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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函件單式一覽表 

號碼 單式名稱或性質 相關條文 

 CN01 
 國際回信郵票券 
 International reply coupon 

第18-106.5條 
 

 CN02bis  回信郵票券細帳 
 Detailed statement. Reply coupons 

公約施行細則最後議

定書第23.4條 
CN03 兌換回信郵票券細帳 

Detailed. statement. Reply coupons 
exchanged 

第18-106.9條 

CN03bis 回信郵票券重組帳單 
Recapitulative statement. Reply 
coupons 

公約施行細則最後

議定書 
第23.6條 

CN04 掛號函件「R」簽條 
"R" label for registered items 

第18-101.5條 

CN05bis 可追查函件簽條 
Label for tracked items 

第18-102.3條 

CN06 保價函件「V」簽條 
"V" label for insured items 

第18-001.6.1條 

CN07 收件/投遞/付款/登錄「回執」 
Advice of receipt/of delivery / of 
payment / of entry 

第18-003.3條 

CN08 查詢單 
lnquiry 

第21-002.1條 

CN08 查詢單收據 
Receipt 

第21-002.1條 

CN09 寄發國際廣告回信函件帳單 
Statement of IBRS items sent 

第18-104.5.1條 

CN10 國際廣告回信函件重組帳單 
Recapitulative statement of IBRS 
items 

第18-104.5.1條 

CN11 墊付費用清單 第18-004.3.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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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ing note 
CN12 墊付關稅等費用細帳(按月) 

Detailed monthly account. Customs, etc., 
charges 

第18-004.5條 

CN13 扣留郵件資訊報告單 
Report. Information about a seizd postal 
item 

第19-102.5條 
第19-201.6條 

CN14 改寄函件集合封套 
Collective envelope. Redirection of 
letter-post items 

第19-103.8.1條 

CN15 無法投遞退回緣由簽條 
"Return" label 

第19-104.8.2條 
第19-205.5條 

CN16 保價函件掛號清單 
Special list. Insured items 

第17-122.1條 

CN17 撤回、更改或更正地址、註銷或

更改代收貨價款額申請書 
Request 
– for withdrawal from the post 

– for alteration or correction of 

address 
– for cancellation or alteration of 

the COD amount 

第19-105.3.1條 
第19-210.3.1條 

CN18 函件未收到(或已收到)聲明書 
Declaration concerning non-receipt 
(or receipt) of a postal item 

第21-002.1.6條 

CN19 國際廣告回信費用細帳 
Detailed account. IBRS charges 

第18-104.5.3.2條 

CN20 國際廣告回信費用帳單 
Statement. IBRS charges 

第18-104.5.4.1條 

CN21 轉遞CN08查詢單之通知單 
Advice. Redirection of a CN 08 

第21-002.2.6.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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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CN22 報關簽條 

Customs declaration label 
第20-001.1條 

CN23 報關單 
Customs declaration 

第20-001.1條 

CN24 保價函件及保價包裹不正常情事報

告單Report (irregularities in respect 
of insured letter-post items and 
postal parcels) 

第23-001.1條 

CN25 分束簽條(航空函件) 
Bundle labels 

第17-117.7.1條 

CN26 分束簽條(水陸函件) 
Bundle labels 

第17-117.7.2條 

CN27 保價函件轉運路線及方法業務清

冊Table. Routes and methods of 
transmission of insured items 

第17-118.1條 

CN29 代收貨價簽條 
"COD" label 

第18-002.3條 

CN29bis 代收貨價郵件簽條 
Label for COD items 

第18-002.3條 

CN31 函件清單 
Letter bill 

第17-120.1條 

CN32 大宗函件清單 
Letter bill. Bulk mail 

第17-127條 

CN33 掛號函件清單 
Special list. Registered items 

第17-121條 

CN34 水陸函件容器吊牌 
Receptacle label for surface letter 
mail 

第17-129.2條 

CN35 航空函件容器吊牌 
Receptacle label for air letter mail 

第17-129.2條 

CN36 陸空聯運函件容器吊牌 第17-129.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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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ptacle label for S.A.L. letter 
mail 

CN37 水陸總包交接路單 
Delivery bill. Surface mails 

第17-136.2條 
第17-228.3條 

CN38 航空總包交接路單 
Delivery bill. Airmails 

第17-136.3條 
第17-228.2條 

CN41 陸空聯運總包交接路單 
Delivery bill. Surface airlifted (S.A.L.) 
mails 

第17-136.4條 
第17-228.2條 

CN42 直接轉運吊牌 
Direct transhipment label 

第17-133.1條 
第17-227.1條 

CN43 驗證(互換總包) 
Verification note. Exchange of 
mails 

第17-139.1條 

CN44 試函 
Trial note 

第17-134.1條 
第17-232.1條 

CN45 裝寄CN38、CN41及CN47交接

路單之封套 
Transmission envelope for CN 38, 
CN 41 and CN 47 bills 

第17-135.5.4條 
第17-233.6.4條 

CN46 補造交接路單 
Substitute delivery bill 

第17-137.4條 
第17-229.4條 

CN47 空袋總包交接路單 
Delivery bill. Mails of empty 
receptacles 

第17-144.4條 
第17-233.5.4條 

CN48 應付補償金帳單 
Statement. Amounts due in respect 
of indemnity 

第26-004條 

CN51 轉運費細帳帳單 
Detailed account. Transit charges 

第33-104條 

CN52 總帳 
General account 

第33-104.6條 
第34-20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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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53 抽樣總包帳單 
Statement of sampling 

第34-101.1條 

CN54 函件重組帳單 
Recapitulative statement of items 

第34-101.1.2條 

CN54bis 年度重組帳單 
Annual recapitulative statement 

第34-101.2.1條 

CN55 函件總包帳單 
Statement of mails 

第34-103.1條 

CN56 總包重組帳單 
Recapitulative statement of mails 

第34-103.2條 

CN57 收到大宗函件清單 
Account. Bulk mail received 

第34-105.1條 

CN57bis 大宗函件年度帳單 
Final account. Bulk mail  

第34-105.5條 

CN61 到達費細帳 
Detailed account. Terminal dues 

第34-107.2.3條 

CN62 轉運費細帳–水陸總包 
Detailed account. Transit charges – 
Surface mail 

第34-107.2.1條 

CN62bis 追加水路轉運費細帳 
Detailed account. Additional sea transit 
charges 

第34-107.2.2條 

CN64 到達費帳單 
Statement. Terminal dues 

第34-109.2條 

CN64bis 服務品質基金細帳 
Detailed statement. Quality of Service 
Fund 

第31-101.1條 

CN64ter 服務品質基金細帳 
Detailed statement. Quality of Service 
Fund 

第31-101.4條 

CN65 誤封及散寄函件重量清單 
Bill. Weight of missent and à découvert 

第27-106.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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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CN66 航空函件及陸空聯運函件總包重

量帳單 
Statement of weights. Airmails and 
S.A.L. mails 

第33-103.1條 

CN67 散寄優先/航空函件重量單 
散寄非優先/水陸函件重量單 
Statement of weights. À découvert 
priority/airmail items 
À découvert non-priority/surface 
items 
 

第33-103.2條 

CN69 直封總包帳單 
Statement of closed transit mail  

第34-103.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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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包裹單式一覽表 

號碼 單式名稱或性質 相關條文 

 CP71  發遞單 
 Dispatch note 

第17-210.1條 
 

 CP72 
 報關單/發遞單組合單式 
 Manifold set. Customs declaration / 
Dispatch note 

第17-210.1條 

CP73 註明包裹號碼之簽條 
Parcel label with the number of the 
parcel  

第17-213.1條 

CP74 註明保價包裹號碼之「V」簽條 
"V" label for insured parcel 

第18-001.6.2.1條 

CP75 包裹摘錄帳單.CP94費用帳單 
Summarized account. CP 94 
statements 

第34-201.4條 

CP77 退回包裹費用清冊 
Statement of charges 

第19-205.10條 

CP78 驗證 
Verification note 

第17-235.1條 

CP81 水陸包裹業務清冊 
Table. Surface parcels 

第17-214.5條 

CP82 航空包裹業務清冊 
Table. Air parcels 

第17-214.5條 

CP83 水陸包裹總包吊牌 
Receptacle label for surface parcel 
mail 

第17-221.3.1條 

CP84 航空包裹總包吊牌 
Receptacle label for air parcel mail 

第17-221.3.1條 

CP85 陸空聯運包裹總包吊牌 
Receptacle label for S.A.L. parcel 
mail 

第17-221.3.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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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87 包裹清單 
Parcel bill  

第17-224.1條 

CP88 特種包裹清單、經轉包裹分攤費

之支付 
Special parcel bill. Payment of 
rates due for the transit of 
parcels 

第17-223.13條 

CP91 裝寄發遞單、報關單等文件背膠

信封 
Envelope for transmission of 
dispatch note, customs, etc., 
documents 

第17-225.3條 

CP92 裝寄發遞單、報關單等文件背膠

信封(尺寸不同) 
Envelope for transmission of 
dispatch note, customs, etc., 
documents 

第17-225.3條 

CP94 包裹分攤費數目帳單 
Statement of amounts due 

第34-201.1條 

CP94bis 包裹分攤費數目帳單(按重量級

距列表) 
Statement of amounts due with 
weight brackets 

第34-201.2.2條 

CP95 
 

代收貨價簽條 
COD label 

第18-002.3.2.1.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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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國郵政公約 

簽署本郵盟各會員國政府全權代表，參照 1964 年 7 月 10 日在維

也納簽訂之萬國郵政聯盟憲章第22.3條，並依憲章第25.4條之規

定，協商同意在本公約中訂定國際郵務共同適用之規則。 

第 1 章 國際郵務共同適用之規則 

第 1 條 定義 

1. 為實施萬國郵政公約，下列用語應定義如下： 
1.1 函件：依據萬國郵政公約及其施行細則條款規範及運送

之郵件； 
1.2 包裹：依據萬國郵政公約及其施行細則條款規範及運送

之郵件； 
1.3 快捷郵件：依據萬國郵政公約及其施行細則條款規範及

運送，且快捷工具有關之郵件； 
1.4 文件：內含任何書面、繪製、印刷或數位資訊之函件、

包裹或快捷郵件，不包括實體規格，已規定於施行細則

之商品物件； 
1.5 物品：內含任何除貨幣以外、有形且可搬運之函件、包

裹或快捷郵件，包括不屬第 1.4 條「文件」定義、且其

實體規格已規定於施行細則之商品物件； 
1.6 直封總包：內裝郵件繫有標籤或整批或其他容器，以

（或無）鉛誌封口之容器； 
1.7 誤發總包：某一互換局收到非（容器）袋牌上所註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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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包； 
1.8 個人資料：確認使用郵政服務者之資料； 
1.9 誤發郵件：互換局收到之郵件係屬其他會員國之互換局

者； 
1.10 轉運費：該國之承運業者（指定業者、其他服務或二者

兼具）以陸路、海運及/或空運方式提供函件轉運服務之

費用； 
1.11 到達費：原寄國指定業者支付寄達國指定業者，用以補

償寄達國指定業者收到函件所產生之成本； 
1.12 指定業者：由會員國正式指派之任何政府或非政府機

構，在其領土內處理郵件業務，並完成郵盟章約所訂有

關之業務； 
1.13 小包：依據公約及其施行細則條款運送之郵件； 
1.14 到達陸運分攤費：原寄國指定業者支付寄達國指定業

者，用以補償寄達國指定業者收到包裹所產生之成本； 
1.15 陸路轉運分攤費：應支付該國之承運業者（指定業者、

其他服務或二者兼具）以陸路及/或空運方式提供經由其

領土轉運之包裹服務之費用； 
1.16 海運分攤費：應支付該國承運業者（指定業者、其他服

務或二者兼具）以海運方式參與包裹海運運輸服務之費

用； 
1.17 查詢：與使用萬國郵政公約及其施行細則條款規範之郵

政業務相關的申訴或詢問； 
1.18 普及化之郵政服務：在會員國領土所有地點，永久提供

品質良好及對全體用郵顧客提供價格允當之基本郵政服

務； 
1.19 散寄轉運：函件之件數或重量未達做成寄達國直封總包

－2－ 



之程度，經由居間國家散寄轉運者。  

第 2 條 指定負責執行公約義務之單位 

1. 各會員國應於大會結束後六個月內，將負責監控郵政事務之

政府單位之名稱及地址通知國際公署。大會結束後六個月

內，會員國亦應將經營郵政業務，以及在該國領土內執行萬

國郵盟各項章約義務之業者名稱或經正式指定之業者通知國

際公署。兩屆大會相隔期間，如有政府單位或正式指定業者

變更資料者，會員國應儘速通知國際公署。任何關於正式指

定業者之變更，亦應儘快通知國際公署，且最好至少能在變

更生效日之三個月前完成通知。 
2. 當一會員國正式指定一家新的業者時，應明定其郵政業務範

圍（將提供郵盟章約所規範之業務），及該業者於其領土之服

務範圍。 

第 3 條 普及化之郵政服務 

1. 為支持貫徹郵盟單一郵政領域之概念，各會員國應確保其所

有的用郵人士（顧客）享有普及化之郵政服務之權利，在其領

土內所有地點，永久提供品質良好，價格允當之基本郵政服

務。 
2. 各會員國既認定上述目標，即應在其國內郵政立法之架構

內，或依照其慣例之方式，考慮其人民之需要及國內之狀

況，訂定郵政服務之範疇、品質之要求及可負擔之價格。 
3. 各會員國應確保其負責提供普及化郵政服務之作業人員，達

成郵政服務及品質標準。 
4. 各會員國應確保提供可行之普及化郵政服務，以保證其永續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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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  轉運自由 

1. 轉運自由之原則業經憲章第 1 條明訂。依此原則，各會員國

應負責始終以指定業者發運其函件之最速郵路，及最安全方

法，轉遞自其他指定業者發來之直封及散寄函件。本項原則

亦應適用於誤發之函件及總包。 
2. 凡會員國未參加互換內裝傳染性物質或放射性物料之郵件

者，應有權拒絕此項函件散寄經其境內轉運。此項規定亦適

用於印刷品、期刊、雜誌、小包及印刷物專袋，其內容未能

符合該國境內出版物發行及流通之法定要件者亦同。 
3. 包裹之轉運自由，應僅限於郵盟領域內。 
4. 如有會員國不遵守轉運自由之規定時，其他會員國得與該會

員國中斷郵務關係。 

第 5 條  郵件之所有權‧自郵局撤回‧更改或更正地址及/
或收件人姓名（法人名稱或姓氏、名字或宗教聖

名（若有的話））‧改寄‧無法投遞郵件退回寄件

人 

1. 郵件在投交合法所有人之前，仍為寄件人之財產，但經原寄

國或寄達國依其國內法沒收者，以及依據轉運國之國內法

規，適用公約第 19.2.1.1 條或第 19.3 條者除外。 
2. 寄件人對其交寄之函件，可向郵局撤回、更改或更正其地址

寄件人聲請更改或更正地址及/或收件人姓名（法人名稱或姓

氏、名字或宗教聖名（若有的話）。相關費用及其他條件明訂

於施行細則中。 
3. 如收件人已變更收件地址或無法投遞郵件，應退回寄件人

時，會員國應確實要求其指定業者提供郵件改寄服務，相關

資費及其他條件明訂於施行細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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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  郵票 

