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態 機動

臺中民權路

（901支）
V

「每月」：1- 5日、25- 31日

上午 10:00 至 11:00

中午 12:30 至 13:00

下午 16:30 至19:00

雙月份 6日

上午 11:30 至 13:30

下午 16:30 至 17:30

臺中公園路

（18支）
V

「每月」：1-2日、9-10日、11-12日、

         15-16日、 21-22日、 29-31日

上午 8:30 ～ 9時

中午 11時 ～12時

下午 16時～ 17時

「每月」：1-2日、5-6日、10-11日、

          15-16日、 24-25日、 20-31日

上午 8:30 ～ 9時

中午 11時 ～13時

下午 16時～ 17時

臺中力行路

（23支）
V

「每月」：1-5日、11-15日、25-30日

上午 9時 ～ 10 時

中午 11時 ～13時

下午 16時 ～17時

「每月」：1-10日

上午 8:30 ～9 時

中午 11時 ～13時

下午 16時 ～17時

臺中旱溪

（24支）
V

「每月」：1-15日、25-31日

上午 8:30 ～9時

中午 11時 ～11:30

下午 15時 ～17時

「每月」：1-2日、6-10日、11-15日

          29-31日

上午 8:30 ～9時、10時 ～12時

中午 12時 ～14時

下午 16時 ～17時

臺中大智

（33支）
V

「每月」：1-7日、14-18日、 25-31日

上午 8:30 ～ 9時

中午 11時 ～14時

下午 16時 ～17時

「每月」：1-6日、9-10日、11-15日

          20日、25日、29-31日

上午 8:30 ～ 9時、10時 ～ 11時

中午 11時 ～14時

下午 15時 ～17時

臺中進化路

（42支）
V

「每月」：1-10日、25日、29-30日

上午 8:30 ～ 9時

中午 11時 ～12時

下午 16時 ～17時

「每月」：1-2日、5日、15日、30-31日

上午 8:30 ～ 9時

中午 11時 ～13時

下午 16時 ～17時

臺中中正路

（2支）
V

「每月」：1-5日、 8-10日、11-13日、

         17- 20日、21- 22日、28- 31日

上午  8:30 至 10:15

中午 11:30 至 14:00

下午 15:00 至 16:00、16:30 至 17:30

「每月」：1、2、 5、10、15、25日

上午 11時～12時

中午 12時～14時

下午 16時～17時

臺中法院

（16支）
V

「每月」：1-8日、11-15日、25-31日

上午 9時 ～ 10時、11時 ～ 12時

中午 13時 ～14時

下午 15時～ 17時

「每月」：1-5日、6-10日、15-17日

、 20-22日、 25-26日.

