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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織系統

（一）組織結構

本公司隸屬交通部，其組織如下：

1、 置董事11至15人，組織董事會，依據法令及公司章程，為業務執行之決策單

位。設董事會秘書室，掌理董事會相關行政事項。

2、置監察人3人，依據法令及公司章程，監督財務及業務之執行。

3、 置總經理1人，依據法令與章程及秉承董事會之決議事項，綜理公司業務並監

督所屬人員及單位；總經理下置副總經理4人、協理1人及主任秘書1人，襄助

之。設總經理室，置室主任1人，並視業務需要分科辦事。

4、 置風控長1人，綜理風險管理業務，並設風險管理室，置室主任1人，並視業務

需要分科辦事。

5、 置法遵長1人，綜理法令遵循及法務業務，並設法務暨法令遵循室，置室主任1

人，並視業務需要分科辦事。

6、 置總稽核1人，由董事會遴任，並設稽核處直隸董事會，掌理公司稽核業務，

並定期向董事會及監察人報告。

7、 設經營策略設計委員會，置主任委員1人，得由總經理兼任，置副主任委員5

人，其中1人為專任，另置委員若干人。

8、 設郵務處、集郵處、儲匯處、壽險處、資產營運處、資金運用處、人力資源

處、政風處、會計處、資訊處、勞工安全衛生處及公共事務處等單位。

9、 為應業務需要，依營業規模設20個責任中心局，為行政督導單位，帶領所轄支

局組成經營團隊。

10、 為應郵件處理業務需要，設1處郵件處理中心，整合郵件作業流程、郵運網路

及收攬路線，運用高性能自動化處理系統處理郵件。

肆 公司治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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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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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構設置與調整：

現行郵政組織分為管理機構及業務機構2大類，其中業務機構再分為自辦機構及委辦機

構2種。截至104年底為止，管理及業務機構共2,463處；其中管理機構計21處，包括總

公司1處及各等郵局20處；業務機構計2,442處，包括自辦機構1,327處（郵件處理中心3

處、各級郵局1,324處）及委辦機構1,115處（郵政代辦所613處、郵票代售處502處），

總計較上年度減少81處，減少3.18﹪。

（四）主要部門經營之業務 
稽核處：

郵務、儲金匯兌、壽險等業務之查核；壽險不動產貸款徵信業務之查核等。

經營策略設計委員會：

公司重大業務計畫與投資計畫之審議；組織變革政策之設計等。

總經理室：

本公司經營方針、經營策略等重要工作之企劃及管考；判行文稿之核閱；業務會報之議

事及列管；採購案件底價之複核。

法務暨法令遵循室：

本公司章程、組織規程、組織要點之修訂；辦事簡則、權責劃分及分層負責制度之規

劃、實施及評估；郵政法規及公司管理規章擬訂、修正、廢止及疑義之審核；法律爭訟

案件及其他法律事務之研議、協調、處理；契約之審查；法令遵循制度之規劃、管理、

執行及修訂。

郵務處：

郵件業務計畫、行銷策略之規劃、推展；郵件資費之擬訂及調整；郵局之設立、裁撤及

變更；代售業務之規劃及管理；郵件收攬、封發、運輸、投遞作業之規劃及督導；郵件

作業安全維護等。

集郵處：

集郵業務之開發、規劃、推展及評估；郵票及集郵商品之開發、設計、製作及發售等。

機     構     類     別 103年 104年 增減百分比

管 理 機 構

總公司 1 1

各等郵局 20 20

共  計 21 21

業務機構

自辦機構

郵件處理中心 3 3

各級郵局 1,324 1,324  

臨時任務性局所 0 0

共  計 1,327 1,327

委辦機構

郵政代辦所 630 613 -2.69%

郵票代售處 566 502 -11.31%

共  計 1,196 1,115 -6.77%

總                計 2,544 2,463 -3.18%

單位：處郵政機構設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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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匯處：

郵政儲金匯兌經營政策、營運目標之擬訂；儲匯業務計畫、行銷策略之規劃、督導、推

展及評估；司法及稅捐稽徵機關查證案件之處理等。

壽險處：

簡易人壽保險業務發展計畫及經營目標之擬訂及督導；不動產扺押借款業務之規劃、督

導及評估等。

資產營運處：

投資開發案、合建案及郵政房地利用案之檢討、評估及規劃；郵政房地之規劃設計、監

造及其產權之管理維護；機械設備之評估、規劃、設計及規格之釐訂；郵政業務自動化

設備系統之規劃及推行等。

資金運用處：

郵政資金之管理及運用；外匯買賣及國外投資；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國內股票、基金

受益憑證之買賣、管理等。

人力資源處：

人力資源之規劃、執行及評估；人事規章之研擬及改進；員工之考試、甄選及分發、任

免、遷調、升資、退休、撫卹及資遣事項。

政風處：

員工貪瀆不法之預防、發掘及檢舉之處理；採購案件之監辦；公務機密之維護；危害或

破壞之預防等。

會計處：

預算、決算之研析及編審；資金營運之會核、分析及編報；財產帳目、折舊攤提及價值

重估之處理；公司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會計事務處理及申報；會計制度及會計事

務處理程序之擬訂、核議；執行內部審核；統計資料之蒐集、編纂及分析；財務資訊公

告等。

資訊處：

資訊系統、網路及軟硬體設備新技術之研究、分析及選擇應用；辦公室自動化作業之研

擬及推行；資通安全策略之研訂、維護及管理等。

勞工安全衛生處：

意外事故及職業災害之調查處理及督導；勞工安全衛生管理；文書處理；經費收支、現

金出納、有價證券保管；辦公大樓安全防護；物料之採購、倉儲、驗收及供應；勞務採

購等。

風險管理室：

風險管理政策之擬訂與執行；風險管理機制之規劃、執行與監督；經營風險資訊之蒐

集、整理、分析及控管等。

公共事務處：

民意機關與監察院溝通協調；新聞媒體聯繫；重大活動規劃；企業形象宣傳；協助辦理

跨部門（局/中心）行銷；重要活動影像之拍攝與檔案管理；郵政刊物編輯發行；顧客服

務業務之規劃、管理及執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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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副總經理、各部門及分支機構主管資料

