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個人化郵票訂購單  Personal Greening Stamps Order Form 

請勾選訂購張數 / 面額         Please fill in the quantity of sheets / stamp value required 

項   目 
全張含 

郵票數 

訂 購 張 數  Sheets ordered 製作費用表 Handling charge 

3.5 元面額 5 元面額 12 元面額 25 元面額 訂購張數 單價（元） 

祝福郵票 

綜合圖案 
10 

    
1-50張 100 

結緣郵票 

綜合圖案 
10 

    
51-100張 90 

結緣郵票 

名片型 
6 

    
101-999張 70 

好言好語郵票 

綜合圖案 
10 

    
1,000-1,999張 60 

好言好語郵票 

名片型 
6 

    
2,000-5,000張 48 

十全十美郵票 

綜合圖案 
10 

    
5,001張以上 45 

符碼傳情郵票 

綜合圖案 
4 

    符碼傳情郵票製作費用 

Handling charge 

旅行郵票 

綜合圖案 10 

    

訂購張數 單價（元） 

旅行郵票 

名片型 
6 

    
1-50張 80 

歡樂時光郵票 

綜合圖案 
10 

    
51-100張 70 

歡樂時光郵票 

名片型 
6 

    
101-999張 56 

十全富貴郵票 

綜合圖案 
10 

    
1,000-1,999張 52 

十全富貴郵票 

名片型 
6 

    
2,000-5,000張 48 

旅行臺灣郵票 

綜合圖案 
10 

    5,001 張以上 45 

旅行臺灣郵票 

名片型 
6 

    
製 作 費            元 

Handling charge 

＋ 

郵    票 

面額總值            元 

Face value 

= 
合計            元 

Total 

花語郵票（續） 

綜合圖案 
20 

    

花語郵票（續） 

綜合圖案 
10 

    

花語郵票（續） 

名片型 
6 

    

旅行臺灣(續) 

綜合圖案 
10 

   

旅行臺灣(續) 

名片型 
6 

   

經典文物郵票 

綜合圖案 
10 

   

經典文物郵票 

名片型 
6 

   

合計張數 
     



郵 遞 Delivery  國內郵寄訂購一律以掛號寄退，另加收掛號資費  Price includes surface return delivery for 

foreign orders, if faster return delivery is required, select from the postage options below. 

國內掛號資費 

Domestic postage 

(包括港澳大陸地區） 

(Including Hong Kong, Macao, Mainland China) 
20 元  

 

                  元 
國 際 掛 號 資 費 
International airmail 
registered postage 

亞洲地區 Asia & Oceania 50 元 

歐美地區 America & Europe   90 元 

總  計  Total Price  + 

 

 

 

NT$               元 

 

訂單編號No.                                                                             

訂購者資料（請正楷書寫）   Personal Data (Please write clearly in block letters)  

姓名：Name                                        男/Male      女/Female 

地址：Address                                                                             

郵遞區號：Postal zip code               連絡電話：Phone number（日間）（   ）-                

電子郵箱：E-mail address                                                                     

付款方式   Method of Payment  

國內訂購（請勾選1種）For domestic orders (Please tick one)  

現金 Cash  郵政劃撥 Postal Remittance  郵政匯票 Postal Money Order 

國外訂購（請勾選1種） For foreign orders (Please tick one) 

Check Money Order Draft  

Credit Card (tick one) VISA MasterCard    

Card number               ／                    ／                              

Card expiry date                                                                 

Cardholder's name (printed)                                                         

Cardholder's signature                                                             

簽 名／Signature                                                                  

我已仔細閱讀約定條款並同意遵從。 

I have read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and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m. 

 

 

 