上午 8:30 ～ 9時、11時 ～ 12時

中午 12時 ～14時

下午 15時～ 17時

臺中公益路

（40支）
V

「每月」：1-5日、26-31日

上午  8:30 ～ 9時

中午 11：30～14時

下午 15時～17時

「每月」：6-10日、11-12日、25日

上午 8:30 ～ 9時

中午 11時～14時

下午 15時～～16：30

臺中大全街

（50支）
V

「每月」：1-6日、10-15日、24- 26日

          30-31日

上午 8:30 ～ 9時、 11時 ～13時

下午 15：30～17：30

「每月」：1-6日、10-16日、25日

          30-31日

上午 8:30 ～ 9時

中午 12時 ～13時

下午 16時 ～17時

臺中英才

（65支）
V

「每月」：1-5日

下午 16時 ～21時

「每月」：5日、10日、15日

下午 17時 ～19時

東海大學

（5支）
V

「每月」：1-5日、 25- 31日

上午 9時 ～ 10 時

中午11時 ～ 12時

下午 16時 ～17時

「每月」：1-5日、14- 18日、26- 31日

上午  9時 ～ 10 時

中午 11時 ～ 12時

下午 16時 ～17時

臺中逢甲

（25支）
V

「每月」：1-10日、11-20日、21-30日

上午 8:30 ～ 9時

中午 11時 ～14時

下午 15時 ～18時

「每月」：6-10日、11-14日

上午 8:30 ～ 9時

中午 11時 ～14時

下午 16時 ～17時

臺中郵局轄屬郵局窗口營業時間尖峰時段詳情表 

區別 局名
簡易快速窗口

郵務窗口尖峰時段 儲匯窗口尖峰時段

中區

東區

西區

西屯區



常態 機動

臺中郵局轄屬郵局窗口營業時間尖峰時段詳情表 

區別 局名
簡易快速窗口

郵務窗口尖峰時段 儲匯窗口尖峰時段

臺中西屯

（30支）
V

「每月」：1-10日、11-15日、 25-31日

上午 8:30 ～ 9時

中午10:30 ～14:30

下午16時 ～17：30

「每月」：1-10日、11-15日、26-31日

上午 8:30 ～ 9時

中午 11時 ～14時

下午 15：30～17時

臺中何厝

（44支）
V

「每月」：1-10日、 27-31日

上午 11時 ～12時

中午 12時 ～14時

下午 15時 ～17時

「每月」：1-3日、6- 9日、10- 16日

          30-31日

上午 8:30 ～9時、10時 ～12時

中午 12時 ～13時

下午 14時 ～17時

臺中工業區

（46支）
V

「每月」：1-5日、11-15日、25-30日

上午 8:30 ～9時

中午 12時 ～14時

下午 15時 ～17：30

「每月」：4-7日、10-15日、21-22日

          29-30日

上午 8:30 ～9時

中午 12時 ～13時

下午 16時 ～17時

臺中永安

（61支）
V

「每月」：1-3日、10日、14-15日

          29-30日

上午 11時 ～12時

中午 12：30～13時

下午 16時 ～17時

「每月」：1-2日、10-15日、30-31日

上午 8：30～ 9時、10：30～12時

中午 12：30～13時、14：30～16時

下午 16：30～17時

臺中大隆路

（67支）
V

「每月」：1-7日、10日、11-13日

          28-31日

上午 8:30 ～9：00、10：30～12 時

中午 12時 ～14時

下午 15時～17:30

「每月」：1-7日、10日、11-13日

          29-31日

上午 8:30 ～9：00、10：30～12時

中午 12時 ～14時

下午 15時～17時

臺中福安

（69支）
V

「每月」：1-6日、11-15日、 26-31日

上午 8:30 ～9時

中午 12時 ～13時

下午 15時 ～17時

「每月」：5-10日、11-16日、28-31日

上午 8:30 ～9時

中午 12時 ～13時

下午 14時 ～16時

臺中南屯路

（19支）
V

「每月」：1-5日、10-15日、 23-30日

上午 8:30 ～ 9 時

中午 11時 ～12時

下午 13時 ～14時

     16時～ 17:30

「每月」：1-8日、11-15日、21-22日

          27-30日

上午 8:30 ～ 9 時

中午 11時 ～12時

下午 12時 ～13時、15時 ～16時

     16時 ～17時

臺中嶺東

（29支）
V

「每月」：4-5日、 26-31日

上午 11時 ～ 12時

中午 12時 ～13時

下午 16時 ～17時

「每月」：1-5日、11-12日、15-16日

上午 11時 ～ 12時

中午 12時 ～13時

下午 16時 ～17時

臺中東興路

（36支）
V

「每月」：1-10日、11-16日

上午 11時 ～12時

中午 12時 ～14時

下午 14時 ～17時

「每月」：1-10日、11-16日

中午 12時 ～14時

下午 14時 ～17時

臺中黎明

（47支）
V

「每月」：1-8日、11-15日、 25-31日

上午 8:30 ～9時

中午 11時 ～14時

下午 15時 ～17:30

「每月」：1-10日、11-13日、30-31日

上午 8:30 ～9時

中午 11時 ～13時

下午 15時 ～17:30

臺中向上

（70支）
V

「每月」：1-3日、24-31日

中午 11時 ～13時

下午 16時 ～17時

「每月」：5-6日、9- 11日、15-16日

中午 11時 ～14時