（一）董事及監察人資料 

職稱 姓名 學歷 主要經歷
選（就）任 

日期

目前兼任本公司及 

其他公司之職務

董事 翁文祺
倫敦市立大學

投資及風險管理碩士

中華民國駐印度代表

金管會駐紐約代表辦事處主

任

104.05.11
1.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董事 陳憲着
國立中興大學

中國文學系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副總

經理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主任

秘書

104.05.11
1.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2. 合作金庫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董事 吳元仁
大同工學院

企業管理碩士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資金

運用處處長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資金

運用處副處長

105.01.16
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
理

2.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董事 陳文華
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

校企業管理博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管理學院

創院院長
104.05.11

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暨商

學研究所教授

董事 賴香菊 美國普渡大學資管博士
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學術

副院長
104.05.1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教授兼 EMBA執行長

董事 劉韻僖 國立中山大學企管博士 東海大學企管系主任 104.05.1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管系教授

董事 詹方冠
國立政治大學

經濟研究所

行政院經建會處長、副處長、

專門委員
104.05.11

1.行政院國發會產業發展處處長
2.太極影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鍾錦季
國立中正大學

勞工研究所

就輔中心及職訓中心主任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組長
104.05.11 勞動部主任秘書

董事 程玉秀 國立政治大學統計系 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科長 104.05.11 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研究員

董事 劉瑞文
國立臺灣大學

國際企業學研究所博士

監察院統計室主任

行政院主計總處專門委員、

簡任編審、科長

104.11.27 交通部統計處副處長

董事 曾國基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所

財政部推動促參司司長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參事

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處長

105.06.22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署長

董事 蘇淑貞
淡江大學

美國研究所碩士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副關務

長、財政部關務署主任秘書、

財政部關政司專門委員、財

政部關務署簡任稽核

104.05.11 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副關務長

董事 林志忠
臺北商專附設空中商專

國際貿易科

中華郵政工會第二屆副理事長

中華郵政工會臺北分會第一、

二屆理事長

台灣郵政協會第三屆監察人

104.05.11 臺北郵局企劃行銷科專員

董事 吳文豐 大同商專企業管理科

中華郵政工會理事、副理事長

中華郵政工會總公司分會理

事長

104.05.11

1. 中華郵政公司總經理室企劃發
展科專員

2.台灣郵政協會董事
3. 中華郵政工會總公司分會理事
長

105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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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以上董事、監察人均屬中華民國國籍

職稱 姓名 學歷 主要經歷 解任日期 目前兼職情形

董事 陳進生 私立東海高商
中華郵政工會三重分會理事長

中華郵政工會副理事長
104.05.11

1.三重中山路郵局經理
2.中華郵政工會三重分會理事長

監察人 吳政昌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系 行政院參議 104.05.11
1.行政院交通環境資源處副處長
2.財團法人臺灣敦睦聯誼會董事

監察人 陳慧玲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系
觀光局主計室主任、公路總

局主計室主任
104.05.11 交通部會計處專門委員

監察人 劉天賜
國立政治大學統計研究

所

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專門委

員、行政院主計處總務司副

司長、內政部副統計長

104.07.17 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勢普查處處長

104年1月1日∼105年6月27日

1. 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法人股東名稱 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交通部 本公司為百分之百國營事業，不適用本項規定

職稱 姓名 學歷 主要經歷 解任日期 目前兼職情形

董事 陳益民
中國文化大學

勞工研究所碩士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處長 104.01.07 勞動部政務次長

董事 黃國英
交通大學

交通運輸研究所碩士
高雄港務局副局長 104.03.19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副總經理

高雄港務分公司總經理

董事 王  昌
國立臺灣大學

商學系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副總

經理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資金

運用處處長

104.05.1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董事 楊煥昇 高雄工專
中華郵政工會臺南分會理事

長
104.05.10 臺南郵局特種郵件股

董事 饒志堅
國立中央大學

統計研究所碩士
行政院主計處專門委員 104.11.18 交通部統計處副處長

董事 葉仲嫄
國立中興大學

法律系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副總

經理、主任秘書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資訊

處處長

105.01.15
1.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協理
2.中華快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監察人 黃吉實
國立政治大學

統計研究所碩士

行政院退輔會、教育部及經

濟部統計長
104.07.01 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勢普查處處長

董事 莊翠雲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系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署長、財

政部國有財產局主任秘書、

副局長、財政部參事

104.05.11 財政部政務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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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各董事、監察人於選任前二年及任職期間符合下述各條件者，請於各條件代號下方空格中打“ ”。

（1）非為銀行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 非銀行之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但如為銀行之母公司、銀行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子公司

之獨立董事者，不在此限）。

（3）非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以他人名義持有銀行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一以上或持股前十名之自然人股東。

（4）非前三款所列人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三親等以內直系血親親屬。

（5） 非直接持有銀行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五以上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或持股前五名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

人或受僱人。

（6） 非與銀行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或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東。

（7） 非為銀行或關係企業提供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或諮詢之專業人士、獨資、合夥、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合夥

人、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及其配偶。但依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設

置及行使職權辦法第七條履行職權之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不在此限。

（8）未與其他董事間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9）未有公司法第30條各款情事之一。

（10）未有公司法第27條規定以政府、法人或其代表人當選。

2. 董事及監察人資料

條件

     

