣或網
路 ATM 驗證身分外，新增「網路郵局+簡訊 OTP(One 
Time Password)」驗證方式，使設定作業更為便捷。 

(108-070208-001-01-021) 

108-125 15日 自 109 年 1 月 1 日起，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結婚登記之職階及約僱人員，給予婚假 14 日(不含
假日)。 

(108-130504-004-E1-006 ) 

108-126 19日 為慶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23 週年，於 107 年
10月至 108年 9月間辦理「一季一亮點」實施計畫。
計畫內容著力於流程之改善或結構性之調整、可產
生長期性效益及發揮跨單位合作等面向，並將總公
司各處(室、館)及各等郵局(含臺北郵件處理中心)
分為 2 組進行評比。評選結果：總公司組前 3 名為
儲匯處、郵務處、人力資源處；各等郵局組前 3 名
為苗栗郵局、三重郵局、屏東郵局。獲獎之亮點計
畫並刊登於《郵人天地》及中華郵政公司內部資訊
網公共功能區之「亮點計畫」專區，供員工相互學
習。 

(108-02030204-001-01-006) 

108-127 1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為提升 e 動郵局
登入之便利性及交易安全，結合行動裝置生物特徵
辨識功能，開辦儲戶得以人臉、指紋或圖形密碼登
入 e動郵局。 

(108-070206-001-0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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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11     月 

108-128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燈塔郵票(108
年版)」，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 8元票(基隆
燈塔)、面值 8元票(東椗島燈塔)、面值 12元票(臺
中港燈塔)、面值 15元(淡水港燈塔)各印 64萬 8,000
枚。 

(108-060599-001-01-014) 

108-129 2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於臺北金南郵局
等 10局試辦儲戶至窗口辦理存簿儲金存、提款免填
單據服務。 

(108-070201-002-01-022) 

108-130 2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郵政 VISA金
融卡電子發票載具服務，提供儲戶於消費時得使用
郵政 VISA金融卡儲存電子發票，另可於財政部網站
或便利商店 KIOSK 機台輸入卡號、身分證號及生日
末 4 碼後，查詢 3 個月內之消費及中獎發票明細等
資料。 

(108-070203-001-01-032) 

108-131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聖誕節明信
片」。 

(108-060599-001-01-014) 

108-132 26日 修正「各級郵政機構核發兼任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
要點」未實際擔任駕駛、收投工作之天數核算，排
除請公假(含公傷假、工會公假)之天數，並自 109
年 1月 1日起實施。 

(108-13050102-001-0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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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11     月 

108-133 28日 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職階人員職階晉升甄
試要點」，調整各級職階晉升甄試應試資格。 

(108-130101-001-01-015) 

108-134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縮短申請調遣員工之存記
時間並兼顧各等郵局及臺北郵件處理中心人力調
度，調整自費調遣及職階人員甄試人力需求估算作
業方式。 

(108-13020103-001-01-025) 

108-135 29日 為遵循國家節能減碳政策，建構節約能源組織，宣
達本公司「能源管理政策」。本公司將營造節能安全
環境、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優化能源管理系統並持
續改善能源績效，秉持「榮譽、責任、承諾」的信
念，為永續經營與營造更美好的社會而努力。 

(108-16020103-001-01-017) 

 



 

94 
 

108     年     12     月 

108-136 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財鼠黃金鑄
錠」，每套售價新臺幣 1萬 9,888元，限量發行 1,500
套。  

(108-060104-002-08-018) 

108-137 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財鼠銀鑄錠」
A、B 款各 1 款，每套售價新臺幣 1,980 元，限量發
行各 6,000 套;另發售「財鼠銀鑄錠珍藏版」，以財
鼠銀鑄錠 A、B款為套裝組合，每組售價新臺幣 3,960
元，限量發行 7,700組。 

(108-060104-002-08-018) 

108-138 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財鼠高浮雕銅
章」每套售價新臺幣 2,680元，限量發行 1,700 套。 

(108-060104-002-08-018) 

108-139 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喜迎財鼠金鑄
錠‧銀鑄錠‧銅章典藏組」，內含財鼠黃金鑄錠 1枚、
銀鑄錠 2 枚及高浮雕銅章 1 枚，每組售價新臺幣 2
萬 6,528元，限量發行 300組。 

(108-060104-002-08-018) 

108-140 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新年郵票(108
年版)」，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 6
元票印 300 萬枚(含賀歲版 20 萬枚)、面值 13 元票
印 190萬枚(含賀歲版 20萬枚)，小全張內含面值 15
元票 1枚，共印 116萬 3,000張。 

(108-060599-001-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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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12     月 

108-141 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新年明信片
(108年版)」及「財鼠賀年卡」各 2款。 

(108-060599-001-01-015) 

108-142 3日 修正「各等郵局辦理無預告代理各級郵局經理職務
要點」，修正各等郵局辦理無預告代理實施頻率及將
各等郵局所轄第 901支局納入施行範圍。 

(108-130101-001-01-013) 

108-143 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海峽兩岸通郵
10週年紀念郵資票郵摺」，每本售價新臺幣 450 元；
另發行「海峽兩岸通郵 10週年紀念郵資票珍藏摺」，
每組售價新臺幣 560元，限量發行 2,000組。 

(108-060599-001-01-016) 

108-144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故宮玉器郵票
(續)」，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 7元票(清 玉
螭紋杯)印 201 萬 500 枚、面值 12 元票(清 玉鳳鳥
瓶)印 801萬 500枚、面值 15元票(漢 玉卮)印 1,201
萬 500 枚、面值 35 元票(清 玉方鼎形爐)印 401 萬
500枚。 

(108-060599-001-01-016) 

108-145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郵務科快捷股
及包裹收投股自 108 年 12 月 10 日起更名為高南快
包股及高北快包股。 

(108-13030201-002-0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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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12     月 

108-146 11日 函知修訂「郵政各級機構推行企業文化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實施要點)及「推動郵政企業文化行為識
別系統(Behavior Identity)實施方案」(以下簡稱
實施方案)部分規定，並自 109年起實施。 

(108-130801-001-01-001) 

108-147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於 i 郵箱櫃體
以台灣 Pay掃碼繳付代收貨款後取件之服務。 

(108-040206-002-03-028) 

108-148 2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為便利外籍人士
使用網路服務，提供英文版網路郵局。 

(108-070206-001-02-027) 

108-149 3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調整值夜費為每小時 100
元，並自 109年 1月 1日生效。 

(108-13050102-001-0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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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1     月 

109-1 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在郵政博物館 10樓舉
辦「蘇花改全線通車郵票」發行典禮。中華郵政公
司董事長吳宏謀、交通部郵電司司長王廷俊、公路
總局局長陳彥伯、蘇花改工程處處長邵厚潔及中華
集郵團體聯合會理事長林茂興等多位貴賓共同與會
為郵票揭幕。 

(108-06020201-001-02-004) 

109-2 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108年郵票冊」
活頁本、精裝本各 1款，活頁本郵票冊發行 4 萬冊，
精裝本郵票冊發行 16 萬冊，每冊售價新臺幣 1,350
元。 

(108-060599-001-01-017) 

109-3 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蘇花改全線通
車郵票」，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 28元票(白
米高架橋)、面值 35 元票(南澳北溪河川橋)各印 64
萬 8,000枚。 

(108-060599-001-01-019) 

109-4 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心花樣瓷杯」，
售價新臺幣 260元。 

(108-060104-002-09-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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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1     月 

109-5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寶島風情郵票
─屏東縣」，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
製，面值 6元票(鵬灣跨海大橋)、面值 6元票(墾丁
國家公園)、面值 8 元票(小琉球花瓶岩)、面值 15
元票(恆春古城)各印 65萬 2,000枚。 

(108-060599-001-01-020) 

109-6 15日 訂定「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09 年度推動員工協
助方案工作計畫」，持續推動多樣化的員工協助措
施。 

(109-130411-001-E1-002) 

109-7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新增感應式 VISA
金融卡搭乘高雄捷運及桃園捷運支付車資之功能。 

(109-070203-001-01-001) 

109-8 2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中華民國 108
年郵票目錄」，每本售價新臺幣 140元，共發行 1,000
本。。 

(108-060599-001-01-020) 

109-9 24日 配合經濟部公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09年 1
月 24 日起至 2 月 23 日止，郵寄紡織材料製口罩等
管制物品應行注意事項。 

(109-05050599-001-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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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2     月 

109-10 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政府實施實名制防疫政
策措施，自本日起承辦「防疫口罩」之上收、配送
等物流作業。 

(109-05020299-001-E1-006) 

109-11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 109年 2月 10日至 3月 13
日辦理「109年郵票選美活動」。 

(108-060201-001-01-029) 

109-12 1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正式開辦「郵政
金融卡雲支付」發卡服務。 

(109-070206-001-01-009) 

109-13 1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預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疫情擴散，鼓勵民眾改採「i郵箱」自助取/寄郵件，
自本年 2月 13日起至 3月 31日舉辦「防疫 i箱挺」
優惠促銷活動。 

(109-04010299-003-01-007) 

109-14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心花樣杯盤
組」，售價新臺幣 430元。 

(109-060104-002-01-012) 

109-15 20日 修正「列入職階人員職階晉升甄試成績計算之專業
證照項目表」，自即日起實施。 

(109-13030301-001-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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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2     月 

109-16 2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高雄凹仔
底郵局(高雄第 82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高雄市鼓山
區明華路 317號 1樓營業。 

(109-04010204-001-01-002) 

109-17 24日 配合經濟部公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09年 2
月 24 日起至 4 月 30 日止，郵寄紡織材料製口罩等
管制物品應行注意事項。 

(109-05050599-001-01-003) 

109-18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09 年 3 月 3 日起重新銷
售「郵政簡易人壽安心小額終身壽險」。 

(109-08040199-002-01-007) 

109-19 2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觀賞水族生物
郵票－金魚(第 2輯)」，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 6元票(鶴頂紅)、面值 9元票(蘭壽)、
面值 15 元票(寬尾琉金)、面值 17 元票(繡球)各印
65萬 2,000枚。 

(109-060599-001-01-001) 

 



 

101 
 

109     年     3     月 

109-20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壽險處企劃科輔訓股自 109
年 3月 1日起移撥行銷科。 

(109-13030201-001-01-004) 

109-21 3日 中華郵政公司自本日起實施新制「3+3 郵遞區號」，
前 3 碼「行政區編碼」維持不變，後 3 碼「投遞區
段碼」由原來之 2碼增為 3碼，詳盡規劃投遞區段，
簡化處理作業，並增進郵件分揀效率，提高投遞準
確率。 

(109-05030106-001-01-003) 

109-22 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財鼠郵資票」，
郵資票由法國卡特安全印刷廠印製。附帶發行郵摺 1
款 2式，每本售價新臺幣 200元。 

(109-060599-001-01-001) 

109-23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因應 COVID-19(武漢肺炎)疫
情日趨嚴峻，訂定「各局營業窗口因應武漢肺炎暫
停營業之相關措施」供各局依循。 

(109-04010101-001-01-003) 

109-24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建立公務人員涉訟事件通
報機制，修正通報規則，資位人員(士級以上)違法
涉及刑事責任者，於每月月底前應陳報服務單位主
管依規定逐級通報。 

(109-13040199-001-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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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3     月 

109-25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古蹟郵票
(109年版)」，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8元票(大
龍峒保安宮)、面值 8 元票(臺南地方法院)、面值 8
元票(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面值 8元票(槓仔
寮砲臺)各印 65萬 2,000枚。 

(109-060599-001-01-002) 

109-26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故宮精彩文物
郵票專冊」，每本售價新臺幣 880元。 

(109-060599-001-01-002) 

109-27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正式開辦儲戶至
窗口辦理存簿儲金存、提款免填單據服務，節省儲
戶書寫時間。 

(109-070201-002-01-007) 

109-28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提供英文版本「郵
政存簿儲金立帳申請書」，俾利外籍人士辦理開戶作
業。 

(109-070201-003-01-006) 

109-29 3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鼓勵民眾多使用「i郵箱」
自助取/寄郵件功能，減少接觸傳染 COVID-19(武漢
肺炎)機會，「防疫 i 箱挺」優惠促銷活動截止期限
延長至 5月 31日止。 

(109-04010299-003-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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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4     月 

109-30 1日 為順應國際郵務及跨境電子商務趨勢，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寄往波蘭國際 e 小包
(ePacket)業務。 

(109-040206-001-01-003) 

109-31 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 1,148 座ｉ郵
箱智慧郵筒收寄平常函件服務。 

(109-04020404-001-02-024) 

109-32 9日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公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自 109 年 4 月 9 日起開放口罩輸出國外親屬使用
之相關郵寄出口配合事項。 

(109-05050599-003-01-004) 

109-33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因投標郵件之作業規定散見
於國內快捷郵件處理須知、郵政專用信箱處理須知
及相關通函內，為利同仁收寄及處理案關郵件，爰
增訂專章，並依郵政法第 29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
摘錄部分內容，公告於本公司全球資訊網。 

(109-04010101-001-01-004) 

109-34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母親節明信
片」。 

(109-060599-001-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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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4     月 

109-35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配合 2030雙語國家政策，
自本(109)年 5月 1日起專案鼓勵同仁參加外界英語
相關課程，並依限取得證照或通過測驗予以補助課
程費用，每人每年度補助 1次為限，最高補助 15,000
元。 

(109-13040501-001-01-009) 

109-36 16日 董事會會議資料無紙化暨線上系統正式啟用。 

(109-010299-001-01-001) 

109-37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北郵局所轄馬祖馬港
郵局(臺北第 189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連江縣南竿
鄉馬祖村 84號營業。 

(109-04010204-001-01-007) 

109-38 20日 為落實績效管理制度，調整 109 年度經營績效獎金
有關責任績效獎金核發成數百分比規定，改依各單
位年度績效評核成績高低排序名次核發。 

(109-130502-001-01-005) 

109-39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以郵政金融卡
於ｉ郵箱支付郵資及代收貨款服務。 

(109-040206-002-01-013) 

109-40 2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09年 4月 27日起停止銷
售「郵政簡易人壽幸福 88保險」。 

(109-08040199-00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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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4     月 

109-41 2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09年 4月 25日起「郵政
簡易人壽微型傷害保險附約」新增身心障礙者及其
他特定身分等投保身分別。 

(109-08040199-005-01-002) 

109-42 2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台江國家公園
郵票」，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
值 6元票(七股潟湖)、面值 8元票(黑面琵鷺生態保
護區)、面值 15元票(網仔寮沙洲)、面值 28元票(四
草紅樹林綠色隧道)各印 63萬 2,000枚。 

(109-060599-001-01-003) 

109-43 2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東郵局所轄臺東卑南
郵局(臺東第 6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臺東縣臺東市
更生路 1308號營業。 

(109-04010204-001-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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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5     月 

109-44 5日 配合經濟部公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其他紡織
材料(不織布材料製)口罩限制郵寄出口日期，延長
至 109年 6月 30日止。 

(109-05050599-001-01-005) 

109-45 6日 臺東卑南郵局落成啟用。 

(103-11020201-001-01-002) 

109-46 8日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總稽核業務
長潘裕幗調派副總經理、板橋一等甲級郵局經理業
務長黃惠珍調派總稽核。 

(109-13020101-001-02-004) 

109-47 8日 函知修訂「郵政各級機構推行企業文化實施要點」
及「推動郵政企業文化行為識別系統(Behavior 
Identity)實施方案」部分規定，溯自 109 年 1 月 1
日起實施。 

(109-130801-001-01-001) 

109-48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第十五任總統
副總統就職紀念黃金鑄錠」，每套售價新臺幣 1 萬
9,888元，限量發行 1,000套。 

(109-060104-002-0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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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5     月 

109-49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第十五任總統
副總統就職紀念銀鑄錠」，每套售價新臺幣 1,980
元，限量發行 1,000套。 

(109-060104-002-06-003) 

109-50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第十五任總統
副總統就職紀念金、銀鑄錠珍藏組」，內含第十五任
總統副總統就職紀念黃金鑄錠及銀鑄錠各 1 款，每
組售價新臺幣 2萬 1,868元，限量發行 520組。 

(109-060104-002-06-003) 

109-51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直式、橫式國
內掛號信封(109年版)」。 

(109-060599-001-01-003) 

109-52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第十五任總統
副總統就職紀念郵票」，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
限公司印製，面值 8 元票(綻放)、面值 8 元票(民
主)、面值 15元票(就位)、面值 15元票(方向)各印
120萬枚；小全張內含面值 35元郵票 1枚，共印 90
萬張。附帶發行「第十五任總統副總統就職紀念郵
摺」1 款及「第十五任總統副總統就職紀念郵摺(全
張版)」1 款，每款售價分別為新臺幣 250 元及 350
元。 

(109-060599-001-01-004) 

109-53 20日 郵政博物館臺北北門分館更名為「郵政博物館臺北
館」。 

(109-06060399-001-0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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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5     月 

109-54 20日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影響，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自 109 年 6 月 1 日起提供郵政壽險不動
產抵押借款戶額外降息 1 碼(0.25%)6 個月之紓困措
施。 

(109-080503-001-01-004) 

109-55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楠梓加工
區郵局(高雄第 164支局)於本日成立。 

(109-04010201-001-01-006) 

109-56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北郵局所轄金門頂堡
郵局(臺北第 186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金門縣金寧
鄉仁愛新邨 137、138號營業，並更名為「金門金寧
郵局」。 

(109-04010204-001-01-007) 

109-57 2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利各局作業執行順利，修
訂並更名「各局營業窗口緊急事故『COVID-19(武漢
肺炎)』應變作法及備援方案」及「各局營業窗口因
應『COVID-19(武漢肺炎)』暫停營業相關措施」。 

(109-04010101-001-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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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6     月 

109-58 1日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公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自本日起解除口罩管制出口，寄件人免附輸出許
可證交寄口罩。 

(109-050599-002-01-005) 

109-59 1日 臺南郵局郵務科自 109年 6月 1日起增設運輸股。 

(109-13030201-002-01-018) 

109-60 3日 修正「職階人員甄選進用規範」及附件一「職階人
員應試資格表」、附件二「職階人員筆試應試科目
表」。 

(109-130101-001-01-007) 

109-61 9日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公告，有關 2 個月內開放口
罩輸出供國外二親等內親屬使用，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自本日起開放第二波申請。 

(109-05050599-001-01-007) 

109-62 1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09 年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COVID-19)疫情，郵政訓練所於該年 4 月份
起停止辦理訓練，迄 8 月份起逐步恢復辦理訓練，
並配合防疫相關規範，每週安排一班為原則，學員
人數限制 50名左右，餐廳改為供應便當，宿舍分配
一名學員一室。 

(109-130701-001-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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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6     月 

109-63 19日 為協助保戶降低疫情之衝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自 109 年 7 月 1 日至 109 年 12 月 31 日止，提供
保單借款利率調降 2碼(0.5%)優惠措施。 

(109-080399-008-01-014) 

109-64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天象郵票」，郵
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 6元票(日環食)、面值 6
元票(彗星)、面值 8元票(日全食)、面值 8元票(月
全食)各印 64 萬 8,000 枚；小全張內含面值 6 元票
及 8元票各 2枚，共印 62萬張。 

(109-060599-001-01-006) 

109-65 2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09 年配合政府振興經濟政
策發放三倍券，辦理「振興三倍券服務人員訓練種
子師資班」等訓練，課程包含服務人員工作及振興
三倍券領取、兌領相關規定說明等。 

(109-13070202-001-01-009) 

109-66 2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09年 7月 1日起發售「郵
政簡易人壽郵幸福保險」新商品。 

(109-08040199-005-01-008) 

109-67 2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09年 7月 1日起發售「郵
政簡易人壽樂活 168保險」新商品。 

(109-08040199-005-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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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6     月 

109-68 2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09 年 7 月 1 日起停止銷
售「福安終身壽險」、「年年金喜還本終身保險」、「常
春增額還本保險」、「十分有利增額終身壽險」、「富
麗人生增額保險」及「活利 369利率變動型保險」。 

(109-08040199-002-03-005) 

109-69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政府「振興經濟、刺激
消費」政策，自本日起至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所指
定之三處(臺北、桃園龍潭、新竹)分裝廠運送振興
三倍券。 

(109-070299-003-01-022) 

109-70 2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中壢郵局
(桃園第 44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桃園市中壢區中美
路 51號營業。 

(109-04010204-001-01-013) 

109-71 3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止代售美金旅
行支票業務。 

(109-070399-003-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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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7     月 

109-72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辦「韓國國際
郵政匯票」業務。 

(109-07010203-001-01-007) 

109-73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為響應政府振興經濟政策，提供郵政 VISA金融卡及
台灣 Pay供客戶擇一綁定數位振興三倍券。 

(109-070203-001-01-011) 

109-74 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桃園郵局所轄中
壢興國郵局及三重郵局所轄蘆洲中原路郵局新增辦
理買賣外幣現鈔及買回旅行支票、一般匯出及匯入
匯款業務。  

(109-070399-003-01-011) 

109-75 3日 重申有關郵寄醫療口罩至德國親友可免除關稅。 

(109-04040799-006-02-005) 

109-76 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心花樣湯碗(火
鶴、劍蘭)」，共 2款，每款售價新臺幣 350元。 

(109-060104-002-07-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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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7     月 

109-77 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試辦自動櫃員機
(ATM)「台灣 PAY QR Code提款」服務，各金融機構
「雲支付」持卡人，可於臺北北門郵局等 7局之 ATM，
使用「台灣行動支付」APP「掃碼提款」功能進行提
款。 

(109-070204-004-01-043) 

109-78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依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振興三倍券發放辦法」，公布振興三倍券使用於
郵政業務之範圍及相關帳務處理方式。 

(109-040301-001-01-006) 

109-79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體育郵票(109
年版)」，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面值 6 元票(羽球)、面值 6 元票(射箭)、面值 8 元
票(舉重)、面值 12元票(體操-鞍馬)各印 64萬枚。 

(109-060599-001-01-007) 

109-80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公布實施「員工協助關懷意
識培力全員訓練(109 至 111 年)學習推廣計畫」，提
升關懷意識，培養主動關懷自己與他人之能力。 

(109-130411-001-E1-022) 

109-81 1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於「網路預約服
務」開辦「預約晶片金融卡即時發卡」、「預約 VISA
金融卡即時發卡」及「預約跨行約定轉帳帳號」服
務項目。 

(109-070206-001-0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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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7     月 

109-82 13日 為鼓勵民眾多元預約領取振興三倍券，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啟用民眾網路預約及
「0800-700-199預約專線」服務。 

(109-070206-001-03-006) 

109-83 1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郵票展示框(大
─咖啡色、原木白)」共 2款，每款售價為新臺幣 180
元。 

(109-060104-002-08-006) 

109-84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羽眾不同護腕
(桃紅、黑色)」，共 2款，每款售價為新臺幣 100元。 

(109-060104-002-08-005) 

109-85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至 109 年 12 月 31
日止，配合政府振興經濟刺激消費政策，辦理臨櫃
發放紙本振興三倍券服務。 

(109-070207-004-01-004) 

109-86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在郵政博物館 10樓舉
辦「防疫郵票」發行典禮。由中華郵政公司董事長
吳宏謀主持，行政院院長蘇貞昌、政務委員唐鳳、
交通部部長林佳龍、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
陳時中偕同防疫相關人員、經濟部政務次長曾文
生、中華郵政公司總經理江瑞堂與防疫國家隊代表
及多位貴賓共同與會為郵票揭幕。 

(109-06020201-001-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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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7     月 

109-87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防疫郵票」，郵
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 13元及
15元票各印 60萬 8,000枚，採橫聯刷設計，兩枚郵
票中間另加「團結防疫，戰勝病毒」、「Taiwan Can 
Help」之過橋。附帶發行限量郵摺 1 款，每本售價
新臺幣 600元。 

(109-060599-001-01-008) 

109-88 2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至 110年 3月 31日
止，辦理各局受理兌付振興三倍券服務。 

(109-070208-001-01-013) 

109-89 3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掬香絹扇」1
款，售價為新臺幣 480元。 

(109-060104-002-08-014) 

109-90 3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配合智慧政府行
動方案政策，於國家發展委員會數位服務個人化
(MyData)平臺，提供客戶使用自然人憑證或臺灣行
動身分識別驗證成功後，即可查詢及下載「存簿儲
金交易明細資料(3個月內)」服務。 

(109-070201-003-02-009) 

109-91 31日 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規則」。 

(109-130101-001-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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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7     月 

109-92 3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09 年依據「交通事業人員
佐級晉升員級及士級晉升佐級資位訓練辦法」規
定，辦理「109年度交通事業郵政人員士級晉升佐級
資位訓練」及「109年度交通事業郵政人員佐級晉升
員級資位訓練」。 

(109-13070202-002-0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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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8     月 

109-93 1日 為順應國際郵務及跨境電子商務趨勢，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寄往丹麥國際 e 小包
(ePacket)業務。 

(109-040206-001-01-007) 

109-94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09 年甄選進用專業職(二)
內勤－櫃台業務類科(限身心障礙人士報考)職階人
員，第一試於 109年 8月 1日分臺北、臺中及高雄 3
地區同時舉行，並依第一試成績擇優於 109 年 8 月
29日參加第二試。 

(109-13030302-001-01-003) 

109-95 1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早日完成郵政代辦所郵務
資訊透通化之目標，爰每月收寄掛號函件逾 1 千件
以上者，分批實施收寄郵件電腦化作業。 

(109-04010301-001-01-003) 

109-96 1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寶島風情郵票
－南投縣」，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
值 8 元票(日月潭)、面值 8 元票(集集綠色隧道)、
面值 13元票(清境農場)、面值 15元票(合歡山國際
暗空公園)各印 64萬 8,000枚。 

(109-060599-001-01-009) 

109-97 1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儲戶辦理「實體
ATM」轉帳業務，單筆金額達 3萬元(含)以上時，新
增即時發送電子郵件或簡訊通知服務。 

(109-070204-004-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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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8     月 

109-98 2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故宮玉器郵票
(續 2)」，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 8元票(紅山
文化 玉鳥)印 6,001萬 500枚、面值 9元票(良渚文
化 神人獸面玉飾)印 301萬 500枚、面值 17元票(龍
山－齊家文化 玉琮)印 121萬 500枚、面值 22元票
(商 凸緣玉璧)印 101萬 500枚。 

(109-060599-001-01-010) 

109-99 3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所發放之經營績效獎金(含
全勤、考核及績效獎金)自 109年起納入計算勞保、
勞健保投保金額及勞工退休金提繳基準。 

(109-13040601-001-E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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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9     月 

109-100 1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09 年職階人員職階晉升甄
試於 109年 9月 13日分臺北、臺中、高雄 3考區同
時舉行。 

(109-13030301-001-01-008) 

109-101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由台灣宅配通
股份有限公司付費共用ｉ郵箱櫃體業務。 

(109-04020104-001-01-001) 

109-102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由美商優比速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UPS)付費共用 i郵箱
櫃體業務。 

(109-04020405-001-01-003) 

109-103 16日 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新聞及輿情處理注意
事項」。 

(109-020702-002-01-005) 

109-104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浪漫藤花絲巾」
1款，售價為新臺幣 990元。 

(109-060104-002-09-015) 

109-105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新竹郵局所轄清華大學
郵局(新竹第 2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竹市東區光
復路 2段 101號營業。 

(109-04010204-001-0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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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9     月 

109-106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臺中中清
路郵局(臺中第 49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臺中市北屯
區敦化路 1 段 627 號營業，並更名為「臺中敦化路
郵局」。 

(109-04010204-001-01-018) 

109-107 21日 臺中敦化路郵局落成啟用。 

(102-11020201-002-01-001) 

109-108 23日 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員工服務特殊地區加
給標準表」及新增訂「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特殊
地區加給等級劃分規定」，調整部分地區僻地等級，
溯自 109年 7月 1日起實施。 

(109-13050102-001-01-014) 

109-109 2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環保署之「網購循環袋
(箱)試辦計畫」，爰以本公司各地(綠)郵筒(含 i 郵
箱智慧郵筒)進行循環袋(箱)之回收作業。 

(109-04020301-001-01-006) 

109-110 2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清真寺郵
票」，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 15
元票(台北清真寺)、面值 28元票(台中清真寺)各印
60萬枚。 

(109-060101-001-0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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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10     月 

109-111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辦「法國國際
郵政匯票」業務。 

(109-07010203-001-01-010) 

109-112 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善盡企業責任並傳遞社會
關懷，於 109 年 10 月 5 日至 11 月 5 日舉辦「郵遞
ｉ心 守護弱勢」公益活動，透過「ｉ郵箱」將 1,631
項民眾捐贈物品，送抵弱勢兒童及長者。 

(109-04020404-001-06-006) 

109-113 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福牛黃金鑄
錠」，每套售價新臺幣 2萬 2,000元，限量發行 1,500
套。 

(109-060104-002-10-008) 

109-114 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福牛銀鑄錠」
A、B 款各 1 款，每套售價新臺幣 2,150 元，限量發
行各 1,000 套;另發售「福牛銀鑄錠珍藏版」，以福
牛銀鑄錠 A、B款為套裝組合，每組售價新臺幣 3,980
元，限量發行 3,000組。 

(109-060104-002-10-008) 

109-115 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福牛高浮雕銅
章」每套售價新臺幣 2,680元，限量發行 660套。 

(109-060104-002-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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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10     月 

109-116 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喜迎福牛金鑄
錠‧銀鑄錠‧銅章典藏組」，內含福牛黃金鑄錠 1枚、
銀鑄錠 2 枚及高浮雕銅章 1 枚，每組售價新臺幣 2
萬 8,660元，限量發行 500組。 

(109-060104-002-10-008) 

109-117 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因禁寄物品、脆弱郵件及內
容物不可分裝郵件之作業規定散見於郵件處理規
則、郵務營業規章、各郵件處理須知及相關通函內，
為利同仁收寄及處理案關郵件，爰彙整製作「禁寄
物品&脆弱郵件&內容物不可分裝郵件收封運投標準
作業流程(SOP)」標準作業流程供各局遵循。 

(109-04020308-001-01-001) 

109-118 1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苗栗郵局所轄後龍郵局
(苗栗第 13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苗栗縣後龍鎮中華
路 161號營業。 

(109-04010202-001-01-003) 

109-119 12日 苗栗後龍郵局落成啟用。 

(104-11020201-00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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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10     月 

109-120 1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古典詩詞郵票
(109 年版)」，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
製，面值 8 元票〈梅花〉王安石、面值 8 元票〈蘭
溪〉杜牧、面值 12 元票〈新竹〉鄭板橋、面值 15
元票〈菊花〉元稹，各印 78 萬 2,000 枚(含 109 年
度郵票冊附專屬贈品「古典詩詞郵票(109年版)」珍
藏版各 17 萬枚)。附帶發行專冊 1 款，每本售價新
臺幣 400元。 

(109-060101-001-01-037) 

109-121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臺南郵局所轄鹽
水郵局及桃園郵局所轄中壢南園郵局新增辦理買賣
外幣現鈔及買回旅行支票、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
務。 

(109-070399-003-01-018) 