1. 「郵票」一詞應按現行公約予以保護，且僅限符合本條及施行

細則條款之郵票。 
2 郵票： 

2.1 遵照郵盟章約，僅限經會員國或其領土內授權之單位發

行及流通； 
2.2 應為主權之宣示，且應符合郵盟章約規定，貼於郵件上

與其價值相當，做為預付郵資證明之用； 
2.3 在發行之會員國或其領土內依國內法規流通使用，做為

預付郵資或集郵之用； 
2.4 必須使發行之會員國或其領土內之全體人民均易於取

得。 
3 郵票應含有： 

3.1 以羅馬文字印出發行會員國國名或領域，惟若萬國郵盟

國際公署經會員國或領域之請求，得根據施行細則規定

的條件，印出正式代表會員國或領域之簡稱或縮寫。 
3.2 所標示之面值： 

3.2.1 原則上，係發行會員國或領土之官方貨幣，或

為文字或符號； 
3.2.2 具有其他可予辨認之特徵。 

4 作為郵票特色之國徽、官方監印標誌，以及政府間組織之徽

誌，應在巴黎公約有關「工業財產保護」規定之定義下受到保

護。 
5 郵票之主題及設計應： 

5.1 符合萬國郵盟憲章序言及郵盟各機關作成之決議等之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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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密切相連會員國或領土所屬之文化傳統，或對文化傳播

或維持和平有所助益； 
5.3 紀念非屬發行郵政國家之某位領導人物或事件時，需與

該國家或領土有密切之關連； 
5.4 避免具有攻擊某一人或某一國有關任何政治性之主題； 
5.5 對發行郵政所屬會員國或該領土具有重大意義者。 

6 依據萬國郵政聯盟章約規定之預付郵資符誌、郵資機符誌、

印刷機或蓋戳印出之郵資符誌，須經會員國或其領土核准始

得使用。 
7 在使用新的材料或技術發行郵票前，會員國應提供國際公署

關於該郵票與郵件處理設備相容性之必要資訊。國際公署應

據此照會其他會員國及其指定業者。 

第 7 條  永續發展              

1. 各會員國及/或其指定業者應在郵政各項作業所有階層採用，

並積極實施與環境、社會及經濟活動有關永續發展之策略，

提高郵政服務永續發展之意識。 

第 8 條  郵政安全 

1. 各會員國及其指定業者應遵守郵盟安全準則所定義之安全事

項，並在所有郵務作業階層，採取及執行預防性安全策略，

以維持並提昇全體大眾對指定業者所提供之郵政服務的信

任，保護所有有關郵政人員。安全策略應包括施行細則所設

定之目標，原則上要遵照安全事項，提供電子式先期郵件資

料(包括郵件種類和標準)。此為行政理事會及郵政經營理事

會依據萬國郵盟技術訊息遞送準則，制訂其規則中指定之資

料項目。本項策略亦應包括各會員國及其指定業者間就維持

運輸及轉運總包安全資訊之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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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何實施於國際郵政運輸鏈之安全措施，應與欲處理之風險

或威脅相當，且須考量郵件網絡之特殊性，在不阻礙全球郵

件流通或交換之情況下實施。可能影響全球郵政營運之安全

措施，須由各相關之利害關係人，透過跨國協調，以和諧之

方式進行。 

第 9 條  違反規定 

1. 郵件 
1.1 各會員國應採行必要之措施，以防止、告發及懲罰，經

發現任何人有下列過失者： 
1.1.1 凡夾附麻醉劑、興奮劑以及危險物品於郵件

內，為本公約及其施行細則所未明文許可者； 
1.1.2 郵件內夾附戀童癖性質或利用兒童猥褻性質之

物品。 
2. 預付郵資及納付資費之方法 

2.1 各會員國應承諾採行必要之措施，以防止、告發及懲罰

任何違反本公約所訂之預付郵資規定，例如： 
2.1.1 流通或已停止流通之郵票； 
2.1.2 各種預付郵資符誌； 
2.1.3 郵資機或印刷機印出之郵資符誌； 
2.1.4 國際回信郵票券。 

2.2 本公約所指之違反規定係指：涉及下列任何一種行為，

企圖非法為個人或第三者取得利益之預付郵資方法。下

列各項行為應受懲罰： 
2.2.1 任何偽造、模仿、變造之預付郵資方法，或與

任何未經授權製造此等郵資之違法、非法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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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以任何方式製造、使用、流通、行銷、分送、

散佈、運輸、展覽、展示或宣傳（包括以型錄形

式呈現或以廣告為目的）任何偽造、模仿、變造

之預付郵資方法之行為； 
2.2.3 以任何方式使用或流通已用過之郵資預付符

誌； 
2.2.4 觸犯上述各項違反規定之任何企圖。 

3. 互惠性 
3.1 有關各項制裁，第 2 項所列之各項行為，不論所涉為國

內或國外之預付郵資之方法，應無區別；本項規定與任

何法律或約定之互惠無關。 

第 10 條  個人資料處理 

1. 使用者個人資料，依國內法現行法規定，因一定之目的蒐集

之，並僅得因一定之目的使用之。 
2. 使用者個資之揭露，應僅限於經國內法律授權使用之第三

方。 
3. 會員國及其指定業者，應依其國內現行法規確保使用者個資

之保密性及安全性。 
4. 各指定業者應告知其客戶，使用其個資之原因及已蒐集之目

的。 
5. 在不影響前項規定之前提下，指定業者得以電子方式將個人

資料傳輸給需要以此資料完成服務之寄達指定業者或轉運

國。 

第 11 條  與軍事單位互換直封總包 

1. 互換直封函件總包得經由他國之陸、海、空運輸業居間轉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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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會員國各郵局與屬聯合國調度之軍事單位指揮官間； 
1.2 各該軍事單位指揮官之間； 
1.3 任何會員國郵局，與其本國駐在國外之海軍、空軍或陸

軍單位，或與軍艦或軍機之指揮官間； 
1.4 同一國所屬海軍、空軍或陸軍單位或軍艦、軍機之指揮

官間。 
2. 封入本條第 1 項函件總包內之函件，應以寄交或發自軍事單

位之人員、或軍艦、軍機之軍官及士兵者為限，各該單位亦

為函件總包之收發單位。負責該項函件適用之費率及寄發條

件，應由軍事單位之派遣國或軍艦、軍機之會員國指定業

者，依其規章定之。 
3. 如無特別協議，軍事單位之派遣國或軍艦、軍機之會員國指

定業者，應向相關指定業者結付轉運費、到達費及航空運

費。 

第 12 條  國外交寄之函件 

1. 指定業者對於居住在其會員國境內之寄件人，因貪圖外國優

惠郵資，而在外國交寄，或央人在外國交寄之函件，無轉運

或向收件人投遞之義務。 
2. 前項規定，對寄件人在居住國內作成，隨後攜往國外之函

件，以及對在國外作成之函件，均適用之。 
3. 寄達指定業者得依其國內費率，向交寄指定業者請求支付郵

資。如交寄指定業者，於寄達指定業者所訂期限內，不同意

繳付該項郵資時，寄達指定業者得將郵件退回交寄指定業

者，並有權要求償還改寄費用，或按其國內規章處理。 
4. 任何指定業者對於寄件人不在其居住國境內交寄或促成交寄

之大批函件，其可收之到達費數額，如低於在居住國交寄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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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數額，應無轉運或向收件人投遞之義務。寄達指定業者得

向交寄指定業者索取與所耗成本相稱之給付，其數額不逾下

列兩項款額之較高者：與其國內同等函件 80%之郵資，或第

29.5 至 29.11、29.12 至 29.15 或 30.9 條所適用之費率。如交

寄指定業者未在寄達指定業者所訂期限內支付所索款額，寄

達國指定業者得將該項函件退回交寄指定業者，並有權要求

償還改寄成本費用，或按國內規章處理該批函件。 

第 13 條  郵盟單式之運用 

1. 除郵盟章約另有規定外，應僅有指定業者因郵政業務之運作

及根據郵盟章約規定之郵件交換，得使用郵盟單式及文件。 
2. 指定業者得將郵盟單式及文件，用於境外郵件交換局

（ETOEs）及指定業者成立於其境外國際郵件處理中心

（IMPC），詳述於本條第 6 款，以促進前述郵政業務之運作

及郵件之交換。 
3. 有可能行使於第 2 款所述之內容時，應遵守設立境外郵件交

換局（ETOEs）及國際郵件處理中心（IMPC）的會員國或領

土之國內法或政策。就此而言，在不影響第 2 條列出之指定

義務的情況下，指定業者應保證其持續履行公約規定之義

務，並對與其他指定業者和國際公署的所有關係，擔負全部

責任。 
4. 第 3 款所列出之要求，應同樣適用寄達會員國接收寄自此類

境外郵件交換局（ETOEs）及國際郵件處理中心（IMPC）之

郵件。 
5. 會員國應知會國際公署有關收發來自境外郵件交換局

（ETOEs）及國際郵件處理中心（IMPC）之郵件的相關政策。

此類資訊並應公告於郵盟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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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專為達成本條之目的，境外郵件交換局（ETOEs）應定義為專

為商業目的設立之據點或設施，由指定業者經營或由指定業

者在其本國以外之會員國領土及領域上經營，並以拓展非國

內市場之業務為目標。國際郵件處理中心（IMPCs）應定義為

國際郵件處理設施，用於處理國際郵件交換，以便做成或接

收郵件總包，或做為其他指定業者間交換國際郵件之轉運中

心。 
7. 本條之任何規定均不得詮釋為隱含境外郵件交換局（ETOEs）

或國際郵件處理中心（IMPCs）（包括負責在各自國家領土外

設立和營運之指定業者）根據郵盟章約規定，被視為與地主國

指定業者處於同一地位，亦不得要求其他會員國將該地設立

及營運之境外郵件交換局（ETOEs）或國際郵件處理中心

（IMPCs）視為其領土上之指定業者，而要求其承擔法律義

務。 

第 2 章  服務品質標準及目標 

第 14 條  服務品質標準及目標 

1. 各會員國或其指定業者應就進口之函件及包裹訂定並頒佈投

遞標準及目標。 
2. 該項標準及目標，加上驗關通常所需時間，不得低於其國內

同類函件所適用者。 
3. 會員國或其指定業者亦應就優先函件及航空函件，以及航空

及水陸包裹，訂定並頒佈所有流程之服務標準。 
4. 各會員國或其指定業者，應對服務品質標準之適用加以評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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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資費、附加費及郵政資費之豁免 

第 15 條  資費 

1. 公約明定各項郵政業務之資費，由各會員國或其指定業者依

本公約及其施行細則之原則，按其國內法規訂定之。該等資

費原則上應符合提供各項業務之成本。 
2. 原寄會員國或其指定業者，依其國內法規應訂定運送函件及

包裹之郵資，如寄達國辦理投遞事宜者，郵資應包括按址投

遞在內。 
3. 各郵政收取之資費，包括章約規定之基本資費在內，至少應

與其國內同性質（種類、數量、處理時間等）之業務所課收者

相等。 
4. 各會員國或其指定業者，依其國內法規應有權收取超過章約

規定所列之任何基本資費。 
5. 雖有第 3 項規定之最低資費標準，各會員國或其指定業者得

對在該會員國領土內交寄之函件及包裹，依其國內法規定降

低資費，對郵政大宗客戶給予優惠費率即為一例。 
6. 除章約另有規定者外，不得向顧客收取任何其他郵政資費。 
7. 除章約另有規定者外，各指定業者應保有所收取之資費。 

第 16 條  郵政資費之豁免 

1. 原則 
1.1 郵政資費之豁免，係指免預付郵資，由本公約明文規定

之。但施行細則中得對郵政公事函件由各會員國、指定

業者及區域郵盟寄發者，以及與郵政業務相關者，免除

一切郵政資費及函件包裹之預付款、轉運費、到達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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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攤費。此外，萬國郵政聯盟國際公署寄至區域郵盟、

會員國及指定業者之函件及包裹應視為公事郵件，免除

一切郵政資費。但原寄會員國或其指定業者應有權選擇

與否收取包裹之航空附加費。 
2 戰俘及被拘留平民郵件 

2.1 寄交或發自戰俘之函件、郵政包裹及郵政付款業務票

據，無論直接或經由公約施行細則及郵政付款業務協定

所述之戰俘情報局或戰俘情報總局轉發，除航空附加費

外，免除一切郵政資費。被中立國收容及拘留之戰鬥

員，在適用此項規定時，視同戰俘。 
2.2 依照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內瓦公約關於保護戰時平民之

規定，由其他國家寄交或發自被拘留平民之函件、郵政

包裹及郵政付款業務票據，無論直接，或經由公約施行

細則及郵政付款業務協定規定之戰俘情報局及戰俘情報

總局轉發，均適用 2.1 項各款之規定。 
2.3 公約施行細則及郵政付款業務協定所述各國戰俘情報局

及戰俘情報總局寄發或接收關於本條第2.1及第 2.2款規

定之戰俘及被拘留平民之函件、郵政包裹及郵政付款業

務票據，無論直接或居間收發，亦得享受免除郵政資費

之待遇。 
2.4 免費包裹以重不逾 5 公斤者為限。但內裝物件係不可分

割之包裹及寄交集中營或其代表轉為分發各俘虜之包

裹，則其重量限度得增至 10 公斤。 
2.5 各指定業者間，對公事包裹及戰俘暨被拘留平民之包

裹，除適用航空包裹之航空運費外，應不予分配分攤費 
3. 盲人函件 

3.1 任何盲人函件，無論寄件人或收件人係盲人或為盲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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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之組織，除航空附加費外，應豁免一切郵政資費。惟

需為發寄指定業者在國內業務中許可收寄者。 
3.2 本條文中： 

3.2.1 盲者係指在其國家被登記為盲人或部分失明

者，或符合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義之盲人或弱視

者； 
3.2.2 盲人組織，係指服務盲人或代表盲人之官方機構

或協會； 
3.2.3 盲人函件應包括信件、任何型式讀物包括語音檔

及任何種類或輔助性之設備或材料，以克服失明

問題，參閱施行細則之規定。 

第 4 章  基本業務及附加業務 

第 17 條 基本業務 

1. 各會員國應使其指定業者確保函件之收寄、處理、運送及投

遞。 
2 僅含文件之函件係指： 

2.1 優先函件及非優先函件，限重 2 公斤； 
2.2 信函、明信片及印刷品，限重 2 公斤； 
2.3 盲人函件，限重 7 公斤； 
2.4 寄交同一地址同一收件人，含有新聞紙、期刊、書籍及