下午 16時 ～17時

臺中育才

（15支）
V

「每月」：11-20日、21-31日

上午 11時 ～ 12時

中午 12時 ～14時

下午 15時～ 17時

「每月」：1-3日、11-20日

上午 8:30 ～ 12時

中午 12時 ～14時

下午 15:30～ 17時

西屯區

南屯區

北區



常態 機動

臺中郵局轄屬郵局窗口營業時間尖峰時段詳情表 

區別 局名
簡易快速窗口

郵務窗口尖峰時段 儲匯窗口尖峰時段

臺中雙十路

（26支）
V

「每月」：1-5日、 25-31日

上午 8:30 ～ 9時

中午 11時 ～14時

下午 16時 ～18時

「每月」：1-2日、5-6日、9-10日

         11-15日、30-31日

上午 8:30 ～ 9時

中午 11時 ～14時

下午 15時 ～17時

臺中五權路

（31支）
V

「每月」：1-2日、30-31日

中午11時 ～14時

下午15時 ～17時

「每月」：1-5日、10日、11- 13日、30日

上午 8:30 ～ 9時

中午11:30 ～13:30

下午 16時 ～17時

臺中漢口路

（37支）
V

「每月」：1-6日、8-10日、11-16日

          25-30日

上午 8:30 ～9時

中午 11時 ～13時

下午 15：30～17：30

「每月」：1-5日、9-10日、11日、15日

          21日、25日

上午 10時～12時

中午 12時～15時

下午 15時～17時

臺中淡溝

（53支）
V

「每月」：1-7日、14-15日、20日

          25-31日

上午 8:30 ～ 9時

中午 11時 ～14時

下午 15時 ～17：30

「每月」：5-7日、15-16日、30-31日

上午 8:30 ～ 9時

中午 11時 ～13時

下午 15時 ～17時

臺中健行路

（55支）
V

「每月」：1-5日、25-31日

上午 11時 ～12時

中午 12時 ～14時

下午 16時 ～17：30

「每月」：5-10日、11-15日

          20-30日（每週一、五）

上午 8:30 ～ 9時、10：30～12時

中午12時 ～14時

下午15時～15：30、16時～17時

臺中水湳

（27支）
V

「每月」：1-6日、 26-31日

上午 8:30 ～ 9時

中午 11：50～12：50

下午 15：50～17：50

「每月」：4-8日、12-15日、29-30日

上午 8:30 ～ 9時

中午 11時 ～14時

下午 16時 ～17時

臺中北屯

（35支）
V

「每月」：1-5日、 28-31日

中午 11時 ～14時

下午 16時～17：30

「每月」：1-11日

上午 8:30～ 9時

中午 11時 ～14時

下午 16時～17時

臺中四張犁

（39支）
V

「每月」：1-6日、23-31日

上午 11時 ～12時

中午 12時 ～14時

下午 15時 ～17時

「每月」：5-10日、10- 15日、25日

上午 11時 ～12時

中午 12時 ～14時

下午 15時 ～17時

臺中大坑口

（41支）
V

「每月」：1-5日、27-31日

上午 11時 ～12時

中午 12時～13時

下午 15時 ～17時

「每月」：5-10日、11- 16日、25- 28日

上午 8:30 ～ 9時、11時 ～12時

中午 12時～14時

下午 16時 ～17時

臺中敦化路

（49支）
V

「每月」：1-8日、25-31日

上午 8:30 ～ 9時

中午 11：30～12：30

下午 15：30～17時

「每月」：5- 10日、11-26日

上午 8:30時 ～ 9時

下午 15：30～17時

臺中軍功

（54支）
V

「每月」：1-4日、11-15日、24-31日

上午 8:30 ～9:30

中午 12時 ～13時

下午 15時 ～17時

「每月」：1-10日、11-18日、21-23日

          30-31日

上午 8:30 ～9:30

中午 12時 ～13時

下午 16時 ～17時

臺中文心路

（63支）
V

「每月」：1-6日、25-31日

上午  8:30 ～9:30

中午 12時 ～13時

下午 16時 ～18時

「每月」：1-6日、15-16日

上午 11 時 ～ 12 時

中午 12時 ～14時

下午 15時 ～17時

北區

北屯區



常態 機動

臺中郵局轄屬郵局窗口營業時間尖峰時段詳情表 

區別 局名
簡易快速窗口

郵務窗口尖峰時段 儲匯窗口尖峰時段

臺中松竹

（66支）
V

「每月」：1-10日、21-31日

上午 10時 ～12時

下午 15時 ～17時

「每月」：5-8日、10-15日

上午  8:30 ～9:30

中午 12時 ～13時

下午 16時 ～17時

大雅清泉崗

（9支）
V

「每月」：1-6日、9- 10日、11- 13日

          19-20日、21- 23日

上午8:30 ～ 09:30、10:30～12時

中午12時 ～ 12:30

下午15時 ～ 17 時

「每月」：1-6日、9- 10日、11- 13日、

          19-20日、21- 23日、29- 31日

上午 08:30 ～ 09:30、10:30 ～ 12時

中午 12時 ～ 12:30

下午 15時 ～ 17 時

大雅

（22支）
V

「每月」：1-5日、 28-31日

下午 15時 ～18時

「每月」：5-6日、10-14日、30-31日

上午 10時 ～12時

中午 12時 ～12:30

下午 16時 ～17時

大雅馬岡厝

（71支）
V