109-122 1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09年 11月2日起發售「郵
政簡易人壽常富 123保險」新商品。 

(109-08040199-005-01-013) 

109-123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懸日郵票」，郵
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為 8 元、35
元，圖案分別為臺中市公益路及高雄市青年一、二
路的懸日美景，各印 60萬 8,000枚。 

(109-060101-001-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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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11     月 

109-124 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東海大學
郵局(臺中第 5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臺中市西屯區
臺灣大道四段 2147號營業。 

(109-04010202-001-01-003) 

109-125 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臺中榮總
郵局於本日併入東海大學郵局。 

(109-04010202-001-01-003) 

109-126 2日 修正「各級郵政機構核發兼任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
要點」，將特別休假(輪休假)納入員工未實際擔任駕
駛、收投工作天數可排除之假別，並自 104 年 6 月
份起追溯補發相關加給差額。 

(109-13050102-001-01-016) 

109-127 3日 北臺灣郵件作業中心及訓練中心新建工程於 109 年
10月 20日由三星營造(股)公司得標。桃園市政府於
11月 3日准予備查，完成申報開工程序，並於 10月
30日起正式開工。 

(103-11020201-002-42-016) 

109-128 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中、小型原木
白色郵票展示框」各 1 款，售價分別為新臺幣 150
元及 120元。 

(109-060104-002-1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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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11     月 

109-129 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中華郵政民國
110年度月曆」1款，售價新臺幣 30元。 

(109-060104-002-11-019) 

109-130 1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清徐揚日月合
璧五星聯珠圖古畫郵票(上輯)」，郵票由紐西蘭南方
印刷有限公司印製，上輯郵票 1 套 6 枚，以聯刷方
式印製，面值均為 8 元，各印 65 萬枚(含珍藏摺內
含郵票各 5萬枚)。 

(109-060599-001-01-011) 

109-131 16日 為激勵本公司業務推展具特殊貢獻之績優人員或單
位，以提升工作績效，訂定本公司「獎勵特殊貢獻
績優人員作業要點」，並自 110年度起實施。 

(109-130502-001-01-014) 

109-132 1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分樓層營業之郵局於 1 樓營
業場所設置「友善服務窗口/櫃檯」及「郵、儲全功
能電腦設備」，俾利身心障礙、行動不便、高齡長者
及孕婦等民眾免上樓即可辦理郵儲相關業務。 

(109-04020599-003-02-008) 

109-133 1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中壢青埔
郵局(桃園第 94支局)於本日成立。 

(109-04010201-001-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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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11     月 

109-134 19日 「交通事業人員員級晉升高員級資位訓練辦法」部
分條文，業經考試院及行政院於 109年 11月 3日會
同修正發布。 

(109-130102-001-E1-020) 

109-135 2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燈塔郵票(109
年版)」，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面值 8 元票(球子山燈塔)、面值 8 元票(國聖港燈
塔)、面值 8元票(北椗島燈塔)、面值 12元票(花蓮
港燈塔)、面值 15 元票(太平島燈塔)，各印 61 萬
2,000枚。 

(109-060599-001-01-012) 

109-136 2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放 522 間即時
發卡局提供申辦具悠遊卡票證、小額支付功能之感
應式 VISA金融卡服務。 

(109-070203-001-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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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12     月 

109-137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新年郵票(109
年版)」，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 6
元票印 267 萬枚(含賀歲版 17 萬枚)、面值 13 元票
印 157萬枚(含賀歲版 17萬枚)，小全張內含面值 15
元票 1枚，共印 100萬張。 

(109-060599-001-01-013) 

109-138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新年明信片
(109年版)」及「福牛賀年卡」各 2款。  

(109-060599-001-01-013) 

109-139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資訊處系統管理科資訊安全
股及綜合規劃科資訊治理股自 109年 12月 1日起更
名為網路管理股及綜合事務股。 

(109-13030201-001-01-018) 

109-140 1日 臺北郵局電子郵件科臺北、臺中及高雄作業股自 109
年 12月 1日起更名為北區、中區及南區作業股。 

(109-13030201-002-02-014) 

109-141 2日 為提升郵務競爭力，強化績效評核制度，訂定各等
郵局辦理所轄郵遞單位績效衡量機制，並自 110 年
度起試辦，將郵遞單位與窗口單位之績效分列評
比，鼓勵各投遞單位積極協助業務發展，並依業務
量適當配置人力，以提升公司整體營運績效。 

(109-050304-001-04-034) 

 



 

128 
 

109     年     12     月 

109-142 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中華郵政民國
110年度筆記本」1款，售價新臺幣 50元。 

(109-060104-002-12-010) 

109-143 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保育鳥類郵票
(109年版)」，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8元票(黑
翅鳶)、面值 8 元票(遊隼)、面值 10 元票(鳳頭蒼
鷹)、面值 28元票(魚鷹)，各印 61萬 2,000枚。 

(109-060599-001-01-014) 

109-144 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直式、橫式國
內平信信封(109年版)」。 

(109-060599-001-01-014) 

109-145 1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江瑞堂代表參加交通
部航政司召開「開創後疫情時代－臺北港、桃園機
場及郵政園區產業合作新局」論壇，並發表「郵政
物流園區物流產業定位與發展」專題，會中由三家
公司盤點現有資源，找出合適自身優勢項目，共同
研商三園區發展規劃。 

(110-02030299-001-01-001) 

109-146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配合政府綠能源及減少碳
排放量政策，持續汰換燃油機車，大量採用電動機
車，以建立綠能源車隊，於本日完成交車 800 輛，
累計採用 3,241輛電動機車。 

(109-050199-002-E1-0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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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12     月 

109-147 1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第 1 波「HELLO 
KITTY 郵蒂幸福」系列集郵商品，分別為：1.HELLO 
KITTY 幸福保溫瓶(彈蓋款)，售價新臺幣 420 元。
2.HELLO KITTY 幸福保溫瓶(旋蓋款)，售價新臺幣
420元。3.HELLO KITTY暖心燜燒罐，售價新臺幣 600
元。4.HELLO KITTY優郵提袋(單圖款)，售價新臺幣
125元。5.HELLO KITTY優郵提袋(滿版款)，售價新
臺幣 125元。6.HELLO KITTY傳情卡片，售價新臺幣
100 元。7.HELLO KITTY 悠郵型貼，售價新臺幣 100
元。8.HELLO KITTY寄情留言貼，售價新臺幣 100元。
9.HELLO KITTY 全套限量商品，含上列 1 至 8 款及
「HELLO KITTY 幸福保溫瓶(限量款)」，附贈「郵蒂
幸福提袋」1只，限量 888套，售價新臺幣 2,410元。 

(109-060104-002-13-005) 

109-148 1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在臺北北門郵局 1 樓
挑高大廳舉辦「HELLO KITTY郵蒂幸福」集郵商品發
表會。中華郵政公司董事長吳宏謀、行政院交通環
境資源處處長陳盈蓉、交通部郵電司司長王廷俊、
台灣三麗鷗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李明勳及中華集郵
團體聯合會名譽理事長陳友安等貴賓共同與會為儀
式揭幕。 

(109-06020201-001-01-006) 

109-149 1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嘉義郵局所轄大林大埔
美郵局(嘉義第 56支局)於本日成立。 

(109-04010201-001-0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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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12     月 

109-150 2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新增 e動郵局「e
動綁定」服務，儲戶無須透過郵保鑣，即可直接透
過 e 動郵局 APP 驗證相關交易，減少 APP 切換，提
升操作流程品質。 

(109-070206-001-05-002) 

109-151 25日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主任秘書業
務長簡良璘調派副總經理，抵補業務長周瑞祺 109
年 7月 16日退休遺缺，並續兼任公司治理主管；臺
北特等郵局經理業務長邱鴻恩調派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協理，並兼任臺北特等郵局經理。 

(109-13020101-001-04-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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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1     月 

110-1 1日 臺北郵局技術科規劃一股及規劃二股整併為規劃
股。 

(109-13030201-001-01-015) 

110-2 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10年 1月 12日起發售「郵
政簡易人壽金歡喜增額保險」。 

(109-08040199-005-01-018) 

110-3 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109年郵票冊」
活頁本、精裝本各 1款，活頁本郵票冊發行 3萬 4,000
冊，精裝本郵票冊發行 13萬 6,000冊，每冊售價新
臺幣 1,400元。 

(109-060599-001-01-016) 

110-4 5日 為配合 2030雙語國家政策，自 110年 1月 1日起賡
續專案鼓勵同仁參加外界英語相關課程，並依限取
得證照或通過測驗予以補助課程費用，每人每年度
補助 1次為限，最高補助 2萬元。 

(109-13040501-001-E1-480) 

110-5 8日 交通部林佳龍部長現地視察「郵政物流園區(機場捷
運 A7站)建置計畫」之建置情形。 

(109-02030204-002-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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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1     月 

110-6 1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順應數位化服務潮流，提
供更貼心的便民服務，自 110年 1月 11日起開辦「存
證信函網路交寄」服務，民眾可透過「電子函件服
務系統」線上交寄存證信函。 

(110-04020203-001-001-001) 

110-7 1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北郵局所轄臺北龍山
郵局於本日併入臺北老松郵局。 

(109-04010202-001-01-007) 

110-8 1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北郵局所轄北投郵局
(臺北第 131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臺北市北投區光
明路 165號營業。 

(109-04010204-001-02-005) 

110-9 18日 舉辦「郵政物流園區-北臺灣郵件作業中心及訓練中
心新建工程案開工動土典禮」。行政院蘇貞昌院長、
交通部祁文中常務次長、鄭運鵬立法委員及桃園市
李憲明副市長等共同參與祈福及動土儀式。 

(110-02030399-001-01-002) 

110-10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10年 1月 20日起與露天
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i 郵箱前臺特約戶
寄件業務。露天平臺上的賣家會員可選擇以 i 郵箱
寄件，買家會員可選擇以 i郵箱取件。 

(109-04020404-001-08-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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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1     月 

110-11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澎湖南方四島
國家公園郵票」，郵票由法國卡特安全印刷廠印製，
面值 6元票(西吉嶼-藍洞)、面值 8元票(東吉嶼-海
中薰衣草森林)、面值 9元票(西嶼坪嶼-玄武岩柱與
海蝕平台)、面值 15元票(東嶼坪嶼-梯田式菜宅)，
各印 60萬 4,000枚。 

(109-060599-001-01-017) 

110-12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業務需求，添印「四版
夔龍團雙鯉郵票」面值 100 元 1 款，於本日發行，
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印 200萬枚。 

(109-060599-001-01-017) 

110-13 20日 訂定「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10 年度推動員工協
助方案工作計畫」，持續推動多樣化的員工協助措
施。 

(110-130411-001-E1-004) 

110-14 27日 為提供民眾更多元便捷的網購取貨管道，並擴大 i
郵箱服務範疇，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10 年 1
月 27 日起，與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momo 購
物網)合作，民眾於 momo 購物網站上訂購商品可選
擇配送至 i郵箱，享受快速到貨及智慧取件的便利。 

(109-04020404-001-08-014) 

110-15 2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中華民國 109
年郵票目錄」，每本售價新臺幣 140 元，發行 1,000
本。 

(109-060599-001-0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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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2     月 

110-16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北郵局所轄陽明大學
郵局(臺北第 147 支局)於本日起更名為臺北陽明交
大郵局。 

(109-04010202-001-01-006) 

110-17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新竹郵局所轄交通大學
郵局(新竹第 25支局)於本日起更名為新竹陽明交大
郵局。 

(109-04010202-001-01-006) 

110-18 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在衛武營國家藝術文
化中心音樂廳 3 樓大廳舉辦「寶島風情郵票－高雄
市」發行典禮。由中華郵政公司董事長吳宏謀主持，
高雄市政府觀光局局長周玲妏及衛武營國家藝術文
化中心藝術總監簡文彬等多位貴賓共同與會為郵票
揭幕。 

(109-06020201-001-01-009) 

110-19 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寶島風情郵票
－高雄市」，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
值 6 元票(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面值 6 元票
(高雄捷運-光之穹頂)、面值 15 元票(愛河之心)、
面值 15元票(高雄港)，各印 72萬枚(含個人化郵票
4萬張)。 

(110-060599-001-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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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2     月 

110-20 4日 為鼓勵績優資深員工對公司長期貢獻，訂定「中華
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績優資深員工獎勵要點」，並自
110年 1月 1日起實施。 

(110-13040305-001-01-001) 

110-21 9日 自 110 年度起，職階及約僱人員產假、流產假及產
檢假日數比照轉調人員標準核給。 

(110-130504-008-E01-006) 

110-22 23日 啟用「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客服系統服務平
台」。 

(110-04010899-001-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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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3     月 

110-23 1日 修訂郵政博物館 2 樓視聽室、10 樓會議室及大禮堂
場地租用之收費標準。 

(110-06060104-001-01-001) 

110-24 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續與國際航空快遞業者洋基
通運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共用 i 郵箱儲格業務，並增
加辦理 DHL用戶得於ｉ郵箱「交寄快遞件」服務。 

(110-040206-002-01-005) 

110-25 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馬雅各逝世百
週年紀念郵票」，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 28
元，印製 61萬 2,000枚。 

(110-060599-001-01-002) 

110-26 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業務需求，添印「水果
郵票(續)」面值 1 元 1 款，於本日發行，郵票由中
央印製廠印製，印 1‚800萬枚。 

(110-060599-001-01-002) 

110-27 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 110 年 3 月 8 日至 4 月 8
日辦理「110年郵票選美活動」。 

(109-060201-001-01-022) 

110-28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福牛郵資票」，
郵資票由荷蘭瓊安斯丁安宗廠印製。附帶發行郵摺 1
款 2式，每本售價新臺幣 200元。 

(110-060599-001-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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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3     月 

110-29 1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新增具提匯合一
功能之新版「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簡化作業，加
強客戶服務。 

(110-070205-001-01-001) 

110-30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啟用金融區塊鏈
函證服務，提供查核單位函查相關金融資訊，以減
少人工審核、填復及郵遞作業，促進綠色金融。 

(110-070207-003-01-002) 

110-31 2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龍潭大平
郵局(桃園第 75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桃園市龍潭區
龍源路大平段 270號營業。 

(109-04010204-001-02-005) 

110-32 2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新增丙級郵局辦
理即時發卡業務。 

(110-070203-001-01-007) 

110-33 2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提供民眾多元取件地點及
時間選擇，自 110年 3月 24日起開辦自郵領件業務。 

(110-050304-001-0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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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3     月 

110-34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第 2 波「HELLO 
KITTY郵蒂幸福」系列集郵商品，分別為：1. HELLO 
KITTY郵蒂幸福限量組合，限量 500組，每組售價新
臺幣 1,660元。2. HELLO KITTY FOR YOU杯墊(郵差
款、寫信款)，每款售價新臺幣 150元。3. HELLO KITTY
郵蒂幸福郵摺，每本售價新臺幣 300元。 

(110-060104-00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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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4     月 

110-35 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媽祖出巡黃金
鑄錠」2款集郵商品：1.媽祖出巡黃金鑄錠(重量 10
公克)，每枚售價新臺幣 2萬 3,000元。2.媽祖出巡
黃金鑄錠典藏版(壹台兩)，每枚售價新臺幣 7 萬
6,800元，限量發行 600組。 

(110-060104-002-03-002) 

110-36 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10 年 4 月 9 日起暫停銷
售「郵政簡易人壽安心小額終身壽險」及停止銷售
「郵政簡易人壽康順定期壽險」。 

(110-08040199-002-001-012) 

110-37 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觀賞水族生物
郵票－金魚(第 3輯)」，郵票由紐西蘭南方印刷有限
公司印製，面值 8 元票(珠鱗)、面值 8 元票(朝天
眼)、面值 15元票(水泡眼)、面值 28元票(獅頭)，
各印 62萬枚。 

(110-060101-001-01-018) 

110-38 12日 本公司為具體實踐企業社會責任，110年擇定總公司
金山大樓、基隆、板橋、三重、桃園、臺中、臺南、
高雄、屏東等 8 個責任局(含 901 支局)及臺北大安
郵局、臺北莒光郵局等 11個據點，建置能源管理系
統，並於年底通過「ISO 50001：2018能源管理系統」
驗證，取得證書。 

(110-16020102-001-0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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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4     月 

110-39 15日 為順應國際郵務及跨境電子商務趨勢，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寄往紐西蘭、加拿大之國
際 e小包(ePacket)業務。 

(110-040206-001-01-004) 

110-40 1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北郵局所轄臺北信維
郵局(臺北第 26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臺北市大安區
信義路四段 101號營業。 

(110-04010204-001-001-004) 

110-41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近代畫作
郵票(110 年版)」，郵票由紐西蘭南方印刷有限公司
印製，面值 8 元票《〈大屯山〉倪蔣懷》、面值 8 元
票《〈豐原一角〉葉火城》、面值 12 元票《〈南國初
夏〉黃水文》、面值 12 元票《〈南國之船〉黃靜山》，
各印 61萬 6,000枚。 

(110-060599-001-01-004) 

110-42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業務需求，添印「臺灣
野生蘭花郵票」面值 35元 1款，於本日發行，郵票
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印 600萬枚。 

(110-060599-001-01-004) 

110-43 3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電子商務室跨境物流科移撥
至郵務處。 

(110-13030201-001-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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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5     月 

110-44 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自行車道
郵票(110 年版)」，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 8元票(南投 日月潭自行車道)、面值
8元票(花蓮 玉富自行車道)、面值 15元票(臺東 關
山環鎮自行車道)、面值 28 元票(臺中 潭雅神綠園
道)，各印 60萬枚。 

(110-060599-001-001-005) 

110-45 1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於網路郵局及金
融卡雲支付開辦「手機號碼轉帳」服務。 

(110-070206-001-002-002) 

110-46 15日 為因應雙北地區新冠肺炎疫情警戒提升至第 3 級，
本館及臺北館自 110 年 5 月 15 日至 7 月 26 日止，
暫停對外開放。 

(110-06060199-001-001-022) 

110-47 1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因應 COVID-19疫情發展，即
日起顧客或訪客進入各地郵局營業場所(含郵政代
辦所)、郵件處理中心、投遞單位及行政單位辦公場
所實施實聯制作業。 

(110-04010799-001-001-001) 

110-48 1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10年 5月 19日起恢復按
址投遞不成功之國際郵件得改投遞至 i郵箱服務。 

(110-050401-001-0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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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5     月 

110-49 1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清徐揚日月合
璧五星聯珠圖古畫郵票(下輯)」，郵票由紐西蘭南方
印刷有限公司印製，下輯郵票 1 套 6 枚，以聯刷方
式印製，面值均為 8 元，各印 65 萬枚(含珍藏摺內
含郵票 5 萬枚)。附帶發行珍藏摺 2 款(平裝本、精
裝本)，每本售價分別為新臺幣 280元及 360元。 

(110-060599-001-001-006) 

110-50 1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中國寓言郵票
珍藏摺」，每本售價新臺幣 120元。 

(110-060599-001-001-006) 

110-51 24日 函知 109 年度各支局營業窗口非主管人員代理主管
職務未達 10日發給慰勉金相關事宜。 

(110-13050102-001-0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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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6     月 

110-52 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配合政府各機關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發放紓困補助款，承
接開發「行政院發」紓困金郵政匯票並以掛號寄交
給無金融帳戶者，受款人並得至任一郵局兌領。 

(110-070205-001-001-005) 

110-53 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佳偶天成金銀
鑄錠珍藏組」集郵商品，內含黃金鑄錠 10公克及銀
鑄錠 1/2 英兩各 1 枚，限量 1,000 組，每組售價新
臺幣 2萬 5,200元。 

(110-060104-002-004-006) 

110-54 10日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減少
人員移動並擴大分流辦公措施，訂定「中華郵政公
司行政單位居家辦公人員應行注意事項」，於不減損
第一線公眾服務效能前提下，開放總公司行政單位
實施居家辦公。 

(110-13040104-001-001-002) 

110-55 1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古蹟郵票
(110 年版)」，郵票由法國卡特安全印刷廠印製，面
值 6元票(南鯤鯓代天府)、面值 8元票(新竹州廳)、
面值 10元票(理學堂大書院)、面值 12元票(馬公金
龜頭礮臺)，各印 60萬枚。 

(110-060599-001-0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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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6     月 

110-56 17日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郵政職工福利委員會自 110 年 6
月 17 日起為全體員工辦理為期 1 年團體防疫綜合
險，以安定員工心理並保障同仁權益。 

(110-13050799-003-001-015) 

110-57 1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新增「行動支付」
消費扣款交易通知及調降「實體 ATM」轉帳交易通知
金額。 

(110-070204-004-003-002) 

110-58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10年 7月 1日起發售「郵
政簡易人壽常樂增額保險」。 

(110-08040199-002-002-012) 

110-59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10 年 7 月 1 日起重新發
售「郵政簡易人壽安心小額終身壽險」，投保件數上
限由 2件提高為 3件，最高投保金額由 50萬元提高
為 70萬元，預定危險發生率為最新公布之臺灣壽險
業第六回經驗生命表，商品費率並配合調整。 

(110-08040199-002-002-015) 

110-60 2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新增「免臨櫃申
請網路/e 動郵局」服務，客戶得以網路 ATM 搭配金
融卡完成啟用程序。 

(110-070206-001-0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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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6     月 

110-61 24日 配合洋基通運股份有限公司政策，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自 110 年 7 月 1 日起暫停代收寄往歐洲聯盟
27個會員國之 DHL國際快遞貨件。 

(110-04040799-003-001-007) 

110-62 25日 為確保於疫情警戒升至第三級(含)以上時，郵政壽
險業務各項服務及營運不中斷，中華郵政股份有限
公司訂定「郵政壽險因應新冠肺炎疫情作業暫行原
則」作為服務指引。 

(110-080199-003-006-023) 

110-63 3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高山植物郵票
(第 1輯)」，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
值 8 元票(臺灣藜蘆)、面值 8 元票(玉山山蘿蔔)、
面值 15元票(早田氏香葉草)、面值 20元票(玉山佛
甲草)，各印 60萬 4,000枚。 

(110-060599-001-001-008) 

110-64 30日 為協助弱勢團體及生活困難需要紓困之保戶，中華
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10 年 7 月 1 日至 110 年 9 月
30日止，提供保單借款利率 1.28%專案優惠措施。 

(110-080399-007-0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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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7     月 

110-65 1日 為倡導零接觸配送及無現金支付理念，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自 110年 7月 1日至 12月 31日舉辦「代
收貨款 選箱配 最優惠」活動，凡代收貨款郵件寄
至 i郵箱取件者，每件資費減收 30元，鼓勵民眾藉
由 i 郵箱特有的金、物流整合服務支付貨款，減少
接觸傳染風險。 

(110-04020404-006-005) 

110-66 1日 110年 7月 1日中華郵政公司第 7屆董事會第 1次會
議決議通過由吳宏謀續任為董事長、江瑞堂續任為
總經理。 

(110-13020101-001-002-066) 

110-67 1日 本公司第 7 屆董事長及總經理職務，業奉行政院核
定由現任董事長吳宏謀及總經理江瑞堂續任，並經
本公司董事會通過自 110年 7月 1日生效。 

(110-13020101-001-002-066) 

110-68 5日 配合行政院政策，自 110 年 7 月 1 日起，職階及約
僱人員懷孕年月在 110 年 1 月以前者，給予有薪產
檢假 7 日。另懷孕年月在 110 年 1 月(含)以後者，
比照轉調人員標準給予有薪產檢假 8日。 

(110-130504-004-01-017) 

110-69 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推動數據加值應用，自本
日起成立「大數據室籌備室」。 

(110-13030201-001-00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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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7     月 

110-70 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10年 7月 8日起成立「大
數據室籌備室」與「數位發展推動小組」，並裁撤「數
位轉型推動小組」。 

(110-13030201-001-01-016) 

110-71 1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10年 7月 13日起成立資
通安全室，下設資通安全科。 

(110-13030201-001-01-014) 

110-72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配合行政院關懷
孩童家庭防疫補貼政策，辦理發放孩童家庭防疫補
貼服務。 

(110-070207-003-001-007) 

110-73 1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10 年 8 月 1 日起，配合
臺灣壽險業第六回經驗生命表調整「郵政簡易人壽
一年期定期壽險」費率。 

(110-08040199-005-001-007) 

110-74 2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10 年 7 月 26 日啟用 QR 
Code 零接觸簽收，透過科技防疫提供安心簽領郵件
服務。 

(110-050304-001-E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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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7     月 

110-75 28日 為永續推動數據與數位科技發展，強化數據與數位
科技發展策略之擬訂、審議功能，特依本公司組織
規程第 8條第 2項規定，設置數位發展委員會。 

(110-09010199-006-E01-006) 

110-76 29日 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職階人員薪給管理要
點」、「職階人員職責層次表」、「職階人員待遇表」、
「職階人員專業職(二)(半日制)待遇表」、「交通事
業郵政人員兼任工作加給標準表」、「各級郵政機構
核發兼任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要點」、「約僱人員僱
用要點」及「約僱人員月給工資表」，並自 110 年 7
月 1日起生效。 

(110-130101-001-001-004) 

110-77 3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第 3 波「HELLO 
KITTY郵蒂幸福」系列集郵商品，分別為：1. HELLO 
KITTY絨毛娃娃(郵差款、寫信款)，每款售價新臺幣
199 元。2. HELLO KITTY 造型小郵車組，每組售價
新臺幣 399 元。3. HELLO KITTY 第 3 波限量組合，
限量 288 組，每組售價新臺幣 1,196 元。4. HELLO 
KITTY郵政 125週年限量商品，限量 600組，每組售
價新臺幣 1,496元。 

(110-060104-002-006-009) 

110-78 3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李前總統登輝
先生逝世週年紀念郵票」，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
有限公司印製，面值 8元票(奠定臺灣民主的根基)、
面值 8 元票(加速國家現代化)、面值 15 元票(民之
所欲，長在我心)、面值 15 元票(臺灣首任民選總
統)，各印 60萬枚。 

(110-060599-001-0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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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8     月 

110-79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10 年 8 月 1 日起開辦由
台灣順豐速運股份有限公司付費共用 i 郵箱儲格業
務。 

(110-04020404-006-013) 

110-80 1日 為順應國際郵務及跨境電子商務趨勢，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寄往澳大利亞之國際 e 小
包(ePacket)業務。 

(110-040206-001-01-008) 

110-81 5日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協理兼任臺
北特等郵局經理業務長邱鴻恩調派副總經理，並解
除兼任臺北特等郵局經理職務；儲匯處處長業務長
陳佳莉調派副總經理，抵補業務長潘裕幗 110 年 7
月 16日退休遺缺；郵務處處長業務長陳敬祥調派協
理。 

(110-13020101-001-003-047) 

110-82 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因應實務作業需要及組織調
整，修正「受託辦理洋基通運股份有限公司國際航
空快遞收件業務作業須知」部分規定。 

(110-04040799-003-001-008) 

110-83 10日 本公司於 110 年上半年導入並通過隱私資訊管理系
統(ISO/IEC 27701) 第 3 方英國標準協會(BSI) 國
際標準驗證，為國內首家獲得前述認證公司，於同
年 8月 18日舉行國際標準證書頒證儀式，由董事長
代表公司領證。 

(110-09030106-002-0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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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8     月 

110-84 1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感恩郵票小全
張—向防疫人員致敬」，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
限公司印製，內含郵票 6 枚，面值 8 元票、13 元票
及 15 元票各 2 枚，共印 60 萬張。附帶發行「感恩
郵摺—向防疫人員致敬」1款，每本售價新臺幣 220
元。 

(110-060599-001-001-010) 

110-85 11日 為永續推動數據與數位科技發展，強化數據與數位
科技發展策略之擬定、審議功能，110 年 7 月 28 日
依本公司組織規程設置數位發展委員會。 

(110-09010199-006-E01-006) 

110-86 16日 檢發新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員工申請調遣
處理要點」，並自即日起實施。 

(110-130101-001-001-005) 

110-87 2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10 年職階人員甄試，第一
試於 110年 8月 22日分臺北、臺中及高雄 3地區同
時舉行，並依第一試成績擇優於 110 年 10 月 2、3
日參加第二試。 

(110-13030302-001-01-001) 

110-88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舞蝶絹扇」集
郵商品 1款，每款售價新臺幣 499元。 

(110-060104-002-00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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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8     月 

110-89 26日 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達第三級警戒，本公司
董事、監察人及高階主管人員之金融服務業公平待
客原則教育訓練，110 年 9 月 1 日至 110 年 9 月 30
日以線上影音課程方式進行。 

(110-08020101-001-001-012) 

110-90 2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核心產業
郵票」，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以「資
訊及數位」、「資安卓越」、「臺灣精準健康」、「國防
及戰略」、「綠電及再生能源」、「民生及戰備」核心
產業為主題，發行郵票 1套 6枚，採聯刷方式印製，
面值均為 6元，各印 60萬枚。附帶發行郵摺 1款，
每本售價新臺幣 380元。 

(110-060599-001-0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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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9     月 

110-91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花韻絲巾」集
郵商品 1款，每款售價新臺幣 999元。 

(110-060104-002-007-007) 

110-92 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屏東郵局所轄屏東頭前
溪郵局因門牌整編，自本日起地址變更為屏東縣屏
東市清進路 559號。 

(110-04010203-001-001-001) 

110-93 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於網路 ATM 開辦
「手機號碼轉帳」服務。 

(110-070206-001-004-013) 

110-94 9日 函知訂於 110年 9月 17日核發 109年度各支局營業
窗口非主管人員代理主管職務未達 10日之慰勉金。 

(110-130502-001-001-013) 

110-95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寶島風情郵
票—桃園市」，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
製，面值 8 元票(龍潭觀光大池)、面值 15 元票(八
德埤塘自然生態公園)、面值 20 元票(拉拉山巨木
區)、面值 28元票(草漯沙丘地質公園)，各印 72萬
枚(含個人化郵票 4萬張)。 

(110-060599-001-0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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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9     月 

110-96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政府「振興經濟、刺激
消費」政策，自本日起至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所指
定之 5 處[4 點，臺北、桃園(八德、龍潭)、新竹、
臺中]分裝廠運送振興五倍券。 

(110-070299-002-003-003) 

110-97 2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至 111年 4月 30日
止，為響應政府振興經濟政策，提供客戶得以郵政
VISA金融卡及台灣 Pay擇一綁定數位振興五倍券。 

(110-070203-001-003-011) 

110-98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辦理郵政存簿儲
金數位存款帳戶試營運作業。 

(110-070206-001-005-001) 

110-99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政府無現金支付政策，
同時提升服務便利性，自 110年 10月 5日起於各地
郵局郵務窗口開辦以「郵政金融卡」支付各項郵務
服務資費服務，以提供民眾更便利、快速及現代化
的用郵服務。 

(110-040206-003-001-003) 

110-100 2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故宮早春圖古
畫郵票小全張」，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
製，內含面值 35元郵票 1枚，共印 54萬張。 

(110-060599-001-0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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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9     月 

110-101 2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直式、橫式國內
掛號信封(110年版)各 1款。 

