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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1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漿果郵票」1

套4枚，郵票委請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3.5元票、

5元票各印5,000萬枚、12元票印1,300萬枚、25元

票印8,500萬枚。

(100-060301-001-01-007)

101-2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變更買賣外幣及

人民幣現鈔預付制作業。

(101-070399-003-01-001)

（101~105年）（101~105年）

101     年     1     月101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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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辦發往歐洲國家

之陸空聯運包裹郵件業務。

(101-050502-001-01-001)

101-4 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花蓮郵局所轄花蓮空軍

教準部郵局（花蓮第39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國立

東華大學營業，並配合更改局名為壽豐東華大學郵

局。

(101-04010204-001-01-001)

101-5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情人節郵票

(101年版)」1套2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由法國卡特

安全印刷廠印製，面值12元票、25元票各印96萬

枚、小全張面值32元印96萬張。

(101-060301-001-01-003)

101-6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重新銷售「郵政簡

易人壽歡喜還本保險」，新成立之契約並適用修正

後之契約條款。

(101-08040199-005-01-003)

101-7 2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屏東郵局所轄內埔水門

郵局(屏東第6支局) 自本日起遷移至屏東縣內埔鄉

水門村成功路37號新局屋營業。

(101-04010204-001-E1-004)

101     年     2     月101     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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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屏東郵局所轄東港郵局

投遞單位因與東港大鵬郵局（屏東第64支局）新建

局屋同棟大樓，自本日起合併為兼投支局，並更改

局名為東港郵局，原東港郵局更改為東港中正路郵

局。

(101-04010204-001-01-003)

101-9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宜蘭郵局所轄員山內城

郵局（宜蘭第4支局）於本日開辦跨行通匯業務。

(101-070399-001-E1-001)

101-10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中壢郵局所轄平鎮山仔

頂郵局自本日起，新增辦理國際匯兌、買賣外幣/

人民幣現鈔及旅行支票業務；彰化郵局所轄溪州郵

局同日起新增辦理買賣外幣/人民幣現鈔及旅行支

票業務；屏東郵局所轄東港郵局同日起增加辦理國

際匯兌業務。

(101-070399-003-01-002)

101-11 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天牛郵票（第

3輯）」1套4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7元票印200萬枚、12元票印800萬

枚、15元票印200萬枚、20元票印500萬枚。

(101-060301-001-01-005)

101     年     3     月101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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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郵戳保管及使用要

點」有關國際郵戳局名排列原則。

(101-04010601-001-01-002)

101-13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國防大學管理

學院創建100週年紀念信封」及「中華民國100年郵

票目錄」1,200本。

(101-060599-001-01-006)

101-14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發售「郵政簡易人

壽金吉利增額保險」新商品。

(101-08040199-005-01-004)

101-15 2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臺灣野生菇郵

票（第2輯）」1套4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由中華彩

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紅托鵝膏、

尖頂粉褶菌)2枚各印78萬枚、12元票(無柄地星、

宮部擬鎖瑚菌)2枚各印76萬枚、小全張面值34元印

66萬張。

(101-060301-001-01-010)

101-16 3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直、橫式國內平

信信封(101年版)。

(101-060599-001-01-005)

101     年     3     月101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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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7 1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臺灣魚類郵票

（第2輯）」1套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5元票(臺灣纓口鰍)印90萬枚、5元票

(臺灣石鮒)、12元票、25元票各印85萬枚。

(101-060301-001-01-013)

101-18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101年4月20日至5月20日

辦理「101年郵票選美活動」。

(101-060201-001-02-003)

101-19 2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臺中四張

犁郵局(臺中第39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臺中市北屯

區豐樂路2段162號營業。

(101-04010204-001-E1-004)

101-20 2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豐原、高雄、基隆、臺

南、澎湖、宜蘭、花蓮等郵局，為配合「海軍101

敦睦遠航訓練任務」，於該訓練支隊航艦停靠轄區

期間，援例設立「中華民國海軍101敦睦遠航訓練

支隊航訓巡迴展臨時郵局」。

(101-04010599-001-01-001)

101-21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中國古典小說

郵票-水滸傳」1套4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

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誤走妖魔)印85萬枚、5

元票(景陽崗打虎)、10元票、25元票各印80萬枚。

(101-060301-001-01-016)

101     年     4     月101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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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2 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祝賀郵票」1

套4枚及小冊1冊，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3.5元票(天作之合)印95萬枚、3.5元

票(蓮生貴子)、5元票、12元票各印85萬枚、小冊

面值60元印20萬冊。

(101-060301-001-01-017)

101-23 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豐原郵局所轄豐原大湳

郵局(豐原第11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臺中市豐原區

豐原大道7段25號新建局屋營業並更改局名為「豐

原葫蘆墩郵局」。

(101-04010204-001-E1-010)