「每月」：1-8日、26-31日

下午  15：30～17時

「每月」：10-16日

中午 12時 ～13時

下午 16時 ～17時

臺中中科

(128支)
V 下午 15:00至17:00

每月:1-12日

下午 13:30-17:30

烏日

（3支）
V

「每月」：1-7日、11- 15日、 25- 31日

上午 8:30  ～ 9:30

中午 12時 ～ 13 時

下午 16時 ～ 18 時

「每月」：1-6日、10日、11- 12日、15日

          29- 31日

上午 8:30  ～ 9:30

中午 11時 ～ 13 時

下午 16時 ～ 17 時

烏日明道

（59支）
V

「每月」：1-7日、11-15日、25-31日

上午 10時 ～11時

中午 11時 ～14時、14時 ～15時

下午 16時 ～17時

「每月」：5-10日、11-15日、28-31日

上午 10時 ～11時

中午 12時 ～13時

下午 16時 ～17時

烏日溪壩

（68支）
V

「每月」：1-10日、26-31日

中午 11時 ～14時

下午 15時～17時

「每月」：10-15日

上午 8:30 ～ 9時

中午 11時 ～14時

大里仁化

（11支）
V

「每月」：1-8日、16- 20日、24- 31日

上午 8：30～ 9 時

中午 12時 ～13時

下午 14時～ 15時

     16時 ～17時

「每月」：6-10日、11- 13日、25- 31日

上午 8：30～ 9 時

中午 11時 ～13時

下午 14時～ 15時

     16時 ～17時

大里

（21支）
V

「每月」：1-5日、 26-31日

上午  8:30 ～ 9:30

中午 11時 ～13時

下午 16時 ～18時

「每月」：1-3日、 6-7日、11-15日

上午  8:30 ～ 9:30

中午 11時 ～13時

下午 13時 ～14時

     16時 ～17時

大里內新

（28支）
V

「每月」：1-5日、 25-30日

中午 12時 ～13時

下午 15時 ～17時

「每月」：1-10日、11-15日

上午 11時 ～12時

中午 12時 ～14時

下午 15時 ～16時

大里草湖

（32支）
V

「每月」：1-5日、11日、25-31日

上午  8:30 ～ 9時

中午 14時～ 15時

下午 17時～17：30

「每月」：11-12日

「每週」：一、五

上午 8:30 ～ 9時

中午 11時～ 14時

下午 16時～17時

大里永隆

（57支）
V

「每月」：5-6日、25-30日

上午 8:30 ～ 9:30

中午 11時 ～12時

下午 15時 ～17時

「每月」：1-7日、10-12日、25-26日

上午 8:30 ～ 9:30

中午 12時 ～13時

下午 16時 ～17時

北屯區

大雅區

烏日區

大里區



常態 機動

臺中郵局轄屬郵局窗口營業時間尖峰時段詳情表 

區別 局名
簡易快速窗口

郵務窗口尖峰時段 儲匯窗口尖峰時段

臺中臺中路

（1支）
V

「每月」：1- 3日、10日、29- 31日

上午 8:30 至 09:30

中午 12:00 至 13:00

下午 15:00 至17:00

「每月」：1- 6日、10日、11- 12日、20日

          29- 31日

上午 8:30～ 9:30

中午 11:30～ 13時、14時～ 15時

下午 16時 ～ 17時

臺中國光路

（17支）
V

「每月」：1-6日、15-20日、 24-31日

上午 10時 ～12時

中午 12時 ～14時

下午 15時～ 17時

「每月」：1-5日、10-12日、29-31日

上午 10時 ～12時

中午 12時 ～14時

下午 15時～ 16時

臺中福平里

（20支）
V

「每月」：1-6日、11-12日、26-31日

上午 10時 ～11時

中午 11時 ～12時

下午 15時 ～18時

「每月」：5-6日、9-13日、14-16日

上午 11時 ～12時

中午 12時 ～14時

下午 16時 ～17時

臺中樹仔腳

（38支）
V

「每月」：1-10日、11-12日、 23-31日

上午 8:30 ～ 9:30、10時 ～12時

中午 12時 ～13時

下午 15時 ～17時

「每月」：1-6日、11-15日、25-26日

          29-31日

上午 8:30 ～12時

中午 12時 ～14時

下午 14時 ～17時

臺中南和路

（45支）
V

「每月」：1-7日、 25-31日

上午11時 ～ 12時

中午12時 ～13時

下午16時 ～17時

「每月」：1-10日、 11-15日

上午 8:30 ～9時、11時 ～ 12時

中午 13時 ～14時

下午 15時 ～17時

太平長億

（10支）
V

「每月」：1-6日、10- 11日、28- 31日

上午 8 :30 ～ 9:30

中午 11時 ～ 12時

下午 15：30 ～17時

「每月」：5-6日、10- 13日、30- 31日

上午 8 :30 ～ 9:30

中午 11時 ～ 12時

下午 13：00～13：45、16時 ～17時

太平坪林

（13支）

「每月」：1-10日、24- 31日

上午 8:30 ～ 9:30

中午 11時 ～12:30

下午 15時～ 17時

「每月」：1-12日、25- 31日

上午 8:30 ～ 10時

中午 13:30 ～14:30

下午 16時～ 17時

太平竹仔坑

（14支）
V

「每月」：1-5日、10-14日、25- 30日

上午 8:30 ～ 9:30

中午 11時 ～13時

下午 15時～ 17時