(110-060599-001-0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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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10     月 

110-102 4日 本公司為協助偏鄉學校提升數位學習環境，110 年
11月10日與華碩文教基金會及中華電信公司共同舉
辦「偏鄉傳愛 e 同守護」再生電腦捐贈儀式。本公
司捐贈汰換之報廢電腦，由華碩文教基金會整修成
再生電腦，搭配中華電信光世代無線網卡後捐予偏
鄉學校，期縮短城鄉教育差距，並實踐資源循環再
利用，環境永續的發展目標。 

(110-16030103-001-001-001) 

110-103 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依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振興五倍券發放辦法」，公布振興五倍券使用於
郵政業務之範圍及相關帳務處理方式。 

(110-040301-001-002-002) 

110-104 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1.瑞虎黃金鑄
錠，每套售價新臺幣 2萬 3,000元，限量發行 1,500
套。2.瑞虎銀鑄錠 2款，每套售價新臺幣 2,150 元，
各限量發行 1,000 套。3.瑞虎銀鑄錠珍藏版，內含
瑞虎銀鑄錠 2 款，每組售價新臺幣 3,980 元，限量
發行 1,500 組。4.瑞虎高浮雕銅章，每套售價新臺
幣 2,980元，限量發行 580套。5.喜迎瑞虎金鑄錠‧
銀鑄錠‧銅章典藏組，內含瑞虎黃金鑄錠 1 枚、銀
鑄錠 2 枚及高浮雕銅章 1 枚，每組售價新臺幣 2 萬
9,960元，限量發行 550組。 

(110-060104-002-00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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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10     月 

110-105 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中華民國建國
110 年紀念郵票」，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 6元、8元、10元及 28元票，各印 77
萬枚(含 110 年郵票冊贈品珍藏版內含郵票 17 萬
枚)。 

(110-060599-001-001-014) 

110-106 1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至 111年 4月 30日
止，配合政府振興經濟刺激消費政策，辦理臨櫃發
放紙本振興五倍券服務。 

(110-070207-003-001-014) 

110-107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因應實務作業需要及組織調
整，重新頒訂「受託辦理荷蘭商聯邦快遞股份有限
公司國際優先快遞收件業務作業須知」，原「受託辦
理美商聯邦快遞公司國際優先快遞收件業務暫行作
業要點」同步停止適用。 

(110-04040799-003-001-011) 

110-108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至 111年 6月 30日
止，辦理各局受理兌付振興五倍券服務。 

(110-070208-001-002-006) 

110-109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三重郵局所轄林口中正
路郵局(三重第 11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北市林口
區中山路 97巷 10號 1、2樓營業。 

(110-04010204-001-00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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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10     月 

110-110 2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啟用「ｉ郵箱維運管理系
統」，提供各等郵局ｉ郵箱業務管理單位用以查詢相
關資訊。 

(110-040206-002-001-010) 

110-111 29日 為表揚本公司在資訊安全及個資保護持續耕耘，英
國標準協會(BSI)頒發本公司「資訊韌性精銳獎」，
由總經理代表公司領獎，並於 110年 10月 29日『2021 
BSI國際資安標準管理年會』線上直播表揚。 

(無文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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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11     月 

110-112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南投郵局所轄日
月潭郵局停辦買賣外幣現鈔及旅行支票業務。 

(109-070399-003-001-020) 

110-113 2日 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使用節餘場地出租調
派主管人員居住管理要點」第 7 點附件，調整住宿
實質需求之家具設備品項。 

(110-130503-001-001-012) 

110-114 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中華郵政民國
111年月曆」1款，每本售價新臺幣 60元。 

(110-060104-002-008-015) 

110-115 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古典詩詞郵票
(110 年版)」，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
製，面值 8 元票《〈江上漁者〉范仲淹》、面值 8 元
票《〈蘆山樵唱〉羅仲舒》、面值 12 元票《〈憫農〉
李紳》、面值 15元票《〈勸學〉顏真卿》，各印 62萬
枚。 

(110-060599-001-001-015) 

110-116 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業務需求，添印「龍鳳
呈祥郵票」面值 50元 1款，於本日發行，郵票由中
央印製廠印製，印 200萬枚。 

(110-060599-001-0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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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11     月 

110-117 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郵政 VISA
一卡通金融卡發卡服務」。 

(110-07010101-001-001-026) 

110-118 12日 配合行政院提振旅宿業景氣政策，並為增進本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對各地郵局經營現況及在地特色之瞭
解，110年 12月 24日假高雄郵局召開第 7屆董事會
第 4次會議。 

(110-010199-001-001-010) 

110-119 1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於本日在 i郵購網路平臺開設「聯合推薦專區」，協
助農糧署推薦之優質店家行銷臺灣在地農特產品。 

(110-040501-011) 

110-120 1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中華郵政民國
111年筆記本」1款，每本售價新臺幣 88元。 

(110-060104-002-009-003) 

110-121 1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10年 11月 15日調整「郵
政簡易人壽安心小額終身壽險」之投保年齡。 

(110-08040199-005-0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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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11     月 

110-122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桃園郵局所轄民
生路郵局及三重郵局所轄新莊民安郵局新增辦理買
賣外幣現鈔及買回旅行支票業務、一般匯出及匯入
匯款業務。  

(109-070399-003-001-015) 

110-123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新增「免臨櫃申
請網路/e 動郵局」服務，客戶得以實體 ATM 搭配金
融卡完成啟用程序。 

(110-070206-001-005-018) 

110-124 18日 110年 11月 18日上午 10時舉辦郵政博物館 4樓「兒
童郵園」重新開幕活動，並於同日實施新參觀券收
費標準。 

(110-06060301-001-001-022) 

110-125 2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南郵局所轄歸仁南保
郵局(臺南第 50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臺南市歸仁區
中山路三段 250號 1樓營業。 

(110-04010204-001-001-023) 

110-126 24日 本公司郵政物流中心新建工程榮獲交通部「110年度
公共工程金質獎初評」佳作，並由大部張技監垂龍
至本公司代表部長頒獎。 

(109-11040201-003-057-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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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11     月 

110-127 24日 修正本公司「創新提案實施要點」 

(110-020401-001-001-008) 

110-128 2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在客家委員會客家文
化發展中心六堆客家文化園區舉辦「客庄節慶郵票」
發行典禮。由中華郵政公司董事長吳宏謀主持，立
法委員鍾佳濱、行政院南區聯合服務中心副執行長
陳文亮、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六堆客家文
化園區主任何金樑、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處長陳
麗萍等多位貴賓共同與會為郵票揭幕。 

(110-06020201-001-001-007) 

110-129 2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客庄節慶郵
票」，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
8元票(苗栗龍)、面值 8元票(六堆祈福尖炮城)、
面值 12元票(臺中東勢新丁粄節)、面值 12元票(國
姓搶成功)，各印 60萬枚。 

(110-060599-001-001-016) 

110-130 3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開辦以 LINE Pay Money(已更
名為一卡通 MONEY)刷讀掃碼繳付ｉ郵箱「寄件郵資」
服務。 

(110-040206-002-0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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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12     月 

110-131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高雄郵局與高雄市郵藝學會
於 110年 12月 1日至 5日在高雄郵局聯合舉辦「中
華民國 110年全國郵展」，並於郵展首日在高雄郵局
郵務大樓 6 樓大禮堂舉辦「中華民國 110 年全國郵
展」開幕典禮暨「新年郵票(110 年版)」發行典禮。 

(110-060206-001-001-014) 

110-132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新年郵票(110
年版)」，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 6
元票印 227 萬枚(含賀歲版 17 萬枚)、面值 13 元票
印 137萬枚(含賀歲版 17萬枚)，小全張內含面值 15
元票 1枚，共印 86萬張。並配合發行「新年郵票(110
年版)印刷全張」郵品 1 款，每個售價新臺幣 1,400
元，發行 5,500個。 

(110-060599-001-001-017) 

110-133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新年明信片
(110年版)」及「瑞虎賀年卡」各 2款，售價分別為
新臺幣 8元及 35元。 

(110-060599-001-001-017) 

110-134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橫式國內明信
片(110年版)」、「中華民國 110年全國郵展紀念明信
片」及「中華民國 110 年全國郵展紀念掛號信封」
各 1款。 

(110-060599-001-001-017) 

110-135 2日 郵政博物館高雄館於 110年 12月2日辦理開幕典禮。 

(110-06060301-001-00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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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12     月 

110-136 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臺中嶺東
郵局(臺中第 29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臺中市南屯區
永春北路 49號營業。 

(110-04010204-001-001-027) 

110-137 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新增丁級郵局(除
1、2人郵局外)辦理即時發卡業務。 

(110-070203-001-003-025) 

110-138 9日 配合比照轉調人員發給未擔任主管職務之職階及約
僱人員職務待遇案，修訂「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人員陞遷要點」、「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陞遷面談
作業要點」、「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人事評議委員
會設置要點」、「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職階人員考
核要點」、「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職務輪調實施要
點」及「員工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考評注意事項」
等 6 項人力資源業務作業規章，將原職階人員「主
管待遇」及「主管職責層次」文字統一修正為「職
務待遇」及「職責層次」，並配合現行規定或業務需
要酌修部分文字。 

(110-130101-001-002-004) 

110-139 2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三重郵局所轄泰山南林
郵局(三重第 45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北市泰山區
南林路 93號營業。 

(110-04010204-001-0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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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12     月 

110-140 27日 函知自 111 年 1 月 1 日起，職階及約僱人員因重大
傷病非短時間所能治癒，經權責主管核准得申請「特
准病假」。 

(110-130504-004-0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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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10103 董事會/綜合業務/董事、監察人派任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翁文
祺自 106 年 6 月 30 日辭職後所遺職務，由交通部
政務次長王國材代理；總經理職務並由現任總經理
陳憲着續任。 
（106-010103-001-01-007） 
 
 

1060629 106-4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第 6 屆董事長及總經理人
選一案，業奉行政院同意，分別由魏健宏先生擔任
及現任總經理陳憲着續任，並經本公司董事會通過
自 107 年 5 月 11 日生效。 
（107-010103-001-01-003） 
 
 

1070511 107-53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魏健
宏辭職後所遺職務，由交通部王政務次長國材代
理，並經本公司董事會通過自 108 年 5 月 17 日生
效。 
（108-010103-001-01-007） 
 
 

1080517 108-4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職務，業奉行政院同
意由吳宏謀先生擔任，並經本公司董事會通過自
108 年 6月 28 日生效。 
（108-010103-001-01-008） 
 
 

1080628 108-64 

010199 董事會/綜合業務/其他   

 配合行政院提振旅宿業景氣政策，並為增進本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對各地郵局經營現況及在地特色之
瞭解，110 年 12月 24 日假高雄郵局召開第 7 屆董
事會第 4次會議。 
（110-010199-001-001-010） 
 
 

1101112 11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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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10299 董事會/會議/其他   

 董事會會議資料無紙化暨線上系統正式啟用。 
（109-010299-001-01-001） 
 
 

1090416 109-36 

02010301 秘書類/綜合業務/郵政出版品/郵政出版品管理   

 為持續型塑中華郵政優良企業形象，彰顯民眾對郵
局的信賴，特舉辦「信賴郵你」攝影比賽。 
（106-02010301-001-01-006） 
 
 

1060703 106-54 

 為展現本公司優良企業形象，彰顯民眾對郵局之情
感與信賴，特舉辦「看見郵政」攝影比賽。 
（107-02010301-001-01-022） 
 
 

1071029 107-110 

02030204 秘書類/企劃/專案投資與業務計畫/計畫協調及推
動作業 

  

 106年 9月 6日至 9日參加於臺北南港展覽館一館
舉辦的「第 22 屆臺北國際物流暨物聯網展」，展示
建置中的「郵政智慧物流園區」整體規劃，並介紹
跨境物流及「i郵箱」等創新服務。 
（106-02030204-001-01-015） 
 
 

1060906 106-77 

 為慶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23週年，於 107 年
10 月至 108 年 9 月間辦理「一季一亮點」實施計
畫。計畫內容著力於流程之改善或結構性之調整、
可產生長期性效益及發揮跨單位合作等面向，並將
總公司各處（室、館）及各等郵局（含臺北郵件處
理中心）分為 2組進行評比。評選結果：總公司組
前 3 名為儲匯處、郵務處、人力資源處；各等郵局
組前 3名為苗栗郵局、三重郵局、屏東郵局。獲獎
之亮點計畫並刊登於《郵人天地》及中華郵政公司
內部資訊網公共功能區之「亮點計畫」專區，供員
工相互學習。 
（108-02030204-001-01-006） 
 
 

1081119 10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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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2030204 交通部林佳龍部長現地視察「郵政物流園區（機場
捷運 A7站）建置計畫」之建置情形。 
（109-02030204-002-02-016） 
 
 

1100108 110-5 

02030299 秘書類/企劃/專案投資與業務計畫/其他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江瑞堂代表參加交
通部航政司召開「開創後疫情時代－臺北港、桃園
機場及郵政園區產業合作新局」論壇，並發表「郵
政物流園區物流產業定位與發展」專題，會中由三
家公司盤點現有資源，找出合適自身優勢項目，共
同研商三園區發展規劃。 
（110-02030299-001-01-001） 
 
 

1091214 109-145 

02030399 秘書類/企劃/中長程計畫/其他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 6月 5 日舉辦「郵政物流
園區新建工程開工動土典禮」。行政院賴清德院
長、交通部賀陳旦部長及桃園市鄭文燦市長等共同
參與祈福及動土儀式，並肯定及支持中華郵政公司
構建「智慧物流」及推動「數位轉型」的前瞻性擘
劃。 
（107-02030399-001-01-033） 
 
 

1070605 107-5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 11 月 8 日假臺北國際會
議中心舉辦郵政物流園區「物流中心公開招租案招
商說明會」介紹園區建置規劃及物流園區招租模
式。 
（107-02030399-001-04-008） 
 
 

1071108 107-115 

 舉辦「郵政物流園區-北臺灣郵件作業中心及訓練
中心新建工程案開工動土典禮」。行政院蘇貞昌院
長、交通部祁文中常務次長、鄭運鵬立法委員及桃
園市李憲明副市長等共同參與祈福及動土儀式。 
（110-02030399-001-01-002） 
 
 

1100118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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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20399 秘書類/企劃/其他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 8月 24、25日舉辦「107
年度經營策略研討會」，以組織調整為研討主軸，
並就公司定位等相關議題商討可行方案，供後續規
劃參考。 
（107-020399-001-02-012） 
 
 

1070824 107-90 

020401 秘書類/研究發展/各局創新案例   

 修正本公司「創新提案實施要點」 
（110-020401-001-001-008） 
 
 

1101124 110-127 

020504 秘書類/研考業務/研究報告   

 本公司參照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年 4月公布之
「新版公司治理藍圖（2018-2020）」，設計 5 大構
面，共 95 項指標，委託資誠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於 108 年 3月至 8月間辦理公司治理評鑑。
評鑑結果總得分 91 分，並依相關建議事項研擬參
採作法且落實執行，以形塑優良品牌形象。 
（108-020504-001-01-001） 
 
 

1080912 108-95 

02050503 秘書類/研考業務/為民服務/服務品質獎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高雄郵局榮獲行政院第 1
屆「政府服務獎」，為政府機關推動為民服務工作
之最高榮譽。 
（高雄郵局文檔檔號 
107-02050503-001-E1-011） 
 
 

1070607 107-6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苗栗郵局榮獲 107 年度「交
通部服務獎」整體服務類獎第 1 名；另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同時榮獲 107年度「交通部服務獎」專
案規劃類獎。 
（107-02050503-001-01-013） 
 
 

1071219 10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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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20702 秘書類/公共關係/新聞聯繫   

 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新聞及輿情處理注意
事項」。 
（106-020702-002-01-008） 
 
 

1060616 106-46 

 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新聞及輿情處理注意
事項」。 
（109-020702-002-01-005） 
 
 

1090916 109-103 

020799 秘書類/公共關係/其他   

 函頒「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商標授權管理要點」。 
（106-020799-002-01-005） 
 
 

1060329 106-28 

04010101 郵務營業類/局所管理/法令規章/內部規章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因應 COVID-19（武漢肺炎）
疫情日趨嚴峻，訂定「各局營業窗口因應武漢肺炎
暫停營業之相關措施」供各局依循。 
（109-04010101-001-01-003） 
 
 

1090316 109-2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因投標郵件之作業規定散
見於國內快捷郵件處理須知、郵政專用信箱處理須
知及相關通函內，為利同仁收寄及處理案關郵件，
爰增訂專章，並依郵政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
定，摘錄部分內容，公告於本公司全球資訊網。 
（109-04010101-001-01-004） 
 
 

1090410 109-3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利各局作業執行順利，修
訂並更名「各局營業窗口緊急事故『COVID-19（武
漢肺炎）』應變作法及備援方案」及「各局營業窗
口因應『COVID-19（武漢肺炎）』暫停營業相關措
施」。 
（109-04010101-001-01-006） 
 
 

1090527 1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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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10199 郵務營業類/局所管理/法令規章/其他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各等郵局所轄各級郵局支
援股自 106 年 5 月 1 日起裁撤，所遺業務回歸各等
郵局權責單位管理。 
（106-04010199-002-01-006） 
 
 

1060501 106-36 

04010201 郵務營業類/局所管理/自辦機構/設立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楠梓加
工區郵局（高雄第 164 支局）於本日成立。 
（109-04010201-001-01-006） 
 
 

1090525 109-5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中壢青
埔郵局（桃園第 94 支局）於本日成立。 
（109-04010201-001-01-001） 
 
 

1091119 109-13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嘉義郵局所轄大林大
埔美郵局（嘉義第 56 支局）於本日成立。 
（109-04010201-001-01-016） 
 
 

1091218 109-149 

04010202 郵務營業類/局所管理/自辦機構/撤銷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新營郵局所轄善化亞
蔬郵局於本日併入善化郵局。 
（106-04010202-001-01-005） 
 
 

1061111 106-10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苗栗郵局所轄後龍郵
局（苗栗第 13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苗栗縣後龍
鎮中華路 161 號營業。 
（109-04010202-001-01-003） 
 
 

1091012 109-11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東海大
學郵局（臺中第 5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臺中市西
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2147號營業。 
（109-04010202-001-01-003） 
 
 

1091102 10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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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1020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臺中榮
總郵局於本日併入東海大學郵局。 
（109-04010202-001-01-003） 
 
 

1091102 109-12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北郵局所轄臺北龍
山郵局於本日併入臺北老松郵局。 
（109-04010202-001-01-007） 
 
 

1100118 110-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北郵局所轄陽明大
學郵局（臺北第 147 支局）於本日起更名為臺北陽
明交大郵局。 
（109-04010202-001-01-006） 
 
 

1100201 110-1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新竹郵局所轄交通大
學郵局（新竹第 25 支局）於本日起更名為新竹陽
明交大郵局。 
（109-04010202-001-01-006） 
 
 

1100201 110-17 

04010203 郵務營業類/局所管理/自辦機構/改隸及更名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屏東郵局所轄屏東頭
前溪郵局因門牌整編，自本日起地址變更為屏東縣
屏東市清進路 559號。 
（110-04010203-001-001-001） 
 
 

1100907 110-92 

04010204 郵務營業類/局所管理/自辦機構/遷移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大園郵
局（桃園第 31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桃園市大園
區中山北路 85 號營業。 
（105-04010204-001-02-014） 
 
 

1060109 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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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1020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板橋郵局所轄鶯歌鳳
鳴郵局（板橋第 38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北市
鶯歌區鶯桃路 2 段 60 號營業。 
（106-04010204-001-E1-002） 
 
 

1060213 106-1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新竹郵局所轄新竹南
勢郵局（新竹第 26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竹市
北區竹光路 500號營業。 
（105-04010204-001-02-016） 
 
 

1060220 106-1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楊梅光
華郵局（桃園第 91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桃園市
楊梅區金德路 51號營業。 
（105-04010204-001-02-014） 
 
 

1060220 106-1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雲林郵局所轄麥寮橋
頭郵局（雲林第 31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雲林縣
麥寮鄉橋頭村仁德路 96-1號營業。 
（105-04010204-001-02-020） 
 
 

1060306 106-2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大里草
湖郵局（臺中第 32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臺中市
大里區中興路 1 段 298-3號營業。 
（106-04010204-001-01-018） 
 
 

1060918 106-8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基隆郵局所轄瑞芳九
份郵局（基隆第 35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北市
瑞芳區基山街 126號營業。 
（106-04010204-001-01-020） 
 
 

1061011 106-9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鳳山過
埤郵局（高雄第 123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高雄市
鳳山區過勇路 156、158號營業。 
（106-04010204-001-01-018） 
 
 

1061016 10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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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1020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所轄臺南與新營郵局（責任
中心局）整合，以提升經營績效。整合基準日：107
年 1 月 1日。 
（106-04010204-001-02-001） 
 
 

1070101 107-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苗栗郵局所轄後龍郵
局（苗栗第 13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苗栗縣後龍
鎮大庄里光華一街 2 號營業。 
（106-04010204-001-02-004） 
 
 

1070122 107-1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基隆郵局所轄汐止郵
局（基隆第 39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北市汐止
區大同路 3 段 168號營業。 
（107-04010204-001-01-003） 
 
 

1070409 107-4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南郵局所轄臺南安
平郵局（臺南第 4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臺南市安
平區安北路 125號營業。 
（107-04010204-001-01-008） 
 
 

1070604 107-5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三重郵局所轄三重中
正路郵局（三重第 6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北市
三重區三民街 213號營業。 
（107-04010204-001-01-011） 
 
 

1070723 107-7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桃園慈
文郵局（桃園第 30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桃園市
桃園區經國路 280、286號營業。 
（107-04010204-001-01-016） 
 
 

1071119 107-11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南郵局所轄臺南灣
裡郵局（臺南第 23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臺南市
南區灣裡路 67 號營業。 
（107-04010204-001-01-021） 
 
 

1080114 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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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1020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楠梓加
工區郵局（高雄第 35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高雄
市楠梓區藍田里藍昌路 430號營業，並更名為「楠
梓藍田郵局」。 
（108-04010204-001-01-004） 
 
 

1080311 108-1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三重郵局所轄林口中
湖頭郵局（三重第 14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北
市林口區中山路 683 號營業。 
（108-04010204-001-01-010） 
 
 

1080422 108-4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那瑪夏
郵局（高雄第 135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高雄市那
瑪夏區達卡努瓦里大光巷 230 號營業。 
（108-04010204-001-01-013） 
 
 

1080527 108-4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彰化郵局所轄彰化光
復路郵局（彰化第 23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彰化
縣彰化市和平路 55 號營業。 
（108-04010204-001-01-027） 
 
 

1080916 108-9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楊梅大
同郵局（桃園第 85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桃園市
楊梅區新農街 610號營業。 
（108-04010204-001-01-024） 
 
 

1080923 108-10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苗栗郵局所轄頭份郵
局（苗栗第 29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苗栗縣頭份
市崇仁街 3 號營業。 
（108-04010204-001-01-027） 
 
 

1081014 10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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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1020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嘉義郵局所轄太保郵
局（嘉義第 6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嘉義縣太保市
春珠里春珠 169-1號營業。 
（108-04010204-001-01-027） 
 
 

1081021 108-11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高雄凹
仔底郵局（高雄第 82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高雄
市鼓山區明華路 317 號 1 樓營業。 
（109-04010204-001-01-002） 
 
 

1090224 109-1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北郵局所轄馬祖馬
港郵局（臺北第 189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連江縣
南竿鄉馬祖村 84號營業。 
（109-04010204-001-01-007） 
 
 

1090420 109-3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東郵局所轄臺東卑
南郵局（臺東第 6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臺東縣臺
東市更生路 1308號營業。 
（109-04010204-001-01-007） 
 
 

1090427 109-4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北郵局所轄金門頂
堡郵局（臺北第 186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金門縣
金寧鄉仁愛新邨 137、138 號營業，並更名為「金
門金寧郵局」。 
（109-04010204-001-01-007） 
 
 

1090525 109-5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中壢郵
局（桃園第 44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桃園市中壢
區中美路 51 號營業。 
（109-04010204-001-01-013） 
 
 

1090629 10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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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1020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新竹郵局所轄清華大
學郵局（新竹第 2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竹市東
區光復路 2 段 101號營業。 
（109-04010204-001-01-018） 
 
 

1090921 109-10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臺中中
清路郵局（臺中第 49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臺中
市北屯區敦化路 1段 627號營業，並更名為「臺中
敦化路郵局」。 
（109-04010204-001-01-018） 
 
 

1090921 109-10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北郵局所轄北投郵
局（臺北第 131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臺北市北投
區光明路 165 號營業。 
（109-04010204-001-02-005） 
 
 

1100118 110-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龍潭大
平郵局（桃園第 75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桃園市
龍潭區龍源路大平段 270號營業。 
（109-04010204-001-02-005） 
 
 

1100322 110-3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北郵局所轄臺北信
維郵局（臺北第 26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臺北市
大安區信義路四段 101 號營業。 
（110-04010204-001-001-004） 
 
 

1100419 110-4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三重郵局所轄林口中
正路郵局（三重第 11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北
市林口區中山路 97 巷 10號 1、2樓營業。 
（110-04010204-001-001-014） 
 
 

1101025 11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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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1020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南郵局所轄歸仁南
保郵局（臺南第 50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臺南市
歸仁區中山路三段 250 號 1樓營業。 
（110-04010204-001-001-023） 
 
 

1101122 110-12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臺中嶺
東郵局（臺中第 29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臺中市
南屯區永春北路 49 號營業。 
（110-04010204-001-001-027） 
 
 

1101206 110-13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三重郵局所轄泰山南
林郵局（三重第 45 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北市
泰山區南林路 93號營業。 
（110-04010204-001-001-023） 
 
 

1101224 110-139 

04010299 郵務營業類/局所管理/自辦機構/其他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雲林郵局所轄虎尾安
慶郵局於本日併入虎尾郵局。 
（106-04010299-003-01-026） 
 
 

1060708 106-5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板橋郵局所轄永和永
安郵局於本日併入永和永貞郵局。 
（106-04010299-003-02-023） 
 
 

1061014 106-9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豐原博
愛郵局於本日併入豐原郵局。 
（106-04010299-003-02-038） 
 
 

1061224 106-11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北郵局所轄臺北史
博館郵局於本日併入臺北南海郵局。 
（107-04010299-003-02-040） 
 
 

1070113 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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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102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板橋郵局所轄樹林中
正路郵局於本日併入樹林郵局。 
（107-04010299-003-02-041） 
 
 

1070113 107-1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新竹郵局所轄湖口鐵
騎郵局於本日併入湖口鳳凰郵局。 
（107-04010299-003-02-042） 
 
 

1070114 107-1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大園航
勤北路郵局於本日併入大園菓林郵局。 
（107-04010299-003-02-044） 
 
 

1070114 107-1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南投郵局所轄南投三
興郵局於本日併入南投三和郵局。 
（107-04010299-003-02-043） 
 
 

1070121 107-1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鳳山工
協郵局於本日併入鳳山郵局。 
（107-04010299-003-02-045） 
 
 

1070121 107-1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基隆郵局所轄汐止保
長坑郵局於本日併入汐止郵局。 
（107-04010299-003-01-011） 
 
 

1070409 107-4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三重郵局所轄五股德
音郵局於本日併入五股登林路郵局。 
（107-04010299-003-01-010） 
 
 

1070421 107-4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屏東郵局所轄屏東潭
墘郵局於本日併入屏東勝利路郵局。 
（107-04010299-003-02-016） 
 
 

1070506 107-50 



 

15 

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102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配合都會地區民眾生活
型態及上班族用郵需求，調整位於 6都之 6處郵局
營業時間從中午 12 時至下午 7 時 30 分，以提升郵
局服務效能。108 年 11 月 1 日起：臺北光華郵局、
臺中永安郵局、高雄新田郵局。108年 11 月 15 日
起：永和中山路郵局、桃園民生路郵局、臺南興華
街郵局。 
（108-04010299-002-03-003） 
 
 

1081101 108-11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預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疫情擴散，鼓勵民眾改採「i 郵箱」自助取/寄
郵件，自本年 2 月 13 日起至 3 月 31 日舉辦「防疫
i 箱挺」優惠促銷活動。 
（109-04010299-003-01-007） 
 
 

1090213 109-1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鼓勵民眾多使用「i郵箱」
自助取/寄郵件功能，減少接觸傳染 COVID-19（武
漢肺炎）機會，「防疫 i 箱挺」優惠促銷活動截止
期限延長至 5 月 31 日止。 
（109-04010299-003-01-023） 
 
 

1090331 109-29 

04010301 郵務營業類/局所管理/委辦機構/開設委辦機構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早日完成郵政代辦所郵
務資訊透通化之目標，爰每月收寄掛號函件逾 1 千
件以上者，分批實施收寄郵件電腦化作業。 
（109-04010301-001-01-003） 
 
 

1090811 109-95 

04010501 郵務營業類/局所管理/臨時郵局/設立﹑異動﹑撤
銷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高雄、基隆、臺
南、宜蘭、花蓮、澎湖等郵局，為配合「海軍 106
敦睦遠航訓練任務」，於該訓練支隊航艦停靠轄區
期間，援例設立「中華民國海軍 106敦睦遠航訓練
支隊航訓巡迴展臨時郵局」。 
（106-04010501-001-01-001） 
 
 

1060217 1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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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10601 郵務營業類/局所管理/郵戳/申請、審核、鐫發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核發臺北郵局所轄內
湖郵局人工加蓋「國內郵資已付」戳記 1 枚，以應
處理大宗函件之需。 
（106-04010601-001-01-001） 
 
 

1060928 106-8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核發臺南郵局郵務科
人工加蓋「國內郵資已付」戳記 3枚，以應業務之
需。 
（107-04010601-001-01-001） 
 
 

1070207 107-21 

04010799 郵務營業類/局所管理/客服管理/其他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因應 COVID-19 疫情發展，
即日起顧客或訪客進入各地郵局營業場所（含郵政
代辦所）、郵件處理中心、投遞單位及行政單位辦
公場所實施實聯制作業。 
（110-04010799-001-001-001） 
 
 

1100517 110-47 

04010899 郵務營業類/局所管理/客服中心業務/其他   

 啟用「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客服系統服務平
台」。 
（110-04010899-001-01-012） 
 
 

1100223 110-22 

04020101 郵務營業類/營業管理/法規制度/郵政法   

 郵政法部分條文業奉總統 107 年 12 月 5 日華總一
經字第 10700130971 號令修正公布，並定自本日施
行。 
（108-04020101-001-01-002） 
 
 

1081101 10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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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20101 「遞送普及服務標準」、「交通部執行違反郵政法事
件取締作業要點」、「交通部辦理郵政監理業務實施
行政檢查作業要點」等郵政法相關子法及行政規
則，業經交通部修正發布並配合新修正之郵政法同
步於本日實施。 
（108-04020101-001-01-006） 
 
 

1081101 108-116 

04020102 郵務營業類/營業管理/法規制度/郵件處理規則   

 郵件處理規則部分條文業經交通部修正發布並配
合新修正之郵政法同步於本日實施。 
（108-04020102-001-01-013） 
 
 

