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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郵展在臺灣
現場盛況報導

2016/10/21-10/26 文╱陳筱君   圖╱中華郵政、吳志學、彭偉銘

從「臺北 2016世界郵展」踴躍的觀展人次可以窺見，郵政產業在世界電子通訊普及的趨勢中

持續穩定成長，各國郵政單位在保持樂觀、溫暖人心前提下，

紛紛強調回歸歷史文化的精神，因此有不少回味歷史的經典郵品現場展出，

同時中華郵政也不斷以各主題詮釋郵情故事 ，聯袂使本屆世界郵展更顯熠熠生輝。PHILATAIPEI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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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讓世界看見臺灣
本屆

世界郵展以「傳承與創新」為主題，共有 80個會員國 /地區參展、130個國際郵政及

國際郵商設攤與會，同時展出國內、外各類珍貴郵集 2,450框，不論是展覽規模或參

展郵集水準都是數一數二。

適逢 120週年，熱情逬發的申辦態度

延續 2015年承辦亞洲郵展的強勁表現，2016年的世界郵展又再次為我國打響名號，短短 6天的

展期，湧入超過 31萬參觀人次。各項活動安排和世界郵票錦標賽的參賽水準，也獲得國際集郵聯

合會（FIP）高度肯定，這個殊榮得來不易，中華郵政花了將近 2年時間、動員了數百人，在所有

人的共同努力下，才享受到這個甜美的果實。

今（2016）年適逢中華郵政創建 120週年，翁文祺董事長在 2年多前，就規劃爭取在這個別具意

義的年度舉辦世界郵展，從 2014年率隊參加韓國世界郵展，利用郵展期間臺灣之夜的活動，讓各

個會員國更加認識臺灣、了解臺灣在集郵界的實力；且中華集郵團體聯合會陳友安理事長，也在

陳建仁副總統 (中 )，在中華集郵團體
聯合會陳友安理事長 (左 )與交通部王
國材政務次長 (右 )陪同下參觀珍郵區。

我國首座奧運金牌郵筒發表後，立即成

為會場上熱門景點 (由左至右，中華郵
政陳憲着總經理、奧運金牌選手許淑淨
與教練蔡溫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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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3屆 FIP會員大會中提出臨時

動議，表達臺灣希望在 2016年舉

辦世界郵展的意願，並利用極短時

間進行簡報，展現中華郵政對於這

次活動的規劃與企圖心，終於獲得

92個會員國討論通過。

郵展正式開幕後，每日從展區一路

延伸至世貿中心會場門外的排隊人

潮，已無聲地給予中華郵政最大的

鼓勵，會場中也不時聽到此起彼落

的問候聲，來自世界各國的頂尖集

郵家和蘇富比等級的珍貴郵票拍賣

商，都藉此機會進行交流，臺灣民

眾不用出國就可以欣賞到世界一流

的珍貴郵票和郵集，從中了解歷史

的變化與經典的美好。

樂鼓揭幕

金牌郵筒首度亮相

「臺北 2016世界郵展」以「傳承

與創新」為主題，帶出勉勵世界延

續郵政精神的願景。郵展也在十鼓

擊樂團氣勢磅礡的「中華郵政進行

曲」表演中揭幕，包括了副總統陳

建仁、中華郵政董事長翁文祺、

國際集郵聯合會會長鄭炳賢、監察

院長張博雅、中華集郵團體聯合會

理事長陳友安、各國集郵聯合會代

表，以及駐華使節團等嘉賓，都蒞

臨開幕典禮。

翁董事長在致詞中首先肯定了同仁

們 2年籌備期間的努力：「這不是

中華郵政的世展，這是中華民國的

世展，一定要傾全力辦好。」而從

小跟著哥哥一起集郵的副總統陳建

臺北 世界郵展2016
傳承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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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表示，郵票一向被稱為「國家的名

片」，大家可以透過小小的方寸之

美，欣賞各國在生態保育、歷史文

物、政經建設、民俗藝術等文化軟實

力。

開幕日當天的亮點之一，是全國第

一座「奧運金牌郵筒」首度亮相，

在 2016年里約奧運摘金的舉重金牌

得主許淑淨及教練蔡溫義，雙雙到場

為這個特殊的郵筒站臺，吸引民眾合

影留念。另為了將郵政歷史結合臺灣

文化，呈現新時代的創意和科技感，

規劃了「郵政主題館」、「遇見臺灣

區」、「文創設計區」、「動漫展示

區」、「環遊世界區」等展區，透過

各種 DIY體驗與科技互動的方式，

吸引民眾注意。

「Welcome !臺北 2016世界郵展」盛大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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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原住民族傳統元素

