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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紀念日、節日假期營業及郵件部門值班詳情表 
     註：△者為連續 3日以上假期   

※者為補行上班        

紀念日及節日 窗口營業 郵件封發運輸 郵件收攬投遞 備註 

△108 年中華民國開國紀念
日連續放假 4 日，107 年
12 月 29 日至 108 年 1 月
1 日（星期六至次週星期
二） 

※107 年 12 月 22 日(星期
六)補行上班 1日。 

一、 107 年 12 月 29 日比照
星期六營業。 

二、 107年12月30日至108
年 1 月 1 日一律停止營
業。 

三、 i 郵箱、自助郵局、穿
牆式自動櫃員機、郵票
出售機、封片出售機及
開放式信箱間，24小時
營業。 

一、 107 年 12 月 29 日比照
星期六值班。 

二、 107年12月30日至108
年 1月 1日 
除快捷郵件之相關必要

封發、運輸人員外，均予
放假。 

三、 107年12月29日至108
年 1月 1日 

(一) 國際進出口郵件除
快捷郵件及空運收
發、運輸維持正常作
業，其餘放假。 

(二)12 月 31 日進口國進
包裹正常開拆作業
但無驗關、封發。 

(三)108 年 1 月 1 日進口
 國際包裹正常開拆、
驗關、封發作業。 

除快捷郵件之相關必要收投
人員外，均予放假。 

一、依勞動基準法第 36 條
第 1 項規定，勞工每 7
日中應有 2日之休息，
其中 1 日為例假，1 日
為休息日；同條第 2項
第 1款規定，依第 30條
第 2項規定變更正常工
作時間者，勞工每 7日
至少應有 1日之例假，
每 2週內之例假及休息
日至少應有 4日。 

二、經徵得員工同意，得將
勞動基準法所定法定
休假日調移至其他工
作日休假，原休假日當
日即成為工作日。 

三、於上二、法定休假日
(未調移為工作日)出
勤者，得依員工意願選
擇加發工資或按實際
工作時數存記補休；惟
於元旦、農曆除夕及春
節初一至初三出勤者，
除加發工資外，得另按
實際工作時數存記補
休。 

四、於休息日出勤者，得依
員工意願選擇加發工
資或按實際工作時數
存記補休。 

△農曆除夕及春節連假 9
日，2月 2日至 2月 10 日

一、2 月 2 日比照星期六營
業。 

一、2 月 2 日比照星期六值
班，各郵件處理中心正

一、2 月 2 日快捷、包裹及
(普通/限時)平常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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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日及節日 窗口營業 郵件封發運輸 郵件收攬投遞 備註 

(星期六至次週星期日) 

※108年 1月 19日(星期六)

補行上班 1日。 

 

二、2月 3日至 2月 10日一
律停止營業。 

三、i 郵箱、自助郵局、穿
牆式自動櫃員機、郵票
出售機、封片出售機及
開放式信箱間，24小時
營業。 

常處理郵件。 
二、2月 3日至 2月 10日 

除快捷郵件之相關必要
封發、運輸人員外，均
予放假。 

三、國際郵件 
(一)國際出口郵件 

1. 108年 2月 2日 

國際航空出口互換局
正常上班處理(函件、
包裹、快捷)之接收及
出口郵件封發作業。 

2. 108 年 2 月 3 日至 2 月
10 日除國際快捷郵件
之相關必要封發、運輸
人員外，均予放假。 

(二)國際進口郵件 

1. 國際進口函件：除 108
年 2 月 10 日上班正常
作業外，其餘放假。 

2. 國際進口包裹: 
(1) 2月 8日開拆郵袋。 

(2) 2月 10日開拆、驗 

關、封發。 
(3) 其餘均停止作業。 

3. 國際進口快捷: 

正常作業。 

與掛號函件正常投遞。 
二、2月 3日至 2月 10日 

除快捷郵件之相關必要
收投人員外，均予放假。 

△和平紀念日連假 4 日，2
月 28日至 3月 3日(星期四

至星期日) 

※108年 2月 23日(星期六)

一、2月 28日至 3月 3日一
律停止營業。 

二、i 郵箱、自助郵局、穿
牆式自動櫃員機、郵票

一、除快捷郵件之相關必要
封發、運輸人員外，均

予放假。 
二、國際郵件 

除快捷郵件之相關必要收投
人員外，均予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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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日及節日 窗口營業 郵件封發運輸 郵件收攬投遞 備註 

補行上班 1日。 

 

出售機、封片出售機及
開放式信箱間，24小時
營業。 

(一) 國際出口郵件 
1. 108年 2月 28日 

國際航空出口互換局
正常上班處理(函件、
包裹、快捷)之接收及
出口郵件封發作業。 

2. 108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3 日除國際快捷郵件之

相關必要封發、運輸人
員外，均予放假。 

(二) 國際進口郵件 
1. 國際進口函件: 
停止作業。 

2. 國際進口包裹: 
(1) 2月28日至3月1日停

止作業。 
(2) 3月2日開拆郵袋。 

(3) 3月3日開拆、驗關、
封發。 

3. 國際進口快捷: 
正常作業。 

△兒童節/民族掃墓節連假

4 日，4 月 4 日至 4 月 7

日（星期四至星期日） 

 

 

一、 4 月 4 日至 4 月 7 日一

律停止營業。 

二、i 郵箱、自助郵局、穿
牆式自動櫃員機、郵票
出售機、封片出售機及

開放式信箱間，24小時
營業。 

一、4 月 4 日至 4 月 7 日除
快捷郵件之相關必要封
發、運輸人員外，均予
放假。 

二、國際郵件 

(一) 國際出口郵件   
1. 108 年 4 月 4 日國際航
空出口互換局正常上班

處理(函件、包裹、快捷)
郵件之接收及封發作

除快捷郵件之相關必要收投
人員外，均予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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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日及節日 窗口營業 郵件封發運輸 郵件收攬投遞 備註 