姓名

是否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經驗及下列專業資格

1 2 3 4 5 6 7 8 9 10

兼任其他公開
發行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商務、法務、
財務、會計或
銀行業務所須
相關科系之公
私立大專院校
講師以上

法官、檢察官、
律師、會計師或
其他與銀行業務
所需之國家考試
及格領有證書之
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

商務、法務、
財務、會計或
銀行業務所須
之工作經驗

翁文祺         0

陳憲着         0

吳元仁         0

陳文華           0

劉韻僖           0

賴香菊           0

詹方冠           0

曾國基          0

鍾錦季           0

程玉秀           0

劉瑞文           0

蘇淑貞            0

林志忠           0

吳文豐          0

陳進生          0

吳政昌           0

陳慧玲           0

劉天賜           0

105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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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總經理、副總經理、各部門及分支機構主管資料

職　稱
姓　

名
學　歷 主　要　經　歷

任　現　職

日　期
目 前 兼 職 情 形 備　考

總 經 理 陳憲着
中興大學

中國文學系
本公司副總經理 104.05.11

本公司董事

合作金庫金融控股公

司董事

原總經理王　昌

104.05.10解任。

副總經理 吳元仁
大同工學院

企業管理碩士

本公司資金運用處 
處長

101.06.27
本公司董事台灣肥料

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原副總經理王　昌

101.05.11升任總經
理。

副總經理 江瑞堂
臺灣大學

法律系
本公司主任秘書 103.07.16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

究院董事

中華快遞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原副總經理吳倚華

103.07.16退休。

副總經理 周瑞祺
文化大學

新聞系

本公司經營策略設計

委員會專任副主任委

員

104.05.29
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

會董事兼董事長

原副總經理葉仲嫄

103.07.16調派為協
理。103.07.16至
104.05.28未派補。

副總經理 王淑敏

泰國亞洲理工

學院電子計算

機碩士

本公司主任秘書 105.01.15
中華快遞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原副總經理陳憲着

104.05.11升任總經
理。

協理兼代

郵政物流

園區總管

理處籌備

處處長

陳樹東
輔仁大學

圖書館學系
本公司資訊處處長 105.01.16

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

會監察人

原協理葉仲嫄

105.01.16退休。

專任副主

任委員

原副主任委員周瑞

祺 104.05.29升任副
總經理。

總稽核 楊功澤
東海大學

政治系
本公司主任秘書 104.01.16

原總稽核陳麗瓊

104.01.16退休。

主任秘書 潘裕幗
臺灣大學

財務金融碩士

本公司資金運用處 
處長

105.01.15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

會監察人

原主任秘書王淑敏

105.01.15調派副總
經理。

郵務處 
處長

薛門騫
銘傳大學

管理學碩士
臺北郵局副理 105.01.16

中華快遞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

會董事

原處長李甘祥

105.01.16調派臺北
郵局經理。

集郵處 
處長

簡良璘
淡江大學

國際企業碩士
基隆郵局經理 103.07.16

原處長藍淑貞

103.07.16調派板橋
郵局經理。

儲匯處 
處長

黃惠珍
中興大學

財稅系
板橋郵局副理 104.01.16

臺灣行動支付股份有

限公司監察人

原處長王淑敏

104.01.16調派主任
秘書。

壽險處 
處長

邱鴻恩

美國多明尼肯

大學公共行政

碩士

本公司經營策略設計

委員會委員
104.11.19

原處長郭純陽

104.11.09調派經營
策略設計委員，並

借調臺北郵局代理

副理。

 104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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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　

名
學　歷 主　要　經　歷

任　現　職

日　期
目 前 兼 職 情 形 備　考

資產營運

處處長
蔡文慶

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碩士

本公司資產營運處主

任工程司
103.01.16

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

會常務董事

原處長林瓊英

103.01.16退休。

資金運用

處處長
黃振忠

政治大學經營

管理（高階經

營）碩士

本公司資金運用處副

處長
105.01.15

原處長潘裕幗

105.01.15調派主任
秘書。

人力資源

處處長
丘京華

政治大學

法律系

本公司人力資源處

副處長
103.07.16

103.05.21人事處
改名為人力資源

處。原處長陳海倫

103.07.16退休。

政風處

處長
陳欽銘

逢甲大學

會計系
本公司政風處副處長 105.01.16

原處長楊麗水

105.01.16退休

會計處

處長
王君如

靜宜文理學院

商學系
本公司會計處副處長 103.07.16

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

會董事

原處長王娜莉

103.07.16退休。

資訊處

處長
蕭炎光

臺灣大學

政治系
本公司資訊處副處長 105.01.16

原處長陳樹東

105.01.16調派協
理。

勞工安全

衛生處處

長

楊素珠
臺灣大學

工商管理系
板橋郵局副理 105.03.07

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

會董事

原處長游定

原 105.02.17退
休，105.02.17至
105.03.06暫由副處
長張良聰兼代。

公共事務

處處長
方桂芬

中興大學

公共行政系

本公司總經理室

專門委員
105.01.18

本公司 105.01.18成
立公共事務處。

風控長 黃碧華
中興大學

會計系

本公司稽核處

主任稽核
104.07.06

1.原風控長劉文珮
104.01.16退休。
2.104.01.16∼
104.07.05由風險管
理室主任張美娜兼

代。

法遵長 江慶益
空中大學

社會學系

本公司勞工安全衛生

處處長
104.01.16

本公司於 104.01.16
設置法遵長 .。

臺北郵局

經理
李甘祥

淡江大學

化學工程系
本公司郵務處處長 105.01.16

中華快遞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原代理經理葉仲嫄

105.01.16退休。

板橋郵局

經理
藍淑貞

臺灣大學

政治系
本公司集郵處處長 103.07.16

原經理周瑞祺

103.07.16調派本公
司專任副主任委員

桃園郵局

經理
古兆賢

臺北商專附設

空中商專國際

貿易科

中壢郵局經理 102.03.01

原經理江瑞

堂 102.01.16調
派臺中郵局經

理。102.01.16至
102.02.28由該局副
理柯錦春兼代。

臺中郵局

經理
何重謙

空中大學

公共行政系
臺中郵局副理 103.01.16

原經理江瑞堂

103.01.16調派本公
司主任秘書。

肆 公司治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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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　