世郵歡迎晚宴賓主盡歡

10月 21日「臺北 2016世界郵展」

開幕當天晚上，舉行了一場盛大的

歡迎晚宴，邀請各會員國代表及參

賽者共聚一堂，以自助餐會的方式

進行，活動的安排也別具巧思，並

將臺灣傳統元素注入新的生命，讓

與會的各國賓客大聲叫好。

宴會廳外，中華郵政的員工一字排

開，為所有賓客別上原民風格領巾，

紅底配上黑綠相間的圖騰紋飾，搶

眼又有朝氣，也有女性賓客別在頭

上當成髮帶，顯得活潑俏麗。翁文

祺董事長以地主身分穿梭全場，所

到之處都被貴賓們攔下開心合影。

晚宴以精采的燈光秀開場，接著由

翁董事長、鄭炳賢榮譽主席、陳友

安理事長及評審團代表們，在臺上

一起向所有來賓祝酒後正式開始。

和歐洲大部分是「熟男」入場參觀

的郵展很不一樣。來自法國的集郵

商愛德華則說此次世展的參觀人數

遠勝其他國家，尤其是年輕族群很

多，令人印象深刻。

為了吸引年輕人踏入郵展，中華郵

政可說是煞費苦心，特別規劃了郵

政日、設計師日、動漫日、慈善

日、環保日和寶島日，希望吸引不

同族群的民眾入場參觀。另外還安

排了「郵票設計師簽名會」、「手

寫的溫度」由鋼筆達人指導書寫明

信片、「郵政大使為愛揮拍」、「集

郵 DIY」、「文創分享會」等活動；

主舞臺區的亮點活動則由藝人黃子

佼、名模王心恬、名導齊柏林等輪

番上陣，藉由分享、義賣等活動，

讓集郵更加多元且生活化。

多利安爵士樂團的現場演唱，以及

峽鼓原舞舞團的阿美恰恰，都為晚

會掀起一波波高潮，尤其是峽鼓原

舞以傳承和創新的精神，設計出高

互動性的原住民族風格舞蹈，帶動

現場嘉賓一起進入舞池共舞，讓現

場氣氛嗨到最高點。場內所有人都

隨著音樂擺動身體，在簡單又饒富

律動感的舞步中，一點一滴認識臺

灣原住民族文化。

場外也是熱鬧滾滾，現場燒製的傳

統小吃糖葫蘆，紅色的糖膏包裹著

烏梨或各色水果，甜甜酸酸的好滋

味讓人回味無窮；檳榔扇和竹筒拼

貼彩繪也廣受歡迎，簡單的 DIY之

後，每位賓客都興奮地向旁人展示

手中獨一無二的藝術作品，還有來

賓說這是此行最好的紀念品。

中華郵政大使 - 呂家弘

有著靦腆笑容、同時亦為郵政子弟的羽球

國手呂家弘，受邀擔任郵政大使，郵展期

間每天到現場主持「為愛揮拍」活動，活

動方法很簡單，只要上臺參加的民眾，用

中華郵政準備的道具接住呂家弘揮出的羽

毛球，就算成功中獎，互動的過程趣味橫

生、氣氛熱絡。

Cover Story封面故事

臺北 2016世界郵展的紀念章，是大
小朋友造訪時絕不會錯過的收藏。

會場中時常可以見到，來自世界的

集郵朋友互相討論郵集的奧秘。

1

2

在愉悅的晚宴之中，翁董事長與外

國賓客交談甚歡。

每個人都可以用各式各樣的貼紙，

完成獨一無二的彩繪竹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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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 世界郵展2016
傳承與創新

創新與傳承

郵展帶動集郵風氣

在「展框區」的各國郵集都是多次

參加國際比賽獲得大獎的典藏郵

集，才有資格參加這次的世界郵集

競賽，爭取國際大獎、國家大獎以

及冠、亞、季軍的榮譽，大多數的

集郵家也藉著這個機會以郵會友，

欣賞難得一見的郵品佳作，邀集同

好討論、交流自己的珍藏。

臺灣首次舉辦的世界郵展盛況空

前，全場最有看頭的展品，莫過於

價值近新臺幣二十億元的「珍郵」。

每日限量發送的集郵護照，更是吸

引了許多從未踏入郵展的民眾入場

參觀。第二次來到臺灣參展的芬蘭

奧蘭島郵局銷售總監愛妮塔興奮地

表示：「臺灣把世界郵展辦得太好

了。」而且參觀的民眾不分男女老

少，從小朋友到退休的老人家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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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
三地門藝術家—拉夫拉斯·馬帝靈，為郵展