「每月」：1-5日、10-14日

上午 8:30 ～ 9:30

中午 11時 ～13時

下午 16時～ 17時

太平

（34支）
V

「每月」：1-7日、25-31日

上午  8:30 ～ 9:30

中午 11時 ～14時

「每月」：5-10日、11-16日、25-31日

上午 8 :30 ～ 10時

中午 11時 ～14時

太平宜欣

（43支）
V

「每月」：1-5日、10-11日、25-31日

上午  8:30 ～ 9:30

中午 11時 ～13時

下午 15時 ～18時

「每月」：1-5日、8- 10日、11-13日

          28-31日

上午  8:30 ～ 9:30

中午 11時 ～14時

下午 16時 ～17時

太平永豐路

（60支）
V

「每月」：1-6日、25-30日

上午 8:30 ～ 9:30

中午 11時 ～13時

下午 15時 ～17時

「每月」：4-6日、10日、11- 13日、25日

上午  8:30 ～ 9:30

中午 12時 ～13時

下午 16時 ～17時

霧峰民生路

（6支）
V

「每月」：1-5日、25- 31日

上午 08:30 ～ 09:30

中午 11:00 ～ 13:00

下午 15:30 ～17:00

「每月」：1-2日、5- 8日、11- 12日

          15- 16日、30至 31日.

上午  08:30  ～10:00

中午  11:00 ～ 13:00

下午  16:00 ～17:00

霧峰

（8支）
V  

「每月」：1-8日、26- 31日

上午9時 ～ 12時

中午13時 ～ 14時

下午14時 ～ 18時

「每月」：1-2日、5- 8日、11-12日、

          15-16日、30- 31日

上午8:30 ～ 10時、12時 ～ 13時

中午13時 ～15時

下午17時 ～ 17:30

南區

太平區

霧峰區



常態 機動

臺中郵局轄屬郵局窗口營業時間尖峰時段詳情表 

區別 局名
簡易快速窗口

郵務窗口尖峰時段 儲匯窗口尖峰時段

「每月」：5.30.31日 「每月」：5.6.10.11.25日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V 「每日」： 「每日」：

 上午 09:00 至 10:00  上午 10:00 至11:30

 中午 13:00 至 14:00  中午 13:00 至14:30

 下午 16:30 至 18:00  下午 15:30 至16:40

      17:15 至18:45

豐原中山路 「每月」：25日至次月10日 「每月」：5日至15日

(75支) V 「每週」：星期一 「每週」：星期一、二、五

「每日」：  「每日」： 

 下午 15:30 至 17:00  中午 11:00 至13:00

 下午 15:00 至17:00

豐原三民路 「每月」：1.29.30.31日 「每月」：8.9.10.11.12日

(76支) V 「每週」：星期一 「每週」：星期一

「每日」： 「每日」：

 上午 11:00 至 12:30  上午 10:00 至12:00

 中午 12:30 至 15:00  中午 12:30 至14:00

 下午 16:00 至 17:30  下午 16:00 至17:00

豐原南陽 「每月」：1.5.10.30.31日 「每月」：1.10日

(79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08:30 至 09:30  上午 10:30 至12:00

 中午 12:30 至 14:00  中午 12:00 至13:00

 下午 16:30 至 17:00  下午 16:00 至17:00

豐原翁子 「每月」：1.2.3.28.29.30日 「每月」：1.6.11.15日

(80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10:30 至 11:30  中午 11:00 至14:00

 中午 12:00 至 14:00  下午 16:00 至17:00

 下午 16:00 至 17:00

豐原葫蘆墩 「每月」：1.5.31日 「每月」：10.11日

(83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10:30 至 11:30  上午 10:30 至11:30

 中午 15:30 至 16:00  中午 15:00 至16:00

 下午 16:00 至 17:00  下午 16:00 至17:00

豐原水源 「每月」：1-5日 23-28日 「每月」：10-16日

(85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8:30 至 09:00  上午 09:30 至10:30

 中午 11:00 至 13:30  中午 11:30 至13:00

 下午 16:00 至 17:00  下午 16:00 至17:00

豐原鐮村 「每月」：4.5.6.31日 「每月」：11.12.13.30.31日

(96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10:00 至 11:00  上午 09:00 至10:00

 中午 14:30 至 15:30  中午 12:00 至12:30

 下午 16:00 至 17:00  下午 15:30 至16:30

神岡 「每月」：25至次月5日 「每月」：10.11.12日

(73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中午 12:00 至 14:00  上午 08:30 至09:00