名
學　歷 主　要　經　歷

任　現　職

日　期
目 前 兼 職 情 形 備　考

高雄郵局

經理
郭同志

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風險管理

與保險碩士

高雄郵局副理 105.01.07

1.原經理蔡崇德
104.07.15調派本公
司稽核處嘉義稽核

段主任稽核。

2.104.07.15至
105.01.06由該局副
理郭同志兼代。

基隆郵局

經理
徐志宏

中興大學

公共行政碩士
苗栗郵局經理 103.07.16

原經理簡良璘

103.07.16調派本公
司集郵處處長。

三重郵局

經理
廖振安

政治大學

會計碩士
新竹郵局經理 104.07.15

原經理邱鴻恩

104.07.15調派本公
司經營策略設計委

員會委員。

新竹郵局

經理
江慶星

東吳大學

法律系

本公司稽核處嘉義稽

核段主任稽核
104.07.15

原經理廖振安

104.07.15調派三重
郵局經理。

彰化郵局

經理
王義修

東海大學

企業管理系
嘉義郵局經理 104.01.09

原經理邱鴻恩

104.01.09調派三重
郵局經理。

嘉義郵局

經理
蘇慶輝

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碩士
高雄郵局副理 104.01.09

原經理王義修

104.01.09調派彰化
郵局經理。

臺南郵局

經理
曾俊彥

輔仁大學

經濟系
高雄郵局副理 102.07.16

原經理方文楨

102.07.16調派本公
司稽核處彰化稽核

段主任稽核。

宜蘭郵局

經理
王潤德

師範大學高階

主管（經營）

碩士

本公司總經理室企劃

發展科科長
105.01.16

原經理楊肅芳

105.01.16調派桃園
郵局副理兼桃園郵

件處理中心主任。

苗栗郵局

經理
葉玉瑕

元智大學

管理碩士

臺北第 901支局（特
級）經理

105.03.04
原經理彭履恒

105.03.04調派本公
司郵務處副處長。

南投郵局

經理
陳湘慈

輔仁大學

法律系

臺中郵局勞安（總務）

科科長
103.01.09

原經理張耀中

103.01.16調派臺中
郵局副理。

雲林郵局

經理
施天寶

中正大學

會計資訊碩士
彰化郵局副理 102.07.16

原經理蘇慶輝

102.07.16調派高雄
郵局副理。

新營郵局

經理
吳信陵

大葉大學

事業經營碩士
屏東郵局經理 105.01.08

原經理黃良江

105.01.08調派高雄
郵局副理。

屏東郵局

經理
尤素珍

中山大學管理

經營（高階經

營）碩士

高雄郵局企劃行銷科

科長
105.01.08

原經理吳信陵

105.01.08調派新營
郵局經理。

追求卓越．全民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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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　

名
學　歷 主　要　經　歷

任　現　職

日　期
目 前 兼 職 情 形 備　考

花蓮郵局

經理
游仁崑

臺北商專附設

空中行專企業

管理科

本公司稽核處桃園稽

核段稽核（一）
105.03.02

原經理江進達

105.03.02辦理留職
停薪。

臺東郵局

經理
李東煌

交通大學

遠洋運輸系

高雄郵局勞安（總務）

科科長
105.01.18

原經理李瑞華

105.01.18調派本公
司專門委員

澎湖郵局

經理
陳麗美

政治大學附設

空中行專行政

科

高雄郵件處理中心 
作業科科長

105.01.16
原經理蔡光揚

105.01.16調派高雄
郵局科長。

臺北郵件

處理中心

主任

楊榮欽
交通大學

管理科學碩士

臺北郵件處理中心 
副主任

102.07.16
原主任陳淞生

102..07.16退休。

註：以上主管均屬中華民國國籍

（三）最近年度支付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金

1. 董事之酬金                                    
104年1月1日至104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職稱 姓名 薪資 獎金 兼職費

盈餘分配

之董事酬

勞

總額占稅後

純益之比例

（％）

其他

報酬

董事長 翁文祺（註 1）

9,093,458 3,308,679 934,064 － － 1,109,855

董事 陳憲着（註 1）

董事 王　昌（註 2）

董事 葉仲嫄（註 1）

董事 陳文華

董事 詹方冠

董事 程玉秀

董事 陳益民（註 2）

董事 黃國英（註 2）

董事 鍾錦季

董事 莊翠雲

董事 蘇淑貞

董事 饒志堅（註 2）

董事 劉瑞文

董事 賴香菊

董事 劉韻僖

董事 陳進生（註 1）

董事 楊煥昇（註 2）

董事 林志忠（註 1）

董事 吳文豐（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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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本公司各個董事酬金級距 董事姓名

低於 2,000,000元
陳文華、賴香菊、劉韻僖、詹方冠、程玉秀、莊翠雲、

黃國英、蘇淑貞、饒志堅、劉瑞文、陳益民、鍾錦季。

2,000,000元（含）∼ 5,000,000元 翁文祺、陳憲着、葉仲嫄

總   計                15 

註：1、翁文祺董事長、陳憲着、王　昌、葉仲嫄、楊煥昇、陳進生、林志忠、吳文豐等董事無兼職費，酬勞係以月薪計。

2、 陳益民董事於104.01.06解任；黃國英董事於104.3.19解任；王昌董事於104.05.10解任；楊煥昇董事於104.05.10解任；饒志

堅董事於104.11.18解任。

3、本公司係國營事業，由政府（交通部）持股100%，故董事無盈餘分配、員工紅利金額、取得員工認股權憑證數額等。

4、獎金係暫估數。

2. 監察人之酬金

職稱 姓名 兼職費
盈餘分配之

監察人酬勞
前二項總額

總額占稅後

純益之比例

（％）

其他報酬

監察人 吳政昌

監察人 黃吉實

284,129 － 284,129 － －監察人 劉天賜

監察人 陳慧玲

104年1月1日至104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註：黃吉實監察人於104.07.01解任