1081101 108-117 

04020104 郵務營業類/營業管理/法規制度/郵務營業規章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務營業規章」修正案業
經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08 年 9 月 16 日第 6 屆
董事會第 6 次臨時會議決議通過，並配合新修正之
郵政法同步於本日實施。 
（108-04020104-001-02-001） 
 
 

1081101 108-11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收寄逾 2 公
斤之國內信函，並放寬國內信函之收寄重量至 20
公斤。 
（108-04020104-001-02-002） 
 
 

1081101 108-11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由台灣宅配
通股份有限公司付費共用ｉ郵箱櫃體業務。 
（109-04020104-001-01-001） 
 
 

1090915 109-101 

04020203 郵務營業類/營業管理/特種函件處理/存證信函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順應數位化服務潮流，提
供更貼心的便民服務，自 110 年 1 月 11 日起開辦
「存證信函網路交寄」服務，民眾可透過「電子函
件服務系統」線上交寄存證信函。 
（110-04020203-001-001-001） 
 
 

1100111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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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20301 郵務營業類/營業管理/函件處理手續/收寄手續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環保署之「網購循環袋
（箱）試辦計畫」，爰以本公司各地（綠）郵筒（含
i 郵箱智慧郵筒）進行循環袋（箱）之回收作業。 
（109-04020301-001-01-006） 
 
 

1090926 109-109 

04020308 郵務營業類/營業管理/函件處理手續/禁寄物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因禁寄物品、脆弱郵件及內
容物不可分裝郵件之作業規定散見於郵件處理規
則、郵務營業規章、各郵件處理須知及相關通函
內，為利同仁收寄及處理案關郵件，爰彙整製作「禁
寄物品&脆弱郵件&內容物不可分裝郵件收封運投
標準作業流程（SOP）」標準作業流程供各局遵循。 
（109-04020308-001-01-001） 
 
 

1091007 109-117 

04020403 郵務營業類/營業管理/服裝機具用品/營業郵資
機、郵資戳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因應數位金融整體趨勢，提
供用郵客戶付款多元機制，自本日起於 160間郵局
開辦郵務窗口以郵政晶片金融卡或郵政 VISA 金融
卡支付交寄郵件之郵資。 
（108-04020403-001-01-003） 
 
 

1081015 108-111 

04020404 郵務營業類/營業管理/服裝機具用品/郵務自助機
具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啟用 i 郵箱寄件
功能。 
（106-04020404-001-02-011） 
 
 

1060525 106-4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網路家庭國
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PChome）快捷郵件投遞至 i 
郵箱取件服務。 
（108-04020404-001-05-002） 
 
 

1080702 10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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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2040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 1,148 座ｉ
郵箱智慧郵筒收寄平常函件服務。 
（109-04020404-001-02-024） 
 
 

1090409 109-3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善盡企業責任並傳遞社
會關懷，於 109 年 10 月 5 日至 11 月 5 日舉辦「郵
遞ｉ心 守護弱勢」公益活動，透過「ｉ郵箱」將
1,631項民眾捐贈物品，送抵弱勢兒童及長者。 
（109-04020404-001-06-006） 
 
 

1091005 109-11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10 年 1 月 20 日起與露
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i 郵箱前臺特
約戶寄件業務。露天平臺上的賣家會員可選擇以 i
郵箱寄件，買家會員可選擇以 i 郵箱取件。 
（109-04020404-001-08-021） 
 
 

1100120 110-10 

 為提供民眾更多元便捷的網購取貨管道，並擴大 i
郵箱服務範疇，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10年 1
月 27 日起，與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momo
購物網）合作，民眾於 momo 購物網站上訂購商品
可選擇配送至 i郵箱，享受快速到貨及智慧取件的
便利。 
（109-04020404-001-08-014） 
 
 

1100127 110-14 

 為倡導零接觸配送及無現金支付理念，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自 110年 7月 1日至 12月 31日舉辦「代
收貨款 選箱配 最優惠」活動，凡代收貨款郵件寄
至 i 郵箱取件者，每件資費減收 30 元，鼓勵民眾
藉由 i郵箱特有的金、物流整合服務支付貨款，減
少接觸傳染風險。 
（110-04020404-006-005） 
 
 

1100701 1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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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2040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10年 8月 1日起開辦由
台灣順豐速運股份有限公司付費共用 i 郵箱儲格
業務。 
（110-04020404-006-013） 
 
 

1100801 110-79 

04020405 郵務營業類/營業管理/服裝機具用品/收銀機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由美商優比
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UPS）付費共用
i 郵箱櫃體業務。 
（109-04020405-001-01-003） 
 
 

1090915 109-102 

04020599 郵務營業類/營業管理/窗口服務/其他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分樓層營業之郵局於 1 樓
營業場所設置「友善服務窗口/櫃檯」及「郵、儲
全功能電腦設備」，俾利身心障礙、行動不便、高
齡長者及孕婦等民眾免上樓即可辦理郵儲相關業
務。 
（109-04020599-003-02-008） 
 
 

1091117 109-132 

040206 郵務營業類/營業管理/新種業務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與日本郵政合作
開辦「國際 e 小包（ePacket）」業務。 
（106-040206-001-01-004） 
 
 

1060401 106-3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與國際航空
快遞業者 DHL 洋基通運股份有限公司共用ｉ郵箱
合作業務。 
（106-040206-002-04-001） 
 
 

1060930 10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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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206 為順應國際郵務及跨境電子商務趨勢，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於本（107）年 1 月、4 月開辦印尼
（ Indonesia）、新加坡（ Singapore）、泰國
（Thailand）及越南（Viet Nam）國際 e 小包
（ePacket）業務，俾滿足用郵客戶不同需求。 
（107-040206-001-01-001） 
 
 

1070102 107-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政府政策積極推動新
南向國家之跨境電子商務服務。中華郵政公司自 4
月 1日及 2日起分別於越南及新加坡郵政合作開辦
國際 e小包業務。 
（107-040206-001-01-002） 
 
 

1070401 107-3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政府政策積極推動新
南向國家之跨境電子商務服務。中華郵政公司自 6
月 1日起與印尼及泰國郵政合作開辦國際 e小包業
務。 
（107-040206-001-01-007） 
 
 

1070601 107-5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政府政策積極推動新
南向國家之跨境電子商務服務。中華郵政公司自 8
月 1日起與韓國及菲律賓郵政合作開辦國際 e小包
業務。 
（107-040206-001-01-009） 
 
 

1070801 107-8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啟用之 i 郵箱，包
含金門、馬祖等外島地區及全國最高之阿里山郵
局，達成於全國（臺、澎、金、馬）設置 i郵箱之
目標。 
（107-040206-002-02-025） 
 
 

1070910 10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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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20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政府政策積極推動新
南向國家之跨境電子商務服務，本公司自 12 月 1
日起與馬來西亞郵政合作開辦國際 e小包業務。另
為跨足歐洲市場，亦自 12 月 1 日起與德國郵政合
作開辦國際 e 小包業務。 
（107-040206-001-01-012） 
 
 

1071201 107-124 

 為順應國際郵務及跨境電子商務趨勢，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寄往法國國際 e 小包
（ePacket）業務。 
（108-040206-001-01-001） 
 
 

1080201 108-10 

 為順應國際郵務及跨境電子商務趨勢，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以色列寄往臺灣之國際 e
小包（ePacket）業務。 
（108-040206-001-01-003） 
 
 

1080315 108-19 

 為順應國際郵務及跨境電子商務趨勢，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寄往英國及以色列之國
際 e 小包（ePacket）業務。 
（108-040206-001-01-005） 
 
 

1080401 108-29 

 為順應國際郵務及跨境電子商務趨勢，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英國寄往臺灣之國際 e
小包（ePacket）業務。 
（108-040206-001-01-003） 
 
 

1080401 108-30 

 為順應國際郵務及跨境電子商務趨勢，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挪威國際 e 小包
（ePacket）業務。 
（108-040206-001-E1-001） 
 
 

1080601 1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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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20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代收貨款郵
件寄至 i郵箱取件服務。 
（108-040206-002-02-018） 
 
 

1080626 108-6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於 i 郵箱櫃
體以台灣 Pay 掃碼繳付代收貨款後取件之服務。 
（108-040206-002-03-028） 
 
 

1081225 108-147 

 為順應國際郵務及跨境電子商務趨勢，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寄往波蘭國際 e 小包
（ePacket）業務。 
（109-040206-001-01-003） 
 
 

1090401 109-3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以郵政金融
卡於ｉ郵箱支付郵資及代收貨款服務。 
（109-040206-002-01-013） 
 
 

1090421 109-39 

 為順應國際郵務及跨境電子商務趨勢，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寄往丹麥國際 e 小包
（ePacket）業務。 
（109-040206-001-01-007） 
 
 

1090801 109-9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續與國際航空快遞業者洋
基通運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共用 i 郵箱儲格業務，並
增加辦理 DHL 用戶得於ｉ郵箱「交寄快遞件」服務。 
（110-040206-002-01-005） 
 
 

1100304 110-24 

 為順應國際郵務及跨境電子商務趨勢，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寄往紐西蘭、加拿大之國
際 e 小包（ePacket）業務。 
（110-040206-001-01-004） 
 
 

1100415 1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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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206 為順應國際郵務及跨境電子商務趨勢，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寄往澳大利亞之國際 e
小包（ePacket）業務。 
（110-040206-001-01-008） 
 
 

1100801 110-8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政府無現金支付政
策，同時提升服務便利性，自 110 年 10 月 5 日起
於各地郵局郵務窗口開辦以「郵政金融卡」支付各
項郵務服務資費服務，以提供民眾更便利、快速及
現代化的用郵服務。 
（110-040206-003-001-003） 
 
 

1100928 110-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啟用「ｉ郵箱維運管理系
統」，提供各等郵局ｉ郵箱業務管理單位用以查詢
相關資訊。 
（110-040206-002-001-010） 
 
 

1101026 110-11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開辦以 LINE Pay Money（已
更名為一卡通 MONEY）刷讀掃碼繳付ｉ郵箱「寄件
郵資」服務。 
（110-040206-002-001-012） 
 
 

1101130 110-130 

040301 郵務營業類/企劃行銷/政策推動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依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振興三倍券發放辦法」，公布振興三倍券使用
於郵政業務之範圍及相關帳務處理方式。 
（109-040301-001-01-006） 
 
 

1090710 109-7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依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振興五倍券發放辦法」，公布振興五倍券使用
於郵政業務之範圍及相關帳務處理方式。 
（110-040301-001-002-002） 
 
 

1101005 11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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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302 郵務營業類/企劃行銷/宣導業務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提供用郵客戶更完備服
務，並利於窗口人員及郵件處理過程辨識標單郵
件，於本日起發售「標單專用信封」。尺寸規
格:32.4cmX22.9cm、售價:5 元、首批製作 3 萬個。 
（107-040302-001-02-009） 
 
 

1071225 107-13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因應電子商務蓬勃發展
及民眾消費型態改變，自本日起與全家便利商店股
份有限公司合作郵局便利包 1、2 號包「店寄宅」
業務。 
（108-040302-001-01-011） 
 
 

1080409 108-33 

04030601 郵務營業類/企劃行銷/費率/郵資之釐訂及調整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調整國內函件郵
資。 
（106-04030601-001-01-003） 
 
 

1060801 106-6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調整存證信函紙
售價。 
（106-04030601-001-01-004） 
 
 

1060801 106-63 

04040799 郵務營業類/電子函件/郵遞業務轉型/其他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在臺北郵件處理中
心國際航郵科辦理「航郵出口貨棧」揭牌儀式，並
正式營運。 
（106-04040799-006-02-003） 
 
 

1061226 106-119 

 重申有關郵寄醫療口罩至德國親友可免除關稅。 
（109-04040799-006-02-005） 
 
 

1090703 10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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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40799 配合洋基通運股份有限公司政策，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自 110年 7月 1日起暫停代收寄往歐洲聯盟
27 個會員國之 DHL國際快遞貨件。 
（110-04040799-003-001-007） 
 
 

1100624 110-6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因應實務作業需要及組織
調整，修正「受託辦理洋基通運股份有限公司國際
航空快遞收件業務作業須知」部分規定。 
（110-04040799-003-001-008） 
 
 

1100806 110-8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因應實務作業需要及組織
調整，重新頒訂「受託辦理荷蘭商聯邦快遞股份有
限公司國際優先快遞收件業務作業須知」，原「受
託辦理美商聯邦快遞公司國際優先快遞收件業務
暫行作業要點」同步停止適用。 
（110-04040799-003-001-011） 
 
 

1101015 110-107 

040501 郵務營業類/代理/代理業務行銷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臺北民生郵局啟用首座
020 郵購站新零售概念店。 
（107-040501-010-01-020） 
 
 

1070607 107-6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
署於本日在 i 郵購網路平臺開設「聯合推薦專
區」，協助農糧署推薦之優質店家行銷臺灣在地農
特產品。 
（110-040501-011） 
 
 

1101112 11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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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50199 郵遞管理類/綜合業務/其他   

 為激勵員工士氣及提升郵政企業形象，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於本日舉辦「108 年度擴大關懷獨居長
者績優人員表揚大會」，總統蔡英文親臨頒獎，肯
定郵政同仁於投遞途中主動關懷獨居長者，巧妙結
合郵遞工作與愛心行動關懷弱勢的奉獻與辛勞。 
（108-050199-002-03-009） 
 
 

1080905 108-8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配合政府綠能源及減少
碳排放量政策，持續汰換燃油機車，大量採用電動
機車，以建立綠能源車隊，於本日完成交車 800
輛，累計採用 3,241 輛電動機車。 
（109-050199-002-E1-025 ） 
 
 

1091215 109-146 

05020299 郵遞管理類/作業管理/郵件處理/其他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政府實施實名制防疫
政策措施，自本日起承辦「防疫口罩」之上收、配
送等物流作業。 
（109-05020299-001-E1-006） 
 
 

1090204 109-10 

05020302 郵遞管理類/作業管理/郵件處理/其他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配合政府綠能源及減少
碳排放量政策，積極採購電動機車做為外勤人員投
遞用車，於 107 年 1 月 15 日在臺北郵局舉辦「中
華郵政 1627 輛電動機車成軍誓師」記者會，成為
國內率先建立綠能車隊的國營事業。 
（107-05020302-001-01-001） 
 
 

1070115 107-13 

05020499 郵遞管理類/作業管理/兩岸郵務/其他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魏健宏等相關主管
共 14 人於 107 年 11 月 8 日至 14 日應邀赴大陸參
加「兩岸通郵 10周年慶祝活動暨 2018 年兩岸郵政
發展研討會」及相關參訪活動。 
（107-05020499-003-01-011） 
 
 

1071108 10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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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50204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魏健宏率團於 107
年 12 月 19 日至 26 日赴大陸地區參訪郵政及物流
業者之自動化作業及智能化機器設備，以精進本公
司智慧物流發展。 
（107-05020499-003-01-014） 
 
 

1071219 107-13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江瑞堂率團於 108
年 3月 26日至 30日赴大陸深圳參訪物流業者自動
化作業及智能化機器設備，以精進本公司智慧物流
發展。 
（108-05020499-003-01-004） 
 
 

1080326 108-28 

05030103 郵遞管理類/投纜管理/綜合業務/國內收投作業規
劃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屏東郵局所轄車城、滿州郵
局郵遞業務部門自本日起併入恆春郵局。 
（106-05030103-001-01-014） 
 
 

1060410 106-3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南郵局所轄郵務科投遞
股自本日起，調整為第一投遞股及第二投遞股。 
（106-05030103-001-01-020） 
 
 

1061106 106-104 

05030106 郵遞管理類/投纜管理/綜合業務/郵遞區號推廣   

 中華郵政公司自本日起實施新制「3+3 郵遞區號」，
前 3 碼「行政區編碼」維持不變，後 3 碼「投遞區
段碼」由原來之 2碼增為 3碼，詳盡規劃投遞區段，
簡化處理作業，並增進郵件分揀效率，提高投遞準
確率。 
（109-05030106-001-01-003） 
 
 

1090303 109-21 

050304 郵遞管理類/投纜管理/投遞作業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新竹郵局所轄竹北郵局於
本日起增設郵務股。 
（105-050304-001-02-029） 
 
 

1060101 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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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50304 為提升郵務競爭力，強化績效評核制度，訂定各等
郵局辦理所轄郵遞單位績效衡量機制，並自 110 年
度起試辦，將郵遞單位與窗口單位之績效分列評
比，鼓勵各投遞單位積極協助業務發展，並依業務
量適當配置人力，以提升公司整體營運績效。 
（109-050304-001-04-034） 
 
 

1091202 109-14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提供民眾多元取件地點
及時間選擇，自 110 年 3 月 24 日起開辦自郵領件
業務。 
（110-050304-001-01-019） 
 
 

1100324 110-3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10年 7月 26日啟用 QR 
Code 零接觸簽收，透過科技防疫提供安心簽領郵
件服務。 
（110-050304-001-E01-020） 
 
 

1100726 110-74 

050401 郵遞管理類/聯郵管理/快捷業務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10 年 5 月 19 日起恢復
按址投遞不成功之國際郵件得改投遞至 i 郵箱服
務。 
（110-050401-001-001-001） 
 
 

1100517 110-48 

050499 郵遞管理類/聯郵管理/其他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江瑞堂率團於 108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2 日參訪印尼及新加坡郵政暨
出席「2019 新加坡亞洲國際郵展」主持「臺北之
夜」宣傳造勢活動。 
（108-050499-001-01-003） 
 
 

1080728 10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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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5050199 郵遞管理類/國際郵務/綜合業務/其他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辦原 15 個國家
（地區）之水陸函件及韓國、港澳地區水陸包裹出
口業務，並調整寄往日本等 14 個國家（地區）之
水陸包裹資費。 
（105-05050199-002-02-005） 
 
 

1060101 106-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陳憲着率團於 107
年 9 月 24 日至 26日出訪馬來西亞郵政洽談業務，
藉此拓展與馬來西亞郵政國際郵件業務合作範
疇，並維繫友好關係。 
（107-05050199-003-03-014） 
 
 

1070924 107-10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吳宏謀率團於 108
年 8 月 26 日至 30日出訪日本郵政，拓展業務並考
察當地郵政設施，以維雙方郵政友好關係。 
（108-05050199-003-03-008） 
 
 

1080826 108-84 

05050599 郵遞管理類/國際郵務/郵件運輸/其他   

 配合經濟部公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09 年
1 月 24 日起至 2 月 23 日止，郵寄紡織材料製口罩
等管制物品應行注意事項。 
（109-05050599-001-01-001） 
 
 

1090124 109-9 

 配合經濟部公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09 年
2 月 24 日起至 4 月 30 日止，郵寄紡織材料製口罩
等管制物品應行注意事項。 
（109-05050599-001-01-003） 
 
 

1090224 109-17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公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自 109年 4月 9日起開放口罩輸出國外親屬使用
之相關郵寄出口配合事項。 
（109-05050599-003-01-004） 
 
 

1090409 1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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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5050599 配合經濟部公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其他紡織
材料（不織布材料製）口罩限制郵寄出口日期，延
長至 109年 6 月 30 日止。 
（109-05050599-001-01-005） 
 
 

1090505 109-44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公告，有關 2個月內開放口
罩輸出供國外二親等內親屬使用，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自本日起開放第二波申請。 
（109-05050599-001-01-007） 
 
 

1090609 109-61 

050599 郵遞管理類/國際郵務/其他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公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自本日起解除口罩管制出口，寄件人免附輸出許
可證交寄口罩。 
（109-050599-002-01-005） 
 
 

1090601 109-58 

060101 集郵業務/綜合業務/業務推展及改進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翁文祺於 4月 8日至
15 日率團參訪荷蘭、法國郵政及郵票印製廠，並
考察本公司郵件處理中心包裹分揀機汰換供應廠
商范德蘭德公司之包裹處理系統。 
（106-060101-001-01-012） 
 
 

1060408 106-3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清真寺郵
票」，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 15
元票（台北清真寺）、面值 28 元票（台中清真寺）
各印 60萬枚。 
（109-060101-001-01-033） 
 
 

1090929 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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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1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古典詩詞郵票
（109年版）」，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製，面值 8 元票〈梅花〉王安石、面值 8元票〈蘭
溪〉杜牧、面值 12 元票〈新竹〉鄭板橋、面值 15
元票〈菊花〉元稹，各印 78 萬 2,000 枚（含 109
年度郵票冊附專屬贈品「古典詩詞郵票（109年版）」
珍藏版各 17 萬枚）。附帶發行專冊 1款，每本售價
新臺幣 400 元。 
（109-060101-001-01-037） 
 
 

1091014 109-12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懸日郵票」，
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為 8 元、
35 元，圖案分別為臺中市公益路及高雄市青年一、
二路的懸日美景，各印 60萬 8,000枚。 
（109-060101-001-02-002） 
 
 

1091028 109-12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觀賞水族生物
郵票－金魚（第 3輯）」，郵票由紐西蘭南方印刷有
限公司印製，面值 8 元票（珠鱗）、面值 8 元票（朝
天眼）、面值 15元票（水泡眼）、面值 28元票（獅
頭），各印 62 萬枚。 
（110-060101-001-01-018） 
 
 

1100409 110-37 

060104 集郵業務/綜合業務/集郵週邊商品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木質系列集郵
商品」6款，分別為：1.郵筒音箱手機座，售價新
臺幣 280 元。2.信鴿手機座，售價新臺幣 280 元。
3.便利箱儲物盒，售價新臺幣 350元。4.儲金記事
本組，售價新臺幣 350 元。5.集郵尺，售價新臺幣
150 元。 
（108-060104-002-01-022） 
 
 

1080318 1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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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10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造型卡片
（續）」6款，每款售價新臺幣 15 元；並發售「造
型卡片（續） 組合包」，每組內含 6 款卡片，每組
售價新臺幣 80 元。 
（108-060104-002-02-002） 
 
 

1080320 108-2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摺疊購物袋」
3 款及「摺疊旅行袋」2 款，每款售價分別為新臺
幣 200元及 300元。 
（108-060104-002-03-009） 
 
 

1080605 108-5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2019 年郵政
寶寶撲滿組合包」，每組內含男、女寶寶各 1 款，
每組售價新臺幣 360 元。 
（108-060104-002-07-002） 
 
 

1080916 108-9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集郵商品「大龍
票黃金鑄錠」，每套售價新臺幣 1 萬 9,888 元，限
量發售 1,500 套。 
（108-060104-002-07-006） 
 
 

1080927 108-10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財鼠黃金鑄
錠」，每套售價新臺幣1萬9,888元，限量發行1,500
套。  
（108-060104-002-08-018） 
 
 

1081203 108-13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財鼠銀鑄錠」
A、B 款各 1 款，每套售價新臺幣 1,980 元，限量
發行各 6,000 套;另發售「財鼠銀鑄錠珍藏版」，以
財鼠銀鑄錠 A、B 款為套裝組合，每組售價新臺幣
3,960元，限量發行 7,700組。 
（108-060104-002-08-018） 
 
 

1081203 10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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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10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財鼠高浮雕銅
章」每套售價新臺幣 2,680元，限量發行 1,700 套。 
（108-060104-002-08-018） 
 
 

1081203 108-13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喜迎財鼠金鑄
錠•銀鑄錠•銅章典藏組」，內含財鼠黃金鑄錠 1
枚、銀鑄錠 2 枚及高浮雕銅章 1 枚，每組售價新臺
幣 2 萬 6,528 元，限量發行 300 組。 
（108-060104-002-08-018） 
 
 

1081203 108-13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心花樣瓷
杯」，售價新臺幣 260 元。 
（108-060104-002-09-014） 
 
 

1090108 109-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心花樣杯盤
組」，售價新臺幣 430 元。 
（109-060104-002-01-012） 
 
 

1090220 109-1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第十五任總統
副總統就職紀念黃金鑄錠」，每套售價新臺幣 1 萬
9,888元，限量發行 1,000套。 
（109-060104-002-06-003） 
 
 

1090520 109-4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第十五任總統
副總統就職紀念銀鑄錠」，每套售價新臺幣 1,980
元，限量發行 1,000 套。 
（109-060104-002-06-003） 
 
 

1090520 109-4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第十五任總統
副總統就職紀念金、銀鑄錠珍藏組」，內含第十五
任總統副總統就職紀念黃金鑄錠及銀鑄錠各 1
款，每組售價新臺幣 2 萬 1,868 元，限量發行 520
組。 
（109-060104-002-06-003） 
 
 

1090520 1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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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10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心花樣湯碗
（火鶴、劍蘭）」，共 2 款，每款售價新臺幣 350元。 
（109-060104-002-07-019） 
 
 

1090707 109-7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郵票展示框
（大─咖啡色、原木白）」共 2 款，每款售價為新
臺幣 180元。 
（109-060104-002-08-006） 
 
 

1090714 109-8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羽眾不同護腕
（桃紅、黑色）」，共 2 款，每款售價為新臺幣 100
元。 
（109-060104-002-08-005） 
 
 

1090715 109-8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掬香絹扇」1
款，售價為新臺幣 480 元。 
（109-060104-002-08-014） 
 
 

1090731 109-8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浪漫藤花絲
巾」1款，售價為新臺幣 990 元。 
（109-060104-002-09-015） 
 
 

1090916 109-10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福牛黃金鑄
錠」，每套售價新臺幣2萬2,000元，限量發行1,500
套。 
（109-060104-002-10-008） 
 
 

1091005 109-11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福牛銀鑄錠」
A、B 款各 1 款，每套售價新臺幣 2,150 元，限量
發行各 1,000 套;另發售「福牛銀鑄錠珍藏版」，以
福牛銀鑄錠 A、B 款為套裝組合，每組售價新臺幣
3,980元，限量發行 3,000組。 
（109-060104-002-10-008） 
 
 

1091005 109-114 



 

36 

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10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福牛高浮雕銅
章」每套售價新臺幣 2,680 元，限量發行 660 套。 
（109-060104-002-10-008） 
 
 

1091005 109-11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喜迎福牛金鑄
錠•銀鑄錠•銅章典藏組」，內含福牛黃金鑄錠 1
枚、銀鑄錠 2 枚及高浮雕銅章 1 枚，每組售價新臺
幣 2 萬 8,660 元，限量發行 500 組。 
（109-060104-002-10-008） 
 
 

1091005 109-11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中、小型原木
白色郵票展示框」各 1 款，售價分別為新臺幣 150
元及 120元。 
（109-060104-002-11-022） 
 
 

1091104 109-12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中華郵政民國
110 年度月曆」1款，售價新臺幣 30 元。 
（109-060104-002-11-019） 
 
 

1091105 109-12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中華郵政民國
110 年度筆記本」1 款，售價新臺幣 50 元。 
（109-060104-002-12-010） 
 
 

1091203 109-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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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10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第 1 波「HELLO 
KITTY郵蒂幸福」系列集郵商品，分別為：1.HELLO 
KITTY幸福保溫瓶（彈蓋款），售價新臺幣 420 元。
2.HELLO KITTY 幸福保溫瓶（旋蓋款），售價新臺
幣 420元。3.HELLO KITTY暖心燜燒罐，售價新臺
幣 600 元。4.HELLO KITTY 優郵提袋（單圖款），
售價新臺幣 125元。5.HELLO KITTY優郵提袋（滿
版款），售價新臺幣 125 元。6.HELLO KITTY 傳情
卡片，售價新臺幣 100 元。7.HELLO KITTY悠郵型
貼，售價新臺幣 100 元。8.HELLO KITTY 寄情留言
貼，售價新臺幣 100 元。9.HELLO KITTY 全套限量
商品，含上列 1 至 8 款及「HELLO KITTY 幸福保溫
瓶（限量款）」，附贈「郵蒂幸福提袋」1只，限量
888 套，售價新臺幣 2,410元。 
（109-060104-002-13-005） 
 
 

1091217 109-14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第 2 波「HELLO 
KITTY郵蒂幸福」系列集郵商品，分別為：1. HELLO 
KITTY郵蒂幸福限量組合，限量 500組，每組售價
新臺幣 1,660 元。2. HELLO KITTY FOR YOU 杯墊
（郵差款、寫信款），每款售價新臺幣 150 元。3. 
HELLO KITTY 郵蒂幸福郵摺，每本售價新臺幣 300
元。 
（110-060104-002-02-006） 
 
 

1100325 110-3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媽祖出巡黃金
鑄錠」2款集郵商品：1.媽祖出巡黃金鑄錠（重量
10 公克），每枚售價新臺幣 2 萬 3,000 元。2.媽祖
出巡黃金鑄錠典藏版（壹台兩），每枚售價新臺幣
7 萬 6,800 元，限量發行 600 組。 
（110-060104-002-03-002） 
 
 

1100406 110-3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佳偶天成金銀
鑄錠珍藏組」集郵商品，內含黃金鑄錠 10 公克及
銀鑄錠 1/2 英兩各 1 枚，限量 1,000組，每組售價
新臺幣 2萬 5,200元。 
（110-060104-002-004-006） 
 
 

1100607 1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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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10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第 3 波「HELLO 
KITTY郵蒂幸福」系列集郵商品，分別為：1. HELLO 
KITTY 絨毛娃娃（郵差款、寫信款），每款售價新
臺幣 199 元。2. HELLO KITTY 造型小郵車組，每
組售價新臺幣 399 元。3. HELLO KITTY 第 3 波限
量組合，限量 288 組，每組售價新臺幣 1,196 元。
4. HELLO KITTY郵政 125週年限量商品，限量 600
組，每組售價新臺幣 1,496元。 
（110-060104-002-006-009） 
 
 

1100730 110-7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舞蝶絹扇」集
郵商品 1款，每款售價新臺幣 499元。 
（110-060104-002-007-006） 
 
 

1100825 110-8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花韻絲巾」集
郵商品 1款，每款售價新臺幣 999元。 
（110-060104-002-007-007） 
 
 

1100901 110-9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1.瑞虎黃金鑄
錠，每套售價新臺幣 2萬 3,000元，限量發行 1,500
套。2.瑞虎銀鑄錠 2 款，每套售價新臺幣 2,150元，
各限量發行 1,000套。3.瑞虎銀鑄錠珍藏版，內含
瑞虎銀鑄錠 2 款，每組售價新臺幣 3,980 元，限量
發行 1,500 組。4.瑞虎高浮雕銅章，每套售價新臺
幣 2,980元，限量發行 580套。5.喜迎瑞虎金鑄錠•
銀鑄錠•銅章典藏組，內含瑞虎黃金鑄錠 1枚、銀
鑄錠 2枚及高浮雕銅章 1枚，每組售價新臺幣 2 萬
9,960元，限量發行 550組。 
（110-060104-002-008-002） 
 
 

1101006 110-10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中華郵政民國
111 年月曆」1款，每本售價新臺幣 60 元。 
（110-060104-002-008-015） 
 
 

1101103 11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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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10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售「中華郵政民國
111 年筆記本」1款，每本售價新臺幣 88 元。 
（110-060104-002-009-003） 
 
 