 下午 16:00 至 17:30  中午 12:00 至14:00

 下午 16:00 至17:00

豐原區

豐原

(72支)

神岡區



常態 機動

臺中郵局轄屬郵局窗口營業時間尖峰時段詳情表 

區別 局名
簡易快速窗口

郵務窗口尖峰時段 儲匯窗口尖峰時段

神岡圳堵 「每月」：1.2.29.30日 「每月」：1.10.11.12日

(78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08:30 至 09:30  上午 08:30 至09:30

 中午 11:30 至 12:30  中午 11:30 至12:30

 下午 16:00 至 17:00  下午 15:30 至16:30

神岡社口 V 「每月」：1-6日 25-31日 「每月」：1.5日 10-15日

(81支)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二、三、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08:30 至 09:30  上午 08:30 至09:30

 中午 11:00 至 13:00  中午 11:00 至13:30

 下午 15:00 至 17:30  下午 14:00 至17:00

神岡岸裡 「每月」：1.2.3.28.29.30日 「每月」：1.2.10.11.12日

(84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10:30 至 11:00  上午 10:00 至11:00

 中午 12:00 至 13:00  中午 12:00 至13:00

 下午 16:00 至 17:00  下午 15:30 至17:00

神岡豐洲 「每月」：1-5日 26-31日 「每月」：10.11.12日

(87支) V 「每週」：星期一 「每週」：星期一

「每日」：  「每日」：

 下午 15:00 至 17:00  中午 11:00 至12:00

 下午 15:00 至17:00

石岡 「每月」：1.5.10.25.30日 「每月」：1.10.30日

(74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08:30 至 09:30  上午 08:30 至09:30

 中午 11:30 至 12:30  中午 11:30 至12:30

 下午 16:00 至 17:00  下午 16:00 至17:00

后里 「每月」：1-5.28.29.30日 「每月」：5.6.10.11日

(86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09:00 至 10:00  上午 09:00 至10:00

 中午 11:00 至 13:00  中午 11:00 至13:00

 下午 16:30 至 18:00  下午 16:30 至17:30

后里義里 「每月」：1.4.5.30日 「每月」：6.11.12日

(88支) V 「每日」： 「每週」：星期一

 下午 16:00 至 17:00 「每日」：

 中午 11:00 至14:00

 下午 16:00 至17:00

后里月眉 「每月」：1-5日 28-31日 「每月」：10-15日

(89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08:30 至 09:30  上午 08:30 至 09:30

 下午 16:00 至 17:00  下午 16:00 至 17:00

東勢 「每月」：1.30.31日 「每月」：1.2.11日

(90支) V 「每週」：星期一、二 「每週」：星期一、二

「每日」： 「每日」：

 下午 16:00 至 18:00  上午 11:00 至12:00

 中午 12:00 至13:30

神岡區

石岡區

后里區

東勢區



常態 機動

臺中郵局轄屬郵局窗口營業時間尖峰時段詳情表 

區別 局名
簡易快速窗口

郵務窗口尖峰時段 儲匯窗口尖峰時段

東勢中嵙口 「每月」：1.10.15.30日 「每月」：10.15日

(93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08:30 至 09:30  上午 08:30 至09:30

 中午 12:00 至 13:00  中午 11:00 至12:00

 下午 16:00 至 17:00  下午 16:00 至17:00

新社中興嶺 「每月」：1.5.10.15.25日 「每月」：5.10.15日

(92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08:30 至 09:30  上午 08:30 至09:30

 中午 13:30 至 14:00  中午 11:00 至12:00

 下午 16:00 至 17:00  下午 16:00 至17:00

新社 「每月」：5.10.20.30日 「每月」：5.10.15.20.30日

(95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09:00 至 10:00  上午 08:30 至09:30

 中午 12:00 至 13:00  中午 11:30 至13:30

 下午 16:00 至 17:00  下午 16:00 至17:00

和平谷關 「每月」：1.10.25.30日 「每月」：1.10.15日

(91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11:00 至 12:00  上午 10:00 至12:00

 下午 15:00 至 17:00  下午 14:00 至17:00

和平梨山 「每月」：1.5.10.30日 「每月」：1.5.10.30日

(94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09:00 至 10:00  上午 09:00 至10:00

 中午 11:30 至 12:30  中午 11:30 至12:30

 下午 15:30 至 16:00  下午 15:00 至16:00

和平 「每月」：1.2.30.31日 「每月」：1.2.10.11.30.31日

(97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09:00 至 10:00  上午 08:30 至09:30