給付本公司各個監察人酬金級距 監察人姓名

低於 2,000,000元 吳政昌、黃吉實、劉天賜、陳慧玲

2,000,000元（含）∼ 5,000,000元 －

總  計 4

註：1、本公司係公營事業，由政府（交通部）持股100%，故無盈餘分配及員工紅利金額、取得員工認股權憑證數額等。

2、104.05.10王總經理昌離職，陳總經理憲着於104.05.11接任。

3、104.05.11陳副總經理憲着陞任總經理，周副總經理瑞祺於104.05.29接任。

4、獎金係暫估數。

3.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金

職 稱 姓  名 薪資 獎 金 前二項總額
總額占稅後純

益之比例 (％ ) 
其他報酬

總經理 王　昌

7,470,954 2,731,339 10,202,293 － 1,182,896

總經理 陳憲着

副總經理 吳元仁

副總經理 江瑞堂

副總經理 周瑞祺

104年1月1日至104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給付本公司總經理及各個副總經理酬金級距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姓名

低於 2,000,000元 王　昌

2,000,000元（含）∼ 4,999,999元 陳憲着、吳元仁、江瑞堂、周瑞祺

5,000,000元（含）∼ 10,000,000元 －

總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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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一）董事會運作情形

104年度董事會開會8次（A），董事、監察人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  名
（註 1）

實際出（列）席

次數（Ｂ）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列）席率（%）
【Ｂ /Ａ】（註 2） 備註

董事長 翁文祺 8 0 100%

董事 陳憲着 5 0 100% 104.05.11就任，應出席 5次

董事 王　昌 3 0 100% 104.05.10解任，應出席 3次

董事 葉仲嫄 8 0 100%

董事 莊翠雲 5 3 63%

董事 詹方冠 7 1 88%

董事 程玉秀 8 0 100%

董事 鍾錦季 7 1 88%

董事 黃國英 1 0 100% 104.03.19解任，應出席 1次

董事 蘇淑貞 5 0 100% 104.05.11就任，應出席 5次

董事 饒志堅 7 0 100% 104.11.17解任，應出席 7次

董事 劉瑞文 1 0 100% 104.11.27接兼，應出席 1次

董事 陳文華 6 2 75%

董事 賴香菊 7 1 88%

董事 劉韻僖 7 1 88%

董事 吳文豐 8 0 100%

董事 林志忠 8 0 100%

董事 楊煥昇 3 0 100% 104.05.10解任，應出席 3次

董事 陳進生 4 1 80% 104.05.11就任，應出席 5次

監察人 吳政昌 7 1 88%

監察人 黃吉實 5 0 100% 104.07.01解任，應出席 5次

監察人 劉天賜 3 0 100% 104.07.17接兼，應出席 3次

監察人 陳慧玲 7 1 88%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 證交法第 14條之 3所列事項暨其他經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之董事會議決事項，應敘明董
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獨立董事意見及公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

二、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原因以及參與表決情形。

三、當年度及最近年度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例如設立審計委員會、提昇資訊透明度等）與執行情形評估。

註：1、董事、監察人法人者，應揭露法人股東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

2、 年度終了日前有董事、監察人離職者，應於備註欄註明離職日期，實際出（列）席率（%）則以其在職期間董事會開會次

數及其實際出（列）席次數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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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其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差異情形及原因是 否 摘要說明

一、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一） 公司處理股東建議或糾紛等
問題之方式

（二） 公司掌握實際控制公司之主
要股東及主要股東之最終控

制者名單之情形

（三） 公司建立與關係企業風險控
管機制及防火牆之方式



（一） 本公司非上市（櫃）公司，未對外發
行股票。

（二） 本公司為國營公司，唯一股東為交
通部。

（三） 本公司無公司法第 369－1條所規
範之關係企業。

本公司係依交通部及財政部會銜訂頒

之「郵政儲金匯兌業務內部控制及稽

核制度實施辦法」及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訂頒之「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

制度實施辦法」等，建立內部控制制

度、總稽核制及設置董事會稽核處，

並以獨立超然立場，執行稽核業務落

實內部控制制度。

二、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一） 公司除依法設置薪資報酬委
員會及審計委員會外，是否

