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內各類郵件服務比較表   108.12.25        

 

 快捷 限時郵件 (含限時掛號) 包裹（含便利箱袋） 
普通函件（掛號、信函、明信片、

印刷物） 

服務

特性 

1. 在國內指定之地區間互寄，以最快

速方法處理並在約定之時間內投

遞。 

2. 服務區域請參閱【國內快捷投遞區

域查詢】。 

3. 發生延誤情形，可退還除報值費、

保價費外已付之資費。 

 

 

1. 國內函件加付限時費，以快速方

式收攬、運送、投遞。 

2. 服務區域請參閱【限時郵件投遞

區域查詢】。 

3. 發生延誤情形，可退還除報值

費、保價費外已付之資費。 

 

 

1. 可郵遞之物品，除郵件處理規則規定之

禁寄物品或郵件規格不符本公司公告

者外，均得按包裹交寄。 

2. 服務區通達各地。 

3. 便利箱袋服務屬包裹範疇，郵資較國內

一般包裹優惠： 

  (1)預付郵資贈送紙箱或紙袋。 

  (2)重量限制依國內包裹收寄規定，本外 

     島、本外地，同一尺寸均一價。 

  (3)重複使用便利箱可享郵資再抵減優 

惠。 

1. 基本郵件業務。 

2. 服務區通達各地。 

3. 信函規格請參閱本公司【營業

規章第 12 條】。 

4. 明信片規格請參閱本公司【營

業規章第 13 條】。 

5. 印刷物類別請參閱本公司【營

業規章第 20-21、29 條】。 

6.  上述各類函件均可另付資 

 費，以「掛號」交寄。 

費用

比較 

國內快捷資費簡表，僅供比較參考，

詳細資費請查【國內快捷資費表】 

 

郵資       地區 

（新臺幣元） 

重量 

★臺灣本島同 

  縣市內互寄 

★臺北市、新 

  北市與基隆 

  間互寄 

★各外島島內 
  互寄 

臺灣本
島不同
縣市互
寄 

★臺灣本  
  島與外 
  島互寄 
★各外島 

 間互寄 

不逾 250  公克  80 120 140 

逾   250  公克 
不逾   1  公斤 

100 150 170 

逾     1  公斤 
不逾   5  公斤 

130 190 200 

逾     5  公斤 
不逾  10  公 斤 170 250  275 

逾    10  公斤 
不逾  15  公斤 210 320 350 

逾    15  公斤 
不逾  20  公斤 250 400 425 

 

限時信函資費簡表，僅供比較參

考，詳細資費請查【函件資費表】 

類別 計費標準 
資費 
(元) 

限時 
 

信函 
 

不逾 20 公克 15 

逾 20公克不逾 50 公克 23 

逾 50公克不逾 100公克 31 

逾 100 公克不逾 250 公克 47 

逾 250 公克不逾 500 公克 79 

逾 500 公克不逾 1 公斤 119 

逾 1 公斤不逾 2公斤 167 

掛號費另加 20 

※國內限時信函每件限重不逾 20 公

斤，逾 2 公斤，每續重 1 公斤加收 48

元，未滿 1 公斤按 1 公斤計算。 

國內包裹資費簡表，僅供比較參考，詳細

資費請查【國內包裹資費表】 

          地區名稱 

   

資費(新臺幣元) 

 

 

重量 

★本島同縣市內互寄 

★臺北市、新北市、 

  基隆間互寄 

★各外島島內互寄 

臺灣本島不

同縣市(南沙

地區、東沙地

區)互寄 

不逾5公斤            70 80 

逾5公斤不逾10公斤    90 100 

逾10公斤不逾15公斤 110 120 

逾15公斤不逾20公斤  135 145 

※包裹內容物確屬不可分裝者，重量限制得彈性放寬至30公斤。 

逾20公斤不逾30公斤  
除以重量20公斤級計費外，每增加1公

斤加收10元（未滿1公斤按1公斤計算。) 

備              註 

內容物確屬不可分裝之包裹，外箱尺寸

(長+寬+高)逾150公分者，應另加計每

超過10公分加收10元(未滿10公分按10

公分計算)。 

便利箱袋依大小尺寸不同，售價介於 65-110

元之間，詳細資費請查【便利箱袋資費表】。 

普通信函資費簡表，僅供比較參

考，詳細資費請查【函件資費表】 

類別 計費標準 
資費 
(元) 

普通 
 

信函 
 

不逾 20 公克 8 

逾 20公克不逾 50 公克 16 

逾 50公克不逾 100公克 24 

逾 100 公克不逾 250 公克 40 

逾 250 公克不逾 500 公克 72 

逾 500 公克不逾 1 公斤 112 

逾 1 公斤不逾 2公斤 160 

掛號費另加 20 

※國內普通信函每件限重不逾20公

斤，逾 2 公斤，每續重 1 公斤加

收 48 元，未滿 1 公斤按 1 公斤計

算。 

郵遞

時效 

 

1. 本地互寄：15 時前交寄當日投遞。 

2. 主要都市間互寄 

●上午 11 時前截郵時刻交寄，當日 

  投遞。 

●逾 11 時前截郵時刻交寄，第 2 

  日上午投遞。 

3. 北北基─臺中之間互寄、 

高雄─臺中之間互寄、 

中彰投地區互寄： 

●13 時前截郵時刻交寄當日投遞。 

●逾 13 時前截郵時刻交寄，第 2 

  日上午投遞。 

4. 本島其餘地區或島嶼間互寄，至

遲於第 2 日投遞。 

5. 詳細時效說明請參考【國內快捷

郵件郵遞時效表】。 

1. 都市間互寄：第 2 日 14時前投遞。 

2. 其餘地區：第 2 日投遞。 

 

3. 詳細時效說明請參考【國內限時

郵件郵遞時效表】。 

1. 本地互寄（同一郵遞區號之鄉鎮市區互

寄）：第 2 日投遞 

2. 其餘都市、鄉鎮互寄：第 2、3 日投遞 

 

3. 詳細時效說明請參考【國內包裹郵遞時

效表】。 

1. 第 2、3 日投遞 

 

2. 詳細時效說明請參考【國內普

通函件郵遞時效表】。 

 

假日

投遞

情形 

全年無休 假日停止投遞 假日停止投遞 假日停止投遞 

限時

郵件

都市

範圍 

都市：臺北市(100-110)、基隆市(200-206)、新北市板橋區(220)、新北市三重區(241)、桃園市(320、324、330)、新竹市(300)、竹北市(302)、苗栗市(360)、

臺中市豐原區(420)、臺中市(400-408)、彰化市(500)、南投市(540)、斗六市(640)、嘉義市(600)、太保市(612)、臺南市新營區(730)、臺南市(700-709)、高雄

市(800-804、806、807)、高雄市鳳山區(830)、屏東市(900)。 

快捷

郵件

主要

都市

範圍 

主要都市間互寄：主要都市指臺灣西部主要都市區行政區域；區域互寄：提供北北基-臺中之間、高雄-臺中之間及中彰投地區間當日投遞服務。 

其餘

說明 

1. 本地互寄：同一郵遞區號之鄉、鎮、市、

區互寄。(該郵遞區號設有投遞單位

者，提供當日投遞服務。) 

2. 寄達時間依收、寄件地區遠近不同而略

有差異。 

 

 

1. 臺灣本島與離島地區或島嶼間互寄者原則 3-5 工作日投遞。  

2. 印刷物至遲於 5 個工作日內投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