類似印刷文件之專袋，稱為「M 袋」，限重 30 公斤。 
3 內含物品之函件係指： 

3.1 優先及非優先小包，限重 2 公斤。 
4 函件應依施行細則之規定，按處理速度及函件之內件加以分

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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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第 4 條之分類系統中，函件亦得依其型式分為小型（P）、

大型（G）及超大型（E）或小包（E）。其尺寸及重量之限制，

另訂於施行細則中。 
6 對施行細則明訂條件之若干類函件重量限制較第 2 項為高，

得選擇適用。 
7 各會員國亦應確保其指定業者收寄、處理、運送及投遞不逾

20 公斤之包裹郵件。 
8 對施行細則明訂條件之若干類包裹，得選擇適用逾 20 公斤之

重量限制。 

第 18 條 附加業務 

1. 各會員國應保證履行下列強制性附加業務之規定： 
1.1 出口優先及航空函件之掛號業務； 
1.2 所有進口掛號函件之掛號業務。 

2. 各會員國或其指定業者間經相互同意，得提供下列選擇性之

附加業務： 
2.1 保價（函件及包裹）； 
2.2 代收貨價（函件及包裹）； 
2.3 可追蹤之投遞業務（函件）； 
2.4 投交收件人親收之掛號函件或保價函件； 
2.5 免付費用之函件及包裹之投遞； 
2.6 易碎及過大包裹； 
2.7 單一委託人寄往國外之整批函件託運服務； 
2.8 商品退貨服務，即收件人經原賣方之授權，將商品退回

原賣方。 
3. 下列三項附加業務兼具強制性與選擇性： 

3.1 國際廣告回信業務（IBRS），基本上屬選擇性業務。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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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各會員國或其指定業者應有辦理「退回」國際廣告

回信業務之義務； 
3.2 國際回信郵票券，應在會員國互換使用，但其出售則屬

選擇性； 
3.3 掛號函件、包裹及保價函件附回執函件。各會員國或其

指定業者應接受進口附回執函件，但附回執函件其出口

業務則屬選擇性。 
4. 上述各項業務內容及其資費明訂於施行細則。 
5. 下列業務國內收取特別費用者，各指定業者於施行細則規定

之條件下，有權對國際函件收取相同之費用： 
5.1 投遞重逾 500 公克之小包； 
5.2 截郵時刻後交寄之函件； 
5.3 窗口營業時間外收寄之函件； 
5.4 在寄件人地址收件； 
5.5 窗口營業時間外申請撤回函件； 
5.6 存局候領； 
5.7 重逾 500 公克之函件及包裹之存放（盲人函件除外）； 
5.8 按包裹到達通知單（時間）投遞包裹； 
5.9 承擔不可抗力風險； 
5.10 窗口營業時間外投遞函件。 

第 5 章  禁寄物品及海關事務 

第 19 條 不予收寄之函件‧禁寄物品 

1. 通則 
1.1 不符合公約及其施行細則所訂條款之函件，應不予收

寄。凡具詐騙行為之函件或有意圖規避交付全部郵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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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不予收寄。 
1.2 本條所列禁寄物品例外情形，列於施行細則中。 
1.3 各會員國或其指定業者得自行放寬本條所訂禁寄物品之

範圍，凡已納入相關資料彙輯者，即可適用。 
2. 各類函件之禁寄物品 

2.1 下列物品應予禁止夾入各類函件內： 
2.1.1 依據國際毒品管制局規範之毒品及麻醉藥物或

寄達國禁寄之其他違禁毒品； 
2.1.2 猥褻或有傷風化之物品； 
2.1.3 偽造或盜版之物品； 
2.1.4 其他寄達國禁止進口或流通之物品； 
2.1.5 內件性質或包裝足以危害郵務人員或一般大

眾，或污損其他函件或郵政機具或第三方財產

之物品； 
2.1.6 寄件人、收件人或其同居人以外之任何個人相

互間，具有現時及私人通信性質之文件。 
3. 危險物品 

3.1 各類函件均禁止夾寄公約及施行細則規定之危險物品。 
3.2 各類函件均禁止夾寄自行爆烈裝置及軍用爆破物，其中

包括：自爆手榴彈，自爆炮彈類似物品。 
3.3 經會員國雙方表明，同意雙向或單向收寄之危險物品，

符合國內及國際運輸規則及法規時，得例外准予收寄。 
4. 活生動物 

4.1 各類函件均應禁止裝寄活生動物。 
4.2 下列物品准予以保價函件以外之函件收寄： 

4.2.1 蜜蜂、水蛭及蠶； 
4.2.2 為防治蟲害，由官方認可之機構間互寄之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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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或撲滅害蟲之物品； 
4.2.3 為生化醫學研究，由官方認可之機構間互寄之

家庭果蠅。 
4.3 下列物品准予以包裹收寄： 

4.3.1 經有關國家之郵政規則及/或國內法規授權，准

予郵遞之活生動物。 
5. 包裹夾寄信函 

5.1 下列物品禁止夾入包裹交寄： 
5.1.1 除檔案資料外，寄件人、收件人或其同居人以

外人士互寄之任何種類之通信文件。 
6. 錢幣，鈔票及其他有價物品 

6.1 下列郵件內應禁止夾寄：錢幣、銀行本票、鈔票或見票

即付之各類證券、旅行支票、白金、黃金或白銀（不論

是否加工）、寶石、首飾或其他貴重物品： 
6.1.1 非保價函件； 

6.1.1.1 但如原寄國與寄達國國內法規許可，此

等物品得以密封掛號郵件交寄； 
6.1.2 非保價包裹，但原寄國與寄達國國內法規許可

者除外； 
6.1.3 收寄保價包裹之兩國間互換之非保價包裹； 

6.1.3.1 此外，任何會員國或指定業者得禁止在

保價或非保價包裹內附裝金條，從其領

土寄發或到達其領土，或散寄過境該國

領土者，該國並得限制上述物品之實際

價值。 
7. 盲人印刷物及函件 

7.1 不應載有任何題字或含有具通信性質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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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不應裝入任何郵票或預付郵資符誌（不論蓋銷與否），

或具有貨幣價值之紙張，但函件內附卡片、信封或包裝

紙，其上印有該件寄件人或交寄國代理人或原件寄達國

之地址，作為退回寄件之用者不在此限。 
8. 誤經收寄之函件 

8.1 誤經收寄函件之處理，載明於施行細則內。但內裝本條

第 2.1.1 條及第 2.1.2 條及第 3.1條及第 3.2 條所述物品之

函件，絕不轉發其寄達地，投交收件人或退回至原寄

局。如轉運過程中發現裝有本條第 2.1.1 條所列之物品

應依轉運國國內法規定處理。如在運輸途中發現第 3.1
條及第 3.2 條所列之物品，相關指定業者有權將該物品

自郵件中移除並予以處理，指定業者得將其餘物件，併

同已拋棄不得收寄物品之相關資訊，發往其寄達地 

第 20 條 驗關‧關稅及其他費用 

1. 原寄國及寄達國指定業者，依各該國法規之規定，應有權將

函件送交海關查驗。 
2. 原寄國或寄達國送交海關查驗之件，郵政均得收取送驗特別

資費，其基本金額載明於施行細則內。此項資費之收取僅針

對函件之送驗及通關，以及因此而衍生之海關費用或其他類

似之費用。 
3. 凡有權代表顧客向海關辦理通關之指定業者，不論以顧客名

義或寄達國指定業者名義，得按實際成本向顧客收取通關

費。本項費用依據國內法規得收取全件報關（包括免納關稅）

之費用。事前應向顧客明確告知本項驗關所需之費用。 
4. 各指定業者應有權向郵件之寄件人或收件人，收取關稅及其

他一切應付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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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責任 

第 21 條 查詢 

1. 指定業者必須受理由顧客提出在其業務範圍內或向其他指定

業者交寄之包裹或掛號或保價郵件之查詢，受理期限自郵件

交寄之次日起六個月。查詢單在指定業者間之傳輸與處理，

應依據施行細則之規定辦理。六個月係指申請人與指定業者

間之關係，不包括指定業者之間傳遞查詢單之時間。 
2. 查詢應屬免費。但如聲請將查詢以快捷郵件發出者，原則上

得向聲請者收取額外之費用。 

第 22 條 指定業者之責任‧補償 

1. 一般責任 
1.1 除第 23 條規定之情形外，各指定業者應承擔： 

1.1.1 掛號函件、普通包裹（電子商務投遞類別之包裹

「ECOMPRO 電子商務包裹」除外，其規格詳細

規定於施行細則）及保價郵件遺失、被竊或毀損

之責任； 
1.1.2 退回掛號函件、保價函件及普通包裹，未註明

無法投遞理由。 
1.2 除前項第 1.1.1目及 1.1.2目，ECOMPRO 電子商務包裹

外，各指定業者不承擔責任。 
1.3 本公約未訂明之其他情況，各指定業者不承擔責任。 
1.4 掛號函件、普通包裹及保價郵件如因不可抗力情事，以

致遺失、全部被竊或全部毀損而不予補償者，除保價費

外，寄件人有權領回該等郵件所有已付之資費。 
1.5 應付之補償金不得超逾施行細則所訂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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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如應承擔責任，補償金之支付應不考慮遺失物直接、間

接利益或精神損失。 
1.7 關於各指定業者對應負責任之規定應求其嚴謹、具拘束

力及完整性。即使有嚴重疏失，各指定業者之責任不得

超逾公約及其施行細則規定之上限。 
2 掛號函件 

2.1 掛號函件遺失、全部被竊或全部毀損時，寄件人應有權

獲得施行細則所訂之補償金額。如寄件人主張之款額較

施行細則所訂者為低時，各指定業者得支付較低之款

額，並向涉及之其他指定業者索償。 
2.2 如遇掛號函件部分被竊或部分毀損，原則上寄件人應有

權獲得與被竊或毀損部分實際價值相當之補償。 
3 普通包裹 

3.1 普通包裹如有遺失、全部被竊或毀損時，寄件人有權按

施行細則規定之金額獲得補償。如寄件人求償之金額低

於施行細則規定之金額，各指定業者得支付較低之金

額，並據以向涉及之指定業者收取補償金。 
3.2 如遇包裹部分被竊或部分毀損時，原則上寄件人應有權

獲得與被竊或毀損部分實際價值相當之補償。 
3.3 各指定業者得經相互同意，採用施行細則所訂每件包裹

之補償金額，而不論其重量。 
4 保價郵件 

4.1 如遇保價郵件遺失、全部被竊或全部毀損時，原則上寄

件人應有權獲得相當於保價金額之補償（以 SDR 為計價

單位）。 
4.2 如遇保價郵件部分被竊或部分毀損時，原則上寄件人應

有權獲得與被竊或毀損部分實際價值相當之補償，但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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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能超過所保價之金額（以 SDR 為計價單位）。 
5 掛號或保價函件退回時，如未註明無法投遞緣由者，寄件人

應有權僅收回該件已付之郵資。 
6 退回之包裹如未註明無法投遞之理由時，寄件人應有權領回

在原寄國交寄時已付之資費及寄達國退回包裹時可能產生之

費用。 
7 如遇第 2、3 及第 4 項所述之情形，其補償金之計算應按照郵

件交寄時當地同類物品或貨物之現價，換算成 SDR。若無市

價可據，則補償金之計算，應按照就相同基礎評估而得之物

品或貨物價值之一般價格而定。 
8 如遇掛號函件、普通包裹或保價郵件遺失、全部被竊或全部

毀損而須補償時，其寄件人（或可能為收件人）亦應有權收回

其交寄時所付之郵費，但掛號費或保價費除外。如遇掛號函

件、普通包裹或保價郵件狀況不良而為收件人拒收，不良之

狀況可歸因於指定業者，且涉及指定業者之責任時，上述原

則亦同樣適用。 
9 雖有第 2、3 及第 4 項之規定，掛號函件、普通包裹或保價郵

件被竊、毀損或遺失，如寄件人以書面聲明放棄補償權而讓

與收件人，則收件人應有權獲得補償。如寄件人與收件人為

同一人時，則無此項之適用。 
10 原寄國指定業者應可依其國內法對掛號函件及非保價包裹補

償之規定，向其國境內之寄件人支付補償金，但其款額不低

於第 2.1 條及第 3.1 條所訂數額。寄達國指定業者向收件人補

償時，亦可適用。下述情形應可適用第 2.1 條及第 3.1 條所訂

之款額： 
10.1 向應承擔責任之指定業者追索時；或 
10.2 寄件人將權利讓與收件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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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除訂有雙邊協定外，本條所述超逾查詢期限及對指定業者補

償金支付，包括施行細則所訂之期間及條件，不得保留。 

第 23 條 會員國及指定業者責任之免除 

1. 掛號函件、包裹及保價郵件，凡經按照國內對於同類郵件之

規章予以投遞者，指定業者之責任即告終止。但遇有下列情

事仍應負責： 
1.1 如於投遞前或投遞時，發現內件被竊或毀損者； 
1.2 收件人（依國內規章）或寄件人（如經退回原寄局）於

領取被竊或毀損郵件時，提出保留權利之聲明者； 
1.3 收件人依國內規章，對於掛號函件投入其私人信箱，在

查詢時聲明未收到者； 
1.4 包裹或保價郵件之收件人或寄件人（退回原寄局時）雖

已照章收取，但於發現被竊或毀損後未予延誤，立即通

知投遞該件指定業者，並提出證據證明被竊或破損並非

發生於投遞之後者。“未予延誤（without delay）＂一詞

應依國內法加以解釋。 
2. 有下列情形，各會員國及指定業者不承擔責任： 

2.1 第 18.5.9 條規定之不可抗力事項； 
2.2 郵政檔案毀於不可抗力事故，以致無法追查者；但須無

人以其他方法提出其應負責任之證據； 
2.3 因寄件人之過失或疏忽，或因內件之性質，致遺失、或

毀損者； 
2.4 相關郵件內件，為本公約第 19 條所規定之禁寄物品； 
2.5 相關郵件依寄達國規章予以沒收，並經寄達會員國或指

定業者通知者； 
2.6 捏報保價郵件之保價金額，高於其內件之實際價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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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寄件人未於交寄相關郵件之次日起六個月內，提出查詢

者； 
2.8 屬於戰時俘虜或被拘留平民之包裹； 
2.9 寄件人之行為有詐領補償金意圖者。 

3. 各會員國及指定業者對於送交海關查驗之郵件，無論報關單

如何填寫，或海關人員於查驗時如何裁決，不負責任。 

第 24 條 寄件人之責任 

1. 郵件之寄件人，應承擔因交寄不准運遞之物品，或不遵守收

寄之規定，致造成郵務人員受傷及同批交運之其他郵件及郵

政設備遭受損害時之責任。 
2. 如造成其他郵件毀損，寄件人應對每件毀損之件，照指定業

者所負之責任範圍，承擔責任。 
3. 郵件雖經收寄局收寄，其寄件人仍不能解除責任。 
4. 但如寄件人已遵照交寄條件交寄郵件後，遇有指定業者或承

運業者，在處理過程中，發生過失或疏忽者，寄件人不承擔

責任。 

第 25 條 補償金之支付 

1. 除對指定業者之追索權規定外，支付補償金及退還資費及費

用之義務應屬於原寄指定業者或寄達指定業者。 
2. 寄件人得將補償權讓與收件人。如國內規章許可，寄件人或

收件人均放棄求償，得授權第三者領取補償金。 

第 26 條 向寄件人或收件人收回補償金之可行性 

1. 補償金付訖後，如原認為遺失之掛號函件、包裹或保價郵件

或其部分內件尋獲時，應將之暫為保存三個月，通知其寄件

人或收件人於繳還已領之補償金後自行處置。同時並應詢明

該件應投交何人。如遭拒絕或於上述期限內未能回覆時，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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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實際狀況再通知收件人或寄件人，並給予相同之答覆期