自願設置其他各類功能性委

員會？

（二） 公司是否定期評估簽證會計
師獨立性？




（一）目前並未設置獨立董事。

（二） 本公司之簽證會計師係依政府採購
法之規定辦理委任，並與會計師事

務所訂有每年檢討終止及解除契約

等條款。

（一） 本公司為政府 100%持有之國營公
司，董事皆由交通部核派。依據公司

章程，本公司董事會置董事十一至

十五人，其中五分之一為專家代表，

就其專長提供見解，發揮功能，增進

董事會之專業性與獨立性；五分之

一為勞工代表，提供事業單位興革

意見，具有溝通協調及監督事業之

功能。另本公司非公開發行公司，公

司法並無獨立董事之規定。

（二） 已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獨立性，並
提報董事會通過。

三、 公司是否建立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管道？



本公司於網站設有首長信箱、顧客申

訴 E-Mail信箱及免付費顧客申訴專線
電話，並由客服中心人員處理客戶、

利害關係人等之建議或糾紛事宜。

四、資訊公開

（一） 公司是否架設網站，揭露財務
業務及本行公司治理資訊？

（二） 公司是否採行其他資訊揭露之
方式（如架設英文網站、指定

專人負責銀行資訊之蒐集及揭

露、落實發言人制度、法人說

明會過程放置銀行網站等）？



（一） 中華郵政全球資訊網，可查閱相關
資訊。

（二） 本公司訂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新聞及輿清處理注意事項」，作

為對外發言統一準則。

五、 公司是否有其他有助於瞭解公司
治理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包括

但不限於員工權益、僱員關懷、

投資者關係、利益相關者權益、

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風險

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之執行

情形、客戶政策之執行情形、銀

行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

之情形、對政黨、利害關係人及

公益團體所為之捐贈情形等）？



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之執行

情形：

1. 研訂年度風險胃納，並據以訂定市
場、信用風險限額及風險燈號警示

範圍。

2. 檢視整體風險管理執行效能及監控
整體投資部位曝險情形，並定期向

風險管理委員會及董事會報告。

 

六、 公司是否有公司治理自評報告或
委託其他專業機構之公司治理評

鑑報告？（若有，請敍明其董事

會意見、自評或委外評鑑結果、

主要缺失或建議事項及改善情

形）。



委託公司治理協會辦理公司治理評

鑑。

本公司採郵儲壽三業合營，交通部

100%持股，相關業務受主計總處、審
計部及金管會等監督。

七、請敘明本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其與「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之差異情形及原因：（詳上述各欄）

八、 其他有助於瞭解本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之執行情形、保護消
費者或客戶政策之執行情形等，分述於下。



30

肆 公司治理報告

開課公司名稱 上課日期 課程名稱 上課董事、監察人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104.01.09
母子公司經營架構和相關的董監事職權劃

分
陳文華、林志忠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104.01.13 如何運用財務資訊作好企業經營決策 楊煥昇、黃吉實、饒志堅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104.01.22 企業如何做好社會責任與報告書實務 陳文華、楊煥昇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104.03.03 公司侵權與董事責任判決探討 翁文祺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104.03.17
104.03.18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實務研習班 詹方冠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104.03.26 審計委員會之相關規範及運作實務 林志忠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104.04.13
董監財報不實之法律責任與風險控管— 

以實務案例探討為中心
林志忠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104.05.27 上市公司企業倫理領袖論壇 翁文祺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104.06.10 員工獎酬策略與工具運用探討
詹方冠、吳文豐 
陳進生、蘇淑貞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104.06.11
104.06.12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實務研習班 劉韻僖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104.06.15
公司內部人不合營業常規行為之認定與商

業判決法則之運用
林志忠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104.06.16
母子公司經營架構和相關的董監事職權劃

分
吳文豐、莊翠雲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104.06.22
商業賄賂樣態與防制規範—從公司治理之

觀點談起
蘇淑貞、林志忠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104.06.23
非財會背景董監事如何審查財務報告及內

部控制

詹方冠、林志忠 
吳政昌、陳進生、饒志堅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104.06.24 企業如何做好社會責任與報告書實務 翁文祺、陳進生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104.06.26 獨立董事與審計委員會實務運作 陳憲着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104.07.07 策略與關鍵績效指標 詹方冠、鍾錦季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104.07.09 公司治理與團體協約之簽訂 葉仲嫄、詹方冠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104.07.14
104.07.15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實務研習班 陳慧玲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104.07.22 員工獎酬策略與工具運用探討 鍾錦季、程玉秀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104.07.28 2015董事學會白皮書研究摘要報告 翁文祺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104.07.29
董監財報不實之法律責任與風險控管— 

以實務案例探討為中心
鍾錦季

交通部 104.08.18
交通部所屬國營事及泛公股事業公司治理

研討會

陳進生、葉仲嫄 
吳文豐、林志忠、饒志堅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104.09.22 集團治理 陳憲着

1. 104年度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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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公司名稱 上課日期 課程名稱 上課董事、監察人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104.09.08
母子公司經營架構和相關的董監事職權劃

分
劉天賜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104.09.16
我國內線交易最新實務發展與企業防制因

應之道
鍾錦季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104.09.25
企業併購弊案研析— 
從公司治理之觀點談起

莊翠雲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 104.11.03
談證券交易法下公司董監事應盡之管理 

義務與相關責任及限制
蘇淑貞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104.11.03 證券交易法下內部人之民事責任 劉天賜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104.12.01 證券交易法下內部人之民事責任 程玉秀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104.12.23 公司治理與董事會運作 吳政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管理學院 104學年度 資訊管理 賴香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管理學院 104學年度 談判理論與應用 賴香菊

2、 風險管理政策及執行情形：

遵照主管機關之規範，評估本公司之營運風險，督促各業務單位採行必要措施。為

確保風險管理政策有效推動，各業務單位按季填報風險管理工作計畫執行情形，並

定期提報風險管理委員會。

3、依本公司章程規定，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應即迴避。

4、本公司各階經理人、各部門皆依本公司權責劃分表運作。

（三）履行社會責任情形（略，詳見第伍章P41∼P51）

（四）履行誠信經營情形及採行措施

為防止貪腐並確保本公司實施有助於預防及發現貪腐之機制，建立誠信之企業文化，以

健全經營，爰參酌「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之規定，訂定「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誠信經營守則」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五）揭露公司治理守則及相關規章之查詢方式

依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規定揭露之項目，揭露於本公司網站。

（六）揭露其他足以增進對公司治理運作情形瞭解之重要資訊

已揭露於本公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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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內部控制制度執行狀況

