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責任局 電腦局名 郵務局號 等級 局名 地址

1
臺北901支 100000 特級 臺北北門郵局

忠孝西路一段120號1

樓

2 臺北5支 100005 甲級 臺北南海郵局 重慶南路二段43號

3 臺北7支 100007 甲級 臺北青田郵局 和平東路一段155號

4 臺北26支 100026 甲級 臺北信維郵局 信義路四段74號

5 臺北30支 100030 甲級 臺北古亭郵局 南昌路二段232號

6 臺北34支 100034 甲級 臺北中崙郵局 復興北路40號

7 臺北36支 100036 甲級 臺北光復郵局 八德路三段240號

8 臺北44支 100044 甲級 臺北成功郵局 四維路198巷38弄12號

9 臺北55支 100055 甲級 臺北松江路郵局 松江路364號

10 臺北67支 100067 甲級 臺北長春路郵局 長春路129號之2

11 臺北87支 100087 甲級 臺北民生郵局 民生東路五段191號

12 臺北91支 100091 特級 臺北金南郵局 愛國東路216號

13 臺北96支 100096 甲級 臺北安和郵局 安和路二段61、63號

14 臺北131支 100131 特級 北投郵局 光明路181號

15 臺北148支 100148 特級 內湖郵局 民權東路六段83號

16 臺北167支 100167 甲級 南港郵局 南港路二段78號

17 臺北170支 100170 特級 木柵郵局 木柵路三段27號

18 板橋901支 220000 特級 板橋文化路郵局 文化路1段395號

19 板橋14支 220014 甲級 板橋國慶郵局 國慶路132號

20 板橋32支 220032 甲級 三峽郵局 民生街66號

21 板橋37支 220037 甲級 鶯歌郵局 中正一路47號

22 板橋41支 220041 特級 新店郵局 北新路2段177號

23 板橋64支 220064 特級 永和郵局 中興街1號

24 板橋71支 220071 特級 中和郵局 民樂路17號

25 板橋72支 220072 甲級 中和泰和街郵局 泰和街6號

26 板橋82支 220082 特級 樹林郵局 保安街1段325號

27 桃園44支 320000 甲級 中壢郵局 建國路36號

28 桃園52支 320008 甲級 平鎮郵局 延平路2段221號

29 桃園69支 320025 甲級 新屋郵局 中山路279號

30 桃園74支 320030 甲級 龍潭郵局 中正路151號

31 桃園84支 320040 甲級 楊梅郵局 大平街7號

32 桃園901支 330000 特級 桃園成功路郵局 成功路一段51號

33 桃園2支 330002 特級 八德大湳郵局 介壽路一段842號

34 桃園9支 330009 特級 蘆竹郵局 南山路一段105號

35 桃園31支 330031 甲級 大園郵局 中山北路85號

36 桃園37支 330037 甲級 大溪郵局 康莊路210號

37 臺中901支 400000 特級 臺中民權路郵局 民權路86號

38 臺中3支 400003 甲級 烏日郵局 光日路123號

39 臺中8支 400008 甲級 霧峰郵局 中正路806號

40 臺中21支 400021 甲級 大里郵局 中興路二段212號

41 臺中22支 400022 特級 大雅郵局 中清東路177號

42 臺中43支 400043 特級 太平宜欣郵局 中山路四段27號

43 臺中65支 400065 特級 臺中英才郵局 民生路200號

全國特、甲級郵局一覽表

臺北郵局

板橋郵局

桃園郵局

臺中郵局



序號 責任局 電腦局名 郵務局號 等級 局名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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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臺中70支 400070 甲級 臺中向上郵局 向上路二段199號