限。 
2. 如寄件人及收件人均拒絕領回該郵件，或未於第 1 項所述期

限內答覆，該件之所有權，即屬於負擔此項損失之指定業者

或各有關指定業者。 
3. 事後尋獲之保價郵件，如發覺其內件之價值低於已支付之補

償金者，寄件人或收件人必須如數繳還補償金以領回該郵

件，並不影響其捏報保價金額應得之後果。 

第 7 章 償還 

A. 轉運費 

第 27 條  轉運費 

1. 兩指定業者間或同一會員國之兩郵局間互寄之直封函件總包

及散寄郵件，經由其他一或數個郵政（第三者）轉運者，應對

提供陸路轉運、海路轉運及航空轉運之郵政支付轉運費作為

報酬。本項原則亦適用於誤封函件及誤發總包。 

B. 到達費 

第 28 條  到達費‧通則 

1. 除施行細則規定外，各指定業者接收來自其他指定業者之函

件，應有權向封發指定業者收取因處理國際函件所衍生之成

本費用。 
2. 關於支付到達費之條款，為求其適用起見，各指定業者、各

國及其領土應按照大會第 C 7/2016 決議案，分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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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10 年前列為目標系統（target system）之國家及領土

（第 1 組國家） 
2.2 2010 年及 2012 年列為目標系統之國家及領土（第 2 組

國家）； 
2.3 2016 年（新目標系統國家）列為目標系統之國家及領土

（第 3 組國家）； 
2.4 過渡系統（transitional system）之國家及領土（第 4 組

國家）。 
3. 現行公約關於支付到達費之規定，係屬於過渡性之措施，於

過渡期終止時，朝向各國明確之付款系統。 
4. 國內郵務之使用‧直接使用 

4.1 原則上，2010 年前已列為目標系統國家之各指定業者，

應將同樣用於本國顧客其國內郵務採行之所有費率、期

限及條件等，提供其他指定業者參考。對於直接運用之

期限及條件，是否與原寄指定業者相符，由寄達指定業

者決定。 
4.2 2010 年前列為目標系統國家指定業者，應將同樣用於本

國顧客其國內郵務採行之所有費率、期限及條件等，提

供 2010 年前已列為目標系統國家之其他指定業者。 
4.3 自 2010 年起加入目標系統國家之指定業者，得選擇性將

其國內郵務採行之所有費率、期限及條件等，凡同樣用

於本國顧客者，以互惠方式提供部分指定業者，為期兩

年。期滿後，指定業者應選擇停止提供前述資料，或繼

續提供給所有指定業者。如自 2010 年起加入目標系統國

家之指定業者要求 2010 年前列為目標系統國家指定業

者適用國內之條件時，應將同樣用於本國顧客其國內郵

務採行之所有費率、期限及條件等，提供所有指定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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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過渡系統制度國家指定業者，得選擇不將其國內郵務採

行之條件提供其他指定業者。但該等指定業者得選擇性

將其國內郵務採行條件，以互惠方式提供部分指定業

者，為期兩年。期滿後，指定業者應選擇停止提供前述

資料，或繼續提供給所有指定業者。 
5. 到達費應以寄達國服務品質為依據。因此，郵政經營理事會應

授權對公約第 29 條及 30 條之費用加以補充修訂，以鼓勵參與

監控系統，並對達到服務品質目標之指定業者予以獎勵。遇有

未達服務品質者，郵政經營理事會亦得訂定罰則，但不得剝奪

各指定業者依據第 29 條及 30 條規定之最低到達費償還金額。 
6. 各指定業者得放棄第 1 項規定之全部或部分支付。 
7. 凡印刷物專袋（M 袋）低於 5 公斤者，應視同 5 公斤計算到

達費。其到達費為： 
7.1 2018 年每公斤 0.909SDR； 
7.2 2019 年每公斤 0.935SDR； 
7.3 2020 年每公斤 0.961SDR； 
7.4 2021 年每公斤 0.988SDR。 

8. 對於掛號郵件，每件於 2018 年應加收 1.100SDR，2019 年加

收 1.200SDR，2020 年加收 1.300SDR，2021 年加收 1.400SDR。
對保價郵件，每件 2018 年應加收 1.400SDR，2019 年加收

1.500SDR，2020 年加收 1.600SDR，2021 年加收 1.700SDR。
授權郵政經營理事會，得因以上的補充性業務，或其他的補充

性業務，因其提供的服務含有更多的特性，增加其酬報。更多

的特性，另訂於施行細則中。 
9. 除雙方另有協議外，未貼有識別條碼之掛號及保價函件，或該

識別條碼不符合郵盟技術規範標準 S10 者，每件應加收 0.5 
S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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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為達支付到達費之目的，同一寄件人交寄之大批郵件，以同一

總包封發或雖以不同總包封發但合於施行細則規定的條件者

稱為「大宗郵件」。應依第 29 及第 30 條之規定支付大宗郵件

費用。 
11. 任何指定業者得經雙邊或多邊協定採用其他付款制度結算到

達費。 
12. 指定業者得選擇採用優先函件 10%折扣之到達費率，互換非

優先函件。 
13. 目標系統國家指定業者採用之條款，適用於宣稱願意加入目標

系統之過渡系統國家指定業者。郵政經營理事會得在施行細則

中訂定過渡措施。目標系統之全部條款得適用於任何新目標指

定業者，一旦聲明加入時，全部條款即無過渡措施。 

第 29 條  到達費‧適用於目標系統國家指定業者間郵件互

換之條款 

1. 函件包括大宗函件，M印刷物專袋及 IBRS國際廣告回信函件

除外，到達費之支付，應以每件及每公斤費率之適用為基礎

而建立，以反映寄達國之處理成本。優先函件在國內業務

中，屬於普及化業務規定，將被用以作為計算到達費率之基

礎。 
2. 目標系統中到達費率之計算，若適用於國內業務，應將公約

第 17.5 條規定之依型式作郵件分類納入考量。 
3. 目標系統中之指定業者，應依據施行細則規定之條件，互換

以型式區分的函件總包。 
4. 國際廣告回信費用之支付，應按照施行細則之規定計算。 
5. 每件及每公斤函件之費率依型式分為小型（P）、大型（G）

及超大型（E）或小包（E），應以 20 公克小型（P）函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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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公克大型（G）函件資費之 70%為計算基礎，不含加值營

業稅及其他稅金。超大型（E）或小包（E）函件，應以 375 公
克小型或大型（P/G）型式為計算基礎，不含加值營業稅及其

他稅金。 
6. 對於以型式區分的之總包，郵政經營理事會應訂定費率計算

之各種條件，以及必要之營運、統計及會計程序。 
7. 目標系統國家間之到達費，在任一特定年度與前一年度相

比，對一件小型或大型（P/G）37.6 公克及超大型（E）375 公
克之函件，其到達費收益增幅不得大於 13%。 

8. 2010 年前列為目標系統之國家，其小型及大型函件費率不得

高於： 
8.1 2018 年：每件 0.331SDR 及每公斤 2.585 SDR； 
8.2 2019 年：每件 0.341SDR 及每公斤 2.663 SDR； 
8.3 2020 年：每件 0.351SDR 及每公斤 2.743 SDR； 
8.4 2021 年：每件 0.362SDR 及每公斤 2.825 SDR； 

9. 2010 年前列為目標系統之國家，其超大型及小包函件費率不

得高於： 
9.1 2018 年：每件 0.705 SDR 及每公斤 1.584 SDR； 
9.2 2019 年：每件 0.726 SDR 及每公斤 1.726 SDR； 
9.3 2020 年：每件 0.748 SDR 及每公斤 1.681 SDR； 
9.4 2021 年：每件 0.770 SDR 及每公斤 1.731 SDR。 

10. 2010 年前或自 2010 年、2012 年、2016 年起列為目標系統之

國家，其小型及大型函件費率不得高於： 
10.1 2018 年：每件 0.227 SDR 及每公斤 1.774 SDR； 
10.2 2019 年：每件 0.233 SDR 及每公斤 1.824 SDR； 
10.3 2020 年：每件 0.240 SDR 及每公斤 1.875 SDR； 
10.4 2021 年：每件 0.247 SDR 及每公斤 1.928 S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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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10 年前或自 2010 年、2012 年、2016 年起列為目標系統之

國家，其超大型或小包函件費率不得高於： 
11.1 2018 年：每件 0.485 SDR 及每公斤 1.089 SDR； 
11.2 2019 年：每件 0.498 SDR 及每公斤 1.120 SDR； 
11.3 2020 年：每件 0.512 SDR 及每公斤 1.151 SDR； 
11.4 2021 年：每件 0.526 SDR 及每公斤 1.183 SDR。 

12. 自 2010 年及 2012 年列為目標系統國家間適用之費率，及其

與 2010 年前列為目標系統國家間適用之小型及大型函件費

率，不得高於： 
12.1 2018 年：每件 0.264 SDR 及每公斤 2.064 SDR； 
12.2 2019 年：每件 0.280 SDR 及每公斤 2.188 SDR； 
12.3 2020 年：每件 0.297 SDR 及每公斤 2.319 SDR； 
12.4 2021 年：每件 0.315 SDR 及每公斤 2.458 SDR。 

13. 自 2010 年及 2012 年列為目標系統國家間適用之費率，及其

與 2010 年前列為目標系統國家間適用之超大型及函件小包費

率，不得高於： 
13.1 2018 年：每件 0.584 SDR 及每公斤 1.313 SDR； 
13.2 2019 年：每件 0.640 SDR 及每公斤 1.439 SDR； 
13.3 2020 年：每件 0.701 SDR 及每公斤 1.577 SDR； 
13.4 2021 年：每件 0.770 SDR 及每公斤 1.731 SDR。 

14. 2016 年列為目標系統國家間，及其與 2010 年前或自 2010 年

及 2012 年起列為目標系統之國家間適用之小型及大型函件費

率，不得高於： 
14.1 2018 年：每件 0.234 SDR 及每公斤 1.831 SDR； 
14.2 2019 年：每件 0.248 SDR 及每公斤 1.941 SDR； 
14.3 2020 年：每件 0.263 SDR 及每公斤 2.057 SDR； 
14.4 2021 年：每件 0.279 SDR 及每公斤 2.180 S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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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16 年列為目標系統國家間，及其與 2010 年前或自 2010 年

及 2012 年起列為目標系統之國家間適用之超大型及小包函件

費率，不得高於： 
15.1 2018 年：每件 0.533 SDR 及每公斤 1.198 SDR； 
15.2 2019 年：每件 0.602 SDR 及每公斤 1.354 SDR； 
15.3 2020 年：每件 0.680 SDR 及每公斤 1.530 SDR； 
15.4 2021 年：每件 0.770 SDR 及每公斤 1.731 SDR。 

16. 於 2010 年及 2012 年加入目標系統之國家間，及其與 2010 年

前列為目標系統之國家間，凡每年接收函件流量未達 50 噸

者，應以全世界加權平均每公斤函件數為基礎，將每公斤及

每件之計費方式，轉換為按每公斤之費率；其中，小型及大

型函件為平均 8.16 件重量 0.31 公斤，超大型及小包為平均

2.72 件重量 0.69 公斤。 
17. 於 2016 年或之後加入目標系統之國家間，及其與 2010 年以

前、2010 年及 2012 年列入目標系統之國家間，凡於 2018、
2019 及 2020 年接收函件流量未達 75 噸及 2021 年低於 50 噸

者，應比照本條第 16 項規定，以世界加權平均每公斤函件數

為基礎，將每公斤及每件之計費方式，轉換為按每公斤之費

率。 
18. 發往 2010 年前列為目標系統國家之大宗函件款項，應依本

條第 5 至 11 項之規定，適用其每件及每公斤之費率。 
19. 發往 2010 年、2012 年及 2016 年加入目標系統國家之大宗函

件款項，應依本條第 5 及 10 至 15 項之規定適用其每件及每

公斤之費率。 
20. 除訂有雙邊協定機制外，本條不得有保留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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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條  到達費･適用於過渡系統國家指定業者發出、收到

及互換郵件之條款 

1. 在對各國準備進入目標系統之過渡系統指定業者，函件（含大

宗函件）到達費之給付，除 M 袋、國際廣告回信函件外，應

依每件及每公斤費率計算之。 
2. 國際廣告回信到達費之給付應於施行細則中訂定之。 
3. 過渡系統國家郵件發出、收到及互換小型及大型函件之費率

應為： 
3.1 2018 年：每件 0.227 SDR 及每公斤 1.774 SDR； 
3.2 2019 年：每件 0.233 SDR 及每公斤 1.824 SDR； 
3.3 2020 年：每件 0.240 SDR 及每公斤 1.875 SDR； 
3.4 2021 年：每件 0.247 SDR 及每公斤 1.928 SDR； 

4. 過渡系統國家郵件發出、收到及互換超大型及小包函件之費

率應為： 
4.1 2018 年：每件 0.485 SDR 及每公斤 1.089 SDR； 
4.2 2019 年：每件 0.498 SDR 及每公斤 1.120 SDR； 
4.3 2020 年：每件 0.512 SDR 及每公斤 1.151 SDR； 
4.4 2021 年：每件 0.526 SDR 及每公斤 1.183 SDR； 

5. 凡每年接收函件流量未達第 29.16 條或第 29.17 條規定之門檻

者，其每件及每公斤計費之方式，應轉換為按世界加權平均

之每公斤件數計算，並採用下列費率： 
5.1 2018 年：每公斤 4.472 SDR； 
5.2 2019 年：每公斤 4.592 SDR； 
5.3 2020 年：每公斤 4.724 SDR； 
5.4 2021 年：每公斤 4.858 SDR； 

6. 凡每年接收函件流量超過第29.17條規定之門檻者，如原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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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達指定業者既未要求按每公斤實際函件件數，亦未按世界