設計的 16個「原住民族文化特色郵筒」，

以「找回大家的共同記憶」為主軸，不論是放在一起，

或分別設置在原鄉部落都有故事。他以部落居民耳熟能

詳的祭典、神話故事或圖騰為靈感，設計出這 16個分

別獨立卻又缺一不可的系列郵筒。世界郵展結束後，

16個郵筒也將回到鄉鎮部落，繼續服務當地居民，同

時在每個距離郵筒最近的郵局，也限量提供該族的明信

片供民眾免費索取。

遊臺灣，集紀念章抽機票

中華郵政與中華航空聯手推廣觀光，任何人只

要在 2017年 11月底前，走遍包括奧運金牌郵

筒所在的鄉里，集滿 17個紀念章就可以參加機

票好禮大抽獎。更多活動訊息請上中華郵政全

球資訊網查詢 (www.post.gov.tw)。

傳說太武山頂的一支陶壺因受到太陽的照

射而懷孕，生下一男一女，也就是排灣族

人的祖先。因此排灣族人視陶壺為神聖的

靈物，而太陽則是人類生命的來源。

卑南族重視男子技能，少年在 12歲時，

就必須進入少年會所過集體生活，嚴格

訓練成體格強健、服從、守紀律、勇敢

有禮的普悠瑪男子。

賽德克族的紋面代表男子的英勇以及女

子的善織，同時也是死後認祖歸宗的標

誌，唯有已紋面的族人，才能回歸祖靈

的國度。

每年小米播種祭吟唱的祈禱小米豐收歌，

也就是現在世界知名、被稱為「八部合

音」的歌謠，模仿山林自然之聲，表達

對天神的敬畏。

噶瑪蘭以祖靈崇拜為信仰中心，部落裡

則有祭司和巫師負責與祖靈溝通，並為

族人治病，由於是母系社會，巫師也一

律由女性擔任。

賽夏族充滿神祕色彩的矮靈祭，族人會配

戴臀鈴獻舞，臀部擺動帶起竹管相互撞擊

發出聲音，可嚇阻邪靈、祈福，並帶來良

善的力量。

祭典不僅代表傳統文化的總和，有時更是一個地區的生

活大事。因此在郵筒設計能夠承載的故事和可加諸的神

情動作自然也豐富許多，祈禱、火聚及圖騰等原住民族

特色皆可在郵筒上一飽眼福。(由左至右，鄒族 Tsou、

撒奇萊雅族 Sakizaya、拉阿魯哇族 Hla'alua、卡那卡那

富族 Kanakanavu)

相傳邵族祖先因追捕白鹿，發現了一處

湖光山色的美麗地方，也就是現在的日

月潭，於是率領族人在此定居。邵族人

以杵擊石，配合樸素的歌聲，形成獨具

特色的舞蹈。

紋面對泰雅族人來說是成年的象徵，男

子必須在戰場表現、打獵技能獲得認

可，女子則需有絕佳的織布手藝才有資

格紋面。

達悟族為海的子女，每年飛魚隨著黑潮洄

游到附近海域，族人視之為神賜的聖物，

隨之發展出招魚祭以及絕佳的拼板舟工藝。

排灣族 Paiwan｜陶壺、太陽

卑南族 Puyuma｜少年會所

賽德克族 Sediq｜紋面男子

布農族 Bunun｜八部合音噶瑪蘭族 Kavalan｜女巫師

賽夏族 Saisiyat｜臀鈴 邵族 Thao｜白鹿與杵歌

泰雅族 Atayal｜紋面

達悟族 Tao｜飛魚、拼板舟、銀盔

母系社會的阿美族，家中大小事情都是

女主人做決定，他們通常居住在臨海或

靠近溪流的地方，因此捕魚就成為阿美

族重要的生活方式。

阿美族 Amis｜海洋的女子

太魯閣族女性的紡織技藝精湛，代表個

人與家族的榮耀，以苧麻為原料，製成

白底夾茶褐色的布，織紋則以象徵眼睛

的菱形圖形最重要。

太魯閣族 Truku｜織布

百合是魯凱族的族花，有著神聖地位，象

徵女子的純潔與男子的勇氣，女子要經過

「買花儀式」、男子則需獵到 5頭公山豬

才可配戴。

魯凱族 Rukai｜百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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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寫的溫度－鋼筆達人