 中午 11:00 至 12:00  中午 11:00 至12:00

 下午 16:00 至 17:00  下午 16:00 至17:00

潭子 「每月」：1-5日 26-31日 「每月」：1.2.10.11.12日

(98支) V 「每週」：星期一、五、六 「每週」：

「每日」： 「每日」：

 中午 13:00 至 14:00  上午 10:00 至11:00

 下午 15:30 至 18:00  中午 13:00 至14:00

 下午 15:30 至17:00

潭子加工區 「每月」：1.2.29.30.31日 「每月」：5.10日

(99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08:30 至 09:30  上午 08:30 至09:30

 中午 13:00 至 14:00  中午 11:00 至12:00

 下午 16:30 至 17:30  下午 16:00 至17:00

潭子頭家厝 「每月」：1-3日 28-31日 「每月」：1.3.5.7.9.10日

(100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08:30 至 10:00  上午 08:30 至10:00

 中午 12:30 至 14:00  中午 12:30 至14:00

 下午 16:00 至 17:00  下午 16:00 至17:00

潭子東寶 「每月」：25日至次月5日 「每月」：1.6.11.12日

(101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09:00 至 10:00  上午 08:30 至09:30

東勢區

新社區

和平區

潭子區



常態 機動

臺中郵局轄屬郵局窗口營業時間尖峰時段詳情表 

區別 局名
簡易快速窗口

郵務窗口尖峰時段 儲匯窗口尖峰時段

 中午 12:00 至 12:30  中午 12:00 至12:30

 下午 15:30 至 17:00  下午 15:00 至17:00

潭子栗林 「每月」：1.5.10.15.25日 「每月」：6.11.26日

(102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08:30 至 09:30  上午 08:30 至09:30

 中午 13:00 至 14:00  中午 12:00 至13:00

 下午 16:00 至 17:00  下午 15:30 至17:00

潭子潭北 「每月」：1.2.5.30日 「每月」：5.10.11.12.15日

(103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08:30 至 09:00  上午 08:30 至09:00

 中午 11:00 至 13:00  中午 11:00 至14:00

 下午 16:00 至 17:00  下午 16:00 至17:00

大甲 「每月」：1.2.10.29.30.31日 「每月」：1.2.3.6.10.29.30.31日

(104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09:00 至 10:00  上午 09:00 至10:00

 中午 12:00 至 13:00  中午 11:00 至13:00

 下午 16:00 至 18:00  下午 16:00 至17:00

大甲廟口 「每月」：1-5日 25-31日 「每月」：1-5日 9-12日

(106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11:00 至 12:00  上午 10:30 至12:00

 中午 12:00 至 13:00  中午 12:00 至13:00

 下午 16:00 至 17:00  下午 16:00 至17:00

大甲日南 「每月」：1.10.11.25.31日 「每月」：1.10.25日

(108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08:30 至 09:30  上午 08:30 至09:30

 中午 12:00 至 13:00  中午 12:00 至13:00

 下午 16:00 至 17:00  下午 16:00 至17:00

大甲幼獅 「每月」：1-3日 29-31日 「每月」：9-13日

(109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08:30 至 10:00  上午 08:30 至10:00

 中午 12:00 至 13:00  中午 12:00 至13:00

 下午 15:00 至 17:00  下午 15:00 至17:00

大甲庄美 「每月」：1-3日 29-31日 「每月」：1日 11-13日

(110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12:00 至 12:30  中午 12:00 至12:30

 下午 16:00 至 17:00  下午 16:00 至17:00

大安 「每月」：1.2.30日 「每月」：1.10.11日

(105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08:30 至 10:00  上午 08:30 至10:00

 中午 12:00 至 12:30  中午 12:00 至12:30

 下午 16:30 至 17:00  下午 16:30 至17:00

外埔 「每月」：1.5.10.15.25日 「每月」：10.15日

(107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08:30 至 09:30  上午 08:30 至09:30

 中午 13:00 至 14:00  中午 11:00 至12:00

 下午 16:30 至 17:00  下午 16:00 至17:00

潭子區

大甲區

大安區

外埔區



常態 機動

臺中郵局轄屬郵局窗口營業時間尖峰時段詳情表 

區別 局名
簡易快速窗口

郵務窗口尖峰時段 儲匯窗口尖峰時段

台中港 「每月」：1-3日 29-31日 「每月」：1.10.11.12.13.31日

(111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08:30 至 09:30  上午 08:30 至09:00

 下午 17:00 至 18:00  中午 11:30 至12:30

 下午 17:00 至17:30

梧棲 「每月」：1.2.29.30.31日 「每月」：1.5.10.11日

(114支) V 「每週」：星期一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下午 16:30 至 17:30  中午 11:00 至14:00