平均件數修訂相關流量時，可適用上述之每公斤基本費率。

修訂機制之抽樣，應依據施行細則之規定辦理。 
7. 第 5 項全部費用向下修正時，不得由目標系統國家向過渡系

統國家提出請求，反之則屬可行。 
8. 到達費屬過渡系統國家之指定業者，依據施行細則之條款，

得選擇發送及收到以型式區分總包，以型式區分互換者，應

適用上述第 3 項及第 4 項之費率。 
9. 向目標系統國家指定業者支付大宗函件費用，應依據第 29 條

規定，採用每件及每公斤費用訂定之。在過渡系統指定業者

收到之大宗函件，可要求依據第 3 項及第 4 項之規定付款。 
10. 除訂有雙邊協定機制外，本條不得有保留事項。 

第 31 條  服務品質基金 

1. 各個國家及領土支付，由大會歸類為低度開發國家且屬第 4
組國家之到達費及服務品質基金（QSF），除 M 袋、國際廣

告回信函件及大宗函件外，依據第 30 條規定，到達費應增加

20%做為服務品質基金之用，以改善第 4 組國家之服務品

質。第 4 組國家與同組其他國家間則無此項費用。 
2. 由大會歸類為第1組之國家，支付給歸類為第4組國家之到達

費（不含本條第 1 項所指之低度開發國家），除 M 袋、國際

廣告回信函件及大宗函件外，依據第 30 條規定之到達費應增

加 10%做為服務品質基金之用，以改善第 4 組國家之服務品

質。 
3. 由大會歸類為第2組之國家，支付給歸類為第4組國家之到達

費（不含本條第 1 項所指之低度開發國家），除 M 袋、國際

廣告回信函件及大宗函件外，依據第 30 條規定之到達費應增

－33－ 



加 10%做為服務品質基金之用，以改善第 4 組國家之服務品

質。 
4. 由大會歸類為第3組之國家，支付給歸類為第4組國家之到達

費（不含本條第 1 項所指之低度開發國家），除 M 袋、國際

廣告回信函件及大宗函件外，依據第 30 條規定之到達費應增

加 5%做為服務品質基金之用，以改善第 4 組國家之服務品

質。 
5. 歸類為第 1、第 2、第 3 組國家及領土應付給歸類為第 3 組國

家之到達費，除M印刷物專袋、IBRS國際廣告回信函件及大

宗函件外，應以前述金額為基礎，額外將該金額的1%，存入

一檔共同基金，做為改善第 2、第 3、第 4 組國家之服務品

質，並以郵政經營理事會制定之相關程序管理此基金。 
6. 依據郵政經營理事會制定之相關程序，任何本條第 1、第 2、

第3及第4項之已貢獻但尚未用罄款項，及已累積超過四個參

考年度（以 2018 年為最早之參考年度）之服務品質基金，均

應轉入本條第 5 項之共同基金中。為達本項的目的，唯有在

收到上述任四年間最近一次貢獻服務品質基金之款項後的 2
年內，仍屬服務品質基金已批准之服務品質專案中未使用的

款項，才需轉入前述之共同基金。 
7. 支付服務品質基金，用以改善第 4 組國家服務品質之到達費

總額，每一受惠國每年收受之款項至少應有 20,000 SDR。為

達到最低款項，所差之數應依郵件互換比率開立發票，向第

1、第 2、第 3 組國家收取。 
8. 郵政經營理事會最遲應於 2018 年採納或更新服務品質基金融

資專案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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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包裹資費 

第 32 條  包裹海陸運分攤費 

1. 除了電子商務投遞類別之包裹（ECOMPRO 包裹）外，兩指

定業者間互換之包裹，每一包裹應收之到達陸運分攤費，應

符合施行細則所訂每件及每公斤之基本費率混合計算而得

之。 
1.1 指定業者除留意前開基本費率外，得有權依照施行細則

之規定，要求每件及每公斤包裹之補助分攤費； 
1.2 除非施行細則對此項原則另有例外之規定，第1 項及第

1.1 款所稱之分攤費率，應由原寄國指定業者負責支

付； 
1.3 各國全部領土內到達陸運分攤費應完全一致。 

2 兩指定業者間或一國之兩局間互換包裹，由其他指定業者擔

任陸運者，應按施行細則規定之費率，向參與此項陸運之各

指定業者，支付陸路轉運分攤費。 
2.1 居間轉運指定業者應有權對散轉之包裹每件依施行細則

規定收取單一轉運費； 
2.2 除非施行細則對此項原則另有例外之規定，陸路轉運分

攤費，應由原寄國指定業者支付。 
3 參與包裹海運之各指定業者，應有權收取海運分攤費。除非

本施行細則對此項原則另有例外之規定，此項分攤費應由原

寄國指定業者支付。 
3.1 每次利用海運，其海運分攤費應依施行細則之費率，按距離

級次計算之； 
3.2 各指定業者對前款所訂之海運分攤費，得予增加，至多以

50%為限，亦得自行將海運分攤費予以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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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航空運費 

第 33 條  航空運費之基本費率及規定 

1. 各指定業者間結算航空郵運帳目適用之基本運費率，應由郵

政經營理事會核定。並由國際公署依據施行細則規定之公式

計算之，但經由商品退回業務寄送之航空包裹，應依據施行

細則規定收取。 
2. 直封總包、優先函件、航空函件及散寄轉運之 航空包裹、誤

封郵件及誤發總包，其航空運費之計算以及相關帳務作帳方

法，列載於施行細則。 
3. 全程空運之航空運費，應由下列方式產生： 

3.1 如為直封總包，應由原寄國指定業者負擔，包括經由一

國或多國居間經轉之總包； 
3.2 如為散寄轉運之優先函件及航空函件，包括誤封函件在

內，應由轉發此項函件至另一指定業者負擔。 
4. 上述規定應同樣適用於由航空運輸，豁免水陸轉運費之函

件。 
5. 各寄達指定業者在其國境內提供國際函件航空運遞者，如其

各段航程之加權平均里程超逾 300 公里者，有權就此項運遞

要求支付額外費用。郵政經營理事會得以其他標準取代加權

平均里程計算方式。除已達成協議免費運遞外，自外國發來

之航空函件總包及優先函件總包，在寄達國境內，無論利用

航空轉運與否，其應收之航空運費，必須一致。 
6. 惟寄達指定業者所課收之到達費，如已明確依據處理成本或

國內費率計算者，則無權要求償還額外國內航空運費。 
7. 寄達指定業者為便於計算加權平均里程時，對已明確依據成

本，或按寄達指定業者國內費率計算到達費之全部總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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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應不予列入。 

E. 帳務之結算 

第 34 條  互換國際郵件帳務之結算及付款之特別規定 

1. 依據現行公約與營運有關之結算，(包括郵件運輸(轉運）之結

算、郵件於寄達國處理之結算及郵件遺失、被竊或毀損補償

之結算)，均依公約及郵盟章約之規定辦理，除郵盟章約另有

規定外，指定業者無需製備任何文件。 

F. 訂定資費及費率 

第 35 條  郵政經營理事會訂定資費及費率之權限 

1. 郵政經營理事會應有權訂定下列之資費及費率，相關費用依

施行細則之規定，由各指定業者支付之： 
1.1 經由一國或多國居間轉運函件總包之處理費及轉運費； 
1.2 空運郵件之基本費率及航空運費； 
1.3 除電子商務包裹外之進口包裹到達陸運分攤費； 
1.4 居間國處理及轉運包裹之陸路轉運分攤費； 
1.5 水陸包裹之海運費用； 
1.6 提供包裹商品退貨業務所產生之出口陸運分攤費。 

2 任何修正案所用方法，必須確保參與轉運之指定業者，獲得

公平之補助，且以可靠及具代表性之經濟及財務資料為基

礎。任何變更之確定，應依郵政經營理事會訂定之生效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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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選擇性之業務 

第 36 條  快捷郵件及物流整合業務 

1. 各會員國或指定業者得相互同意參加施行細則所訂之下列各

項業務： 
1.1 國際快捷郵件為文件及商品之快遞服務，不論何時均儘

可能以最快速之實體寄送郵政服務。得依據國際快捷郵

件標準多邊協定或雙邊協定，提供本項業務； 
1.2 整合物流，係完全配合顧客物流需求之業務，包括貨品

及文件，在實體運送前及運送後之階段。 

第 37 條  電子郵件業務 

1. 各會員國或指定業者得相互同意參加施行細則所訂之下列電

子郵件業務： 
1.1 電子郵件為由指定業者以電子方式傳遞訊息及資料之郵

政業務； 
1.2 電子掛號郵件，係一項安全電子郵政業務，它提供交寄

及投遞證明之電子訉息，並保障真實使用者間安全之通

訊管道； 
1.3 電子證明郵戳係對電子事件以特定之格式、時間，對一

方或多方提供證明； 
1.4 電子郵箱使真實寄件者能寄送電子訊息，且使真實收件

者得以收取與儲存電子訊息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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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最後條款 

第 38 條  與本公約及其施行細則有關議案之通過條款 

1. 凡與本公約及其施行細則有關之議案提交大會後，應經出席

具表決權會員國表決過半數之贊成，始得通過而生效。表決

時至少應有出席大會及具表決權之會員國半數之出席。 
2. 凡與施行細則有關之議案，應經由郵政經營理事會具表決權

之理事國以多數決通過生效。 
3. 在兩屆大會相隔期間提出之有關本公約及其最後議定書各條

之議案，應具備下列條件，始予通過生效： 
3.1 如涉及修訂本公約，應至少有半數具表決權會員國參與

表決，有三分之二贊成之表決； 
3.2 如涉及條文之詮釋者，需有多數贊成之表決。 

4. 雖有本條第3.1款之規定，任何會員國其國內法規與修正提案

抵觸時，得於修訂條文通知之日起 90 天以內，向國際公署署

長提出無法接受修訂條文之書面聲明。 

第 39 條  大會保留事項 

1. 凡與公約之宗旨及目標不符之保留事項一律禁止。 
2. 原則上，任何會員國之觀點，無法與其他會員國共同分享

時，應儘可能遵照多數國之意見。保留事項僅限絕對必要，

且所提出之理由正當。 
3. 對現行公約任何條文之保留，應提交大會，以國際公署所定

之任一工作語文作成書面提案，且應依郵盟大會議事規則相

關條文辦理。 
4. 有關保留事項提案之生效，需經由與保留案有關條文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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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多數之贊成。 
5. 原則上，保留事項應以互惠原則，適用於保留之會員國及其

他會員國之間。 
6. 對現行公約之保留事項，依據大會核可之提案，應納入公約

最後議定書。 

第 40 條  公約之實施及期限 

1. 本公約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持續有效至下屆大會章約

實施之日止。 
 
   各會員國政府之全權代表爰簽訂本公約，以昭信守。原本一

份應交由國際公署署長保存。副本一份由郵盟國際公署分致

各簽約國。 
 
   2016 年 10 月 6 日簽訂於伊斯坦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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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國郵政公約最後議定書 
全權代表於簽署萬國郵政公約之同時，議定下列條款： 

第 1 條 郵件之所有權‧自郵局撤回‧變更或更正地址 

1. 公約第 5.1條及 2之規定不適用於安地瓜及巴布達、巴林、巴

貝多、貝里斯、波札那、汶萊、加拿大、香港、中國、多明

尼加、埃及、斐濟、甘比亞、英國及北愛爾蘭、英國附屬海

外領土、格瑞那達、蓋亞那、愛爾蘭、牙買加、肯亞、吉里

巴斯、科威特、賴索托、馬拉威、馬來西亞、模里西斯、諾

魯、紐西蘭、奈及利亞、巴布亞紐幾內亞、聖克里斯多福及

尼維斯、聖路西亞、聖文森及格瑞那丁、薩摩亞、塞席爾、

獅子山、新加坡、索羅門群島、史瓦濟蘭、坦尚尼亞、千里

達及托巴哥、吐瓦魯、烏干達、萬那杜及尚比亞。 
2. 公約第 5.1 及 5.2 條不適用於奧地利、丹麥及伊朗，其國內規

章規定，已通知寄交收件人之函件到達，寄件人即不得聲請

撤回或更改地址。 
3. 公約第 5.1 條不適用於澳大利亞、迦納及辛巴威。 
4. 巴哈馬、比利時、北韓、伊拉克及緬甸等國，由於其國內法

不准寄件人聲請撤回函件或更改其地址，故不適用公約第 5.2
條之規定。 

5. 公約第 5.2 條不適用於美國。 
6. 公約第5.2條對於澳大利亞之適用，限於與該國國內立法相符

之部分。 
7. 雖有公約第 5.2 條規定，剛果民主共和國、薩爾瓦多、巴拿

馬、菲律賓及委內瑞拉等國，因其海關規章另有規定，對收

件人已聲請驗關之包裹，應有權不予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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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條 郵票 

1. 雖有公約第6.7條規定，澳大利亞、英國及北愛爾蘭、馬來西

亞及紐西蘭等各國將處理函件及包裹上貼有使用新材料或科

技印出之郵票。該等郵票與該國郵件處理設備不相容者，惟

僅限預先與相關原寄國指定業者訂有協定者。 

第 3 條 國外交寄之函件 

1. 澳大利亞、奧地利、希臘、英國及北愛爾蘭、紐西蘭及美國

保留權利，對任何指定業者按公約第 12.4 條之規定發來處

理，而原本並非各該郵政作為郵件封發之函件，向該指定業

者收取費用，其數額等於處理此項函件所耗之成本。 
2. 雖有公約第 12.4 條規定，加拿大保留向原寄國指定業者收取

費用之權利，其數額應可抵充不低於處理此項函件所耗之成

本。 
3. 公約第 12.4 條准許寄達國指定業者，對國外交寄之大量函

件，向交寄國指定業者收取投遞之適當報酬。但澳大利亞、

英國及北愛爾蘭保留權利，限定該項支付為寄達國國內相等

函件之適當資費。 
4. 公約第 12.4 條准許寄達國指定業者對國外交寄大量函件，向

交寄國指定業者收取投遞函件之適當報酬。但下列會員國保

留權利，限定該項支付為公約及施行細則對大宗函件授權收

取之限度：巴哈馬、巴貝多、汶萊、中國、英國及北愛爾

蘭、英國海外附屬領土、格瑞那達、蓋亞那、印度、馬來西

亞、尼泊爾、荷蘭、荷屬安地列斯及阿魯巴、紐西蘭、聖露

西亞、聖文森及格端那丁、新加坡、斯里蘭卡、蘇利南、泰

國及美國。 
5. 雖有本條第 4 項之保留規定，下列各會員國保留權利，對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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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會員國發來之函件，完全採用公約第 12 條各款之規定：阿