1、內部控制制度之建立及執行情形

內部控制制度建立之目的係對營運、財務報導及法令遵循等目標之達成，提供合理

之確保，本公司業已建立此一制度。內部控制制度有其先天限制，不論設計如何完

善，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亦僅能對上述三項目標之達成提供合理的確保；而且，由

於環境、情況之改變，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性可能隨之改變。惟本公司之內部控制

制度設有自我監督機制，缺失一經辨認，本公司即採取更正之行動。

2、內、外部稽核制度執行情形

內部稽核制度建立係以超然獨立、客觀公正之立場，協助董事會及經理部門檢查及

覆核內部控制制度之缺失，適時提供改進建議，確保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持續有效實

施及作為檢討修正內控制度之依據。

本公司稽核處104年度依據「郵政儲金匯兌業務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

「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

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內部稽核實施細則」及「104年度稽

核計畫」，對總公司14個處（室）、郵件處理中心3處、各等郵局20局及各級支局

1,324局，辦理一般查核1,359局次、專案查核1,711局次，及對營業單位另辦理庫存

現金查核2,801局次，不定期查核國際匯兌、外幣及人民幣共169局次；對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中央銀行及會計師等外部稽核單位所提列檢查缺失及改進意見改善情

形，依規定提報董事會核議並持續追蹤覆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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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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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違法受處罰及主要缺失與改善情形

1、負責人或職員因業務上犯罪經檢察官起訴者：

（1） 高雄新興郵局專業職(一) 蔡○○於該局倉儲物流中心服務期間，涉嫌利用職務

上之機會，以家人為委外承攬廠商人頭，虛報加工時數，詐領工資計新臺幣6萬

5,545元。另侵占物流郵件加工處理費及郵資6萬3,773元。案經臺灣高雄地方法

院檢察署偵查終結，提起公訴。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詐欺取財罪，處

有期徒刑6月，得易科罰金；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7月，均緩刑2年。

（2） 岡山大仁郵局李姓儲匯工作員102年5月31日以業務上所經管之現金新臺幣50萬

元，交鄰座儲匯工作員辦理李員本人劃撥存款，涉犯業務侵占罪。（103年1月

13日經臺灣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結，提起公訴。）

（3） 本公司92年至95年間辦理購置點驗鈔機採購案，臺灣高等法院104年2月16日判

決，承辦員葉○○因違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以非法方法使開標發生不正確

結果罪，處有期徒刑1年，減為有期徒刑6月；另犯共同背信罪，處有期徒刑8

月，減為有期徒刑4月；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以上均得易科罰金。經詢葉員瞭

解，渠已就違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部分提起上訴。104年8月13日最高法

院刑事判決，上訴駁回。

2、違反法令經主管機關處以罰鍰者：

（1） 臺南成功路郵局103年8月25日收寄之第90493570445150891004號國內快捷郵

件（高雄至金門），因顧客裝寄危險物品高易燃壓縮罐5瓶，遭內政部警政署航

空警察局高雄分局舉發本公司高雄郵局違反民用航空法第43條第1項，並依據民

用航空法第112條之2第4項裁罰新臺幣2萬元。

（2） 板橋郵局所轄光復橋郵局員工假冒客戶名義開戶及挪用客戶資金案，違反郵政

儲金匯兌法第10條規定（103年6月27日金管銀國字第10300150980號函）。金

管會依郵政儲金匯兌法第26條第1項第2款規定，核處罰鍰新臺幣60萬元整。

（3） 左營第六郵政代辦所於104年2月11日收寄之第00025680036658號國內快捷郵

件（高雄至馬公），因內裝危險物品高西美骨用水泥10盒（聯合國危險物品編

號-UN1247），違反民用航空法第43條第1項，依據民用航空法第112條之2第4

項、航空警察局處理違反民用航空事件統一裁罰基準，一年內第二次違規，遭

內政部警政署高雄航空警察局裁罰新臺幣5萬元。

（4） 臺南小東郵局於104年3月18日收寄之第90574570404050892005號國內快

捷郵件（臺南至馬公），因內裝危險物品硝酸鉀1瓶（聯合國危險物品編

號-UN1486）與樟腦粉2包（聯合國危險物品編號-UN2717），違反民用航空法

第43條第1項，遭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高雄分局舉發本公司高雄郵局違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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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航空法第43條第1項。依據民用航空法第112條之2第4項、航空警察局處理違

反民用航空事件統一裁罰基準，一年內三次違規，裁罰新臺幣10萬元。

（5） 高雄林園郵局於104年10月19日收寄編號03264383000050等5件國內快捷郵

件，因內裝高壓縮罐，違反民用航空法第43條第1項，遭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

局高雄分局舉發本公司高雄郵局違反民用航空法第43條第1項。依據民用航空法

第112條之2第4項，裁罰新臺幣10萬元。

3、缺失經主管機關嚴予糾正者：

（1） 103年2月21日發現板橋光復橋郵局員工假冒保戶名義辦理保單借款案，經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於103年7月8日金管保壽字第10300408221號函，以本公司辦

理保險業務時，違反保險法相關規定，依保險法第149條第1項規定予以糾正。

（2） 漏未通報岡山大仁郵局員工102年5月31日挪用營業中所收現金之重大偶發事

件，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4年3月3日依郵政儲金匯兌法第12條第1項規定，核

處應予糾正。

（3） 有關金管會對本公司壽險業務進行一般業務檢查，本公司有違反保險法相關規

定情事，於104年3月16日依保險法第149條第1項規定予以糾正： 

i  有2件日額型住院醫療附約以違反告知義務解除契約，與保險法148條之3第1

項授權訂定之「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第5條第1項3款規定不

符。

ii  本公司因系統錯誤致少付解約金，與保險法148條之3第1項授權訂定之「保險

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第5條第1項2款規定不符。

（4） 金管會對本公司壽險業務進行消費者保護事項之專案檢查，認本公司下列事項

有違反保險法相關規定，於105年1月20日依保險法第149條第1項規定予以糾

正： 

i  本公司對於因故未能給付保戶之款項，有未積極辦理聯繫通知保戶作業之情

事，經核違反本公司內部作業規定，且不利保戶權益之保障，核與保險法第

148條之3第1項授權訂定之「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第5條第1

項第3款規定不符。

ii  本公司辦理自由分紅保單商品紅利發放作業，有未將紅利發放予保戶之情事，

不利保戶權益保障，核有礙公司健全經營。

iii  本公司保單條款有未以粗黑或鮮明字體顯著標示疾病等待期間之相關規定者，

核與「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67點規定不符，有礙公司健全經

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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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本公司業務員報告書之填報，查有下列情形，核與保險法第148條之3第2項授