 
郵局保存年限 5 年 



【顧客訂製個人化郵票約定條款】 

請詳閱個人化郵票之約定條款，並在訂購單上簽名，以表示您同意遵守： 

第一條 為維護顧客之隱私權及著作權，特定訂本條款，請您詳閱下列條款並依約定遵守。 

第二條 您保證擁有個人照片或影像之著作權(copyright) ，或版權所有人(copyright owner)之授權 

准許複製。 

第三條 您保證擁有團體照片中所有人員或財物之授權准許複製（兒童影像之授權由監護人提

供）。 

第四條 中華郵政公司（以下簡稱中華郵政）擁有個人化郵票之著作權，任何人均無權複製或授

權製作個人化郵票。 

第五條 個人化郵票之所有照片影像將不被儲存，因此無法作為再次訂購之用。 

第六條 中華郵政擁有審核申請製作個人化郵票照片影像之權利，若提供之照片或現場拍攝之照

片影像不被接受時，中華郵政有權取消訂購無須解釋原因，並無息退還已付款項及相關

照片。 

第七條 中華郵政基於正當理由懷疑您所提供之照片或現場拍攝之影像有侵犯他人隱私權或著

作權時，有權請求提出證明，或由該相關人提供授權予您之證明。如果無法提供前述證

明，中華郵政將退回已付款項及照片。 

第八條 您提供之照片或現場拍攝之影像中，不得出現任何不當物件的全部或部分，而該物件在

我國可能有下列情形之 1 者： 

(一) 對任何種族、性別、宗教、膚色、政治或其他政見、國籍或社團、或其他性質的

群體產生仇恨。 

(二) 觸犯任何法令規定。 

(三) 損害公共衛生、社會秩序、善良風俗，或有違倫理道德。 

(四) 構成任何褻瀆、煽動、叛亂或誹謗罪行之陰謀或鼓吹行為。 

第九條 中華郵政基於正當理由懷疑您違反第 7 條規定時 ，有權取消訂購之申請，並退回已付

款項及照片，無須對取消該訂購而產生或引起之任何損失、損害或開支負責。 

第十條 您必須確保所提供或拍攝之照片影像，不會侵犯任何第 3 者之著作權，包括版權、智慧

財產權及任何其他權利，否則，您必須對任何可能遭到的索償負責，並同意免除中華郵

政此項責任。 

第十一條 若因違反本文所載條款，包括侵犯任何第 3 者著作權，或未經許可使用他人影像、設計

或其他材料、或其中任何部分，致中華郵政遭索償、涉訟、承擔責任所生損失及損害，

您同意予以賠償。 

第十二條 個人化照片影像製成品之顏色、影像品質及位置，將視您所提供之照片色彩、品質及尺

寸之不同可能會產生差異，在法令容許範圍內，中華郵政無須退還已付款項或免費重印。 

第十三條 個人化郵票每 1 枚郵票得按面值作為資費貼寄郵件使用，而附籤票個人照片部分僅可隨

前述郵票一併貼寄郵遞，不得單獨作為郵資使用。 

第十四條 個人化郵票圖案及面值依法令變更時，中華郵政得不經通知逕行更動。 

第十五條 訂購單須使用中華郵政提供之訂單或至郵政網站下載單式填寫。 

第十六條 訂購單須經簽名始生效力，未經簽署姓名者將不獲處理。 

第十七條 中華郵政根據以上條款所提供之投遞服務受到郵政法及郵件處理規則之約束。 

第十八條 個人化郵票之製作時間將依約定時間完成及交付，但以郵件投遞方式交付者，因投遞所

生之延誤，中華郵政將不返還已付款項，亦不賠償因此種延誤所生之損失或損害。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郵務及集郵業務個人資料直接蒐集告知聲明暨同意書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因經營郵政業務郵政儲匯保險業務、

代理業務、其他符合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定業務之需要等特定目的而蒐集、處理

或利用您的識別類(例如：中、英文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聯絡電話、

中、英文地址、電子郵遞地址及其他可辨識資料本人者、銀行或郵局帳戶之號碼及

姓名)，特徵類（性別、出生年月日、出生地、國籍）等資料時，皆以尊重您的權益

為基礎，並遵守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 

您提供之個人資料除其他法律或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只會在契約存續期

間或本公司執行業務所必須之期間，以電子檔或紙本形式於我國境內外供本公司、

本公司之委外廠商、相關國家郵政機構或本公司簽約合作廠商被處理及利用。若您

需要更進一步了解您的個人資料之處理或利用的詳細情形，歡迎您與我們聯繫。 

本公司對於蒐集、處理或利用任何之個人資料皆遵循本公司之個人資料管理目

標與政策為指導原則，並訂有完善之個人資料保護安全維護計畫，任何流程皆有嚴

格控管程序及標準作業流程，因此您可以安心的將您的個人資料提供予本公司。 

本公司保有您的個人資料時，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您可以行使下述的權

利: 

(1) 查詢或請求閱覽您的個人資料。 

(2) 請求製給您的個人資料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您的個人資料。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5) 請求刪除您的個人資料。 

您欲行使上述提及之相關權利時，本公司各地郵局的服務人員皆能受理您的請

求。您可以非常容易的在我們的正式官方網站上找到聯繫我們的電話號碼及各營業

單位地址。 

您可以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您的個人資料。若您選擇不提供個人資料或是提供不

完全時，本公司將可能無法提供您完善的服務。 

 

 
本人已瞭解並同意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務及集郵業務個人資料直

接蒐集告知聲明暨同意書」相關內容。 

        填表人簽名或蓋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