根廷、澳大利亞、奧地利、亞塞拜然、貝南、巴西、布吉納

法索、喀麥隆、加拿大、象牙海岸、塞普勒斯、丹麥、埃

及、法國、德國、希臘、幾內亞、伊朗、以色列、義大利、

日本、約旦、黎巴嫩、盧森堡、馬利、茅利塔尼亞、摩納

哥、摩洛哥、挪威、巴基斯坦、葡萄牙、俄國、沙烏地阿拉

伯、塞內加爾、瑞士、敘利亞、多哥及土耳其。 
6. 德國保留公約第 12.4 條規定，要求發寄國向寄件人居住國索

取補償金之權利。 
7. 雖有第 12.4 條之保留事項，中國保留權利，對國外交寄之大

宗函件之投遞費用，僅以萬國郵政公約及其施行細則對大宗

郵件之規定為限。 
8. 雖有公約第 12.3 條規定，奧地利、德國、英國及北愛爾蘭、

列支敦斯登、瑞士，保留得向寄件人（若無，得向交寄指定業

者）請求國內資費之權利。 

第 4 條 郵資 

1. 雖有公約第 15 條規定，澳大利亞、白俄羅斯、加拿大及紐西

蘭應有權按其國內規章之規定，收取施行細則規定以外之郵

資，該項費用應與各該國之法規相符。 
2 .雖有公約第15條規定，巴西應有權向內裝商品之普通函件但

基於海關及安全要求，須轉換為追蹤函件之收件人，收取額

外費用。 

第 5 條 盲人函件豁免郵資之例外規定 

1. 雖有公約第 16 條規定，但印尼、聖文森、格瑞那丁以及土耳

其等國內業務，對於不予免費盲人之郵件，得收取郵資及各

項特別手續費，但不得高於其國內此類函件之資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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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國應受其國內法規之規範，適用公約第 16 條關於盲人郵件

的條款。 
3. 雖有公約第 16.3 條規定及根據其國內法規，巴西保留權利將

盲人函件認定為僅限盲人或為盲人設立之機構所寄出或通知

之郵件者，不符這些條件之郵件，應按規定支付郵資。 
4. 雖有公約第 16 條規定，紐西蘭僅接受在其國內業務得豁免郵

資之盲人郵件在該國投遞。 
5. 雖有公約第 16 條規定，芬蘭之國內業務並未豁免（大會所採

行之第 7 條所定義之）盲人郵件之郵資，得收取寄往國外之盲

人郵件之國內資費。 
6. 雖有公約第 16 條規定，加拿大、丹麥、瑞典僅在其國內法規

允許之範圍內，豁免盲人郵資。 
7. 雖有公約第 16 條規定，冰島接受在其國內法規允許之範圍

內，豁免盲人郵資。 
8. 雖有公約第 16 條規定，澳大利亞僅接受在其國內業務得豁免

郵資之盲人函件在該國投遞。 
9. 雖有公約第 16 條規定，澳大利亞、奧地利、亞塞拜然、加拿

大、德國、英國及北愛爾蘭、日本、瑞士及美國等國得收取

其國內業務對盲人適用之各項特別資費。 

第 6 條 基本業務 

1. 雖有公約第 17 條規定，澳大利亞不同意包裹業務包括在基本

業務中。 
2. 公約第 17.2.4 條不適用於英國及北愛爾蘭，因其國內法要求

之重量限制較低。英國及北愛爾蘭衛生及安全法規，對郵袋

重量限制為 20 公斤。 
3. 雖有公約第 17.2.4 條規定，亞塞拜然、哈薩克、吉爾吉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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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茲別克等國有權將進口及出口印刷物專袋最大限重為 20 公

斤。 

第 7 條 收件回執 

1. 加拿大及瑞典有權不適用公約第 18.3.3 條收件回執之規定，

因其國內業務並不提供包裹收件回執之故。 
2 雖有公約第 18.3.3 條規定，丹麥、英國及北愛爾蘭保留權

利，不收寄進口附回執函件，因其國內業務並不提供附回執

函件。 
3 雖有公約第 18.3.3 條規定，巴西應有權僅收寄得以電子方式

回覆之進口附回執函件。 

第 8 條 禁寄物品（函件） 

1. 北韓、黎巴嫩對於內裝錢幣、鈔票、見票即付之各類證券、

旅行支票、白金、黃金或白銀（無論是否為製成品）、寶石、

首飾或其他貴重物品之掛號函件，例外地不予接受。該等郵

政對於函件被竊或破損之責任或函件內裝玻璃製品或易碎物

品者，不受施行細則條款之約束。 
2. 玻利維亞、中國（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伊拉克、尼泊

爾、巴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蘇丹及越南等對於內裝錢

幣、鈔票、錢票或支付他人之各類證券、旅行支票、白金、

黃金或白銀（無論是否為製成品）、寶石、首飾或其他貴重物

品之掛號函件，例外地不予接受。 
3. 因違反其國內規章，緬甸保留不接受內裝公約第 19.6 條所列

貴重物品之保價函件之權利。 
4. 尼泊爾除另有特別協定外，不接受內裝現鈔或錢幣之掛號或

保價函件。 
5. 烏茲別克對內裝有錢幣、紙鈔、支票、郵票、外幣之掛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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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價函件遇有遺失或毀損時，不承擔責任。 
6. 伊朗不接受裝有違反伊斯蘭教教義物品之郵件，並保留權利

不接受函件(平常、掛號或保價)內裝錢幣、紙鈔、旅行支

票、白金、黃金或白銀(無論是否為製成品)、珠寶或其他貴

重物品、遇有遺失或毀損時，無需承擔責任。 
7. 菲律賓對裝有錢幣、紙幣、證券、旅行支票、白金、黃金、

白銀（無論是否為製成品）、寶石或貴重物品之函件（平常、

掛號或保價）不予接受。 
8. 澳大利亞不接受裝有金銀條塊或鈔票之函件。該郵政亦不接

受進口掛號函件或散封轉運之函件內裝貴重物品，如寶石、

貴重金屬、有價證券、錢幣或各類可轉讓之金融票券。凡不

遵守本項保留事項交寄之件，澳大利亞不承擔所有責任。 
9.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除外），依據其國內法規定，不接受內

裝錢幣、鈔票、紙幣或證券及旅行支票之保價函件。 
10. 拉脫維亞及蒙古，依據其國內法規定，保留權利，不接受內

裝錢幣、鈔票、證券及旅行支票之平常、掛號或保價函件。 
11. 巴西保留權利，不接受內裝錢幣、流通之鈔票或證券之平

常、掛號或保價函件。 
12. 越南保留權利，不接受內裝物品或貨品之信函。 
13. 印尼不接受裝有錢幣、鈔票、支票、郵票、外幣或證券之掛

號或保價函件，遇有遺失或毀損時，不承擔責任。 
14. 吉爾吉斯不接受裝有錢幣、鈔票、見票即付之各類證券、旅

行支票、白金、黃金或白銀（無論是否為製成品）、寶石或其

他貴重物品（平常、掛號、保價、小包）之函件，遇有遺失或

毀損時，不承擔責任。 
15. 亞塞拜然及哈薩克不接受寄裝有錢幣、鈔票、信用票據或見

票即付之各類證券、旅行支票、白金、黃金或白銀（無論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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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製成品）、寶石、其他貴重物品或外幣之掛號或保價函件，

遇有遺失或毀損時，不承擔責任。 
16. 摩爾多瓦和俄羅斯不接受寄裝有錢幣、鈔票、見票即付之各

類證券、支票或外幣之掛號或保價函件，遇有遺失或毀損

時，不承擔責任。 
17. 雖有公約第 19.3 條規定，但法國保留權利不接受郵件內裝之

貨品為不符合國內法規或國際法規或空運技術及包裝指南

者。 
18. 古巴保留權利，不予收寄、處理、運送及投遞函件內含錢

幣、鈔票、信用票據或見票即付之各類證券、支票、貴重金

屬及寶石，或不符合其國內規章或國際規章之文件、貨物或

物品者。遇有遭竊、遺失或毀損時，不承擔責任。古巴保留

權利，不接受進口至該國，若其內含物品價值不符合國內規

章、而應課關稅之函件。 

第 9 條 禁寄物品（包裹） 

1. 緬甸及尚比亞有權不接受裝有公約第 19.6.1.3.1 條所列貴重物

品之保價包裹，蓋其與國內規章相悖使然。 
2. 黎巴嫩及蘇丹對於裝有錢幣、鈔票、見票即付之各類證券、

旅行支票、白金、黃金或白銀（無論是否為製成品）、寶石或

其他貴重物品，或裝有流質或易於液化之物品、玻璃製品或

性質同樣脆弱之物品之包裹，例外的不予接受。該等郵政不

接受施行細則相關條款規定之約束。 
3. 因違反其國內法規，巴西有權不接受裝有錢幣、現時流通之

鈔票及見票即付之各類證券之保價包裹。 
4. 因違反其國內法規，迦納有權不接受裝有錢幣及現時流通之

鈔票之保價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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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公約第 19 條規定之物品外，沙烏地阿拉伯有權不接受包裹

內裝錢幣、鈔票或見票即付之各類證券、旅行支票、白金、

黃金或白銀（無論是否為製成品）、寶石或其他貴重物品。亦

不接受包裹內裝各類藥品（但附有合格官方機構，開立之處方

者除外），用以滅火使用之各類產品，化學液體或違反伊斯蘭

教教義之物品。 
6. 除公約第 19 條規定之物品外，阿曼不接受函件內裝： 

6.1 各類藥品，但附有合格官方機構開立處方者除外； 
6.2 各類滅火產品或化學液體； 
6.3 違反伊斯蘭教教義之物品。 

7. 除公約第 19 條規定之物品外，伊朗有權不接受包裹內裝違反

伊斯蘭教教義之物品，同時保留權利，不接受平常或保價包

裹裝有錢幣、鈔票、旅行支票、白金、黃金或白銀(無論是否

為製成品)、寶石、珠寶或其他貴重物品，遇有遺失或毀損

時，不負擔責任。 
8. 菲律賓有權不接受各類包裹內裝錢幣、鈔票或見票即付之各

類證券、旅行支票、白金、黃金或白銀 (無論是否為製成

品)、寶石或其他貴重物品，或內裝液體或易於溶解之成分或

玻璃製品或性質同樣脆弱之物品。 
9. 澳大利亞不接受裝有金銀條塊或鈔票之函件。 
10. 中國對非保價包裹裝有錢幣、紙鈔、證券、旅行支票、白

金、黃金、白銀（無論是否為製成品）、寶石或其他貴重物品

不予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對保價包裹裝有錢幣、紙鈔或見

票即付之證券及旅行支票不予接受。 
11. 蒙古依其國內法規定保留其權利，對於包裹裝有錢幣、紙

鈔、見票即付之證券及旅行支票不予接受。 
12. 拉脫維亞對非保價及保價包裹裝有錢幣、紙鈔、證券、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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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外幣不予接受，並對該等包裹有遺失或毀損時不承擔責

任。 
13. 摩爾多瓦、俄羅斯、烏克蘭及烏茲別克不接受平常或保價包

裹裝寄流通中之鈔票，支付他人之各類證券（支票）或外幣，

且遇有遺失或破損時，不負任何責任。 
14. 亞塞拜然及哈薩克不接受平常或保價包裹裝寄錢幣、鈔票、

信用票據、證券、支票、貴重金屬、無論是否為製成品，寶

石、珠寶及其他貴重物品或外幣，且遇有遺失或破損時，不

負任何責任。 
15. 古巴保留權利，不予收寄、處理、運送及投遞包裹內含錢

幣、鈔票、信用票據或見票即付之各類證券、支票、貴重金

屬及寶石，或不符合其國內規章或國際規章之文件、貨物或

物品者。遇有遭竊、遺失或毀損時，不承擔責任。古巴保留

權利，不接受進口至該國，若其內含物品價值不符合國內規

章、而應課關稅之包裹。 

第 10 條 應課關稅之物品 

1. 關於公約第 19 條之規定，孟加拉及薩爾瓦多，對於裝有應納

關稅物品之保價郵件，不予接受。 
2. 關於公約第 19 條之規定，阿富汗、阿爾巴尼亞、亞塞拜然、

白俄羅斯、柬埔寨、智利、哥倫比亞、古巴、北韓、薩爾瓦

多、愛沙尼亞、哈薩克、拉脫維亞、摩爾多瓦、尼泊爾、秘

魯、俄羅斯、聖馬利諾、土庫曼、烏克蘭、烏茲別克及委內

瑞拉等，不接受裝有應納關稅物品之平常及掛號信函。 
3. 關於公約第 19 條之規定，貝南、布吉納法索、象牙海岸、吉

布地、馬利及茅利塔尼亞，不接受裝有應納關稅物品之平常

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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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條第1至第3項雖有規定，血清、疫苗及難以採購而急需之

藥品，在任何情況下均准予寄遞。 

第 11 條 送驗費 

1. 加彭保留向顧客收取送驗費之權利。 
2. 雖有公約第 20.2 條規定，但澳大利亞、巴西、加拿大、塞普

勒斯及俄羅斯保留送至海關之任何郵件，向顧客收取送驗費

之權利。 
3. 雖有公約第 20.2 條規定，但亞塞拜然、希臘、巴基斯坦及土

耳其保留送至海關之任何郵件，向顧客收取送驗費之權利。 
4. 剛果及尚比亞保留向顧客收取包裹送驗費之權利。 

第 12 條 查詢 

1. 雖有公約第 21.2 條規定，但維德角島、查德、北韓、埃及、

加彭、英國海外附屬領土、希臘、伊朗、吉爾吉斯、蒙古、

緬甸、菲律賓、沙烏地阿拉伯、蘇丹、敘利亞、土庫曼、烏

克蘭、烏茲別克、尚比亞等國保留其對提出查詢之寄件人收

取費用之權利。 
2. 雖有公約第 21.2 條規定，但阿根廷、奧地利、亞塞拜然、匈

牙利、立陶宛、摩爾多瓦、挪威、及斯洛伐克等國保留其對

答覆查詢所從事之調查完成時，發現查詢毫無理由者，予以

收取特別費用之權利。 
3. 阿富汗、維德角島、剛果、加彭、埃及、伊朗、吉爾吉斯、

蒙古、緬甸、沙烏地阿拉伯、蘇丹、蘇利南、敘利亞、土庫

曼、烏克蘭、烏茲別克及尚比亞等國，保留其向顧客收取包

裹查詢費之權利。 
4. 雖有公約第 21.2 條規定，巴西、巴拿馬及美國保留其對在該

國交寄之函件及包裹之查詢向顧客收取費用之權利，蓋各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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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適用本條第 1 至 3 項之收費方式。 
第 13 條 例外到達陸運分攤費 
1. 雖有公約第 32 條規定，阿富汗保留其權利收取每件包裹 7.50 

SDR 之例外到達陸運分攤費。 
第 14 條 航空運費之基本費率及規定 
1. 雖有公約第 33 條規定，澳大利亞保留權利，對商品退貨業務

出口之包裹所產生之航空運費，適用施行細則或任何其他之

規範，包括雙邊協議。 
第 15 條 特別費率 
1. 比利時、挪威及美國等對航空包裹得收取比水陸包裹較高之

陸運分攤費。 
2. 黎巴嫩應有權對重量不逾 1 公斤之包裹收取逾 1 公斤不逾 3

公斤包裹所適用之分攤費。 
3. 巴拿馬有權對經轉之陸空聯運（SAL）包裹每公斤收取 0.20 

SDR 分攤費。 
第 16 條 郵政經營理事會訂定資費及費率之權限 
1. 雖有公約第 35.1.6 條規定，澳大利亞保留權利，申請因提供

商品退貨業務之包裹所產生之出口陸運分攤費，適用施行細

則或任何其他之規範，包括雙邊協議。 
 

各全權代表簽訂本項與公約具有相同之效力及效期議定書，

以昭信守。 
簽署之正本一份應交由國際公署署長保存。副本一份由郵盟

國際公署分致各簽約國。 
 
   2016 年 10 月 6 日簽訂於伊斯坦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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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國郵政公約施行細則