1101112 110-120 

060201 集郵業務/行銷業務/集郵行銷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南市政府及中華集郵團
體聯合會於 106年 6月 16日至 20日假臺南市文創
PLUS-臺南創意中心共同舉辦「臺灣民主國郵票與
文物展」。 
（106-060201-001-01-024） 
 
 

1060616 106-4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 107年 1月 2日至 2月 1
日辦理「107 年郵票選美活動」。 
（106-060201-001-02-005） 
 
 

1070102 107-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 108 年 2 月 18 日至 3 月
22 日辦理「108年郵票選美活動」。 
（108-060201-001-01-029） 
 
 

1080218 108-1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 108 年 5 月 29 日至 9 月
23 日辦理「2019 中華郵政創意郵票設計比賽」。 
（108-060201-001-01-012） 
 
 

1080529 108-5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 109 年 2 月 10 日至 3 月
13 日辦理「109年郵票選美活動」。 
（108-060201-001-01-029） 
 
 

1090210 109-1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 110年 3月 8日至 4月 8
日辦理「110 年郵票選美活動」。 
（109-060201-001-01-022） 
 
 

1100308 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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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20201 集郵業務/行銷業務/郵票發行典禮/國內新郵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於總統府南苑舉行
「總統府建築百年紀念郵票」發行典禮，總統府秘
書長陳菊、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交通部部長林佳
龍、中華郵政公司董事長魏健宏、中華文化總會副
會長江春男、中華集郵團體聯合會理事長陳友安及
總統府第三局局長李南陽共同與會為郵票揭幕。 
（108-06020201-001-01-001） 
 
 

1080402 108-3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在宜蘭縣「噹森
林」舉辦「寶島風情郵票-宜蘭縣」發行典禮暨慶
祝郵政 123 週年嘉年華會。中華郵政公司董事長吳
宏謀、宜蘭縣縣長林姿妙及立法委員陳歐珀等人共
同與會為郵票揭幕。 
（108-06020201-001-01-012） 
 
 

1080716 108-7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在交通部 1 樓大廳
舉辦「臺灣智慧運輸建設郵票」發行典禮，由中華
郵政公司董事長吳宏謀主持，交通部政務次長王國
材、中華智慧運輸協會理事長張永昌、交通部公路
總局局長陳彥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局長趙興華、
交通部郵電司司長王廷俊及中華集郵團體聯合會
理事長林茂興共同與會為郵票揭幕。 
（108-06020201-001-01-019） 
 
 

1080925 108-1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在臺中民權路郵局 3
樓集郵服務中心舉辦「體育郵票（108 年版）」發
行典禮。中華郵政公司董事長吳宏謀、世界棒壘球
總會技術委員長 Peter Caliendo、中華民國棒球
協會秘書長林宗成、臺中市政府運動局局長李昱
叡、中華職棒富邦悍將隊蔣智賢、張正偉 2位球員
及多位貴賓共同為郵票揭幕。 
（108-06020201-001-01-024） 
 
 

1081101 10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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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202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在郵政博物館 10 樓
舉辦「蘇花改全線通車郵票」發行典禮。中華郵政
公司董事長吳宏謀、交通部郵電司司長王廷俊、公
路總局局長陳彥伯、蘇花改工程處處長邵厚潔及中
華集郵團體聯合會理事長林茂興等多位貴賓共同
與會為郵票揭幕。 
（108-06020201-001-02-004） 
 
 

1090103 109-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在郵政博物館 10 樓
舉辦「防疫郵票」發行典禮。由中華郵政公司董事
長吳宏謀主持，行政院院長蘇貞昌、政務委員唐
鳳、交通部部長林佳龍、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
揮官陳時中偕同防疫相關人員、經濟部政務次長曾
文生、中華郵政公司總經理江瑞堂與防疫國家隊代
表及多位貴賓共同與會為郵票揭幕。 
（109-06020201-001-01-002） 
 
 

1090721 109-8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在臺北北門郵局 1
樓挑高大廳舉辦「HELLO KITTY 郵蒂幸福」集郵商
品發表會。中華郵政公司董事長吳宏謀、行政院交
通環境資源處處長陳盈蓉、交通部郵電司司長王廷
俊、台灣三麗鷗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李明勳及中華
集郵團體聯合會名譽理事長陳友安等貴賓共同與
會為儀式揭幕。 
（109-06020201-001-01-006） 
 
 

1091217 109-14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在衛武營國家藝術
文化中心音樂廳 3樓大廳舉辦「寶島風情郵票－高
雄市」發行典禮。由中華郵政公司董事長吳宏謀主
持，高雄市政府觀光局局長周玲妏及衛武營國家藝
術文化中心藝術總監簡文彬等多位貴賓共同與會
為郵票揭幕。 
（109-06020201-001-01-009） 
 
 

1100204 1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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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202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在客家委員會客家
文化發展中心六堆客家文化園區舉辦「客庄節慶郵
票」發行典禮。由中華郵政公司董事長吳宏謀主
持，立法委員鍾佳濱、行政院南區聯合服務中心副
執行長陳文亮、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六堆
客家文化園區主任何金樑、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
處長陳麗萍等多位貴賓共同與會為郵票揭幕。 
（110-06020201-001-001-007） 
 
 

1101124 110-128 

06020202 集郵業務/行銷業務/郵票發行典禮/友邦郵票發行
典禮 

  

 南美友邦巴拉圭共和國為紀念臺、巴兩國一甲子的
深厚邦誼，特於 106 年 7 月 12 日雙方建交 60週年
是日，發行「巴拉圭與中華民國建交 60 週年紀念
郵票」1套 2 枚，作為兩國邦誼永固之見證，中華
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並於本日上午 12 點於總統府郵
局前舉行「巴拉圭與中華民國建交 60 週年紀念郵
票」發行儀式，以加強雙方交流，敦睦邦誼。 
（106-06020202-001-01-004） 
 
 

1060712 106-5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總統府規劃辦理中華
民國（臺灣）與史瓦帝尼王國建交 50 週年系列活
動，本日於總統府郵局辦理致贈史國國王兩國建交
50 週年紀念個人化郵票儀式，並於當日辦理臨時
郵局，以共襄盛事。 
（107-06020202-01-001） 
 
 

1070608 107-63 

060206 集郵業務/行銷業務/國內郵展   

 臺中郵局、臺中市集郵協會、中國集郵協會及泰國
集郵協會於 106年 5月 17日至 21日假太平洋百貨
公司豐原店 9 樓聯合舉辦「106 年全國郵展暨中泰
聯合郵展」。 
（106-060206-001-01-002） 
 
 

1060517 10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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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20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及中華集郵團體聯合會於
106 年 10 月 11 日至 20 日在郵政博物館 6 樓共同
舉辦「兩岸交流 30 週年郵票特展」。 
（106-060206-001-01-020） 
 
 

1061011 106-91 

 彰化郵局及彰化縣八卦山郵學會於 107年 7月 6日
至 7月 9日假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活動中心舉辦
「中華民國 107年全國郵展」。 
（107-060206-001-01-004） 
 
 

1070706 107-73 

 臺北郵局、中華民國專題集郵協會、中國集郵協會
及泰國集郵協會於 108 年 9 月 6 日至 10 日在郵政
博物館聯合舉辦「中華民國 108 年全國郵展暨中泰
聯合郵展」。 
（108-060206-001-01-004） 
 
 

1080906 108-9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高雄郵局與高雄市郵藝學
會於 110 年 12 月 1 日至 5 日在高雄郵局聯合舉辦
「中華民國 110 年全國郵展」，並於郵展首日在高
雄郵局郵務大樓 6樓大禮堂舉辦「中華民國 110 年
全國郵展」開幕典禮暨「新年郵票（110 年版）」
發行典禮。 
（110-060206-001-001-014） 
 
 

1101201 110-131 

060207 集郵業務/行銷業務/國際郵展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派員參加 106年 8月 3日至
7 日於印尼萬隆舉行之「萬隆 2017 世界郵展
（BANDUNG 2017）」及設攤售票事宜。另為增進國
際郵政友誼，本公司特出借展框 1,000 具協助辦
展，並由集郵處簡處長良璘代表本公司受贈感謝獎
牌。 
（106-060207-001-01-009） 
 
 

1060803 10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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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20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遴派集郵處設計科副管理
師郜曉慧及行銷科代理副管理師鄭宇純參加 107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3 日於泰國曼谷皇家百麗宮
展覽和會議中心（Royal Paragon Hall Exhibition 
& Convention Center）舉行之「泰國 2018世界郵
展（THAILAND 2018 World Stamp Exhibition）」
事宜。 
（107-060207-001-01-014） 
 
 

1071128 107-11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宣傳「臺北 2020 第 38 屆
亞洲國際郵展」，由江瑞堂總經理率團參加
「SINGPEX 2019 新加坡亞洲國際郵展」，並於本日
在新加坡康萊德酒店宴會廳舉辦臺北之夜，邀請我
國駐新加坡代表處、新加坡郵政、國際集郵聯合會
（FIP）、亞洲集郵聯合會（FIAP）及僑界等貴賓約
300 位共襄盛會。 
（108-060207-001-01-011） 
 
 

1080801 108-80 

060299 集郵業務/行銷業務/其他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 106年 3月 6日至 4月 7
日辦理「106 年郵票選美活動」。 
（105-060299-001-01-026） 
 
 

1060306 106-2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中華民國 107
年郵票目錄」，每本售價新臺幣 140 元，共發行
1,000本。 
（108-060299-001-01-001） 
 
 

1080131 108-9 

060301 集郵業務/設計/發行郵票核定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海洋生物郵票
－海星」1 套 4 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
公司印製，面值 5 元票（珠鍊單鰓海星）印 84 萬
枚、5元票 3 枚（麵包海星、棘冠海星、藍指海星）
各印 80萬枚。 
（106-060301-001-01-001） 
 
 

1060105 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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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3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國際獅子會百
年慶紀念郵票」1 套 2 枚（聯刷），郵票由卡登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 5 元票、15 元票各印
70 萬枚。 
（106-060301-001-01-002） 
 
 

1060120 106-1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高山湖泊
郵票（第 2 輯）」1 套 4 枚，郵票由紐西蘭南方印
刷有限公司印製，面值 5 元票（萬里池）印 90 萬
枚、5 元票（白石池）、10 元票（加羅湖）、12 元
票（大鬼湖）各印 86.4萬枚。 
（106-060301-001-01-006） 
 
 

1060223 106-2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寶島風情郵票
小全張－臺南市」1 張，郵票由紐西蘭南方印刷有
限公司印製，小全張面值 38 元印 76萬張。 
（106-060301-001-01-011） 
 
 

1060328 106-2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故宮古畫郵票
－仙萼長春（下輯）」1 套 8 枚，郵票由卡登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 5元票（罌粟）印 105 萬
枚、5元票（紫白丁香）、7元票（百合花纏枝牡丹）、
9 元票（翠竹牽牛）、10 元票 2 枚（荷花慈姑、豆
花稷穗）、12 元票 2 枚（雞冠花、菊花）各印 100
萬枚。 
（106-060301-001-01-014） 
 
 

1060426 106-3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成語故事郵票
（106年版）」1套 4 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印製，面值 5元票 4枚（孺子可教、胸有成竹、
刮目相看、畫龍點睛）各印 75 萬枚。 
（106-060301-001-01-015） 
 
 

1060510 1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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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3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鐵道橋梁
郵票」1套 4 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
製，面值 5 元票 2 枚（冬山河橋、幼坑橋）、面值
12 元票 2枚（鯉魚潭橋、大安溪橋）各印 72萬枚。 
（106-060301-001-01-018） 
 
 

1060609 106-4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中國古典小說
郵票－紅樓夢（106 年版）」1 套 4 枚，郵票由中華
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 5元票（湘雲醉
眠）印 89.8 萬枚、5 元票（黛玉焚稿）、10元票（賈
府被抄）、25 元票（寶玉出家）各印 85.8 萬枚（含
試色票虛擬齒孔版郵票各 1.8 萬枚）。 
（106-060301-001-01-022） 
 
 

1060629 106-4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水果郵票（續
3）」1 套 4 枚，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 3.5
元票（芒果）印 2,000 萬枚、5 元票（柳橙）印 7,000
萬枚、12元票（西瓜）印 1,500 萬枚、32 元票（葡
萄）印 500 萬枚。 
（106-060301-001-01-026） 
 
 

1060720 106-6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無面值郵票
（續）」1 套 2 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
公司印製，國內印刷物基本郵資印 2,600 萬枚、國
內信函基本郵資印 3,500萬枚。 
（106-060301-001-01-028） 
 
 

1060801 106-6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寶島風情郵票
－馬祖」1 套 4 枚，郵票由紐西蘭南方印刷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 5 元票（東引島燈塔）、9 元票（芹
壁聚落）、10 元票（黑嘴端鳳頭燕鷗）、20 元票（藍
眼淚）各印 76 萬枚。 
（106-060301-001-01-030） 
 
 

1060809 10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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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3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2017 臺北世
界大學運動會紀念郵票」1套 8 枚（聯刷）及小全
張 1 張，郵票由法國郵政印製，面值 5 元票 4枚（舉
重、射箭、田徑、跆拳道）、15元票 4 枚（棒球、
籃球、排球、桌球）各印 80 萬枚，小全張面值 25
元印 70萬張。 
（106-060301-001-01-032） 
 
 

1060816 106-7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水果郵票（續
4）」1 枚，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 3 元票（梨）
印 1,300萬枚。 
（106-060301-001-01-036） 
 
 

1060818 106-7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近代水墨畫作
郵票」1套 4 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
製，面值 5 元票（民國徐悲鴻喜鵲 軸）、12 元票
（民國高奇峰畫猿 軸）、15 元票（民國黃君璧境
僻山幽 軸）、25元票（民國齊白石瓜瓞綿綿 軸）
各印 81萬枚。 
（106-060301-001-01-034） 
 
 

1060906 106-7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水果郵票（續
4）」3枚，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 6 元票（蓮
霧）印 2,000 萬枚、8 元票（香蕉）印 3,000 萬枚、
28 元票（柚）印 5,000 萬枚。 
（106-060301-001-01-036） 
 
 

1060920 106-8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兩岸交流 30
週年郵票」1 套 2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
限公司印製，面值 9 元票、28 元票各印 80 萬枚。 
（106-060301-001-01-021） 
 
 

1060920 10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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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3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保育鳥類郵票
小全張－水雉」2張，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
限公司印製，小全張面值 30 元、32 元各印 80 萬
張。 
（106-060301-001-02-003） 
 
 

1061011 106-9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國立臺北商業
大學建校百年紀念郵票」1套 2 枚，郵票由卡登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 8 元票、28 元票各印
70 萬枚。 
（106-060301-001-01-024） 
 
 

1061116 106-10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野生蘭花
郵票」1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
製，面值 35 元票（羽唇指柱蘭）印 500 萬枚。 
（106-060301-001-02-008） 
 
 

1061116 106-10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新年郵票（106
年版）」郵票 1 套 2 枚及小全張 1 張，郵票由法國
郵政印製，面值 6元票印 338 萬枚（含賀歲版內含
18 萬枚）、13 元票印 198 萬枚（含賀歲版內含 18
萬枚）、小全張面值 15 元印 130.8萬張。 
（106-060301-001-02-010） 
 
 

1061201 106-11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野生蘭花
郵票（續）」1 套 3 枚，郵票由法國郵政印製，面
值 8 元票（反捲根節蘭）印 6,000 萬枚、15 元票
（黃根節蘭）印 2,000 萬枚、28 元票（阿里山豆
蘭）印 10,000萬枚。 
（107-060301-001-01-005） 
 
 

1070126 1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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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3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旺狗郵資票」
及「臺灣野生蘭花郵票（續 2）」1 套 4 枚，郵票由
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 16 元票（白
鳳蘭）印 1,000 萬枚、22 元票（梅峰雙葉蘭）印
120 萬枚、23 元票（金草）印 600 萬枚、43 元票
（櫻石斛）印 300萬枚。 
（107-060301-001-01-008） 
 
 

1070227 107-2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桃園機場捷運
郵票小全張」1 張，小全張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印製，內含郵票 2 枚，面值 8 元、28 元共印 76
萬張。 
（107-060301-001-01-009） 
 
 

1070302 107-3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高山湖泊
郵票（第 3 輯）」1 套 4 枚，郵票由法國卡特安全
印刷廠印製，面值 6 元票（姊妹潭、翠峰湖）、8
元票（鴛鴦湖、松羅湖）各印 84 萬 6,000枚。 
（107-060301-001-01-011） 
 
 

1070321 107-3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祝福郵票（續
2）」1套，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含
2 款圖案相同，面值不同的 6 元票及 8 元票各 10
枚，6元票各印 80 萬枚、8 元票各印 60 萬枚。 
（107-060301-001-01-015） 
 
 

1070412 107-4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寶島風情郵票
－臺中市」1 套 4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
限公司印製，面值 8 元票（臺中公園）、9元票（臺
中國家歌劇院）、12 元票（武陵農場）、15 元票（高
美濕地）各印 76萬枚。 
（107-060301-001-01-017） 
 
 

1070503 1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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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3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燈塔郵票（107
年版）」1 套 4 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
公司印製，面值 8元票（高美燈塔、烏坵嶼燈塔）、
12 元票（蘇澳燈塔）、15 元票（安平燈塔）各印
87 萬 3,000 枚。 
（107-060301-001-01-018） 
 
 

1070523 107-5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看見臺灣郵票
小全張」1 張，小全張由法國郵政印製，內含郵票
4 枚，面值 8 元票（屏東恆春大尖山牛群）、9 元票
（南投玉山天籟）、13 元票（高雄永安漁塭夕照）、
15 元票（花蓮玉里稻田大腳印）共印 80 萬張。 
（107-060301-001-01-019） 
 
 

1070608 107-6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與帛琉郵政合作以鯊魚、綠
蠵龜為共同主題及相關圖案各自發行小全張 1
張，並於本日發行「海洋生物郵票小全張－鯊魚、
綠蠵龜」小全張，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
製，內含郵票 2枚，面值 13 元票（汙翅真鯊）、28
元票（綠蠵龜）共印 80 萬張。 
（107-060301-001-01-020） 
 
 

1070626 107-7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獼猴郵資
票」及「古典詩詞郵票」1套 4 枚，郵票由中華彩
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 6 元票〈登鸛鵲
樓〉、8元票〈江雪〉、9 元票〈相思〉、15 元票〈靜
夜思〉各印 79 萬 2,000枚。 
（107-060301-001-01-022） 
 
 

1070706 107-7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珊瑚郵票
（107年版）」1套 4 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印製，面值 6 元票（輻葉柔紋珊瑚、綠羽珊
瑚）、15元票（隔板葉形軟珊瑚、美麗紅扇珊瑚）
各印 70萬枚。 
（107-060301-001-01-024） 
 
 

1070719 10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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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3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寶島風情郵票
－澎湖縣」1 套 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 6 元票（花火節）、8 元票（二崁聚
落）、12 元票（奎壁山遊憩區）、15 元票（大菓葉
柱狀玄武岩）各印 80 萬枚。 
（107-060301-001-01-026） 
 
 

1070802 107-8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野生蘭花
郵票（續 3）」1 套 4 枚，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
面值 7元票（桃紅蝴蝶蘭）印 500萬枚、9 元票（南
嶺齒唇蘭）印 200 萬枚、10 元票（黃萼捲瓣蘭）
印 1,600 萬枚、20 元票（溪頭豆蘭）印 1,400 萬
枚。 
（107-060301-001-01-028） 
 
 

1070822 107-8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近代畫作
郵票（107 年版）」1 套 4 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
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 8元票〈暮紅〉及〈窗邊〉、
10 元票〈日與夜#10〉及〈作品 057〉各印 92萬枚。 
（107-060301-001-02-002） 
 
 

1070912 107-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鳥類郵票
小全張（107 年版）」1 張，小全張由卡登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印製，內含郵票 4枚，面值 7 元票（黑腹
燕鷗）、8元（反嘴鴴）各 2枚共印 70 萬張。 
（107-060301-001-01-016） 
 
 

1071003 107-10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2018 臺中世
界花卉博覽會紀念郵票」1套 4 枚及小全張 1張，
郵票由荷蘭瓊安斯丁安宗廠印製，面值 6 元票印
84 萬枚，8 元票、9 元票、28 元票各印 80 萬枚，
小全張內含郵票 3枚，面值 13 元、15 元、17元共
印 78 萬張。 
（107-060301-001-02-007） 
 
 

1071031 10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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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3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古物郵票－青
花瓷（107 年版）」1 套 4 枚及小全張 1 張，郵票由
法國卡特安全印刷廠印製，面值 6 元票（明 萬曆 
青花魚藻梅花式洗）、9 元票（明 宣德 青花穿花
鳳凰紋仰鐘式碗）、15 元票（清 乾隆 青花花果執
壺）、16元票（清 乾隆 青花蓮托八吉祥大罐）各
印 93 萬 6,000枚，小全張面值 28 元共印 165萬張
（含三連張 25 萬張）。 
（107-060301-001-02-009） 
 
 

1071115 107-11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新年郵票（107
年版）」郵票 1 套 2 枚及小全張 1 張，郵票由法國
郵政印製，面值 6 元票印 320 萬枚（含賀歲版 20
萬枚）、13 元票印 200 萬枚（含賀歲版 20 萬枚），
小全張面值 15 元印 119萬張。 
（107-060301-001-02-012） 
 
 

1071203 107-125 

06030699 集郵業務/設計/設計公司及個人/其他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鐫刻「慶祝雙十國慶」紀念
郵戳於本日啟用。 
（106-06030699-001-02-009） 
 
 

1061010 106-89 

060599 集郵業務/票券/其他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金雞郵資票。 
（106-060599-001-01-003） 
 
 

1060223 106-2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添印發行「花卉郵票
（第 3輯）」20 元面值 1種，郵票委由中央印製廠
印製 1,000 萬枚。 
（106-060599-001-01-005） 
 
 

1060413 106-3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梅花鹿郵資票。 
（106-060599-001-01-006） 
 
 

1060517 1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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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5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添印發行「龍鳳呈祥
郵票」50 元面值，及「水果郵票（續）」1 元、15
元面值，郵票委由中央印製廠印製分別為 100 萬
枚、800萬枚及 400 萬枚。 
（106-060599-002-01-008） 
 
 

1060615 106-4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添印發行「漿果郵票
（續）」2.5 元面值 1 種，郵票委由中央印製廠印
製 80 萬枚。 
（106-060599-001-01-009） 
 
 

1060801 106-6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直式、橫式國內
掛號信封（106 年版）及直式、橫式國內明信片（106
年版）。 
（106-060599-001-01-009） 
 
 

1060801 106-6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直式、橫式國內
平信信封（106年版）。 
（106-060599-001-01-016） 
 
 

1060911 106-7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添印發行「水果郵票
（續）」15 元面值 1 種，郵票委由中央印製廠印製
1,600萬枚。 
（106-060599-001-01-020） 
 
 

1061002 106-8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添印發行「水果郵票
（續）」2.5 元面值 1 種，郵票委由中央印製廠印
製 120萬枚。 
（106-060599-001-01-020） 
 
 

1061101 106-10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需求於本日添印發行「水果
郵票（續）」1 元面值 1 種，郵票委由中央印製廠
印製 1,000 萬枚。 
（106-060599-002-01-024） 
 
 

1061128 10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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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5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新年明信片
（106年版）」2 款。 
（106-060599-002-01-022） 
 
 

1061201 106-11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用郵需求，於本日添印
「臺灣鳥類郵票（第 4 輯）」面值 9 元票 1 款，郵
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共印 240 萬枚。 
（107-060599-001-01-001） 
 
 

1070102 107-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直式、橫式國內
明信片（107 年版）。 
（107-060599-001-01-001） 
 
 

1070104 107-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用郵需求，於本日添印
「水果郵票（續）」面值 2.5元票 1款、「水果郵票
（續 4）」面值 3 元票 1 款，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
製，各印 700 萬枚及 3,000萬枚。 
（107-060599-001-01-001） 
 
 

1070126 107-2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直式、橫式國內
掛號信封（107年版）。 
（107-060599-002-01-004） 
 
 

1070208 107-2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用郵需求，於本日添印
「漿果郵票（續 2）」面值 20 元票 1款，郵票由中
央印製廠印製，共印 600萬枚。 
（107-060599-002-01-003） 
 
 

1070213 107-2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用郵需求，於本日添印
「水果郵票（續 4）」面值 8 元票、28 元票各 1 款，
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各印 3,000萬枚及 7,000
萬枚。 
（107-060599-002-01-004） 
 
 

1070222 1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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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5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直式、橫式限時
信封（107 年版）。 
（107-060599-002-01-007） 
 
 

1070305 107-3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用郵需求，於本日添印
「龍鳳呈祥郵票」面值 50元票 1款、「四版虁龍團
雙鯉郵票」面值 100 元票 1款，郵票由中央印製廠
印製，各印 150萬枚。 
（107-060599-001-01-004） 
 
 

1070326 107-3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用郵需求，於本日添印
「漿果郵票（續）」面值 10 元票 1 款、「水果郵票
（續）」面值 1 元票 1 款，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
各印 2,600 萬枚及 2,200萬枚。 
（107-060599-001-01-009） 
 
 

1070515 107-5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用郵需求，於本日添印
「臺灣野生蘭花郵票」面值 35 元票 1 款，郵票由
中央印製廠印製，共印 500萬枚。 
（107-060599-001-01-021） 
 
 

1070730 107-8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用郵需求，於本日添印
「花卉郵票（第 4輯）」面值 13 元票 1 款，郵票由
中央印製廠印製，共印 400萬枚。 
（107-060599-001-01-021） 
 
 

1070814 107-8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直式、橫式國內
平信信封（107年版）。 
（107-060599-001-01-024） 
 
 

1070920 10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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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5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用郵需求，於本日添印
「龍鳳呈祥郵票」面值 50元票 1款、「四版虁龍團
雙鯉郵票」面值 100 元票 1款，郵票由中央印製廠
印製，各印 250萬枚及 200萬枚。 
（107-060599-001-01-025） 
 
 

1071017 107-10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新年明信片
（107年版）」2 款。 
（107-060599-001-01-029） 
 
 

1071203 107-12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海峽兩岸珍郵
特展郵資票」。 
（107-060599-001-01-030） 
 
 

1071214 107-12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107年郵票冊」
活頁本、精裝本各 1 款，活頁本郵票冊發行 4萬冊，
精裝本郵票冊發行 16萬冊，每冊售價新臺幣 1,350
元。 
（107-060599-001-01-031） 
 
 

1080104 108-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直式、橫式國
內明信片（108年版）」。 
（107-060599-001-01-032） 
 
 

1080104 108-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觀賞水族生物
郵票─金魚（第 1 輯）」，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
面值 6元票（玉如意）、面值 6 元票（琉金）、面值
12 元票（龍睛）、面值 28 元票（鵝頭珠鱗）各印
82 萬枚。 
（107-060599-001-01-032） 
 
 

1080124 108-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直式、橫式國
內掛號信封（108年版）」。 
（108-060599-002-01-002） 
 
 

1080220 1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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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5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東沙環礁國家
公園郵票」，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面值 8 元 票（東沙環礁）、面值 13 元票（東沙珊
瑚礁）、面值 15元票（東沙海草床）、面值 28 元票
（東沙島）各印 72 萬枚。 
（108-060599-002-01-002） 
 
 

1080221 108-1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成語故事郵票
（108年版）」，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製，面值票 8元票（教學相長）、面值 8 元票（拋
磚引玉）、面值 8元票（愛屋及烏）、面值 8 元票（栩
栩如生）各印 72 萬枚。附帶發行「童心童趣郵票
專冊」，每冊售價新臺幣 380 元。 
（108-060599-001-01-001） 
 
 

1080320 108-2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總統府建築百
年紀念郵票」，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製，郵票為 3 枚聯刷，面值 8 元票、13 元票及
15 元票各印 90 萬枚；小全張內含面值 28 元郵票 1
枚，共印 90 萬張。附帶發行郵摺 1 款，每本售價
新臺幣 300 元。 
（108-060599-001-01-002） 
 
 

1080402 108-3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母親節明信
片」。 
（108-060599-001-01-002） 
 
 

1080412 108-3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書法藝術郵票
－宋黃庭堅書寒山子龐居士詩」，郵票由卡登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郵票 4枚聯刷，面值 8元票 4
枚，各印 80 萬枚。附帶發行郵摺 1 款，每本售價
新臺幣 300 元。 
（108-060599-001-01-003） 
 
 

1080529 1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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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5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直式、橫式國
內平信信封（108年版）」及「橫式限時信封（108
年版）」。 
（108-060599-001-01-003） 
 
 

1080529 108-5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古典詩詞郵票
（108年版）」，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製，面值 6 元票〈春風〉白居易、面值 8元票〈夏
日田園雜興〉范成大、面值 9 元票〈秋夕〉杜牧、
面值 15元票〈山中雪後〉鄭板橋，各印 79萬 2,000
枚。 
（108-060599-001-01-004） 
 
 

1080612 108-5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近代畫作
郵票（108 年版）」，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
公司印製，面值 8 元票郭雪湖〈南街殷賑〉、面值
8 元票陳永森〈白鷺涉河塘〉、面值 15 元票張義雄
〈吉他〉、面值 15 元票蕭如松〈畫室〉各印 84 萬
枚。 
（108-060599-001-01-005） 
 
 

1080621 108-6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故宮玉器郵
票」，郵票由法國郵政印製，面值 6元票（漢 玉獸）
印 5,001 萬 500 枚、面值 8 元票（漢 玉圖章）印
8,001萬 500 枚、面值 13元票（漢 玉駱駝）印 501
萬 500枚、面值 28元票（漢 玉辟邪）印 1 億 4,001
萬 500枚。 
（108-060599-001-01-006） 
 
 

1080705 108-6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父親節明信
片」。 
（108-060599-001-01-006） 
 
 

1080708 10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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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5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寶島風情郵票
-宜蘭縣」，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 6元票（蘭
陽博物館）、面值 8 元票（外澳衝浪）、面值 12 元
票（頭城搶孤）、面值 13 元票（冬山河）各印 70
萬枚。 
（108-060599-001-01-007） 
 
 

1080716 108-7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2019 新加坡
第 36 屆亞洲國際郵展中華民國郵票參展紀念信
封」。 
（108-060599-001-01-007） 
 
 

1080731 108-7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教堂郵票
（108年版）」，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製，面值 8 元票（淡水禮拜堂）、面值 8 元票（太
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面值 12 元票（基督教懷恩
堂）、面值 12 元票（台南聖教會）各印 75萬 6,000
枚。 
（108-060599-001-01-008） 
 
 

1080807 108-8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寶島風情郵票
－花蓮縣」，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
製，面值 6 元票（花東縱谷油菜花海）、面值 6 元
票（七星潭）、面值 12 元票（秀姑巒溪泛舟）、面
值 12 元票（太魯閣燕子口）各印 72 萬枚。 
（108-060599-001-01-009） 
 
 

1080828 108-8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教師節明信
片」。 
（108-060599-001-01-009） 
 
 