書信
，自古以來一直是人與人交流的思緒起源，無論經過多少歲月流轉都能透過

字裡行間的脈絡回憶當初。中華郵政為鼓勵民眾提筆寫信，在本屆郵展特別

策劃了「手寫的溫度—鋼筆達人」活動，讓大家找回那份暖暖的感動。

一字一句，都充滿了真意

呼應余光中教授倡導「手寫有溫度」，本屆世界郵展鋼筆達人系列活動以秉持手寫文化

的內蘊，邀請包含國際精品代寫人 7年級生羅開源、中華郵政郵務處科長李諸禮、UPS

人資部前副理陳基強、FB鋼筆旅鼠本部連版主顏立中、藝峰書法學苑專任教師侯信永，

以及萬寶龍專業書寫代言人王聖哲等 6位鋼筆達人，帶來不同的練字心法，讓觀展民眾

能藉由古今詩詞之美，體驗鋼筆書寫之樂趣，並且透過書寫、付郵、交寄及投遞的過程，

將書信或祝賀卡片，寄給自己或親人，傳達心中最真摯的情意。

王聖哲老師為即將到來的 2017年書寫了一字祝福，希望用「愛」凝聚彼此，
把愛傳出去，消弭對立。現場民眾聽完老師講解後亦埋首認真練習。

翁董事長與紀政一同參與「手寫

的溫度」活動，感受書寫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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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水三千里，家書十五行；行行無別語，只道早還鄉。」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

從小練字的中華郵政翁董事長幾乎天天到場向每位老師請益學習，最後一天也陪同 2008年亞洲

郵展代言人紀政，一起參加這個有意義的活動。紀政回憶令她印象最深刻的一封信，不禁泫然

欲泣：「你知道嗎？他在信裡面放了一些泥土！」這把泥土是弟弟隨著家書寄給當時遠在他鄉

的紀政，而這封家書的溫度至今令她難忘。

寄出未來郵件，寫信給未來

除了每日詩詞例句明信片，活動中也提供中華郵政的「未來郵件」服務，民眾寫好的明信片，

可指定在 15天後到 2年內的特定日子，寄給親朋好友或自己。事實上，此項未來郵件服務，一

方面是鼓勵民眾寫信給未來，一方面更是期望民眾勿忘初衷的自己。只要在指定期限裡，不論

是信函或包裹，最短 15日，最長不逾 30年，郵差都會依寄件人指定的日期，準時將物件送到

收件人手中。

連續 6天「手寫的溫度」活動，場場座無虛席，不但呼應時下的手寫風潮，中華郵政更以創新

手法連結核心業務，大力推廣民眾不分年齡提筆寫信，體驗書寫的樂趣，感受魚雁傳達文字的

情意。現場更有許多爸媽帶著小朋友一起參加，第一次來到郵展的黃婉琳小姐很喜歡活動名稱

「手寫的溫度」，不但讓她重溫學生時代寫字的感覺，也讓剛學寫字的兒子瞭解正確的執筆方式，

更能讓這些生在 3C時代的小孩子，感受到上一代那種有溫度的文字，讓美妙的感動繼續傳遞。

喚起感動的時刻

臺北 世界郵展2016
傳承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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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筆達人分享

陳基強｜ UPS人力資源部前副理

心要靜、筆要慢，運筆之間

感受情緒的安然自得。

王聖哲 |萬寶龍專業書寫代言人

習字從簡到繁，觀摩他人之長，

學其之優。

顏立中 ｜ FB鋼筆旅鼠本部連版主

下筆前先認識字的部首，

抓住字的重心，再反覆練習。

羅開源｜國際精品代寫人

持之以恆，不斷練習，終將有所收穫。

李諸禮｜中華郵政郵務處科長

寫字是種心的抒發，

寫好字就需心定、有恆。

侯信永｜藝峰書法學苑專任教師

「美字功夫」須先瞭解字型結構，

多臨摩字帖，研習運筆原則。

Cover Story封面故事

達人傳心法，練字有訣竅

在郵展現場，鋼筆達人們用實際書寫回應筆者「如何寫出一手好字？」的提問。

從陳基強、李諸禮兩位達人寫字時的專注神情，帶著大家反覆練習、不厭其煩的解說，就可以

知道最基本的「兩心」原則：靜心和恆心。郵展開幕日的指導老師羅開源也很贊同「兩心」原則，

他隨身總帶著筆記本和筆，一有空就抄寫文章或歌詞，他認為只要養成有空檔就練字的好習慣，

一定會有所收穫。而顏立中老師則更進一步表示練字需要有方法，找到自己喜歡的字帖，認知

到真正好看的字該怎麼寫，多寫幾次，也就會越寫越好了。

但字帖這麼多，要怎麼選？王聖哲老師提到中文裡的「ㄅ、ㄆ、ㄇ、ㄈ」等注音符號就是最好

的開始，因為其中蘊藏了所有的漢字筆劃和筆法，又是簡單易寫的字型，練好後再試著臨摹楷

書字帖，從九宮格、四方格、正方格到無格，逐漸寫出端正優美的字，就成功了。

專業書法老師侯信永給初學者的建議則是：「尋得良師，多學習老師寫字的訣竅和要領，另外，

藉由參觀書法展覽、欣賞名家作品培養美感，對於提升寫字功力，會有相當大的幫助。」一趟

郵展如沐春風，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就從這一刻開始，拿起手邊的紙筆，跟著鋼筆達人們一起

來練字吧！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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