最後議定書 

 
 
 
 
 
 
 
 
 
 
 

註:譯文僅供參考，實際內容以原文(英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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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國郵政公約施行細則最後議定書 

郵政經營理事會於核可施行細則之同時，議定下列各條款： 

第 1 章 通則 

第 1 條 免費函件之標記 

1. 雖有施行細則第 16-002.1.3 條規定，法國依據其國內法規，

對盲人文件保留權利。 

第 2 條 單式 

1. 雖有細則第 17-006 條規定，澳大利亞丶巴西、德國、匈牙

利、盧森堡、波蘭及美國等得修改 CN07 回執單式之尺寸及

式樣。 
2. 雖有細則第17-006.2條規定，法國對CN07單式可做下列之變

更： 
2.1 增列符合萬國郵政聯盟核可標準所認定之技術規格之長

條條碼及（或）數字； 
2.2 於下方留一空白欄區； 
2.3 於收件人欄區，增列標準橘色，機器可閱讀之引導線

條，以供書寫，並放大「函件收件人」及「退回」之相

關區域； 
2.4 將寄達局應填妥之必要資訊，譯成英文予以併列。 

3. 雖有細則第17-006.2條規定，奧地利及義大利對CN 07單式可

做下列之變更： 
3.1 收件人欄位使用白底及機器可閱讀之引導線條； 

－55－ 



3.2 於下方留一白底空白欄區； 
3.3 於“郵件種類”欄刪除未提供回執服務； 
3.4 將左下方的簽名欄移至右下方。 

4.  雖有細則第 17-006.2 條規定，奧地利亦得修正 CN 07 單式上

指示之位置及排版，以便於國內機器判讀。 

第 3 條 保價郵件最高限額 

1. 雖有施行細則第 18-001 條規定，瑞典保留進口掛號及保價函

件內件價值最高限額之權利如下： 

 
內件最高

商業價值 

最高保價金額     最高補償金額 

掛號函件 500 SDR      –     30 SDR 
(印刷物專袋: 150 SDR) 

保價函件 1,000 SDR   1,000 SDR 1,000 SDR 

非保價包裹 1,000SDR      – 每一包裹 40 SDR 
+ 每公斤 4.50 SDR  

保價包裹 1,000 SDR  1,000 SDR    1,000 SDR 

2. 函件僅保部分價值者，其限額不得超逾 1,000 SDR。對於掛號

及保價函件內件性質無新訂限制。凡超逾上述限額之件，一律

退回原寄局。 
3. 雖有細則第 18-001 條規定，丹麥保留進口掛號或保價函件內

裝鈔票或支付他人各類證券內件價值最高限額之權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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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件最高商

業價值 

最高保價金額 最高補償金額 

掛號函件 100 SDR      – 30 SDR 

保價函件 4,000 SDR  4,000 SDR 4,000 SDR 

3.1 函件僅保部分價值者，其限額不得超逾 4,000 SDR。 

第 4 條 保價郵件 

1. 雖有細則第 18-001 條之規定，法國保留保價函件內件價值最

高限額之權利如下： 

 
內件最高商業價值   最高保價金額   最高補償金額 

 630 SDR   630 SDR 630 SDR 

2. 函件僅保部分價值者，其限額不得超逾 630SDR。超逾上述限

額之件，一律退回原寄局。申報價值不得低於商品價值。 

第 5 條 投遞手續 

1. 雖有細則第 18-001.6.2.5.1 條之規定，澳大利亞、加拿大及紐

西蘭等國指定業者有權對並無郵盟標準之條碼保價包裹之投

遞或交付，不向收件人索取簽章之收據或其他證明收到之方

式。 
2. 雖有細則第 18-001.6 條之規定，澳大利亞、加拿大及紐西蘭

等國指定業者有權對並無郵盟標準之條碼普通包裹之投遞或

交付，不向收件人索取簽章之收據或其他證明收到之方式。 

第 6 條 可例外收寄之危險物品 

－57－ 



1. 雖有施行細則第 19-001 條之規定，法國保留權利，拒絕內裝

該條文所列物品之包裹。 

第 7 條 可例外收寄之放射性物料、傳染性物質及鋰電池

芯、鋰電池 

1. 雖有施行細則第 19-003 條之規定，法國保留權利，拒絕內裝

該條文所列物品之包裹。 

第 8 條 海關管制物品 

1. 雖有細則第 20-001 條之規定，英國及北愛爾蘭對寄件人在

CN22 及 CN23 上郵件內未裝納郵政規則禁寄危險物品之簽

署，不承擔責任。 

第 9 條 查詢之處理 

1. 雖有細則第 21-001 條之規定，美國對於原寄國指定業者以散

封方式寄出之掛號函件之 CN08 查詢單，有權不予接受，並

拒絶該類禁寄物品函件之補償責任。 
2. 美國於充當居間指定業者時，應有權對誤經散裝發送保價或

普通包裹，違反僅接受直封總包之要求之指定業者不予補

償。美國保留其不接受原寄指定業者關於散裝發寄之保價或

普通包裹之 CN08 查詢單之權利，亦不接受此類禁止包裹之

責任。 

第 10 條 指定業者承擔責任之適用 

1. 雖有細則第 22-001 條之規定，加拿大和美國對於未提出退回

理由而將包裹退回寄件人，僅對 CN08 查詢單附有原包裝或

寄件外箱送核者，保留予以處理之權利。 

第 11 條 被竊或損毀之掛號或保價郵件之投遞 

1. 雖有施行細則第 23-001.1 條與第 2 項之規定，美國對於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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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程序，保留權利。 
2. 雖有施行細則第 23-001 條規定之新條款，阿根廷保留權利，

暫不適用這些條款，直到該國研究出相關機制，得以決定收

回與管理運作程序所產生之成本。 
3. 雖有施行細則第條第 23-001.1 與第 2 項之規定，巴西保留權

利，延後適用關於 CN 24 報告之相關規定。 
4. 雖有施行細則第 23-001 條之規定，加拿大對於以電子或其他

方式向收件人、原寄指定業者及/或寄件人回報被竊或損毀掛

號函件之投遞，保留權利。 
5. 雖有施行細則第 23-001.1 條與第 2 項之規定，美國對於適用

現行程序，保留權利。 

第 12 條 各指定業者對責任認定之程序 

1. 雖有細則第 25-005.2 條及第 3 項，美國保留不適用掛號函件

相關條款之權利。 
2. 雖有細則第 25-005.2 條，阿根廷保留不開立 CN 24 之權利。 
3. 雖有細則第 25-005.2 條及 3 項，加拿大有權不適用掛號函件

相關條款之規定。 

第 2 章 函件施行細則 

第 13 條 特別資費 

1. 雖有施行細則第 15-102.2.6 條規定，法國依據其國內法規，

對盲人文件保留權利不適用逾期費。 

第 14 條 郵資適用之條件 

1. 雖有施行細則第 15-103.2.條規定，愛爾蘭採用函件以 25 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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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之重量分級，保留其權利。 

第 15 條 印刷物‧最高限重 

1. 雖有公約施行細則第 17-103.2.2 條規定，加拿大及愛爾蘭應

有權對進出口印刷物最高限重定為 2 公斤。 

第 16 條 各類函件適用之特別條款 

1. 雖有施行細則第 17-107.2.2 條規定，阿富汗及日本對郵簡內

裝照片或紙條與該國國內業務相同之條件，保留其權利。 
2. 雖有施行細則第. 17-107.4.5 條規定，如無雙邊協議，加拿大

及美國對於印刷物附件印有寄件人地址或原件寄達國代理人

地址之卡片、信封或封皮者，不予收寄。 
3. 雖有施行細則第 17-107.5.1 條規定，澳大利亞對盲人函件之

投遞，僅以該國國內業務認可之盲人文件為限。 
4. 雖有施行細則第 17-107.5 條規定，法國對盲人函件適用其國

內法規之規定。 
5. 雖有施行細則第 17-107.4.5 條規定，如無雙邊協議，伊拉克

對於大宗交寄之印刷物附件印有非寄件人原寄國地址之卡

片、信封或封皮者，不予收寄。 
6. 雖有施行細則第 17-107.5.2 條規定，亞塞拜然、印度、印

尼、黎巴嫩、尼泊爾、塔吉克、土庫曼、烏克蘭、烏茲別克

及辛巴威等對於錄音帶按盲人函件收寄，僅以官方認可之盲

人機構互寄為限。 
7. 雖有施行細則第 17-107.7 條規定，加拿大應有權不收寄或處

理發自其他國家裝有視聽物品或資訊性物料之 M 袋。 
8. 任何對大宗函件之保留事項均不影響細則第 17-107 條效力。 
9. 雖有施行細則第 17-107.8.1 條規定，希臘保留對於單日收寄

150 件來自同一寄件人之函件（無論屬於同一總包或分屬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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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之數個總包），以及兩週內收寄超過 1,000 件來自同一寄

件人之函件視為「大宗函件」之權利。 
10. 雖有施行細則第 17-107.7 條之規定，北韓人民共和國保留不

接受印刷物專袋內，裝有商業樣品、未稅商品及非供零售之

資訊材料之權利。 

第 17 條 標準函件 

1. 加拿大、肯亞、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烏干達及美國等，

對於在各該國廣泛使用之信封，其格式超逾第 17-111 條建議

之尺寸，不予禁止。 
2. 阿富汗及印度對於在該國廣泛使用之信封，其格式大於或小

於細則第 17-111 條建議之尺寸，不予禁止。 
3. 施行細則第 17-111.1 條及 4 項對日本不適用。 

第 18 條 郵袋 

1. 雖有細則第 17-119.2.10 條之規定，不適用於英國及瑞士，其

國內法規要求較低之重量限制。這些國家之衛生及安全法限

制每袋郵袋重重為 20 公斤。 
2. 雖有細則第 17-119.2.10 條之規定，北韓保留限定郵袋最高限

重為 20 公斤之權利。 

第 19 條 總包吊牌 

1. 法國對盲人函件適用施行細則第 17-129.8 條規定時，不得牴

觸其國內法規。 

第 20 條 總包之路線 

1. 亞塞拜然、玻利維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塔吉克、土庫

曼及烏茲別克等，僅承認按照CN35航郵總包吊牌及CN38交
接路單上所指定路線運遞之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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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上項規定，法國、英國、希臘、義大利、塞內加爾、泰

國及美國等，僅依細則第 17-132.4 條規定之條件轉發直封航

空總包。 

第 21 條 掛號印刷物專袋 

1. 加拿大及美國有權對掛號印刷物專袋不予收寄，並對進口掛

號專袋不作掛號處理。 

第 22 條 國際廣告回信業務帳務費用 

1. 亞塞拜然、維德角、埃及、哈薩克、吉爾吉斯、摩洛哥、阿

曼、尼泊爾、卡達及烏茲別克等，對未達或等於施行細則第

18-103.4.4條規定之每年退回件數，有權保留國際廣告回信業

務成本補償請求權。 

第 23 條 2002 年元月 1 日前發行之國際回信郵票券 

1. 凡 2002 年元月 1 日前發行並於 2006 年 6 月 30 日前提出交換

之舊式國際回信郵票券，依據下列之規定，由各相關指定業

者直接結帳。不再是國際公署製備之國際回信郵票券總清帳

之科目。 
2. 如無特別協議，經過上述過渡期間後，舊式之國際回信郵票

券不再產生由指定業者間結帳之問題。 
3. 指定業者間之清帳，回信郵票券之價值按每張 0.74SDR 計

算。 
4. 已交換之回信郵票券。至遲應於相同期間終了後六個月內，

寄送發行之指定業者，將其張數及價值，述明於符合附件樣

張 CN 02bis 之帳單上。 
5. 誤記於發行指定業者以外指定業者帳上之回信郵票券，應自

後者之帳目中減去，退回誤寄之指定業者，並予以合適之標

註。此一作法得於次一會計期間內行之，以避免增列帳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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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2006 年以後，此一條款應不再適用。 
6. 兩國指定業者間一旦同意雙方互換之回信郵票券張數，債權

指定業者應繕製並以雙份寄送符合附件樣張 CN03bis 之帳

單，俾使債務指定業者予以核可，惟應以其差額應超逾 74 
SDR，或問題指定業者間尚未提供特別之規章為限。倘帳單

發生日後一個月內，債權指定業者並未收到任何意見，帳單

上之款額應視同完全接受。 
7. 倘兩指定業者間之差額並不逾 74 SDR，此一差額應由債權指

定業者轉入次年之帳內。如2006年 6月 30日前互換之回信郵

票券最後帳目中，差額少於 74 SDR 者，則不應支付。 
8. 帳目簽認日或差額已經對方充分接受之通知日起，至 6 週

內，應儘速付款。 
9. 在 2002 年元月 1 日前出版之國際回信郵票券將於 2007 年 8

月 31 日之後不得向郵局兌換。 

第 24 條 2002 年元月 1 日前發出之國際回信郵票券最後

結帳所生債務之調整 

1. 凡於 2002 年 1 月 1 日前發出之國際回信郵票券、透過國際公

署最後結算帳目之結帳，其結果使某一指定業者有債務進

帳，上述之券於 2003 年 4 月 1 日過期者，此種債務得針對欠

債之有關指定業者予以調整。在採取此種步驟前，國際公署

應與相關債權指定業者洽商，向有過失之債務人發送催函，

如通知各有關方面之後而無動靜，國際公署應有權片面從事

必要的單方面帳務調整，非必經過失債務人同意之必要。 
2. 國際公署於從事上述帳務調整時，應僅抵銷，有過失債務人

與對其欠債之指定業者雙方所已接受之帳目。 
3. 有過失債務人應無權對欠其債之指定業者，由國際公署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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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 1 項之手續撥配予該指定業者之債權，提出要求。 

第 25 條 經由國際公署結算制度於 2001年元月 1日前結

算帳目而生之債務調整 

1. 2001 年 1 月 1 日前有效之結算制度清算帳目之結果而生之應

付債務，債務指定業者透過國際公署，因債務指定業者對某

些指定業者為債權指定業者，可在 2000 年底之後予以調整。

國際公署在採取此行動之前，應徵詢相關指定業者意見，並

發一催函予該指定業者。如催函發出日之後一個月內違誤指

定業者未見支付，國際公署應有權在通知所有相關方面後，

片面採行必要之帳務調整。 
2. 國際公署於從事此種帳務調整時，僅能抵銷違誤債務人與對

其欠錢之指定業者雙方間所已接受之帳目。 
3. 不履行債務人對於國際公署依照第 1 項所訂手續撥歸債權予

債權人，不得向對其欠錢之指定業者提出任何要求。 

第 26 條 誤收寄函件之處理 

1. 阿富汗、安哥拉、吉布地及巴基斯坦等對於細則第 19-102.4
條之規定即：「此項通知應清晰註明該件適用何種禁寄規定以

及沒收物品所依據之條款」，並無遵行之義務。 
2. 阿富汗、安哥拉、阿根廷、澳大利亞、亞塞拜然、加拿大、

北韓、吉布地、愛沙尼亞、哈薩克、吉爾吉斯、尼泊爾、蘇

丹、塔吉克、土庫曼、烏克蘭、烏茲別克及越南等，對函件

遭受沒收之理由僅在各該國海關所提供說明之限度以內提供

說明，並按其國內法規定辦理保留權利。 
3. 美國對內裝美國聯邦法規第21章1308節所訂之管制物品之函

件誤經收寄，依其國內法規及海關作業處理方式，保留其權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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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國適用施行細則第 19-102.6 條規定，僅以不牴觸其國內法