梧棲大庄 「每月」：1-4日 29-31日 「每月」：1.2.5.10.15日

(123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08:30 至 09:30  上午 08:30 至10:00

 中午 13:00 至 14:00  中午 11:00 至14:00

 下午 16:00 至 17:00  下午 16:00 至17:00

沙鹿北勢 「每月」：4.5.6.7日 「每月」：4.5.6.7日

(77支) V 「每週」：星期一 「每週」：星期一

「每日」： 「每日」：

 上午 10:30 至 11:30  上午 10:30 至 11:30

 下午 15:00 至 16:00  下午 15:00 至 16:00

沙鹿 「每月」：1.2.10.29.30.31日 「每月」：1.2.10.11.25.30日

(112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08:30 至 09:00  上午 08:30 至09:30

 中午 11:00 至 13:30  中午 11:00 至13:30

 下午 17:00 至 18:00  下午 16:30 至17:00

沙鹿鹿寮 「每月」： 「每月」：

(116支) V 1.2.3.5.10.15.20.25.30日 1-5.10.11.12.15.16.20.25.30日

「每週」：星期一、二、五 「每週」：星期一、二、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10:00 至 12:00  上午 08:30 至10:00

 下午 15:00 至 17:00  中午 11:00 至12:00

 下午 15:00 至17:00

靜宜大學 「每月」：15.16.17.20.25日 「每月」：15.16.17.20.25日

(119支) V 「每週」：星期一 「每週」：星期一

「每日」： 「每日」：

 上午 10:00 至 11:30  上午 10:00 至11:30

 中午 13:30 至 14:00  中午 13:30 至14:00

 下午 16:00 至 17:00  下午 16:00 至17:00

清水 「每月」：1.5.10.31日 「每月」：1.10.15日

(113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六

「每日」： 「每日」：

 中午 13:00 至 14:00  中午 11:00 至13:30

 下午 16:30 至 17:30

清水南社 「每月」：1.5.10.15.25日 「每月」：10.15日

(120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08:30 至 09:30  上午 08:30 至09:30

 中午 11:00 至 12:00  中午 11:00 至12:00

 下午 16:30 至 17:00  下午 16:00 至17:00

清水田寮 「每月」：1-10日 25-30日 「每月」：11.12.13日

(121支) V 「每週」：星期一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下午 15:30 至 17:00  上午 08:30 至09:30

 下午 15:30 至17:00

梧棲區

沙鹿區

清水區



常態 機動

臺中郵局轄屬郵局窗口營業時間尖峰時段詳情表 

區別 局名
簡易快速窗口

郵務窗口尖峰時段 儲匯窗口尖峰時段

龍井 「每月」：1.10.20.30日 「每月」：1.10.30日

(115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09:00 至 10:00  上午 08:30 至09:30

 中午 12:30 至 13:30  中午 12:00 至13:00

 下午 16:00 至 17:00  下午 16:00 至17:00

龍井新庄 「每月」：1.2.30.31日 「每月」：10.11.12日

(117支) V 「每週」：星期一 「每週」：星期一

「每日」： 「每日」：

 下午 16:00 至 17:00  上午 11:30 至14:00

龍井茄投 「每月」：1-4日 29-31日 「每月」：9-11日

(118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08:30 至 10:00  上午 08:30 至10:00

 中午 12:00 至 12:30  中午 12:00 至12:30

 下午 16:00 至 17:00  下午 15:00 至17:00

龍井龍津 「每月」：22日至次月10日 「每月」：5.10.15日

(127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10:00 至 12:00  上午 08:30 至09:30

 中午 13:30 至 14:00  中午 11:00 至12:00

 下午 15:30 至 17:00  下午 15:40 至17:00

大肚 「每月」：1-5日、28-30日 「每月」：10-15日

(124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08:30 至 09:30  上午 08:30 至09:30

 下午 16:00 至 18:00  中午 11:00 至13:00

 下午 16:30 至17:30

大肚追分 「每月」：1-5日 25-31日 「每月」：10-15日

(125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08:30 至 09:30  上午 09:00 至10:00

 中午 12:00 至 13:00  中午 12:00 至13:30

 下午 16:00 至 17:00  下午 16:00 至17:00

大肚蔗廍 「每月」：1.2.3.29.30.31日 「每月」：10.11.12.13日

 (126支) V 「每週」：星期一、五 「每週」：星期一、五

「每日」： 「每日」：

 上午 08:30 至 09:00  上午 08:30 至09:30

 中午 12:00 至 13:00  中午 12:00 至14:00

 下午 15:30 至 17:00  下午 16:00 至17:00

龍井區

大肚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