45 臺中72支 420000 特級 豐原郵局 中正路298號

46 臺中86支 420014 甲級 后里郵局 公安路77號

47 臺中98支 420026 甲級 潭子郵局 潭興路三段42號

48 臺中104支 420032 甲級 大甲郵局 新政路1號

49 臺中111支 420039 甲級 臺中港郵局 四維路129號

50 臺中124支 420052 甲級 大肚郵局 沙田路二段666號

51 臺南901支 704000 特級 臺南成功路郵局 成功路6、8號

52 臺南9支 704009 甲級 歸仁郵局 中山路一段637號

53 臺南10支 704010 特級 永康郵局 中山路78號

54 臺南20支 704020 甲級 臺南大同路郵局 大同路二段410號

55 臺南65支 730000 甲級 新營郵局 中山路126號

56 臺南85支 730020 甲級 新化郵局 中正路312號

57 臺南93支 730028 甲級 佳里郵局 延平路375號

58 臺南101支 730036 甲級 麻豆郵局 興國路25號

59 臺南104支 730039 甲級 善化郵局 中正路332號

60 臺南110支 730046 甲級 新市郵局 仁愛街217號

61 高雄901支 800000 特級 新興郵局 中正三路177、179號

62 高雄34支 800034 甲級 大社郵局 自強街9號

63 高雄36支 800036 甲級 高雄西甲郵局 復興三路94號

64
高雄96支 830000 特級 鳳山郵局 中山東路86-2號

65 高雄117支 830023 甲級 鳳山三民路郵局 三民路289號

66
高雄118支 830024 甲級 林園郵局

東林里鳳林路1段176

號

67 高雄125支 830031 甲級 旗山郵局 延平一路690號

68 高雄139支 830045 特級 岡山郵局 民有路68號

69 高雄159支 830065 甲級 路竹郵局 中興路11號

70 基隆39支 200039 特級 汐止郵局 大同路三段168號

71 基隆901支 200450 甲級 基隆愛三路郵局 愛三路130號1F

72 三重901支 241000 甲級 三重中山路郵局 新北大道一段17號

73 三重1支 241001 甲級 三重正義郵局 正義南路10號

74 三重15支 241015 特級 蘆洲郵局 三民路97號

75 三重21支 241021 甲級 五股郵局 成泰路三段541號

76 三重27支 241027 特級 淡水郵局 中正路203號

77 三重36支 241036 特級 新莊郵局 中正路265號

78 三重56支 241056 特級 林口郵局 文化二路一段8號

79 新竹901支 300000 甲級 新竹武昌街郵局 武昌街81號

80 新竹33支 300033 甲級 竹北郵局 中正西路60號

81 新竹38支 300038 甲級 湖口郵局 忠孝路26號

82 新竹47支 300047 甲級 竹東郵局 東林路128號

83 彰化901支 500000 甲級 彰化中央路郵局 中央路270號

84 彰化1支 500001 甲級 和美郵局 彰美路五段331號

85 彰化2支 500002 甲級 花壇郵局 中正路316號

臺南郵局

高雄郵局

基隆郵局

三重郵局

新竹郵局

彰化郵局

臺中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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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彰化23支 500023 甲級 彰化光復路郵局 光復路130號

87 彰化24支 500024 甲級 溪湖郵局 彰水路三段430號

88 彰化27支 500027 特級 鹿港郵局 成功路1號

89 彰化33支 500033 甲級 北斗郵局 光復路226號

90 彰化38支 500038 甲級 二林郵局 仁愛路707號

91 彰化45支 500045 特級 員林郵局 員東路二段490號

92 彰化58支 500058 甲級 田中郵局 員集路二段305號

93 嘉義901支 600000 甲級 嘉義文化路郵局 文化路134號

94 嘉義47支 600047 甲級 朴子郵局 光復路46號

95 宜蘭901支 260000 甲級 宜蘭中山路郵局 中山路3段130號

96 宜蘭25支 260025 特級 羅東郵局 興東路69號

97 苗栗901支 360000 甲級 苗栗中苗郵局 中正路532號

98 苗栗23支 360023 甲級 竹南郵局 民族街86號

99 苗栗29支 360029 甲級 頭份郵局 和平路102號

100 南投10支 540010 甲級 草屯郵局 中正路606號

101 南投28支 540028 甲級 埔里郵局 南昌街284號

102 雲林901支 640000 甲級 斗六西平路郵局 西平路1號

103 雲林11支 640011 甲級 斗南郵局 中山路77號

104 雲林17支 640017 甲級 虎尾郵局 林森路一段495號

105 雲林32支 640032 甲級 北港郵局 文化路54號

106 屏東郵局 屏東901支 900000 甲級 屏東民生路郵局 民生路250號

107 花蓮郵局 花蓮901支 970000 甲級 花蓮國安郵局 中山路408號

108 臺東郵局 臺東901支 950000 甲級 臺東大同路郵局 大同路126號

雲林郵局

彰化郵局

彰化郵局

嘉義郵局

宜蘭郵局

苗栗郵局

南投郵局



郵務電話

(02)2361-5752

(02)2396-3142

(02)2321-4288

(02)2707-7130

(02)2367-2165

(02)2771-1401

(02)2570-1157

(02)2704-3862

(02)2521-6681

(02)2521-6967

(02)2766-2575

(02)2394-0804

(02)2704-9228

(02)2893-2922

(02)2790-1070-13

(02)2785-0141

(02)2939-2781-20

(02)2259-8788

(02)2964-5842

(02)2672-1173

(02)2679-2330

(02)2911-1249

(02)2232-9702

(02)2222-4804

(02)2249-3114

(02)2681-2148

(03)4220-552

(03)4024-420

(03)4772-624

(03)4792-025-13

(03)4755-281

(03)3346-077

(03)3620-477

(03)3524-630

(03)3862-071

(03)3882-141

(04)2221-5121-226

(04)2338-1364

(04)2339-3034

(04)2482-5771

(04)2566-2480

(04)2398-0539

(04)2302-2484

全國特、甲級郵局一覽表



郵務電話

全國特、甲級郵局一覽表

(04)2387-0215

(04)2527-1140

(04)2556-2067

(04)2532-4660

(04)2687-2632

(04)2657-3645

(04)2699-7555

(06)2267-962

(06)2307-454

(06)2322-405轉12

(06)2155-409

(06)6323-613

(06)5902-061

(06)7211-837

(06)5722144

(06)5832-496

(06)5993-205

(07)2212-591

(07)3531-730

(07)3343-490

(07)7462-446-605、

606

(07)7452-124

(07)6412-106

(07)6612-102

(07)6212-462

(07)6962-311

(02)8648-2866

(02)2421-0113

(02)2988-2776-120

(02)2972-9913

(02)2282-1162-101

(02)8295-1026-101

(02)2621-2054

(02)2992-1622-101

02-26085028

(03)5215-984

(03)5552-207

(03)5992-036

(03)5962-892

(04)7616-690

(04)7552-223

(04)7874-640



郵務電話

全國特、甲級郵局一覽表

(04)7221-130

04-8852142

(04)7780-162

(04)8882-047

(04)8964-284

(04)8324-541-18

(04)8742-140

(05)2259-408

(05)3792-130

(03)9324-133

(03)9542-242

(037)334-678

(037)472-634

(037)663-114

(049)2333-461

(049)2982-124-9

(05)5322-245

(05)5972-209

(05)6334-310

(05)7832-229

(08)7323-310

(03)8331-141轉278

(089)311-6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