規之盲人函件為限。 

第 27 條 改寄 

1. 施行細則第 19-103.2 條不適用於丹麥、芬蘭及瑞典指定業

者，因其處理過程中對已申請變更地址之信件，將自動改寄

收件人。 

第 28 條 特別轉運費 

1. 希臘保留對於施行細則 27-103.1 條所訂陸路、海運轉運費分

別為 30%及 50%規定之權利。 
2. 對於細則第 27-103.1 條所訂陸路及海運轉運費增加 50%之規

定，澳大利亞、芬蘭及新加坡保留其權利。 
3. 俄羅斯對於取道西伯利亞鐵路轉運之函件，得依施行細則第

27-103.1 條所訂之陸路轉運費外，另加收每 1 公斤 0.65 SDR
之規定。 

4. 埃及及蘇丹對於函件經由納塞湖（Lake Nasser）之采埃爾

Shallal（埃及）與瓦迪‧哈爾法（Wadi Halfa）（蘇丹）間轉運

者，得依施行細則第 27-103.1 條規定之轉運費外，有權另加

收每袋 0.16SDR 之補充費。 
5. 巴拿馬對於取道巴拿馬地峽、太平洋之巴波亞港與大西洋之

克立托巴港間轉運之函件，得依細則 27-103.1 條規定之轉運

費外，有權另加收每袋 0.98 SDR 之補充費。 
6. 芬蘭對經轉阿蘭群島（Åland Islands）之函件應有權增收每公

斤之函件轉運費。 
6.1 對航空及優先函件增收之運費，應為相關陸路轉運費及

航空運費。 
6.2 對於水陸路及非優先函件增收之轉運費，應為陸路轉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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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及海運費。 
7. 巴拿馬對於在巴波亞港（Balboa）或克立托巴（Cristobal）存

棧或接運之郵件總包，如其未曾收取任何陸海轉運費者，有

權收取每袋 0.65 SDR 之費用。 
8. 雖有細則第 27-103.1 條規定，由於運輸及通信工具之特殊困

難，阿富汗指定業者對於借道經轉之直封函件總包及散寄函

件，暫時有權收取轉運費，而依其與有關指定業者所訂之特

別條件辦理。 
9. 雖有施行細則第 27-103.1 條規定，但敘利亞－伊拉克汽車運

遞郵件之業務，可視為得收取特別轉運費之特殊服務。 
10. 丹麥對於寄交法羅群島（Faröe Islands）或格陵蘭島（Greenland）

之函件，有權按每公斤收取補充費用。 
10.1 航空總包、優先總包及陸空總包，其補充費用包括處理

轉運總包費及相關航空運費。 
10.2 水陸總包及非優先函件總包，其補充費用包括陸路轉運

費及相關水陸轉運費。 
10.3 丹麥對於寄交法羅群島（Faröe Islands）或格陵蘭島

（Greenland）之散寄轉運航空總包、優先總包、水陸總

包、非優先總包及陸空總包有權收取依施行細則第

27-106.1 條規定計算之轉運費（增加之運費、處理費及

到達費）。 
11. 烏克蘭對於細則第 27-103.1 條所訂水陸轉運費，保留增加

50%水陸轉運費之權利。 
12. 德國對於施行細則第 27-103.1 條所訂水陸轉運費用增加 50%

之權利。 

第 29 條 CN 55、CN 66、CN 67 帳單、CN 51 細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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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52 總帳之提出及簽認 

1. 雖有施行細則第 33-105.6 條規定，送交美國及寮國指定業者

之帳單，應以該批帳單收到後六星期，始得認為接受或可予

付款，但帳單係由債權指定業者寄發，並於發寄之日起七天

內收到者，不在此限。 
2. 雖有施行細則第 33-105.6 及 7 條規定，澳大利亞、中國大陸

丶伊拉克及沙烏地阿拉伯等指定業者，可採用直接清帳制

度，收到後二個月內之帳單，不應視同接受，收到相關帳單

六週內亦不予付款。在七天之內收到債權指定業者發出之帳

單不在此限。 

第 30 條 大宗函件之帳務處理 

1. 雖有施行細則第 34-105.2.2 條之規定，送交澳大利亞、加拿

大及美國指定業者之帳單，應以該批帳單收到 6 星期後，始

得認為接受或可予付款，但帳單係由債權指定業者寄發，並

於發寄之日起七天內收到者，不在此限。 

第 3 章 包裹施行細則 

第 31 條 包裹業務條款 

1. 澳大利亞、拉脫維亞及挪威保留提供公約規定之包裹業務，

或雖經雙邊協定以各種其他方法對有利於顧客之出口包裹業

務，均予保留。 

第 32 條 包裹重量限制之特殊條件 

1. 雖有第 17-203 條之規定，加拿大有權對進出口郵政公事包裹

限制為 3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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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條 商品退貨服務手續 

1. 關於施行細則第 17-211 條之各項規定，澳大利亞對於適用提

供包裹商品退貨服務之相關手續，無論依照包裹施行細則或

透過任何其他方式（包含雙邊協議）之規定，保留權利。 

第 34 條 對商品出售者之退貨服務 

1. 雖有施行細則第 18-201 條之規定，澳大利亞對於適用提供包

裹商品退貨服務之相關條件與情況（包含出口陸運分攤費及航

空運費)，無論依照包裹施行細則或透過任何其他方式（包含

雙邊協議）之規定，保留權利。 

第 35 條 誤經收寄包裹之處理 

1. 澳大利亞、亞塞拜然、加拿大、北韓、喬治亞、哈薩克、吉

爾吉斯、紐西蘭、塔吉克、烏克蘭、烏茲別克、及越南等保

留其權利，對提供關於包裹或其部份內件之沒收之資訊，僅

以海關當局所提供，並按照國內法之規定所能提供者為限。 
2. 美國對誤經收寄包裹之處理保留其權利，凡包裹內裝美國聯

邦法規第21篇第1308章所定義之管制品者，悉依其國內法及

海關作業之規定處理。 

第 36 條 自動扣留之包裹 

1. 雖有細則第 19-204 條之規定，加拿大指定業者並無義務將其

所自動留存之包裹，繕發 CP 78 驗證。 

第 37 條 以直封總包發運 

1. 雖有細則第 17-221.11 條之規定，巴哈馬、巴貝多及加拿大應

有權將裝有包裹之進出口郵袋及其他容器之最大重量訂為 30
公斤。 

第 38 條 總包之路線 

－68－ 



1. 關於細則第 17-226.1 條規定，法國、希臘、義大利、塞內加

爾、泰國及美國等指定業者，僅依細則第 17-226.4 條規定之

條件轉發直封航郵總包。 

第 39 條 包裹重量或尺寸之差異 

1. 雖有施行細則第 17-236.2 條之規定，澳大利亞保留權利，僅

答復平常包裹重量差異超過 1 公斤之驗證。 

第 40 條 平均分攤費率之訂定 

1. 美國郵政有權依據接收各指定業者發來包裹之重量分配，訂

定陸路及海運每公斤之平均分攤費率。 

第 41 條 例外陸路轉運分攤費 

1. 除包裹施行細則第 27-201.1 條所稱之陸路轉運分攤費外，表

列各會員國應有權按下表加收例外陸路轉運分攤費： 

順序
號碼 

有權收取
之國家 

例外陸路轉運分攤費數額 

每件包
裹分攤
費 

總包毛重每公斤分攤費 

  SDR SDR 
1 阿富汗 0.48 0.45 
2 巴林 0.85 0.55 
3 智利  0.21 
4 香港  0.12  
5 埃及  0.40 
6 法國 1.00 0.20 
7 希臘 1.16 0.29 
8 印度 0.40 0.51 
9 馬來西亞 0.39 0.05 

10 俄羅斯 0.77 兩倍於細則第 27-201.1 條所列費率表第三
欄所載相關距離之每公斤資費額 

11 新加坡 0.39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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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蘇丹 1.61 0.65 
13 敘利亞  0.65 
14 泰國  0.27 
15 美國  依據距離級次： 
   不逾 600 公里        0.10 
   逾 600 而不逾 1,000 公里      0.18 
   逾 1,000 而不逾 2,000 公里         0.25                                       
   逾 2,000 公里每加 1,000 公里      0.10      

2. 丹麥及芬蘭郵政保留其權利，將細則第 27-201 條所列轉運陸

路分攤費提高百分之五十。 

第 42 條 補充分攤費 

1. 所有寄往法屬海外行政區、法國海外領土及馬約特、聖佩耳

彌圭琅（Saint Pierre and Miquelon）之水陸或航空包裏，應納

付到達陸運分攤費，其數額不超過寄往法國本土之相關費

率。包裹如經由法國大陸轉運者，應加收下列分攤費及補充

分攤費： 
1.1 水陸包裹： 

1.1.1 法國陸路轉運分攤費； 
1.1.2 按法國大陸與各海外行政區、領土及社區間之

距離級次相當之法國海運分攤費。 
1.2 航空包裹： 

1.2.1 法國散轉之陸路轉運分攤費； 
1.2.2 法國大陸與各海外行政區、領土及社區間航郵

距離相當之航空運費。 
2. 埃及與蘇丹對於由埃及 El Shallal 與蘇丹 Wadi Halfa 間經

Nasser 湖及埃及夏萊爾間轉運之每件包裹有權收取額外並高

於協定第 27-201 條規定之陸路轉運分攤費之 1 SDR 之補充分

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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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丹麥與法羅群島間或丹麥與格林蘭間轉運之包裹，每件得收

取下列補充分攤費： 
3.1 水陸包裹 

3.1.1 第 27-201.2 條所訂散轉包裹每件單一分攤費； 
3.1.2 丹麥陸路轉運分攤費； 
3.1.3 分別按丹麥與法羅群島間或丹麥與格林蘭間距

離級次費率之丹麥海運分攤費。 
3.2 航空包裹和陸空聯運包裹 

3.2.1 按第 27-201.2條所訂散轉包裹每件單一分攤費； 
3.2.2 搬運轉口航空總包費； 
3.2.3 分別按丹麥與法羅群島間或丹麥與格林蘭間航

郵距離之航空運費。 
4. 丹麥有權收取發至格陵蘭包裹運輸之補充費用，水陸包裹每

件 8.07 SDR，航空及陸空包裹每件 4.21 SDR。 
5. 智利郵政對運遞包裹至 Easter Island，應有權收取最高每公斤

2.61 SDR 補充分攤費。 
6. 在葡萄牙大陸與 Madeira 及 Azores 自治區間以航空或水陸經

轉之每件包裹得收取下列補充分攤費： 
6.1. 「水陸」包裹 

6.1.1 葡萄牙陸路轉運分攤費； 
6.1.2 葡萄牙海運分攤費－相當於葡萄牙大陸與各有

關自治區間航郵距離級次。 
6.2 航空包裹 

6.2.1 葡萄牙陸路轉運分攤費； 
6.2.2 航空運費－相當於葡萄牙大陸與各有關自治區

間航郵距離。 
7. 寄往亞蘭群島之每件包裹，除芬蘭之到達陸路分攤費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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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加收下列補充分攤費： 
7.1 水陸包裹: 

7.1.1 第 27-201 條所列散寄包裹每件之單一費率；. 
7.1.2 芬蘭轉運陸路分攤費； 
7.1.3. 芬蘭海運分攤費－相當於從芬蘭互換局至亞蘭

群島之距離級次。 
7.2 航空包裏： 

7.2.1 第 27-201 條所列每件包裹之單一費率； 
7.2.2 航空運費－相當於從芬蘭互換局至亞蘭群島距

離級次。 
8. 除公約第 32.3.2 條所訂增額外，泰國郵政應有權收取每公斤

及每距離級次 0.28 SDR 之補充海運分攤費。 

第 43 條 海運分攤費 

1. 下列各會員國保留其權利，將本細則第 27-203 條規定之海運

分攤費，提高至多 50%：安地卡及巴布達、阿根廷、澳大利

亞、巴哈馬、巴林、孟加拉、巴貝多、比利時、貝里斯、巴

西、汶萊、加拿大、智利、哥倫比亞、葛摩羅、剛果、塞普

勒斯、丹麥、吉布地、多米尼克、芬蘭、法國、加彭、甘比

亞、德國、英國及北愛爾蘭、英國海外附屬領土、希臘、格

瑞那達、蓋亞那、印度、義大利、牙買加、日本、肯亞、古

里巴斯、馬達加斯加、馬來西亞、馬爾他、模里西斯、荷

蘭、奈及利亞、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布亞紐幾內亞、

葡萄牙、卡達、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聖露西亞、聖文森

及格瑞那丁、塞席爾、獅子山、新加坡、索羅門群島、西班

牙、瑞典、坦尚尼亞、泰國、千里達及托巴哥、吐瓦魯、烏

干達、烏克蘭、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美國、萬那杜、葉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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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比亞。 

第 44 條 退貨服務航空運費之計算 

1. 雖有施行細則第 33-202 條之規定，加拿大保留權力對於包裹

施行細則或透過任何其他方式之規定，利用商品退貨服務出

口之包裹，申請航空運費。 
2. 雖有施行細則第 33-202 條之規定，澳大利亞對於適用提供包

裹商品退貨服務之相關條款與條件（包含航空運費），無論依

照包裹施行細則或透過任何其他方式（包含雙邊協議）之規

定，保留權利。 

第 45 條 帳目之編製 

1. 雖有第 34-201 條之規定，送交加拿大、中華人民共和國及美

國指定業者之帳單，應以該批帳單收到後兩個月，始得認為

接受或可予付款，但帳單係由債權指定業者寄發，並於發寄

之日起七天內收到者，則不在此限。 
2. 雖有第 34-201 條之規定，送交沙烏地阿拉伯指定業者之帳

單，如債權指定業者在三個月內未能收到任何修正通知者，

該帳單應視同接受。同樣，沙烏地阿拉伯指定業者應無義務

按第 7 項規定，在兩個月內向債權指定業者送交付款，但係

在三個月期間內。 

2017 年 3 月 31 日訂於伯恩 
郵政經營理事會代表 

       MasahikoMetoki                 Bishar A.Hussein 
       Chairman                     Secretary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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