1080828 10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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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5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用郵需求，於本日添印
「欠資郵票（97年版）」面值 1 元票、5 元票及 20
元票各 1 款，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分別印 80
萬枚、20萬枚及 40 萬枚。 
（108-060599-001-01-099） 
 
 

1080828 108-8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長鬃山羊
郵資票」，郵資票由法國卡特安全印刷廠印製。 
（108-060599-001-01-010） 
 
 

1080906 108-9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古物郵票—青
花瓷（108 年版）」，郵票由法國卡特安全印刷廠印
製，面值 8 元票（明 隆慶 青花雲龍提梁壺）、面
值 12 元票（清 乾隆 青花御製詩三清茶詩茶碗）、
面值 13 元票（清 乾隆 青花番蓮茶壺）、面值 18
元票（明 嘉靖 青花高士圖茶盅）各印 90 萬枚；
小全張內含郵票 1枚面值 28 元，共印 80 萬張；小
全張雙連張內含面值 28 元郵票 2 枚，共印 25 萬
張。附帶發行郵摺 1 款，每本售價新臺幣 700 元。 
（108-060599-001-01-010） 
 
 

1080909 108-9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智慧運輸
建設郵票」，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
製，面值 8 元（小綠人行人號誌）、面值 8 元票（高
速公路電子收費）、面值 8 元票（多卡通電子票
證）、面值 8 元票（交通資訊與控制）各印 64 萬
8,000枚；小全張內含面值 8 元郵票 4 枚，共印 50
萬張。 
（108-060599-001-01-011） 
 
 

1080925 108-10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富豬郵資
票」，郵資票由法國郵政印製。附帶發行郵摺 2款，
每本售價新臺幣 200 元。 
（108-060599-001-01-012） 
 
 

1081002 10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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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5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國立中興大學
創校百年紀念郵票」，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 8 元票、面值 28 元票各印 60 萬枚。 
（108-060599-001-01-012） 
 
 

1081009 108-10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海峽兩岸通郵
10 週年紀念郵資票」，郵資票由法國郵政印製。 
（108-060599-001-01-012） 
 
 

1081018 108-11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體育郵票（108
年版）」，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郵票為 4枚聯刷，面值 6元票及 8元票各 2枚，各
印 85 萬 6,000 枚（含 108 年度郵票冊附專屬贈品
「體育郵票（108年版）」珍藏版 20 萬枚）。 
（108-060599-001-01-013） 
 
 

1081101 108-12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用郵需求，於本日添印
「臺灣野生蘭花郵票」面值 40 元票 1 款，郵票由
中華彩色印刷公司印製 500萬枚。 
（108-060599-001-01-013） 
 
 

1081101 108-12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燈塔郵票（108
年版）」，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 8 元票（基
隆燈塔）、面值 8 元票（東椗島燈塔）、面值 12 元
票（臺中港燈塔）、面值 15 元（淡水港燈塔）各印
64 萬 8,000 枚。 
（108-060599-001-01-014） 
 
 

1081120 108-12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聖誕節明信
片」。 
（108-060599-001-01-014） 
 
 

1081125 108-131 



 

62 

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5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新年郵票（108
年版）」，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
6 元票印 300 萬枚（含賀歲版 20 萬枚）、面值 13
元票印 190 萬枚（含賀歲版 20 萬枚），小全張內含
面值 15元票 1枚，共印 116 萬 3,000 張。 
（108-060599-001-01-015） 
 
 

1081203 108-14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新年明信片
（108年版）」及「財鼠賀年卡」各 2 款。 
（108-060599-001-01-015） 
 
 

1081203 108-14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海峽兩岸通郵
10 週年紀念郵資票郵摺」，每本售價新臺幣 450
元；另發行「海峽兩岸通郵 10 週年紀念郵資票珍
藏摺」，每組售價新臺幣 560 元，限量發行 2,000
組。 
（108-060599-001-01-016） 
 
 

1081206 108-14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故宮玉器郵票
（續）」，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 7 元票（清 
玉螭紋杯）印 201萬 500枚、面值 12 元票（清 玉
鳳鳥瓶）印 801 萬 500 枚、面值 15元票（漢 玉卮）
印 1,201萬 500枚、面值 35元票（清 玉方鼎形爐）
印 401 萬 500 枚。 
（108-060599-001-01-016） 
 
 

1081210 108-14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108年郵票冊」
活頁本、精裝本各 1 款，活頁本郵票冊發行 4萬冊，
精裝本郵票冊發行 16萬冊，每冊售價新臺幣 1,350
元。 
（108-060599-001-01-017） 
 
 

1090103 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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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5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蘇花改全線通
車郵票」，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 28 元票（白
米高架橋）、面值 35 元票（南澳北溪河川橋）各印
64 萬 8,000 枚。 
（108-060599-001-01-019） 
 
 

1090103 109-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寶島風情郵票
─屏東縣」，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
製，面值 6 元票（鵬灣跨海大橋）、面值 6 元票（墾
丁國家公園）、面值 8 元票（小琉球花瓶岩）、面值
15 元票（恆春古城）各印 65 萬 2,000 枚。 
（108-060599-001-01-020） 
 
 

1090110 109-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中華民國 108
年郵票目錄」，每本售價新臺幣 140 元，共發行
1,000本。。 
（108-060599-001-01-020） 
 
 

1090122 109-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觀賞水族生物
郵票－金魚（第 2輯）」，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印製，面值 6元票（鶴頂紅）、面值 9 元票（蘭
壽）、面值 15 元票（寬尾琉金）、面值 17元票（繡
球）各印 65 萬 2,000 枚。 
（109-060599-001-01-001） 
 
 

1090226 109-1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財鼠郵資
票」，郵資票由法國卡特安全印刷廠印製。附帶發
行郵摺 1款 2 式，每本售價新臺幣 200 元。 
（109-060599-001-01-001） 
 
 

1090304 1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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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5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古蹟郵票
（109年版）」，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 8 元
票（大龍峒保安宮）、面值 8元票（臺南地方法院）、
面值 8 元票（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面值 8
元票（槓仔寮砲臺）各印 65 萬 2,000 枚。 
（109-060599-001-01-002） 
 
 

1090320 109-2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故宮精彩文物
郵票專冊」，每本售價新臺幣 880元。 
（109-060599-001-01-002） 
 
 

1090320 109-2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母親節明信
片」。 
（109-060599-001-01-003） 
 
 

1090410 109-3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台江國家公園
郵票」，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面值 6 元票（七股潟湖）、面值 8 元票（黑面琵鷺
生態保護區）、面值 15 元票（網仔寮沙洲）、面值
28 元票（四草紅樹林綠色隧道）各印 63 萬 2,000
枚。 
（109-060599-001-01-003） 
 
 

1090424 109-4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直式、橫式國
內掛號信封（109年版）」。 
（109-060599-001-01-003） 
 
 

1090520 1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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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5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第十五任總統
副總統就職紀念郵票」，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
有限公司印製，面值 8 元票（綻放）、面值 8 元票
（民主）、面值 15 元票（就位）、面值 15元票（方
向）各印 120 萬枚；小全張內含面值 35 元郵票 1
枚，共印 90 萬張。附帶發行「第十五任總統副總
統就職紀念郵摺」1 款及「第十五任總統副總統就
職紀念郵摺（全張版）」1 款，每款售價分別為新
臺幣 250元及 350元。 
（109-060599-001-01-004） 
 
 

1090520 109-5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天象郵票」，
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 6 元票（日環食）、
面值 6元票（彗星）、面值 8 元票（日全食）、面值
8 元票（月全食）各印 64 萬 8,000 枚；小全張內
含面值 6元票及 8元票各 2枚，共印 62 萬張。 
（109-060599-001-01-006） 
 
 

1090620 109-6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體育郵票（109
年版）」，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面值 6元票（羽球）、面值 6 元票（射箭）、面值 8
元票（舉重）、面值 12 元票（體操-鞍馬）各印 64
萬枚。 
（109-060599-001-01-007） 
 
 

1090710 109-7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防疫郵票」，
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 13
元及 15 元票各印 60 萬 8,000 枚，採橫聯刷設計，
兩枚郵票中間另加「團結防疫，戰勝病毒」、「Taiwan 
Can Help」之過橋。附帶發行限量郵摺 1 款，每本
售價新臺幣 600元。 
（109-060599-001-01-008） 
 
 

1090721 10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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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5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寶島風情郵票
－南投縣」，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面值 8 元票（日月潭）、面值 8 元票（集集綠色隧
道）、面值 13 元票（清境農場）、面值 15元票（合
歡山國際暗空公園）各印 64 萬 8,000 枚。 
（109-060599-001-01-009） 
 
 

1090812 109-9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故宮玉器郵票
（續 2）」，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 8元票（紅
山文化 玉鳥）印 6,001萬 500 枚、面值 9元票（良
渚文化 神人獸面玉飾）印 301 萬 500 枚、面值 17
元票（龍山－齊家文化 玉琮）印 121 萬 500 枚、
面值 22元票（商 凸緣玉璧）印 101 萬 500枚。 
（109-060599-001-01-010） 
 
 

1090826 109-9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清徐揚日月合
璧五星聯珠圖古畫郵票（上輯）」，郵票由紐西蘭南
方印刷有限公司印製，上輯郵票 1 套 6 枚，以聯刷
方式印製，面值均為 8 元，各印 65 萬枚（含珍藏
摺內含郵票各 5萬枚）。 
（109-060599-001-01-011） 
 
 

1091111 109-13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燈塔郵票（109
年版）」，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面值 8 元票（球子山燈塔）、面值 8 元票（國聖港
燈塔）、面值 8 元票（北椗島燈塔）、面值 12 元票
（花蓮港燈塔）、面值 15 元票（太平島燈塔），各
印 61 萬 2,000枚。 
（109-060599-001-01-012） 
 
 

1091123 109-13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新年郵票（109
年版）」，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
6 元票印 267 萬枚（含賀歲版 17 萬枚）、面值 13
元票印 157 萬枚（含賀歲版 17 萬枚），小全張內含
面值 15元票 1枚，共印 100 萬張。 
（109-060599-001-01-013） 
 
 

1091201 109-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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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5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新年明信片
（109年版）」及「福牛賀年卡」各 2 款。  
（109-060599-001-01-013） 
 
 

1091201 109-13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保育鳥類郵票
（109年版）」，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 8 元
票（黑翅鳶）、面值 8 元票（遊隼）、面值 10 元票
（鳳頭蒼鷹）、面值 28 元票（魚鷹），各印 61 萬
2,000枚。 
（109-060599-001-01-014） 
 
 

1091208 109-14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直式、橫式國
內平信信封（109年版）」。 
（109-060599-001-01-014） 
 
 

1091208 109-14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109年郵票冊」
活頁本、精裝本各 1 款，活頁本郵票冊發行 3 萬
4,000 冊，精裝本郵票冊發行 13 萬 6,000 冊，每
冊售價新臺幣 1,400 元。 
（109-060599-001-01-016） 
 
 

1100105 110-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澎湖南方四島
國家公園郵票」，郵票由法國卡特安全印刷廠印
製，面值 6 元票（西吉嶼-藍洞）、面值 8元票（東
吉嶼-海中薰衣草森林）、面值 9 元票（西嶼坪嶼-
玄武岩柱與海蝕平台）、面值 15 元票（東嶼坪嶼-
梯田式菜宅），各印 60 萬 4,000枚。 
（109-060599-001-01-017） 
 
 

1100120 110-1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業務需求，添印「四版
夔龍團雙鯉郵票」面值 100 元 1 款，於本日發行，
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印 200 萬枚。 
（109-060599-001-01-017） 
 
 

1100120 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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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5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中華民國 109
年郵票目錄」，每本售價新臺幣 140元，發行 1,000
本。 
（109-060599-001-01-017） 
 
 

1100127 110-1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寶島風情郵票
－高雄市」，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面值 6 元票（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面值 6
元票（高雄捷運-光之穹頂）、面值 15 元票（愛河
之心）、面值 15元票（高雄港），各印 72萬枚（含
個人化郵票 4 萬張）。 
（110-060599-001-01-001） 
 
 

1100204 110-1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馬雅各逝世百
週年紀念郵票」，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 28
元，印製 61 萬 2,000 枚。 
（110-060599-001-01-002） 
 
 

1100305 110-2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業務需求，添印「水果
郵票（續）」面值 1 元 1 款，於本日發行，郵票由
中央印製廠印製，印 1‚800萬枚。 
（110-060599-001-01-002） 
 
 

1100305 110-2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福牛郵資
票」，郵資票由荷蘭瓊安斯丁安宗廠印製。附帶發
行郵摺 1款 2 式，每本售價新臺幣 200 元。 
（110-060599-001-01-003） 
 
 

1100310 110-2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近代畫作
郵票（110 年版）」，郵票由紐西蘭南方印刷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 8元票《〈大屯山〉倪蔣懷》、面值 8
元票《〈豐原一角〉葉火城》、面值 12 元票《〈南國
初夏〉黃水文》、面值 12 元票《〈南國之船〉黃靜
山》，各印 61 萬 6,000枚。 
（110-060599-001-01-004） 
 
 

1100421 1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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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5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業務需求，添印「臺灣
野生蘭花郵票」面值 35 元 1 款，於本日發行，郵
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印 600 萬
枚。 
（110-060599-001-01-004） 
 
 

1100421 110-4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自行車道
郵票（110 年版）」，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
公司印製，面值 8 元票（南投 日月潭自行車道）、
面值 8 元票（花蓮 玉富自行車道）、面值 15 元票
（臺東 關山環鎮自行車道）、面值 28 元票（臺中 
潭雅神綠園道），各印 60萬枚。 
（110-060599-001-001-005） 
 
 

1100505 110-4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清徐揚日月合
璧五星聯珠圖古畫郵票（下輯）」，郵票由紐西蘭南
方印刷有限公司印製，下輯郵票 1 套 6 枚，以聯刷
方式印製，面值均為 8 元，各印 65 萬枚（含珍藏
摺內含郵票 5 萬枚）。附帶發行珍藏摺 2 款（平裝
本、精裝本），每本售價分別為新臺幣 280 元及 360
元。 
（110-060599-001-001-006） 
 
 

1100519 110-4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中國寓言郵票
珍藏摺」，每本售價新臺幣 120 元。 
（110-060599-001-001-006） 
 
 

1100519 110-5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古蹟郵票
（110年版）」，郵票由法國卡特安全印刷廠印製，
面值 6 元票（南鯤鯓代天府）、面值 8 元票（新竹
州廳）、面值 10元票（理學堂大書院）、面值 12 元
票（馬公金龜頭礮臺），各印 60 萬枚。 
（110-060599-001-001-007） 
 
 

1100617 1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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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5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高山植物郵票
（第 1 輯）」，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面值 8 元票（臺灣藜蘆）、面值 8 元票（玉山山蘿
蔔）、面值 15 元票（早田氏香葉草）、面值 20 元票
（玉山佛甲草），各印 60萬 4,000枚。 
（110-060599-001-001-008） 
 
 

1100630 110-6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李前總統登輝
先生逝世週年紀念郵票」，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
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 8元票（奠定臺灣民主的根
基）、面值 8 元票（加速國家現代化）、面值 15 元
票（民之所欲，長在我心）、面值 15 元票（臺灣首
任民選總統），各印 60 萬枚。 
（110-060599-001-001-009） 
 
 

1100730 110-7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感恩郵票小全
張—向防疫人員致敬」，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
有限公司印製，內含郵票 6 枚，面值 8 元票、13
元票及 15 元票各 2 枚，共印 60 萬張。附帶發行「感
恩郵摺—向防疫人員致敬」1 款，每本售價新臺幣
220 元。 
（110-060599-001-001-010） 
 
 

1100811 110-8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核心產業
郵票」，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以「資
訊及數位」、「資安卓越」、「臺灣精準健康」、「國防
及戰略」、「綠電及再生能源」、「民生及戰備」核心
產業為主題，發行郵票 1 套 6 枚，採聯刷方式印製，
面值均為 6 元，各印 60 萬枚。附帶發行郵摺 1 款，
每本售價新臺幣 380 元。 
（110-060599-001-001-011） 
 
 

1100827 110-90 



 

71 

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5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寶島風情郵
票—桃園市」，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製，面值 8 元票（龍潭觀光大池）、面值 15 元票
（八德埤塘自然生態公園）、面值 20元票（拉拉山
巨木區）、面值 28 元票（草漯沙丘地質公園），各
印 72 萬枚（含個人化郵票 4 萬張）。 
（110-060599-001-001-012） 
 
 

1100910 110-9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故宮早春圖古
畫郵票小全張」，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
製，內含面值 35元郵票 1枚，共印 54 萬張。 
（110-060599-001-001-013） 
 
 

1100929 110-10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直式、橫式國內
掛號信封（110年版）各 1款。 
（110-060599-001-001-013） 
 
 

1100929 110-1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中華民國建國
110 年紀念郵票」，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
公司印製，面值 6 元、8 元、10 元及 28 元票，各
印 77 萬枚（含 110 年郵票冊贈品珍藏版內含郵票
17 萬枚）。 
（110-060599-001-001-014） 
 
 

1101008 110-10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古典詩詞郵票
（110年版）」，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製，面值 8 元票《〈江上漁者〉范仲淹》、面值 8
元票《〈蘆山樵唱〉羅仲舒》、面值 12元票《〈憫農〉
李紳》、面值 15 元票《〈勸學〉顏真卿》，各印 62
萬枚。 
（110-060599-001-001-015） 
 
 

1101105 1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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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5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業務需求，添印「龍鳳
呈祥郵票」面值 50 元 1 款，於本日發行，郵票由
中央印製廠印製，印 200萬枚。 
（110-060599-001-001-015） 
 
 

1101105 110-11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客庄節慶郵
票」，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
值 8 元票（苗栗龍）、面值 8 元票（六堆祈福尖
炮城）、面值 12 元票（臺中東勢新丁粄節）、面值
12 元票（國姓搶成功），各印 60 萬枚。 
（110-060599-001-001-016） 
 
 

1101124 110-12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新年郵票（110
年版）」，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
6 元票印 227 萬枚（含賀歲版 17 萬枚）、面值 13
元票印 137 萬枚（含賀歲版 17 萬枚），小全張內含
面值 15元票 1枚，共印 86 萬張。並配合發行「新
年郵票（110 年版）印刷全張」郵品 1 款，每個售
價新臺幣 1,400元，發行 5,500 個。 
（110-060599-001-001-017） 
 
 

1101201 110-13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新年明信片
（110 年版）」及「瑞虎賀年卡」各 2 款，售價分
別為新臺幣 8 元及 35 元。 
（110-060599-001-001-017） 
 
 

1101201 110-13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橫式國內明信
片（110 年版）」、「中華民國 110 年全國郵展紀念
明信片」及「中華民國 110年全國郵展紀念掛號信
封」各 1款。 
（110-060599-001-001-017） 
 
 

1101201 11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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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60103 集郵業務/郵政博物館/事務管理/服務台業務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政博物館甲、乙種參觀券
售價於本日起分別調整為 5元、10 元。 
（106-06060103-001-01-001） 
 
 

1061011 106-93 

06060104 集郵業務/郵政博物館/事務管理/場地管理   

 修訂郵政博物館 2 樓視聽室、10 樓會議室及大禮
堂場地租用之收費標準。 
（110-06060104-001-01-001） 
 
 

1100301 110-23 

06060199 集郵業務/郵政博物館/事務管理/其他   

 為因應雙北地區新冠肺炎疫情警戒提升至第 3
級，本館及臺北館自 110 年 5 月 15 日至 7 月 26 日
止，暫停對外開放。 
（110-06060199-001-001-022） 
 
 

1100515 110-46 

06060299 集郵業務/郵政博物館/典藏及圖書/其他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廣宣集郵，並善用郵政博
物館館藏資源，於 9 月 5 日至 20 日與基隆郵局合
辦「賞郵•完郵 in 基隆」郵票特展。展出燈塔、
海洋生物、臺灣生態之美等主題，內容精采豐富，
本次館展品出展成功為基隆地區帶來一場深度的
文化饗宴。 
（107-06060299-001-01-030） 
 
 

1070905 107-96 

06060301 集郵業務/郵政博物館/展覽事項/郵、特展   

 配合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發行「看見臺灣郵票小
全張」，郵政博物館於 6 月 8日至 9 月 2 日辦理「看
見臺灣郵票特展」。讓民眾透過郵票方寸及齊柏林
先生空拍攝影作品與影片，看見臺灣豐富的自然景
觀及生態之美，是一場有意義的以環境保護意識為
主題的展覽。 
（107-06060301-001-01-010） 
 
 

1070608 10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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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603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在郵政博物館 6 樓
舉辦「107 年海峽兩岸珍郵特展」。 
（107-06060301-001-01-015） 
 
 

1071214 107-130 

 110 年 11 月 18 日上午 10 時舉辦郵政博物館 4 樓
「兒童郵園」重新開幕活動，並於同日實施新參觀
券收費標準。 
（110-06060301-001-001-022） 
 
 

1101118 110-124 

 郵政博物館高雄館於 110 年 12 月 2 日辦理開幕典
禮。 
（110-06060301-001-001-025） 
 
 

1101202 110-135 

06060399 集郵業務/郵政博物館/展覽事項/其他   

 郵政博物館臺北北門分館更名為「郵政博物館臺北
館」。 
（109-06060399-001-01-031） 
 
 

1090520 109-53 

07010101 儲匯類/帳務業務/綜合業務/業務發展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因應數位金融業務發
展，自本日起於儲匯處增設「數位金融科」。 
（106-07010101-001-01-002） 
 
 

1060221 106-1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受理請領勞保一
次退休金之民眾開立存簿儲金「勞退專戶」。 
（108-07010101-001-01-017） 
 
 

1080530 108-5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郵政 VISA
一卡通金融卡發卡服務」。 
（110-07010101-001-001-026） 
 
 

1101109 11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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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7010103 儲匯類/帳務業務/綜合業務/行銷業務活動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啟用臺北金南郵局
為首家數位郵局，整合數位金融、i郵箱、集郵及
郵政商城等服務，藉由智慧（intelligence）及互
動（interaction），提供民眾虛實整合的郵政服務
新體驗。 
（107-07010103-001-01-006） 
 
 

1070416 107-43 

07010203 儲匯類/帳務業務/國際匯兌業務/國際匯出匯款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辦「大陸中文
匯款」服務。 
（107-07010203-001-01-006） 
 
 

1070701 107-7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辦「日本國際
郵政匯票」業務。 
（107-07010203-001-02-004） 
 
 

1080101 108-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辦「韓國國際
郵政匯票」業務。 
（109-07010203-001-01-007） 
 
 

1090701 109-7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辦「法國國際
郵政匯票」業務。 
（109-07010203-001-01-010） 
 
 

1091001 109-111 

070201 儲匯類/企劃/存簿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存款人於其他金
融機構之自動櫃員機以現金跨行存款至郵局帳
戶，新增存入帳戶每日存款限額控管作業。 
（107-070201-001-01-003） 
 
 

1070301 1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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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2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放綜合儲金通
儲戶得至任一郵局辦理變更綜合儲金自動質借
別，並於網路郵局新增「變更綜合儲金自動質借別」
功能。 
（108-070201-003-01-013） 
 
 

1080313 108-1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將存簿及劃撥儲
金帳戶簡易結清銷戶結存金額由 3萬元提高至 6萬
元，儲戶得以一般提款手續辦理，免提示身分證明
文件或委託書。 
（108-070201-002-01-005） 
 
 

1080320 108-2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於臺北金南郵局
等 10 局試辦儲戶至窗口辦理存簿儲金存、提款免
填單據服務。 
（108-070201-002-01-022） 
 
 

1081123 108-12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正式開辦儲戶至
窗口辦理存簿儲金存、提款免填單據服務，節省儲
戶書寫時間。 
（109-070201-002-01-007） 
 
 

1090328 109-2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提供英文版本
「郵政存簿儲金立帳申請書」，俾利外籍人士辦理
開戶作業。 
（109-070201-003-01-006） 
 
 

1090328 109-2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配合智慧政府行
動方案政策，於國家發展委員會數位服務個人化
（MyData）平臺，提供客戶使用自然人憑證或臺灣
行動身分識別驗證成功後，即可查詢及下載「存簿
儲金交易明細資料（3 個月內）」服務。 
（109-070201-003-02-009） 
 
 

1090731 10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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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70202 儲匯類/企劃/定期儲金   

 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放個人戶本人親
辦定期存單轉移者，得憑存單、身分證件及簽名申
請「傳真轉移」，定期存單可當場轉移完妥；另受
理更換印鑑、更換密碼及終止存單交易，啟用自動
套印表單服務，簡化儲戶書寫單據作業。 
（108-070202-001-01-004） 
 
 

1080724 108-75 

070203 儲匯類/企劃/卡片業務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ATM跨行無
卡提款」服務。 
（106-070203-001-01-018） 
 
 

1061012 106-9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於各等郵局第 901
支局等 24 個郵局開辦「晶片金融卡即時發卡」業
務。 
（106-070203-001-01-028） 
 
 

1061214 106-11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試辦「郵政 HCE 手
機 VISA卡」發卡服務。 
（106-070203-001-01-029） 
 
 

1061229 106-12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郵政 VISA
金融卡於「公務機關信用卡繳費平台」刷卡繳費服
務。 
（107-070203-001-01-015） 
 
 

1070416 107-4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郵政 VISA
金融卡於「電子化繳費稅處理平台」及「醫指付」
APP 刷卡繳費服務。 
（107-070203-001-01-031） 
 
 

1070725 10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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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20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感應式 VISA 金
融卡，第 1 階段擇定由原辦理即時發卡業務之 24
間郵局開放申辦；並自 9 月 3 日起，新增 329間郵
局提供即時發卡服務。 
（107-070203-001-01-038） 
 
 

1070803 107-8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放各局受理感
應式 VISA 金融卡申領業務。 
（107-070203-001-02-004） 
 
 

1070903 107-9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試辦「郵政金融
卡雲支付」發卡服務，提供郵政金融卡（含 VISA
金融卡）儲戶於「台灣行動支付」APP 申請下載後，
即可在 iOS 及 Android 手機上進行轉帳、行動提
款、繳費（稅）、跨境交易、感應購物及掃碼支付
等交易。 
（108-070203-001-01-005） 
 
 

1080320 108-2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配合 VISA 國際
組織推出共通 QR code 掃碼支付服務，持卡人得使
用 VISA 金融卡，透過手機掃碼繳交特定銀行信用
卡費。 
（108-070203-001-01-011） 
 
 

1080528 108-4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為提供民眾即時
申辦即時領卡之便利手續，新增 168間郵局辦理即
時發卡業務。 
（108-070203-001-01-023） 
 
 

1080926 10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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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20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郵政 VISA
金融卡電子發票載具服務，提供儲戶於消費時得使
用郵政 VISA 金融卡儲存電子發票，另可於財政部
網站或便利商店 KIOSK 機台輸入卡號、身分證號及
生日末 4碼後，查詢 3 個月內之消費及中獎發票明
細等資料。 
（108-070203-001-01-032） 
 
 

1081123 108-13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新增感應式 VISA
金融卡搭乘高雄捷運及桃園捷運支付車資之功能。 
（109-070203-001-01-001） 
 
 

1090116 109-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為響應政府振興經濟政策，提供郵政 VISA 金融卡
及台灣 Pay 供客戶擇一綁定數位振興三倍券。 
（109-070203-001-01-011） 
 
 

1090701 109-7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放 522間即時
發卡局提供申辦具悠遊卡票證、小額支付功能之感
應式 VISA 金融卡服務。 
（109-070203-001-01-023） 
 
 

1091124 109-13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新增丙級郵局辦
理即時發卡業務。 
（110-070203-001-01-007） 
 
 

1100322 110-3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至 111 年 4 月 30
日止，為響應政府振興經濟政策，提供客戶得以郵
政 VISA 金融卡及台灣 Pay 擇一綁定數位振興五倍
券。 
（110-070203-001-003-011） 
 
 

1100922 1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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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20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新增丁級郵局
（除 1、2 人郵局外）辦理即時發卡業務。 
（110-070203-001-003-025） 
 
 

1101208 110-137 

070204 儲匯類/企劃/自動機具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身心障礙儲
戶申請 ATM 跨行提款每月 3次免手續費優惠服務。 
（105-070204-003-01-027） 
 
 

1060101 106-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放持有效身心
障礙證明（手冊）之儲戶得於網路郵局採免登入方
式申請 ATM 跨行提款每月 3次免手續費優惠。 
（107-070204-004-01-010） 
 
 

1070502 107-4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試辦自動櫃員機
（ATM）「台灣 PAY QR Code提款」服務，各金融機
構「雲支付」持卡人，可於臺北北門郵局等 7局之
ATM，使用「台灣行動支付」APP「掃碼提款」功能
進行提款。 
（109-070204-004-01-043） 
 
 

1090707 109-7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儲戶辦理「實體
ATM」轉帳業務，單筆金額達 3 萬元（含）以上時，
新增即時發送電子郵件或簡訊通知服務。 
（109-070204-004-02-003） 
 
 

1090818 109-9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新增「行動支付」
消費扣款交易通知及調降「實體 ATM」轉帳交易通
知金額。 
（110-070204-004-003-002） 
 
 

1100618 1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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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70205 儲匯類/企劃/匯兌業務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新增具提匯合一
功能之新版「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簡化作業，
加強客戶服務。 
（110-070205-001-01-001） 
 
 

1100313 110-2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配合政府各機關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發放紓困補助款，承
接開發「行政院發」紓困金郵政匯票並以掛號寄交
給無金融帳戶者，受款人並得至任一郵局兌領。 
（110-070205-001-001-005） 
 
 

1100603 110-52 

070206 儲匯類/企劃/自動化服務業務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啟用「新一代網路
郵局」服務。 
（106-070206-001-01-014） 
 
 

1060329 106-2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e-Bill 全
國性繳費活期帳戶即時繳費作業」服務。 
（106-070206-001-02-005） 
 
 

1060726 106-6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於網路郵局及 e
動郵局新增「預填表單及線上取號」服務。 
（106-070206-001-02-025） 
 
 

1061229 106-12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啟用「網路 ATM
友善專區」，並於「網路郵局友善專區」新增「即
時約定轉帳」功能，提供視障人士無障礙友善金融
環境。 
（107-070206-001-01-002） 
 
 

1070124 1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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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7020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新增 e 動郵局
「設備綁定服務-郵保鑣」交易安控機制。 
（107-070206-001-01-008） 
 
 

1070314 107-3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台灣 Pay」
轉帳購物服務，提供儲戶以郵保鑣 APP 進行相關作
業。 
（107-070206-001-02-001） 
 
 

1070607 107-6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放儲戶得申請
「網路郵局/e動郵局身分證登入」服務。 
（107-070206-001-02-013） 
 
 

1070828 107-9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終止與中華電信
合作之「QR Code行動支付服務」。 
（107-070206-001-02-014） 
 
 

1071102 107-11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台灣 Pay」
P2P 轉帳及消費扣款購物業務，提供本公司儲戶以
e 動郵局或郵保鑣 APP 進行相關作業。 
（107-070206-001-02-021） 
 