業。 
2. 108 年 4 月 5 日至 4 月
7 日除國際快捷郵件之
相關必要封發、運輸人
員外，均予放假。 

(二) 國際進口郵件 
1. 國際進口函件: 

停止作業。 

2. 國際進口包裹: 

(1) 4月4日及5日停止作
業。 

(2) 4月6日開拆郵袋。 
(3) 4月7日開拆、驗關、

封發。 
3. 國際進口快捷: 

正常作業。 

勞動節，5月 1日（星期三） 一、停止營業。 

二、i 郵箱、自助郵局、穿
牆式自動櫃員機、郵票
出售機、封片出售機及
開放式信箱間，24小時
營業。 

一、除快捷郵件之相關必要

封發、運輸人員外，均
予放假。 

二、國際進出口郵件除快捷
郵件及空運收發、運輸
維持正常作業，其餘放
假。 

除快捷郵件之相關必要收投

人員外，均予放假。 

 

△端午節連假 3 日，6 月 7

日至 6月 9日（星期五至

星期日） 

 

一、6 月 7 日至 6 月 9 日一

律停止營業。 

二、i 郵箱、自助郵局、穿

牆式自動櫃員機、郵票

出售機、封片出售機及

開放式信箱間，24小時

營業。 

一、6 月 7 日至 6 月 9 日除

快捷郵件之相關必要封

發、運輸人員外，均予

放假。 

二、國際郵件 

(一) 國際出口郵件 
除國際快捷郵件之相關

除快捷郵件之相關必要收投

人員外，均予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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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日及節日 窗口營業 郵件封發運輸 郵件收攬投遞 備註 

必要封發、運輸人員外，
均予放假。 

(二) 國際進口郵件 
1. 國際進口函件: 

停止作業。 

2. 國際進口包裹: 
(1)6月7日及8日停止作

業。 

(2)6月9日開拆郵袋。 
3. 國 際 進 口 快 捷 :       

正常作業。 

△中秋節連假 3日，9月 13

日至 9 月 15 日（星期五

至星期日） 

 

一、9 月 13 日至 9 月 15 日

一律停止營業。 

二、i 郵箱、自助郵局、穿

牆式自動櫃員機、郵票

出售機、封片出售機及

開放式信箱間，24小時

營業。 

一、9月 13日至 9月 15日 

除快捷之相關必要封

發、運輸人員外，均予放

假。 

二、國際郵件 

(一) 國際出口郵件 
除國際快捷郵件之相關
必要封發、運輸人員外，
均予放假。 

(二) 國際進口郵件 
1. 國際進口函件: 

停止作業。 

2. 國際進口包裹: 

(1) 9月13日至14日停

止作業。 

(2) 9月15日開拆郵袋。 

3. 國際進口快捷: 

正常作業。 

除快捷郵件之相關必要收投

人員外，均予放假。 

 

△國慶日連假 4日，10月 10
日至 10 月 13 日（星期四至

一、10 月 10 日至 10 月 13

日一律停止營業。 

一、除快捷郵件之相關必要
封發、運輸人員外，均

除快捷郵件之相關必要收投
人員外，均予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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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日及節日 窗口營業 郵件封發運輸 郵件收攬投遞 備註 

星期日） 

※108年 10月 5日(星期六)

補行上班 1日。 

 

二、i 郵箱、自助郵局、穿
牆式自動櫃員機、郵票
出售機、封片出售機及
開放式信箱間，24小時
營業。 

予放假。 
二、國際郵件 
(一) 國際出口郵件 

1. 108年 10月 10日國際
航空出口互換局正常
上班處理(函件、包裹、
快捷)郵件之接收及封
發作業。 

2. 108年 10月 11日至 10
月 13 日除國際快捷郵
件之相關必要封發、運
輸人員外，均予放假。 

(二) 國際進口郵件 
1. 國際進口函件: 

停止作業。 

2. 國際進口包裹: 

(1) 10月10日至11日停

止作業。 

(2) 10月12日開拆郵袋。 
(3) 10月13日開拆、驗

關、封發。 

3. 國際進口快捷: 

正常作業。 

 

 
 
 
 

108年 星期六、星期日營業及郵件部門值班詳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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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 窗口營業 郵件封發運輸 郵件收攬投遞 

星期六 一、星期六營業郵局(286 局)，除故宮郵
局及馬祖北竿郵局外，星期六營業
郵局營業時間調整為上午 9時至 12

時。其餘各局停止營業。 

二、i郵箱、自助郵局、穿牆式自動櫃員機、

郵票出售機、封片出售機及開放式信

箱間，24小時營業。 

一、除限時郵件封發及快捷郵件之封發、

運輸相關必要人員外，均予放假。 

二、支局營業收寄之郵件，除快捷及限時

郵件於當日收回交相關處理單位處理

並轉送各投遞單位外，普通郵件是否

收回授權各局(中心)審酌。 

除快捷郵件相關必要收投人員外，均予放

假。惟各局值班人手應視郵件量多寡，本精

簡原則作適度調整。 

星期日 一、配合觀光區用郵需求，臺北故宮郵局

星期日維持營業（提供兌換外幣及銷

售代售與集郵商品服務），其餘郵局，

星期日停止營業。 

二、i郵箱、自助郵局、穿牆式自動櫃員機、

郵票出售機、封片出售機及開放式信

箱間，24小時營業。 

除快捷郵件投遞之相關必要封發、運輸人

員外，均予放假。 

除快捷郵件相關必要收投人員外，均予放

假。惟各局值班人手應視郵件量多寡，本精

簡原則作適度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