權訂定之「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第6條第1項第5、7款及第17條規定

不符：

（i）對身故受益人非指定為配偶、直系親屬之案件未說明原因。

（ii）未瞭解並勾選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投保目的及需求。

（iii）未瞭解並填寫被保險人家庭年收入及家中主要經濟來源者。

（5） 本公司對於要保人為自己及未成年子女投保，業務員報告書所填寫被保險人家

庭年收入，短期間有大幅增加之案件，有未就變化原因予以確認之情事，核與

保險法第148條之3第2項訂定之「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第7條第1項第8

款及第17條等規定不符。

（6） 本公司辦理電訪相關作業，有未依公司作業規範或電訪人員要求事項辦理之情

事，核與保險法第148條之3第1項授權訂定之「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

辦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不符。

4、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依銀行法第61條之1規定處分事項：無

5、因人員舞弊、重大偶發案件

（詐欺、偷竊、挪用及盜取資產、虛偽交易、偽造憑證及有價證券、收取回扣、天

然災害損失、因外力造成之損失、駭客攻擊與竊取資料及洩露業務機密及客戶資料

等重大事件）或未切實依照「金融機構安全維護注意要點」之規定致發生安全事故

等，其各年度個別或合計實際損失逾5千萬元者，應揭露其性質及損失金額：無

（九）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1、第4屆董事會第18次會議（104.02.25）：

（1） 全體出席董事決議通過本公司105年度營運目標及購建固定資產投資專案計

畫。

（2）全體出席董事決議通過本公司105年度預算案。

2、第4屆董事會第7次臨時會（104.03.25）

（1）全體出席董事決議通過本公司103年度營業報告書。

（2） 全體出席董事決議通過本公司103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壽險業

務財務報表及財產目錄。

（3）全體出席董事決議通過本公司103年度盈餘分配案。

肆 公司治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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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體出席董事決議通過本公司以資本公積、法定公積及保留盈餘（特別公積）

共計新臺幣250億元辦理轉增資，增資後實收資本額自400億元提高至650億

元，增資基準日擬訂104年03月31日。

（5） 全體出席董事決議通過本公司103年度壽險業務「鴻運高照還本保險」紅利分

配案。

（6） 全體出席董事決議通過本公司103年度「內部控制整體之評估表」，並同意出

具103年度「儲金、匯兌業務」、「簡易人壽保險業務」及「兼營債券自營業

務」之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3、第4屆董事會第19次會議（104.04.27）

（1）全體出席董事決議通過本公司調整國際快捷郵件資費案。

（2） 全體出席董事決議通過本公司高雄前金郵局大樓3樓至11樓由自用不動產轉列

為投資性不動產案。

（3） 全體出席董事決議通過本公司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資金運用風險管理

處理程序」第2條規定案。

4、第5屆董事會第1次會議（104.05.11）

（1）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推選翁文祺先生為董事長案。

（2）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陳憲着先生為總經理案。

5、第5屆董事會第2次會議（104.06.26）

（1） 全體出席董事決議通過「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人員派赴轉投資公司服務管理

要點」。

（2） 全體出席董事決議修正通過「因公傷亡退離員工之家屬安置工作僱用要點」。

（3） 全體出席董事決議通過現任本公司轉投資中華快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曾錦雄

續任該公司第6屆董事兼董事長。

6、第5屆董事會第3次會議（104.08.28）

（1） 全體出席董事決議通過本公司郵政資金104年09月01日至105年08月31日轉存

款限額方案。

（2） 全體出席董事決議修正通過「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儲匯業務消費爭議處理制

度」。

追求卓越．全民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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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5屆董事會第4次會議（104.10.30）

（1） 全體出席董事決議通過本公司四年（106至109年度）策略目標暨106年度施政

方針及經營政策。

（2）全體出席董事決議通過本公司增設「公共事務處」。

（3） 全體出席董事決議通過本公司高雄金福路郵局、高雄福山郵局、七美郵局、淡

水義山郵局等4處郵局遷址（更名）營業案。

8、第5屆董事會第5次會議（104.12.25）

（1） 全體出席董事決議通過本公司「臺中郵件處理中心與臺中郵局」及「高雄郵件

處理中心與高雄郵局」組織整併案。

（2）全體出席董事決議通過本公司新竹湖口長安郵局遷址（更名）營業案。

9、第5屆董事會第6次會議（105.02.26）

（1） 全體出席董事決議通過本公司國內包裹重量及尺寸限制案調整於105年5月2日

實施。

（2） 全體出席董事決議通過本公司自105年3月12日起停辦無收件人名址郵件業

務。

（3）全體出席董事決議通過本公司莿桐饒平郵局及馬祖郵局遷址營業。

（十） 董事或監察人對董事會通過重要決議有不同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
明者：無。

（十一）與財務報告有關人士之辭職解任情形：

肆 公司治理報告

職稱 姓名 到任日期 解任日期 辭職或解任原因

總經理 王  昌 101.05.11 104.05.11 任期屆滿

總稽核 陳麗瓊 103.01.16 104.01.16 退休卸職

註：所稱與財務報告有關人士係指董事長、總經理、會計主管、內部稽核主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