 

1071129 107-12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郵政 HCE 手機
VISA卡新增 VISA卡 QR Code 掃碼購物服務。 
（107-070206-001-02-022） 
 
 

1071213 107-12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放 iOS10.0 以
上及 Andriod5.0 以上無 NFC 之行動裝置可下載郵
政 HCE手機 VISA卡，並可於貼有「EMV QR Code」
之 VISA實體或網路特約商店進行掃碼購物。 
（108-070206-001-01-013） 
 
 

1080409 1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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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7020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為加強便民服
務，於網路郵局辦理即時轉帳交易時，新增「附言」
欄位，供轉出戶登打留言予轉入戶，使款項收付方
更容易核對轉帳訊息。 
（108-070206-001-02-018） 
 
 

1080925 108-10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為提升 e動郵局
登入之便利性及交易安全，結合行動裝置生物特徵
辨識功能，開辦儲戶得以人臉、指紋或圖形密碼登
入 e 動郵局。 
（108-070206-001-02-025） 
 
 

1081119 108-12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為便利外籍人士
使用網路服務，提供英文版網路郵局。 
（108-070206-001-02-027） 
 
 

1081226 108-14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正式開辦「郵政
金融卡雲支付」發卡服務。 
（109-070206-001-01-009） 
 
 

1090212 109-1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於「網路預約服
務」開辦「預約晶片金融卡即時發卡」、「預約 VISA
金融卡即時發卡」及「預約跨行約定轉帳帳號」服
務項目。 
（109-070206-001-02-024） 
 
 

1090711 109-81 

 為鼓勵民眾多元預約領取振興三倍券，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啟用民眾網路預約及
「0800-700-199 預約專線」服務。 
（109-070206-001-03-006） 
 
 

1090713 109-82 



 

84 

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7020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新增 e 動郵局「e
動綁定」服務，儲戶無須透過郵保鑣，即可直接透
過 e 動郵局 APP驗證相關交易，減少 APP 切換，提
升操作流程品質。 
（109-070206-001-05-002） 
 
 

1091223 109-15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於網路郵局及金
融卡雲支付開辦「手機號碼轉帳」服務。 
（110-070206-001-002-002） 
 
 

1100512 110-4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新增「免臨櫃申
請網路/e 動郵局」服務，客戶得以網路 ATM 搭配
金融卡完成啟用程序。 
（110-070206-001-002-017） 
 
 

1100623 110-6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於網路 ATM 開
辦「手機號碼轉帳」服務。 
（110-070206-001-004-013） 
 
 

1100909 110-9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辦理郵政存簿儲
金數位存款帳戶試營運作業。 
（110-070206-001-005-001） 
 
 

1100925 110-9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新增「免臨櫃申
請網路/e 動郵局」服務，客戶得以實體 ATM 搭配
金融卡完成啟用程序。 
（110-070206-001-005-018） 
 
 

1101116 110-123 

070207 儲匯類/企劃/劃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辦劃撥儲金匯
票開發業務。 
（106-070207-005-01-046） 
 
 

1061207 10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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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7020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配合 109 年總
統、副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受理擬參選人開立政
治獻金專戶。 
（108-070207-003-01-003） 
 
 

1080412 108-3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至 109年 12月 31
日止，配合政府振興經濟刺激消費政策，辦理臨櫃
發放紙本振興三倍券服務。 
（109-070207-004-01-004） 
 
 

1090715 109-8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啟用金融區塊鏈
函證服務，提供查核單位函查相關金融資訊，以減
少人工審核、填復及郵遞作業，促進綠色金融。 
（110-070207-003-01-002） 
 
 

1100316 110-3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配合行政院關懷
孩童家庭防疫補貼政策，辦理發放孩童家庭防疫補
貼服務。 
（110-070207-003-001-007） 
 
 

1100715 110-7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至 111 年 4 月 30
日止，配合政府振興經濟刺激消費政策，辦理臨櫃
發放紙本振興五倍券服務。 
（110-070207-003-001-014） 
 
 

1101012 110-106 

070208 儲匯類/企劃/代理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跨境電子支
付」服務。 
（106-070208-001-01-013） 
 
 

1060801 106-6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啟用「電子支付
連結郵政儲金帳戶付款（Account Link）」服務平
台。 
（107-070208-001-01-003） 
 
 

1070320 1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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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7020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提供儲戶於境外
機構平台購物付款，得使用本公司郵保鑣 APP 之
「台灣 Pay」功能，憑手機即可掃碼支付完成付款
作業。 
（108-070208-001-01-015） 
 
 

1080827 108-8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為提升客戶體驗
及增加客戶群，「電子支付連結郵政儲金帳戶付款
（Account Link）」服務平台，除現行以郵保鑣或
網路 ATM 驗證身分外，新增「網路郵局+簡訊 OTP
（One Time Password）」驗證方式，使設定作業更
為便捷。 
（108-070208-001-01-021） 
 
 

1081113 108-12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至 110 年 3 月 31
日止，辦理各局受理兌付振興三倍券服務。 
（109-070208-001-01-013） 
 
 

1090723 109-8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至 111 年 6 月 30
日止，辦理各局受理兌付振興五倍券服務。 
（110-070208-001-002-006） 
 
 

1101015 110-108 

070299 儲匯類/企劃/其他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政府「振興經濟、刺激
消費」政策，自本日起至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所
指定之三處（臺北、桃園龍潭、新竹）分裝廠運送
振興三倍券。 
（109-070299-003-01-022） 
 
 

1090625 109-6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政府「振興經濟、刺激
消費」政策，自本日起至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所
指定之 5處[4點，臺北、桃園（八德、龍潭）、新
竹、臺中]分裝廠運送振興五倍券。 
（110-070299-002-003-003） 
 
 

1100915 1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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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70399 儲匯類/行銷/其他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鼓山郵
局自本日起，新增辦理買賣外幣現鈔及旅行支票業
務。 
（105-070399-003-01-023） 
 
 

1060112 106-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北郵局所轄臺北民
權郵局及臺中郵局所轄臺中何厝郵局自本日起，新
增辦理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買賣外幣現鈔及
旅行支票業務。 
（106-070399-003-01-003） 
 
 

1060410 106-3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蘆竹大
竹郵局、新營郵局所轄西港郵局、三重郵局所轄三
重二重埔郵局及林口中正路郵局自本日起，新增辦
理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買賣外幣現鈔及旅行
支票業務；高雄郵局所轄橋頭郵局自同日起新增辦
理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 
（106-070399-003-01-010） 
 
 

1060612 106-4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北郵局所轄臺北長
安郵局及臺北華江橋郵局自本日起，新增辦理一般
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買賣外幣現鈔及旅行支票業
務。 
（106-070399-003-01-013） 
 
 

1060717 106-5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南郵局所轄臺南原
佃郵局、高雄郵局所轄湖內郵局及板橋郵局所轄板
橋江翠郵局自本日起，新增辦理一般匯出及匯入匯
款業務、買賣外幣現鈔及旅行支票業務。 
（106-070399-003-01-018） 
 
 

1060911 10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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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703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新竹郵局所轄新竹關
東橋郵局、南投郵局所轄水里郵局及名間郵局自本
日起，新增辦理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買賣外
幣現鈔及旅行支票業務；屏東郵局所轄內埔郵局自
同日起新增辦理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 
（106-070399-003-01-020） 
 
 

1061016 106-9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北郵局所轄臺北敦
南郵局、桃園郵局所轄桃園南門郵局及平鎮廣明郵
局自本日起，新增辦理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
買賣外幣現鈔及旅行支票業務。 
（106-070399-003-01-030） 
 
 

1061218 106-11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龜山文
化郵局及三重郵局所轄新莊幸福郵局自本日起，新
增辦理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買賣外幣現鈔及
旅行支票業務。 
（107-070399-003-01-007） 
 
 

1070611 107-6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清水郵
局及新竹郵局所轄新竹西門郵局自本日起，新增辦
理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買賣外幣現鈔及旅行
支票業務。 
（107-070399-003-01-012） 
 
 

1070910 107-9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南郵局所轄臺南新
南郵局、高雄郵局所轄阿蓮郵局及嘉義郵局所轄水
上郵局自本日起，新增辦理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
務、買賣外幣現鈔及旅行支票業務。 
（107-070399-003-01-021） 
 
 

1071217 107-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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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703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臺北郵局所轄臺
北北安郵局新增辦理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買
賣外幣現鈔及旅行支票業務；花蓮郵局所轄瑞穗郵
局新增辦理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 
（107-070399-003-01-027） 
 
 

1080107 108-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辦「港幣、歐
元及人民幣匯入匯款」業務。 
（108-070399-003-01-017） 
 
 

1080701 108-6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止代售美金旅
行支票業務。 
（109-070399-003-01-008） 
 
 

1090630 109-7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桃園郵局所轄中
壢興國郵局及三重郵局所轄蘆洲中原路郵局新增
辦理買賣外幣現鈔及買回旅行支票、一般匯出及匯
入匯款業務。  
（109-070399-003-01-011） 
 
 

1090702 109-7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臺南郵局所轄鹽
水郵局及桃園郵局所轄中壢南園郵局新增辦理買
賣外幣現鈔及買回旅行支票、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
業務。 
（109-070399-003-01-018） 
 
 

1091015 109-12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南投郵局所轄日
月潭郵局停辦買賣外幣現鈔及旅行支票業務。 
（109-070399-003-001-020） 
 
 

1101101 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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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703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桃園郵局所轄民
生路郵局及三重郵局所轄新莊民安郵局新增辦理
買賣外幣現鈔及買回旅行支票業務、一般匯出及匯
入匯款業務。  
（109-070399-003-001-015） 
 
 

1101115 110-122 

080199 壽險業務/企劃行銷/其他   

 自本日起實施「郵政壽險專區實施要點」。 
（106-080199-003-03-022） 
 
 

1060701 106-53 

 自 107 年 7 月 25 日開辦行動投保業務，以強化本
公司壽險業務服務效能，提供消費者便利的投保服
務。 
（107-080199-003-05-012） 
 
 

1070725 107-81 

 為確保於疫情警戒升至第三級（含）以上時，郵政
壽險業務各項服務及營運不中斷，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訂定「郵政壽險因應新冠肺炎疫情作業暫行
原則」作為服務指引。 
（110-080199-003-006-023） 
 
 

1100625 110-62 

08020101 壽險業務/訓練/自辦訓練/壽險處主辦   

 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達第三級警戒，本公司
董事、監察人及高階主管人員之金融服務業公平待
客原則教育訓練，110 年 9月 1 日至 110 年 9月 30
日以線上影音課程方式進行。 
（110-08020101-001-001-012） 
 
 

1100826 110-89 

080301 壽險業務/法令規章/內部規章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8 日總統華總一經字第
10700128001 號令公布修正簡易人壽保險法第 7
條、第 20 條、第 37 條條文；並增訂第 7 條之 1 條
文。 
（107-080301-001-01-007） 
 
 

1071128 10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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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399 壽險業務/法令規章/其他   

 為協助保戶降低疫情之衝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自 109年 7 月 1日至 109年 12 月 31 日止，提供
保單借款利率調降 2 碼（0.5%）優惠措施。 
（109-080399-008-01-014） 
 
 

1090619 109-63 

 為協助弱勢團體及生活困難需要紓困之保戶，中華
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10年 7月 1日至 110年 9月
30 日止，提供保單借款利率 1.28%專案優惠措施。 
（110-080399-007-001-015） 
 
 

1100630 110-64 

08040102 壽險業務/精算統計/壽險商品/報主管機關審定   

 自本日起停售「郵政簡易人壽年年金順還本保險」
及「郵政簡易人壽快樂寶貝還本保險」。 
（106-08040102-002-01-004） 
 
 

1061101 106-101 

 自 107 年 3 月 23 日起停售「郵政簡易人壽六年期
保險」、「郵政簡易人壽金吉利增額保險」及「郵政
簡易人壽歡喜還本保險」等 3 種保險商品。 
（107-08040102-002-01-001） 
 
 

1070323 107-35 

08040199 壽險業務/精算統計/壽險商品/其他   

 自本日起調降「金平安傷害保險附約」費率。  
（105-08040199-005-01-013） 
 
 

1060101 106-4 

 自本日起調整「常春增額還本保險」、「年年金喜還
本終身保險」及「十分有利增額終身壽險」之投保
年齡，並取消「年年金喜還本終身保險」之高保費
折扣。 
（105-08040199-005-01-014） 
 
 

1060101 106-5 



 

92 

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8040199 自本日起發售「郵政簡易人壽安心小額終身壽險」
新商品。 
（106-08040199-005-01-009） 
 
 

1061128 106-109 

 自 107 年 4 月 23 日起發售「郵政簡易人壽幸福 88
保險」新商品。 
（107-08040199-005-01-004） 
 
 

1070423 107-46 

 自 108 年 1 月 30 日起配合法令變動修正本公司現
售 12 種保險商品之保單契約條款及放寬微型保險
投保對象。 
（108-08040199-003-01-002） 
 
 

1080129 108-8 

 自 108 年 3 月 20 日起新增「郵政簡易人壽幸福 88
保險」之繳費方法。 
（108-08040199-005-01-004） 
 
 

1080311 108-16 

 自 108 年 3 月 20 日起發售「郵政簡易人壽富麗人
生增額保險」新商品。 
（108-08040199-005-01-005） 
 
 

1080313 108-18 

 自 108年 3月 29日起暫停銷售「合家歡增額保險」。 
（108-08040199-002-01-008） 
 
 

1080322 108-27 

 自 108年 6月 17日起發售「郵政簡易人壽活利 369
利率變動型保險」新商品。 
（108-08040199-005-01-010） 
 
 

1080612 108-60 

 自 108 年 7 月 1 日起，配合法令變動修正本公司現
售「安心小額終身壽險」最高投保金額及個別被保
險人有效契約件數。 
（108-08040199-003-01-004） 
 
 

1080626 10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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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80401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09年 3月 3日起重新銷
售「郵政簡易人壽安心小額終身壽險」。 
（109-08040199-002-01-007） 
 
 

1090225 109-1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09 年 4 月 27 日起停止
銷售「郵政簡易人壽幸福 88 保險」。 
（109-08040199-002-02-001） 
 
 

1090423 109-4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09 年 4 月 25 日起「郵
政簡易人壽微型傷害保險附約」新增身心障礙者及
其他特定身分等投保身分別。 
（109-08040199-005-01-002） 
 
 

1090423 109-4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09 年 7 月 1 日起發售
「郵政簡易人壽郵幸福保險」新商品。 
（109-08040199-005-01-008） 
 
 

1090624 109-6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09 年 7 月 1 日起發售
「郵政簡易人壽樂活 168保險」新商品。 
（109-08040199-005-01-009） 
 
 

1090624 109-6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09年 7月 1日起停止銷
售「福安終身壽險」、「年年金喜還本終身保險」、「常
春增額還本保險」、「十分有利增額終身壽險」、「富
麗人生增額保險」及「活利 369 利率變動型保險」。 
（109-08040199-002-03-005） 
 
 

1090624 109-6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09 年 11 月 2 日起發售
「郵政簡易人壽常富 123保險」新商品。 
（109-08040199-005-01-013） 
 
 

1091019 109-122 



 

94 

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80401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10 年 1 月 12 日起發售
「郵政簡易人壽金歡喜增額保險」。 
（109-08040199-005-01-018） 
 
 

1100104 110-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10年 4月 9日起暫停銷
售「郵政簡易人壽安心小額終身壽險」及停止銷售
「郵政簡易人壽康順定期壽險」。 
（110-08040199-002-001-012） 
 
 

1100408 110-3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10 年 7 月 1 日起發售
「郵政簡易人壽常樂增額保險」。 
（110-08040199-002-002-012） 
 
 

1100621 110-5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10年 7月 1日起重新發
售「郵政簡易人壽安心小額終身壽險」，投保件數
上限由 2 件提高為 3 件，最高投保金額由 50 萬元
提高為 70 萬元，預定危險發生率為最新公布之臺
灣壽險業第六回經驗生命表，商品費率並配合調
整。 
（110-08040199-002-002-015） 
 
 

1100621 110-5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10 年 8 月 1 日起，配合
臺灣壽險業第六回經驗生命表調整「郵政簡易人壽
一年期定期壽險」費率。 
（110-08040199-005-001-007） 
 
 

1100719 110-7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10 年 11 月 15 日調整
「郵政簡易人壽安心小額終身壽險」之投保年齡。 
（110-08040199-005-001-011） 
 
 

1101112 11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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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80501 壽險業務/房貸/合約及委託事項   

 自 108 年 9 月 17 日起推出房貸新商品「好優貸」，
並停辦「享優貸」商品，另於「青年首次購屋優惠
貸款」商品新增一段式機動利率之計息方式。 
（108-080501-001-01-008） 
 
 

1080906 108-93 

080503 壽險業務/房貸/房貸利率變動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影響，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自 109年 6月 1日起提供郵政壽險不動
產抵押借款戶額外降息 1 碼（0.25%）6 個月之紓
困措施。 
（109-080503-001-01-004） 
 
 

1090520 109-54 

080504 壽險業務/房貸/推展計畫   

 自 108 年 8 月 6 日起推出房貸新商品「軍公教優惠
貸款」，同日起停辦原同質性之「軍公教專案」。 
（108-080504-001-01-003） 
 
 

1080719 108-74 

09010199 資訊管理類/資訊規劃管理 /資訊規劃/其他    

 為永續推動數據與數位科技發展，強化數據與數位
科技發展策略之擬訂、審議功能，特依本公司組織
規程第 8條第 2項規定，設置數位發展委員會。 
（110-09010199-006-E01-006） 
 
 

1100728 110-75 

 為永續推動數據與數位科技發展，強化數據與數位
科技發展策略之擬定、審議功能，110 年 7 月 28
日依本公司組織規程設置數位發展委員會。 
（110-09010199-006-E01-006） 
 
 

1100811 1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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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9030106 資訊管理類/資料管理 /綜合業務/資訊會議   

 本公司於 110 年上半年導入並通過隱私資訊管理
系統（ISO/IEC 27701） 第 3方英國標準協會（BSI） 
國際標準驗證，為國內首家獲得前述認證公司，於
同年 8 月 18 日舉行國際標準證書頒證儀式，由董
事長代表公司領證。 
（110-09030106-002-001-005） 
 
 

1100810 110-83 

11020201 資產營運類/建築設計/建築工程/查核金額以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物流中心新建工程案申請
候選綠建築證書（基本型），內政部於 6 月 22 日准
予認可，綠建築等級為銀級，有效期限自 6 月 22
日至 112年 6 月 21 日。 
（103-11020201-010-05-031） 
 
 

1070622 107-6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物流中心新建工程申請候
選智慧建築證書案，內政部於 7 月 24 日准予認可，
智慧建築等級為合格級，有效期限自 7 月 24 日至
112 年 7月 23 日。 
（103-11020201-010-07-001） 
 
 

1070724 107-7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政物流園區「郵政資訊中
心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一案，桃園市政府於 8
月 22 日准予核備。 
（104-11020201-005-06-027） 
 
 

1070822 107-8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政物流園區「北臺灣郵件
中心及訓練中心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一案，桃
園市政府於 9 月 13 日准予核備。 
（103-11020201-002-09-003） 
 
 

1070913 107-10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政物流園區「資訊中心新
建工程」於 11 月 2 日領取建造執照。 
（104-11020201-005-07-019） 
 
 

1071102 10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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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10202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政物流園區建置計畫項
下「郵政資訊中心新建工程」，於 108年 7 月 31 日
申報開工，桃園市政府於 108 年 8 月 5 日准予備
查，並於 108 年 10月 8 日正式開工。 
（104-11020201-005-13-005） 
 
 

1081007 108-108 

 臺東卑南郵局落成啟用。 
（103-11020201-001-01-002） 
 
 

1090506 109-45 

 臺中敦化路郵局落成啟用。 
（102-11020201-002-01-001） 
 
 

1090921 109-107 

 苗栗後龍郵局落成啟用。 
（104-11020201-002-01-001） 
 
 

1091012 109-119 

 北臺灣郵件作業中心及訓練中心新建工程於 109
年 10 月 20 日由三星營造（股）公司得標。桃園市
政府於 11 月 3 日准予備查，完成申報開工程序，
並於 10月 30 日起正式開工。 
（103-11020201-002-42-016） 
 
 

1091103 109-127 

11020299 資產營運類/建築設計/建築工程/其他   

 為因應數位轉型趨勢，強化數位郵儲壽業務及推廣
電子商務，截至 108 年底已建置 7處數位郵局，以
提供虛實整合服務。 
（107-11020299-001-01-009） 
 
 

1080713 108-70 

11030202 資產營運類/設備設計/水電工程/未達查核金額   

 配合政府再生能源政策，響應「陽光屋頂百萬座」
計畫，自 104 年度開始設置屋頂太陽光電發電系
統，至 106 年度建置容量約 473KW，年發電量 47.3
萬度電，年減排碳量 250.7公噸。 
（106-11030202-001-E1-005） 
 
 

1060202 1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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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1030202 配合政府再生能源政策，響應「陽光屋頂百萬座計
畫」及「太陽光電 2 年推動計畫」，自 104 年度開
始設置屋頂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至 107 年度建置容
量約 1782.1KW，平均年發電量 177.7 萬度電，平
均年減排碳量 940公噸。 
（107-11030202-001-E1-001） 
 
 

1070105 107-8 

 配合政府推動再生能源政策、善盡企業環境保護責
任，於本公司局屋屋頂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截至
108 年底建置容量 2,087KW（58 處），年發電量 256
萬度，年減碳排放量 1,281公噸。 
（107-11030202-001-02-006） 
 
 

1080528 108-50 

11030302 資產營運類/設備設計/空調工程/未達查核金額   

 為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創造永續經營環境，將節約
能源議題列為企業經營重要課題，108 年於總公司
金山大樓導入 ISO50001 能源管理系統，後續將分
階段拓展至全臺各營業據點。 
（108-11030302-001-01-002） 
 
 

1080412 108-37 

11040201 資產營運類/品保營繕/建築工程/查核金額以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政物流園區建置計畫項
下「郵政物流中心新建工程」，於 107年 6 月 25 日
申報開工，桃園市政府於 107 年 6 月 27 日准予備
查，完成申報開工程序，並於 107 年 8 月 5 日起正
式開工。 
（106-11040201-005-03-029） 
 
 

1070625 107-69 

 本公司郵政物流中心新建工程榮獲交通部「110 年
度公共工程金質獎初評」佳作，並由大部張技監垂
龍至本公司代表部長頒獎。 
（109-11040201-003-057-008） 
 
 

1101124 11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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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1040301 資產營運類/品保營繕/委託專業技術服務/查核金
額以上 

  

 為配合臺北市政府「西區門戶計畫」，推動臺北北
門郵局古蹟建築規劃作為郵政博物館，續召開「郵
政博物館搬遷專案小組」會議，並於 106 年 8月辦
理「臺北北門郵局建置郵政博物館委託規劃設計監
造（含再利用與因應計畫）技術服務」案，啟動搬
遷計劃。 
（105-11040301-009-05-004） 
 
 

1060824 106-74 

11050301 資產營運類/資產管理/房地購置、承租、借用/房
地購置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與國防部簽訂購地
契約，購置其所屬臺北市文山區土地興建局屋提供
顧客舒適之用郵環境，提高資產經濟效益。 
（106-11050301-001-01-014） 
 
 

1061222 106-11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提升競爭力與服務品質
及業務長遠發展，於 107 年 12 月 27日與金門縣政
府簽訂購地契約，購置其所屬金門縣金湖市港區段
徵收區土地興建局屋，以提供顧客優質之用郵環
境，並發展「貨轉郵」之跨境電商及倉儲業務，提
高郵政經營效益。 
（107-11050301-001-05-022） 
 
 

1071227 107-136 

11050404 資產營運類/資產管理/房地產運用/房屋出租   

 彰化光復路郵局拆除改建新大樓辦理預招商，於本
日與國賓影城股份有限公司簽訂 20 年租賃契約；
規劃興建地上 6 層、地下 3 層建物，除 1、2 樓部
分供郵局使用外，其他面積皆出租國賓影城使用，
預計 111年啟用。 
（106-11050404-001-01-010） 
 
 

1060321 1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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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1050404 為增進壽險資金多元運用及提升自有土地運用效
益，以所有臺中市西屯區惠國段 58 地號土地興建
商業大樓並辦理預招商，於 106 年 11 月 2 日決標
予平雲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供商旅使用，預計 113 年
啟用。 
（106-11050404-001-03-010） 
 
 

1061102 106-10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政物流園區「工商服務中
心」零售商業、旅宿會議及辦公商業設施 3業種公
開招租案於 107 年 9 月 12 日辦理正式招商公告，
並於 9 月 20 日假臺北國際會議中心辦理招商說明
會。 
（107-11050404-001-03-004、005、006） 
 
 

1070912 107-10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桃園中壢郵局拆除改建新
大樓辦理預招商，107 年 12月 27 日決標予國賓影
城股份有限公司，簽訂 20 年租賃契約；規劃興建
地上 9層、地下 4層建物，除 1-3樓部分面積供郵
局使用外，其他面積皆出租國賓影城使用，預計
113 年啟用。 
（107-11050404-002-03-005） 
 
 

1071227 107-137 

11050407 資產營運類/資產管理/房地產運用/房地出售、交
換、合建、開發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 64.2 億元購置臺
北市內湖區洲子街 55、57 號（長虹新世紀企業總
部大樓）整幢建物，創下本公司壽險資金投資整棟
不動產之先例，亦為本年度國內十大重大商用不動
產交易第 1 名。 
（106-11050407-001-05-001） 
 
 

1061030 106-99 

11050499 資產營運類/資產管理/房地產運用/其他   

 為配合政府長照政策，出租南港郵局地上第 3-5 層
節餘空間予衛生福利部所屬部立基隆醫院設置綜
合式長照機構，已於 108 年 10 月 1 日點交。 
（108-11050499-002-01-028） 
 
 

1080426 1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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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101 人事類/綜合業務/內部規章   

 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員工申請調遣處理要
點」，適用對象納入約僱人員，並自即日起實施。 
（106-130101-001-01-005） 
 
 

1060208 106-13 

 修正「交通部所屬實施用人費率事業機構經營績效
獎金實施要點」及「交通部所屬郵政事業機構核發
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有關績效獎金提撥
級距基準自 1%、2%、3%調高為 2%、3%及 5%以上，
始得加給 0.4、0.8及 1.2個月。 
（106-130101-001-01-010） 
 
 

1060526 106-42 

 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職務輪調實施要
點」，修正轉調人員第 16 職責層次、職階人員第
12 主管職責層次以下主管人員輪調規定並自即日
起實施。 
（106-130101-001-01-013） 
 
 

1060719 106-59 

 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約僱人員僱用要
點」，並自 106 年年度（另予）考核開始適用。其
中有關約僱人員年度考核考評標準、程序及結果，
均比照「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職階人員考核要
點」年度考核相關規定辦理，並刪除有關不發給無
級可晉獎金之規定。 
（106-130101-001-02-002） 
 
 

1060904 106-76 

 修正「各等郵局辦理無預告代理各級郵局經理職務
要點」，以配合勞動基準法明定由勞工排定特別休
假期日之規定，並自即日起實施。 
（106-130101-001-02-007） 
 
 

1061211 10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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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1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員工加班實施要點」，補休時數採先進先出原則
以小時為實施單位，實施期限以年度特別休假實施
期間之末日為準。  
（107-130101-001-01-006） 
 
 

1070423 107-4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職務輪調實施要點」，增訂非主管人員任相同性
質或同一單位任期及儲匯壽險窗口人員應定期輪
檯之規定，並自即日起實施。 
（107-130101-001-01-007） 
 
 

1070507 107-5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郵務稽查甄選要點」，除提高甄選之考成分數
外，並增訂應具備電腦文書處理能力並嫻熟郵件投
遞作業系統、及不得有不良習慣等資格條件。 
（107-130101-001-01-011） 
 
 

1070809 107-8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推動志工志願服務要點」，修正志工協助辦理事
項、增列志工必要之訓練內容，並自即日起實施。 
（107-130101-001-02-003） 
 
 

1071025 107-10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職階人員甄選進用規
範」附件一「職階人員應試資格表」及附件二「職
階人員筆試應試科目表」。 
（107-130101-001-02-004） 
 
 

1071107 107-11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修
正，修訂「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轉調人員請假休
假實施要點」，休假計算單位由半日計改為得以時
計，並自 108 年 1月 1 日起實施。 
（107-130101-001-02-007） 
 
 

1071128 10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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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1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職階人員職階晉升甄
試要點」及該要點附表「應試科目表」，自即日起
實施。 
（107-130101-001-02-008） 
 
 

1071204 107-127 

 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職務輪調實施要
點」，並補充說明辦理相關輪調執行計畫。修正得
不適用該要點情形之規定，由「最近 1 年內將屆齡
退休者」放寬為「最近 2 年內將屆齡退休者」；相
關輪調執行計畫規劃 6 年內逐年分批辦理完成。 
（108-130101-001-01-005） 
 
 

1080415 108-3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對儲匯壽險營業窗口工作員任滿 10 年以上尚未輪
調者管控機制強化之要求，辦理相關輪調執行計畫
及輪調排外人員第二道防線管控之因應措施。 
（108-130101-001-01-008） 
 
 

1080813 108-83 

 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職階人員職階晉升甄
試要點」，調整各級職階晉升甄試應試資格。 
（108-130101-001-01-015） 
 
 

1081128 108-133 

 修正「各等郵局辦理無預告代理各級郵局經理職務
要點」，修正各等郵局辦理無預告代理實施頻率及
將各等郵局所轄第 901 支局納入施行範圍。 
（108-130101-001-01-013） 
 
 

1081203 108-142 

 修正「職階人員甄選進用規範」及附件一「職階人
員應試資格表」、附件二「職階人員筆試應試科目
表」。 
（109-130101-001-01-007） 
 
 

1090603 109-60 

 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規則」。 
（109-130101-001-02-002） 
 
 

1090731 1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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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101 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職階人員薪給管理要
點」、「職階人員職責層次表」、「職階人員待遇表」、
「職階人員專業職（二）（半日制）待遇表」、「交
通事業郵政人員兼任工作加給標準表」、「各級郵政
機構核發兼任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要點」、「約僱人
員僱用要點」及「約僱人員月給工資表」，並自 110
年 7 月 1日起生效。 
（110-130101-001-001-004） 
 
 

1100729 110-76 

 檢發新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員工申請調遣
處理要點」，並自即日起實施。 
（110-130101-001-001-005） 
 
 

1100816 110-86 

 配合比照轉調人員發給未擔任主管職務之職階及
約僱人員職務待遇案，修訂「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人員陞遷要點」、「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陞遷面
談作業要點」、「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人事評議委
員會設置要點」、「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職階人員
考核要點」、「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職務輪調實施
要點」及「員工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考評注意事項」
等 6 項人力資源業務作業規章，將原職階人員「主
管待遇」及「主管職責層次」文字統一修正為「職
務待遇」及「職責層次」，並配合現行規定或業務
需要酌修部分文字。 
（110-130101-001-002-004） 
 
 

1101209 110-138 

130102 人事類/綜合業務/法令及釋疑   

 「交通事業人員員級晉升高員級資位訓練辦法」部
分條文，業經考試院及行政院於 109 年 11 月 3 日
會同修正發布。 
（109-130102-001-E1-020） 
 
 

1091119 109-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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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199 人事類/綜合業務/其他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與中華郵政工會協商修正
之團體協約，報奉勞動部 106 年 12月 19 日函復同
意備查，自本（106）年 12月 20 日起生效。 
（106-130199-003-02-032） 
 
 

1061229 106-122 

130201 人事類/人力/任免遷調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策略設
計委員會專任副主任委員業務長陳樹東 107年 1月
16 日退休遺缺，業經報奉行政院同意，由本公司
協理兼任臺北特等郵局經理業務長潘裕幗陞任，並
解除兼任臺北特等郵局經理職務；本公司主任秘書
業務長藍淑貞調派本公司協理，並兼任臺北特等郵
局經理。 
（106-130201-001-04-023） 
 
 

1061229 106-123 

13020101 人事類/人力/任免遷調/職務派免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翁文
祺離職後，所遺董事長職務由交通部政務次長王國
材兼代，總經理職務仍由陳憲着續任，並自 106 年
6 月 30 日生效。 
（106-13020101-001-02-024） 
 
 

1060630 106-50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協理職缺，
業經報奉行政院同意，由本公司主任秘書業務長潘
裕幗陞任，並兼任臺北特等郵局經理；本公司經營
策略設計委員會委員代理協理業務長李甘祥，自即
日起真除協理職務，並仍兼郵政物流園區總管理處
籌備處處長。 
（106-13020101-001-02-021） 
 
 

1060630 106-5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策略設計委員會委員
兼代主任秘書業務長藍淑貞調派本公司主任秘書。 
（106-13020101-001-02-022） 
 
 

1060630 10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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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20101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技
術長王淑敏 107 年 1 月 16 日退休遺缺，業經報奉
行政院同意，由本公司協理業務長李甘祥陞任，並
仍兼郵政物流園區總管理處籌備處處長；板橋一等
甲級郵局經理業務長郭純陽調派本公司協理。 
（107-13020101-001-02-002） 
 
 

1070323 107-36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第 6屆董事
長及總經理職務，業奉行政院同意，分別由魏健宏
擔任及現任總經理陳憲着續任，並經本公司董事會
通過自 107 年 5 月 11 日起生效。 
（107-13020101-001-02-037） 
 
 

1070511 107-54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魏健
宏離職後，所遺董事長職務由交通部王政務次長國
材代理，總經理職務由現任副總經理江瑞堂陞任，
並自 108年 5 月 17 日生效。 
（108-13020101-001-02-012） 
 
 

1080517 108-4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總稽核業務長楊功澤 108
年 6 月 4 日退休遺缺，業經交通部報奉行政院同
意，由本公司經營策略設計委員會專任副主任委員
業務長潘裕幗接任。 
（108-13020101-001-02-033） 
 
 

1080531 108-55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職
務，業奉行政院同意由吳宏謀先生接任，並經本公
司董事會通過自 108 年 6 月 28 日起生效。 
（108-13020101-001-02-066） 
 
 

1080628 10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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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20101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協理業務長
郭純陽調派副總經理；桃園一等甲級郵局經理技術
長蔡文慶調派本公司經營策略設計委員會專任副
主任委員，並兼任郵政物流園區總管理處籌備處處
長。（本公司副總經理業務長李甘祥解除兼任郵政
物流園區總管理處籌備處處長職務。） 
（108-13020101-001-03-063） 
 
 

1080916 108-99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總稽核業務
長潘裕幗調派副總經理、板橋一等甲級郵局經理業
務長黃惠珍調派總稽核。 
（109-13020101-001-02-004） 
 
 

1090508 109-46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主任秘書業
務長簡良璘調派副總經理，抵補業務長周瑞祺 109
年 7 月 16 日退休遺缺，並續兼任公司治理主管；
臺北特等郵局經理業務長邱鴻恩調派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協理，並兼任臺北特等郵局經理。 
（109-13020101-001-04-026） 
 
 

1091225 109-151 

 110年 7月 1日中華郵政公司第 7屆董事會第 1次
會議決議通過由吳宏謀續任為董事長、江瑞堂續任
為總經理。 
（110-13020101-001-002-066） 
 
 

1100701 110-66 

 本公司第 7 屆董事長及總經理職務，業奉行政院核
定由現任董事長吳宏謀及總經理江瑞堂續任，並經
本公司董事會通過自 110 年 7 月 1 日生效。 
（110-13020101-001-002-066） 
 
 

1100701 1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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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20101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協理兼任臺
北特等郵局經理業務長邱鴻恩調派副總經理，並解
除兼任臺北特等郵局經理職務；儲匯處處長業務長
陳佳莉調派副總經理，抵補業務長潘裕幗 110年 7
月 16 日退休遺缺；郵務處處長業務長陳敬祥調派
協理。 
（110-13020101-001-003-047） 
 
 

1100805 110-81 

13020103 人事類/人力/任免遷調/調遣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縮短申請調遣員工之存
記時間並兼顧各等郵局及臺北郵件處理中心人力
調度，調整自費調遣及職階人員甄試人力需求估算
作業方式。 
（108-13020103-001-01-025） 
 
 

1081128 108-134 

13030201 人事類/慶典、員額及考試/組織、員額/員額配置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務處成立郵務視察小組
並增設副處長 1名。 
（106-13030201-001-01-001） 
 
 

1060109 106-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勞工安全衛生處自本日起
調整組織架構及編制，車輛修護科併入機械修護
科，原車輛修護科修護股及管理股整併為車修股。 
（105-13030201-001-01-022） 
 
 

1060116 106-1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儲匯處自本日起調整組織
架構及編制，成立數位金融科，並配置數金一股及
數金二股，原企劃科電子金融股裁撤。 
（106-13030201-001-01-006） 
 
 

1060221 106-1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組織整併自本日起陸
續裁撤新竹局營業管理科連線管制單位，所遺業務
移撥至勞安（總務）科。 
（106-13030201-002-03-008） 
 
 

1060301 1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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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302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法務暨法令遵循室
下增設置防制洗錢專責單位「洗錢防制科」，負責
督導本公司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業務。 
（106-13030201-001-01-004） 
 
 

1060308 106-2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集郵處自本日起調整組織
架構及編制，監印科併入業管科。 
（106-13030201-001-01-017） 
 
 

1060802 106-6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務處物流業務科自本日
起，移撥至電子商務室，並更名為「跨境物流科」。 
（106-13030201-001-01-021） 
 
 

1060811 106-7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成立「郵政博物
館」，下設文史科、展覽科及業務科。 
（106-13030201-001-01-020） 
 
 

1060901 106-7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組織整併自本日起陸
續裁撤嘉義郵局營業管理科連線管制單位，所遺業
務移撥至勞安（總務）科。 
（106-13030201-002-03-017） 
 
 

1061001 106-8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組織整併自本日起陸
續裁撤彰化、苗栗郵局營業管理科連線管制單位，
所遺業務移撥至勞安（總務）科。 
（106-13030201-002-04-002） 
 
 

1061101 106-10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組織整併自本日起陸
續裁撤南投及雲林郵局營業管理科連線管制單
位，所遺業務移撥至勞安（總務）科。 
（106-13030201-002-04-014） 
 
 

1061201 10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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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302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電子商務室電子商務科所
轄營運行銷股及商務發展股自 107年 9月 1日起更
名為電商營運股及代售營運股。 
（107-13030201-001-01-023） 
 
 

1070901 107-9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資產營運處第一工程段自
107 年 10 月 1 日起裁撤，業務移撥臺北郵局，該
局於同日成立技術科下設規劃一股、規劃二股及營
繕股，勞安（總務）科技術股更名為修護股。 
（107-13030201-001-01-029） 
 
 

1071001 107-10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南郵局郵務科所轄
平常函件股、特種郵件股及運輸股等 3 股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合併為作業股。 
（107-13030201-002-03-008） 
 
 

1080101 108-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郵務科快捷
股及包裹股自 108 年 10 月 1 日起更名為快包一股
及快包二股。 
（108-13030201-002-03-002） 
 
 

1081001 108-10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郵務科快捷
股及包裹收投股自 108年 12月 10日起更名為高南
快包股及高北快包股。 
（108-13030201-002-03-021） 
 
 

1081210 108-14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壽險處企劃科輔訓股自 109
年 3 月 1日起移撥行銷科。 
（109-13030201-001-01-004） 
 
 

1090301 109-20 

 臺南郵局郵務科自 109 年 6月 1 日起增設運輸股。 
（109-13030201-002-01-018） 
 
 

1090601 1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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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302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資訊處系統管理科資訊安
全股及綜合規劃科資訊治理股自 109 年 12 月 1 日
起更名為網路管理股及綜合事務股。 
（109-13030201-001-01-018） 
 
 

1091201 109-139 

 臺北郵局電子郵件科臺北、臺中及高雄作業股自
109 年 12 月 1 日起更名為北區、中區及南區作業
股。 
（109-13030201-002-02-014） 
 
 

1091201 109-140 

 臺北郵局技術科規劃一股及規劃二股整併為規劃
股。 
（109-13030201-001-01-015） 
 
 

1100101 11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電子商務室跨境物流科移
撥至郵務處。 
（110-13030201-001-01-007） 
 
 

1100430 110-4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推動數據加值應用，自本
日起成立「大數據室籌備室」。 
（110-13030201-001-001-016） 
 
 

1100708 110-6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10 年 7 月 8 日起成立
「大數據室籌備室」與「數位發展推動小組」，並
裁撤「數位轉型推動小組」。 
（110-13030201-001-01-016） 
 
 

1100708 110-7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10 年 7 月 13 日起成立
資通安全室，下設資通安全科。 
（110-13030201-001-01-014） 
 
 

1100713 1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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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30301 人事類/慶典、員額及考試/考試、甄選/升資考試
及科目修正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06 年職階人員職階晉升
甄試於本日分臺北、臺中、高雄 3 考區同時舉行。 
（106-13030301-001-01-006） 
 
 

1061022 106-9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08 年郵政人員升資高
員、員、佐級考試於 108 年 11 月 2 日至 3 日，分
北部（臺北）、中部（臺中）、南部（高雄）三考區
同時舉行。 
（108-13030301-001-01-009） 
 
 

1081102 108-123 

 修正「列入職階人員職階晉升甄試成績計算之專業
證照項目表」，自即日起實施。 
（109-13030301-001-01-002） 
 
 

1090220 109-1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職階人員職階晉升
甄試於 109 年 9 月 13 日分臺北、臺中、高雄 3 考
區同時舉行。 
（109-13030301-001-01-008） 
 
 

1090913 109-100 

13030302 人事類/慶典、員額及考試/考試、甄選/從業人員
甄選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07年甄選進用營運職、專
業職（一）及專業職（二）內、外勤職階人員，第
一試日期訂於 107 年 3 月 18 日於臺北、臺中、高
雄 3 地區同時舉行，並依第一試成績擇優於 107 年
5 月 5、6日參加第二試。 
（106-13030302-001-01-001） 
 
 

1070103 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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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3030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08年甄選進用營運職、專
業職（一）及專業職（二）內、外勤職階人員，第
一試日期訂於 108 年 3 月 16 日於臺北、臺中、高
雄 3 地區同時舉行，並依第一試成績擇優於 108 年
5 月 4、5日參加第二試。 
（107-13030302-001-01-010） 
 
 

1080316 108-2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甄選進用專業職
（二）內勤－櫃台業務類科（限身心障礙人士報考）
職階人員，第一試於 109 年 8 月 1 日分臺北、臺中
及高雄 3 地區同時舉行，並依第一試成績擇優於
109 年 8月 29 日參加第二試。 
（109-13030302-001-01-003） 
 
 

1090801 109-9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10年職階人員甄試，第一
試於 110 年 8 月 22 日分臺北、臺中及高雄 3 地區
同時舉行，並依第一試成績擇優於 110 年 10月 2、
3 日參加第二試。 
（110-13030302-001-01-001） 
 
 

1100822 110-87 

13040101 人事類/考核/考成（核）獎懲/考績（成）   

 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轉調人員年終考成評
分作業要點」、「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職階人員考
核要點」、「郵政公司轉調（職階）人員年終（度）
考成（核）/另予考成（核）表」及訂定「考核小
組辦理初評應行注意事項」，並自 106 年度年終考
成（年度考核）起開始適用。其中有關職階人員年
度考核考評標準、程序及結果，均比照轉調人員規
定，另並增訂累計 5 年年度考核均列 83分以上者，
得予再晉 1 級之制度，以激勵工作表現優異之職階
人員。 
（106-13040101-002-01-005） 
 
 

1060502 10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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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40104 人事類/考核/考成（核）獎懲/勤惰管理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減
少人員移動並擴大分流辦公措施，訂定「中華郵政
公司行政單位居家辦公人員應行注意事項」，於不
減損第一線公眾服務效能前提下，開放總公司行政
單位實施居家辦公。 
（110-13040104-001-001-002） 
 
 

1100610 110-54 

13040199 人事類/考核/考成（核）獎懲/其他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建立公務人員涉訟事件
通報機制，修正通報規則，資位人員（士級以上）
違法涉及刑事責任者，於每月月底前應陳報服務單
位主管依規定逐級通報。 
（109-13040199-001-01-006） 
 
 

1090316 109-24 

13040302 人事類/考核/表彰/傑出郵政人員選拔   

 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選拔傑出郵政人員實
施要點」，調整特等局及ㄧ等甲級局（處理中心）
之傑出管理人員決選方式及名額。 
（108-13040302-001-01-018） 
 
 

1080503 108-42 

13040305 人事類/考核/表彰/服務獎章   

 為鼓勵績優資深員工對公司長期貢獻，訂定「中華
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績優資深員工獎勵要點」，並自
110 年 1月 1 日起實施。 
（110-13040305-001-01-001） 
 
 

1100204 110-20 

13040501 人事類/考核/外界訓練研習/國內外研習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配合 2030 雙語國家政
策，自本（109）年 5 月 1 日起專案鼓勵同仁參加
外界英語相關課程，並依限取得證照或通過測驗予
以補助課程費用，每人每年度補助 1次為限，最高
補助 15,000 元。 
（109-13040501-001-01-009） 
 
 

1090410 1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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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40501 為配合 2030 雙語國家政策，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
賡續專案鼓勵同仁參加外界英語相關課程，並依限
取得證照或通過測驗予以補助課程費用，每人每年
度補助 1次為限，最高補助 2 萬元。 
（109-13040501-001-E1-480） 
 
 

1100105 110-4 

13040601 人事類/考核/保險/加退保、保俸調整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所發放之經營績效獎金（含
全勤、考核及績效獎金）自 109 年起納入計算勞
保、勞健保投保金額及勞工退休金提繳基準。 
（109-13040601-001-E1-002） 
 
 

1090831 109-99 

130411 人事類/考核/諮商輔導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公布實施「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員工協助方案推動小組設置要點」，以推動
本公司員工協助方案，發現及協助員工解決可能影
響工作效能之相關問題，使其以健康身心投入工
作，提升工作士氣及服務效能。藉由多樣化協助性
措施，建立溫馨關懷的工作環境，營造互動良好的
企業文化，特設置員工協助方案推動小組。 
（107-130411-001-01-001） 
 
 

1070223 107-2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公布實施「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員工協助方案危機事件專案小組設置要
點」，當本公司發生重大意外造成員工傷亡或猝
死，或因員工個人生、心理等因素引發員工自傷、
傷人或其他嚴重影響同仁之危機事件，為協助及聯
繫有關單位會同處理，特設置員工協助方案危機事
件專案小組。 
（107-130411-001-02-001） 
 
 

1070622 10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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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411 公布實施「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員工協助方案工
作圈設置要點」、「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外勤人員
協助方案」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窗口櫃檯人
員協助方案」，以強化員工協助方案機制，並貼近
同仁需求。 
（108-130411-001-02-002） 
 
 

1080724 108-76 

 訂定「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09年度推動員工協
助方案工作計畫」，持續推動多樣化的員工協助措
施。 
（109-130411-001-E1-002） 
 
 

1090115 109-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公布實施「員工協助關懷意
識培力全員訓練（109 至 111 年）學習推廣計畫」，
提升關懷意識，培養主動關懷自己與他人之能力。 
（109-130411-001-E1-022） 
 
 

1090710 109-80 

 訂定「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10年度推動員工協
助方案工作計畫」，持續推動多樣化的員工協助措
施。 
（110-130411-001-E1-004） 
 
 

1100120 110-13 

13050101 人事類/給與/待遇/薪津待遇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提晉約僱人員支薪薪級 1
級，並自 108 年 1月 1 日起實施。 
（107-13050101-001-01-003） 
 
 

1080218 108-12 

13050102 人事類/給與/待遇/各項加給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各級郵政機構核發兼
任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要點」未實際擔任駕駛、收
投工作之天數核算，排除請婚、喪假之天數，並自
107 年 1月 1 日起實施。 
（107-13050102-001） 
 
 

1070122 1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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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5010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員工 107 年度調整待遇
案，業經報奉交通部同意備查，調薪幅度為 3-5%，
並溯自本（107）年 1 月 1日起實施。 
（107-13050102-001-01-006） 
 
 

1070326 107-3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員工服務特殊地區加給標準表」，約僱人員納入
服務特殊地區加給比照發給對象，並溯自 107年 7
月 1 日起實施。 
（107-13050102-001-02-002） 
 
 

1070824 107-9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員工服務特殊地區加給標準表」，三級離島加給
加發款額由新臺幣 6,863元調高至 7,700 元，並溯
自 107 年 9 月 1 日起實施。 
（107-13050102-001-02-005） 
 
 

1071019 107-108 

 修正「交通事業郵政人員兼任工作加給標準表」新
增「大型車（總重量 15 噸以上）」類別，核給每月
81 薪點。 
（108-13050102-001-01-016） 
 
 

1080510 108-43 

 修正「交通事業郵政人員兼任工作加給標準表」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員工兼任工作加給每月
應發款額表」增列「小型車（總重量 3.5 噸以下，
快包投遞）」、「機車（快包投遞）」2項加發類別，
分別核給每月 54、41 薪點，並自 108 年 1 月 1 日
起實施。 
（108-13050102-001-03-010） 
 
 

1080912 108-96 

 修正「各級郵政機構核發兼任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
要點」未實際擔任駕駛、收投工作之天數核算，排
除請公假（含公傷假、工會公假）之天數，並自
109 年 1月 1 日起實施。 
（108-13050102-001-04-012） 
 
 

1081126 108-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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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5010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調整值夜費為每小時 100
元，並自 109 年 1月 1 日生效。 
（108-13050102-001-04-015） 
 
 

1081231 108-149 

 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員工服務特殊地區加
給標準表」及新增訂「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特殊
地區加給等級劃分規定」，調整部分地區僻地等
級，溯自 109 年 7月 1 日起實施。 
（109-13050102-001-01-014） 
 
 

1090923 109-108 

 修正「各級郵政機構核發兼任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
要點」，將特別休假（輪休假）納入員工未實際擔
任駕駛、收投工作天數可排除之假別，並自 104 年
6 月份起追溯補發相關加給差額。 
（109-13050102-001-01-016） 
 
 

1091102 109-126 

 函知 109 年度各支局營業窗口非主管人員代理主
管職務未達 10 日發給慰勉金相關事宜。 
（110-13050102-001-001-002） 
 
 

1100524 110-51 

13050199 人事類/給與/待遇/其他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08年度調整待遇案，溯自
108 年 1月 1 日生效，轉調人員調薪幅度為 1%，職
階人員及約僱人員調薪幅度為 3%，另職階人員主
管待遇比照轉調人員相同職務點（原職務加給）職
務待遇數額核發。 
（108-13050199-002-01-009） 
 
 

1080905 108-90 

130502 人事類/給與/各項獎（勵）金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調整值夜費為每小時 97
元，並自 108 年 3月 19 日生效。 
（108-130502-001-01-005） 
 
 

1080522 1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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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502 為落實績效管理制度，調整 109 年度經營績效獎金
有關責任績效獎金核發成數百分比規定，改依各單
位年度績效評核成績高低排序名次核發。 
（109-130502-001-01-005） 
 
 

1090420 109-38 

 為激勵本公司業務推展具特殊貢獻之績優人員或
單位，以提升工作績效，訂定本公司「獎勵特殊貢
獻績優人員作業要點」，並自 110年度起實施。 
（109-130502-001-01-014） 
 
 

1091116 109-131 

 函知訂於 110 年 9 月 17 日核發 109 年度各支局營
業窗口非主管人員代理主管職務未達 10 日之慰勉
金。 
（110-130502-001-001-013） 
 
 

1100909 110-94 

130503 人事類/給與/其他給與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員工逾時工作登記
單」及「員工申報逾時工作、值班時數清單」。 
（107-130503-001-01-005） 
 
 

1070510 107-52 

 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使用節餘場地出租調
派主管人員居住管理要點」第 7 點附件，調整住宿
實質需求之家具設備品項。 
（110-130503-001-001-012） 
 
 

1101102 110-113 

130504 人事類/給與/差勤管理   

 配合勞動基準法修正，取消國旅卡刷卡補助措施，
訂定「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轉調人員休假補助要
點」，並自 106年休假年度起實施。 
（106-130504-004-01-010） 
 
 

1060706 1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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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504 自 107年度起，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職階及約僱
人員父母、養父母、繼父母、配偶喪亡者，給予喪
假 10 日（不含假日，以下同）；子女、配偶之父母、
配偶之養父母喪亡者，給予喪假 8 日；曾祖父母、
兄弟姊妹、配偶之祖父母喪亡者，給予喪假 5 日。 
（106-130504-004-01-020） 
 
 

1070101 107-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訂定「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職階及約僱人員特別休假補助要點」，自 107 年
特別休假年度起實施。 
（107-130504-004-01-001） 
 
 

1070223 107-26 

 自 108年度起，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職階及約僱
人員家庭照顧假（7 日無薪）比照轉調人員 7日均
給薪。 
（107-130504-008-01-035） 
 
 

1071220 107-134 

 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員工加班實施要
點」，員工加班費之支給改以分鐘計。 
（108-130504-008-01-013） 
 
 

1080416 108-39 

 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轉調人員休假補助要
點」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職階及約僱人員特
別休假補助要點」，未達 14日之休假補助費按 1 日
1,143元、1小時 143 元發給，逾 14日以外之休假
補助費按 1 日 600元、1小時 75 元發給。 
（108-130504-004-01-002） 
 
 

1080812 108-82 

 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結婚登記之職階及約僱人員，給予婚假 14 日（不
含假日）。 
（108-130504-004-E1-006 ） 
 
 

1081115 10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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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504 自 110年度起，職階及約僱人員產假、流產假及產
檢假日數比照轉調人員標準核給。 
（110-130504-008-E01-006） 
 
 

1100209 110-21 

 配合行政院政策，自 110 年 7 月 1 日起，職階及約
僱人員懷孕年月在 110 年 1月以前者，給予有薪產
檢假 7日。另懷孕年月在 110 年 1 月（含）以後者，
比照轉調人員標準給予有薪產檢假 8日。 
（110-130504-004-01-017） 
 
 

1100705 110-68 

 函知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職階及約僱人員因重大
傷病非短時間所能治癒，經權責主管核准得申請
「特准病假」。 
（110-130504-004-001-023） 
 
 

1101227 110-140 

13050701 人事類/給與/郵政職工福利/郵政職工福利   

 檢送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郵政職工福利委員會新修
正「郵政職工子女教育補助金實施要點」條文及相
關修正對照表，國中小子女教育補助金修正為於國
小 1 年級時提申請 1 次即可。 
（107-13050701-001-01-001） 
 
 

1070223 107-2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 108年 1月 1日起有關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郵政職工福利委員會結婚互助金
調整為新臺幣 1萬元整。 
（107-13050701-001-01-007） 
 
 

1070912 107-101 

13050703 人事類/給與/郵政職工福利/各項互助金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新訂定「郵政職工留職停薪
期間扣繳福利金人工作業注意事項」及「郵政職工
留職停薪期間扣繳福利金意願書」。 
（107-13050703-001-01-002） 
 
 

1070723 10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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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50799 人事類/給與/郵政職工福利/其他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郵政職工福利委員會自 110年 6
月 17 日起為全體員工辦理為期 1 年團體防疫綜合
險，以安定員工心理並保障同仁權益。 
（110-13050799-003-001-015） 
 
 

1100617 110-56 

13051001 人事類/給與/人事資料管理/各項證明書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人資全員作業系統增列員
工在職證明英文版選項，另修正紙本「郵政員工發
給證明書申請表」，供適用紙本申請之單位同仁使
用。 
（107-13051001-001-01-001） 
 
 

1070702 107-72 

130701 人事類/教務/綜合業務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第 1 次「中華郵政大數
據競賽活動」，並於競賽結束後，針對各得獎提案
如何落實運用、郵務業務如何運用數據驅動業務、
業務資訊如何透通、數據如何有效蒐集等議題討
論，後續由相關單位研擬行動執行方案，以落實本
專案之成效。 
（108-130701-001-E1-027） 
 
 

1080715 108-7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為因應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郵政訓練所於該年 4
月份起停止辦理訓練，迄 8月份起逐步恢復辦理訓
練，並配合防疫相關規範，每週安排一班為原則，
學員人數限制 50 名左右，餐廳改為供應便當，宿
舍分配一名學員一室。 
（109-130701-001-01-012） 
 
 

1090611 10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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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70202 人事類/教務/訓練計畫作業/訓練教育計畫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 107年 9月 4日舉行道路
安全訓練開訓典禮暨記者會，正式開辦「道路安全
訓練」，藉以降低交通事故肇事率，提升郵政駕駛
人員及車輛安全。 
（107-13070202-001-02-004） 
 
 

1070904 107-9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接受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辦理 TTQS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評核，獲得銅牌
獎。 
（107-13070202-001-02-018） 
 
 

1071129 107-12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培育未來經營管理人
才，辦理經營人才培育訓練，並函知新陞任第 17
職責層次轉調人員或第 13 主管職責層次職階人員
（原職務加給 400）之高層主管，應具「經營人才
培育學程班」訓練合格之資格，派任時未具上述條
件者，應於派任後補受該訓練課程。 
（108-13070202-001-01-013） 
 
 

1080603 108-5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配合政府振興經濟
政策發放三倍券，辦理「振興三倍券服務人員訓練
種子師資班」等訓練，課程包含服務人員工作及振
興三倍券領取、兌領相關規定說明等。 
（109-13070202-001-01-009） 
 
 

1090622 109-6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09年依據「交通事業人員
佐級晉升員級及士級晉升佐級資位訓練辦法」規
定，辦理「109 年度交通事業郵政人員士級晉升佐
級資位訓練」及「109 年度交通事業郵政人員佐級
晉升員級資位訓練」。 
（109-13070202-002-01-019） 
 
 

1090731 10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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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704 人事類/教務/網路教育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政府推動「2030 雙語
國家政策發展藍圖」，於「郵政ｅ大學」建置英語
線上學習資源供同仁使用。 
（108-130704-001-E1-003） 
 
 

1080320 108-26 

130801 人事類/郵政新形象小組/郵政新形象實施計畫   

 修訂「郵政各級機構推行企業文化實施要點」及「推
動 郵 政 企 業 文 化 行 為 識 別 系 統 （ Behavior 
Identity）實施方案」部分規定。 
（107-130801-001-01-001） 
 
 

1070712 107-75 

 函知修訂「郵政各級機構推行企業文化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實施要點）及「推動郵政企業文化行為
識別系統（Behavior Identity）實施方案」（以下
簡稱實施方案）部分規定，並自 109年起實施。 
（108-130801-001-01-001） 
 
 

1081211 108-146 

 函知修訂「郵政各級機構推行企業文化實施要點」
及「推動郵政企業文化行為識別系統（Behavior 
Identity）實施方案」部分規定，溯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109-130801-001-01-001） 
 
 

1090508 109-47 

130804 人事類/郵政新形象小組/觀摩活動策劃及指導   

 檢送「推動郵政企業文化行為識別系統（Behavior 
Identity）實施方案」。 
（106-130804-001-01-006） 
 
 

1060920 10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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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60199 勞工安全衛生類/法令規章/其他   

 本公司在「尊重生命，關懷健康」之原則下，宣達
本公司「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本公司將戮力推動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並遵守政府職業安全衛生
法規及其他有關之規定。在充分掌握作業環境與作
業活動特性下，致力消除職場上之危害及有礙健康
之風險，以達持續改善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績效。 
（108-160199-001-01-004） 
 
 

1080524 108-47 

16020102 勞工安全衛生類/勞工安全/綜合業務/節約能源   

 本公司為具體實踐企業社會責任，110 年擇定總公
司金山大樓、基隆、板橋、三重、桃園、臺中、臺
南、高雄、屏東等 8 個責任局（含 901 支局）及臺
北大安郵局、臺北莒光郵局等 11 個據點，建置能
源管理系統，並於年底通過「ISO 50001：2018 能
源管理系統」驗證，取得證書。 
（110-16020102-001-001-008） 
 
 

1100412 110-38 

16020103 勞工安全衛生類/勞工安全/綜合業務/計畫執行   

 本公司為具體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參與經濟部能源
局 108年度「服務業能源管理系統示範推廣輔導計
畫」，並於 108 年 8 月 1 日建置「能源管理系統團
隊」，擇定總公司金山大樓及臺北莒光郵局二大
樓，透過輔導計畫，執行相關作業及教育訓練，並
於 108 年 12 月 13日通過「ISO 50001：2018能源
管理系統驗證」。 
（108-16020103-001-01-002） 
 
 

1080726 108-77 

 為遵循國家節能減碳政策，建構節約能源組織，宣
達本公司「能源管理政策」。本公司將營造節能安
全環境、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優化能源管理系統並
持續改善能源績效，秉持「榮譽、責任、承諾」的
信念，為永續經營與營造更美好的社會而努力。 
（108-16020103-001-01-017） 
 
 

1081129 108-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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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6030103 勞工安全衛生類/文書管理/綜合業務/計畫執行   

 本公司為協助偏鄉學校提升數位學習環境，110 年
11月 10日與華碩文教基金會及中華電信公司共同
舉辦「偏鄉傳愛 e 同守護」再生電腦捐贈儀式。
本公司捐贈汰換之報廢電腦，由華碩文教基金會整
修成再生電腦，搭配中華電信光世代無線網卡後捐
予偏鄉學校，期縮短城鄉教育差距，並實踐資源循
環再利用，環境永續的發展目標。 
（110-16030103-001-001-001） 
 
 

1101004 110-102 

 為表揚本公司在資訊安全及個資保護持續耕耘，英
國標準協會（BSI）頒發本公司「資訊韌性精銳獎」，
由總經理代表公司領獎，並於 110 年 10 月 29 日
『2021 BSI 國際資安標準管理年會』線上直播表
揚。 
（無文檔號） 
 
 

1101029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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