101-24 11日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第4屆董事

長及總經理人選，業經報奉行政院同意，由現任游

芳來董事長續任董事長，王昌副總經理陞任總經理

，並經本公司董事會通過自101年5月11日生效。

(101-13020101-001-01-053)

101-25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中華民國第十

三任總統副總統就職紀念郵票」1套4枚及小全張1

張，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為5元及12元各2

枚各印120萬枚，郵票以橫聯刷設計，小全張面值

為32元印110萬張。

(101-060301-001-01-012)

101     年     5     月101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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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6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新竹郵局所轄湖口長安

郵局(新竹第45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竹縣湖口鄉

忠孝路26號營業。

(101-04010204-001-E1-010)

101-27 3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直、橫式國內明

信片(101年版)。

(101-060599-001-01-009)

101     年     5     月101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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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8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調整國內傳真郵件

資費。

(101-04030601-001-01-003)

101-29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與日本郵政互辦

雙向之「國際掛號函件廣告回信─Registered

IBRS 」及「國際快捷郵件廣告回信─EMS IBRS」

業務。

(101-050503-010-01-007)

101-30 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臺灣貓頭鷹郵

票（101年版）」1套4枚，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

，面值5元票(短耳鴞)印85萬枚、5元票(黃嘴角

鴞)、10元票、25元票各印80萬枚。

(101-060301-001-01-020)

101-31 1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直、橫式國內掛

號信封(101年版)。

(101-060599-002-01-012)

101-32 1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集郵處派員前往印尼參加

101年6月18日至24日舉行之「2012年印尼世界郵展

(INDONESIA 2012)」及設攤售票事宜。

(101-060207-001-01-004)

101-33 1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祥龍郵資票。

(101-060599-001-01-012)

101     年     6     月101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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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4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傳統節慶郵

票」1套4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

製，面值5元票2枚各印85萬枚、10元票、25元票各

印80萬枚。

(101-060301-001-02-002)

101     年     6     月101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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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5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依「各等郵局及各

級郵局等級評定基準」規定，各級郵局調整局級，

升級郵局計20處、降級郵局計4處，相關經理並依

規定核派。

(101-04010401-001-01-001)

101-36 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嘉義郵局所轄民雄郵局

及中壢郵局所轄龍岡郵局自本日起，辦理國際匯

兌、買賣外幣/人民幣現鈔及旅行支票業務，花蓮

郵局所轄花蓮中山路郵局、苗栗郵局所轄銅鑼郵局

及三義郵局同日起增加辦理國際匯兌業務。(101-

070399-003-01-016)

101-37 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發售「郵政簡易人

壽康福保險」新商品。

(101-08040199-005-01-008)

101-38 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1年甄選進用營運職、專

業職(一)及專業職(二)內、外勤從業人員，第一試

日期於本日在臺北、臺中、高雄3地區舉行，並依

第一試成績擇優於101年8月4、5日參加第二試。

(101-13030302-001-01-004)

101-39 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三重郵局所轄五股郵局

(三重第21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北市五股區成泰

路3段533號營業。

(101-04010204-001-E1-013)

101     年     7     月101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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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0 9日 大陸江蘇省郵政工會代表團一行9人，由該會主席

暨江蘇省郵政公司副總經理吳濱先生率團於101年7

月3日至10日蒞臺進行交流訪問，並於本日至中華

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拜訪。

(101-05020499-003-01-004)

101-41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組織規程」第5條規定，增列「置風控長一人，

綜理風險管理業務，並設風險管理室，置室主任一

人，並視業務需要分科辦事」。

(101-02020201-001-01-003)

101-42 1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臺灣蜂類郵票

小全張」1張，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製，面值45元印80萬張。

(101-060301-001-02-005)

101-43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大園菓林

郵局（桃園第33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桃園縣大園

鄉菓林村拔子林2鄰23-45號營業。

(101-04010204-001-E1-013)

101-44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苗栗郵局所轄竹南頂埔

郵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園區(竹南

鎮科研路36號1樓101室)辦公大樓營業，並配合更

改局名為「竹南科學園郵局」。

(101-04010204-001-E1-012)

101     年     7     月101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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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5 16日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2位副總經

理職缺，業經報奉行政院同意，分別由本公司主任

秘書葉仲嫄及資金運用處處長吳元仁陞任；現任總

稽核蘇建忠101年7月16日屆齡退休所遺職缺，奉核

定由臺北郵局經理邱元忠陞任。

(101-13020101-001-02-009)

101-46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所轄高雄一等甲級郵局經理

業務長陳憲着調派本公司主任秘書，抵補業務長葉

仲嫄升任副總經理遺缺。

(101-13020101-001-02-013)

101-47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蕨類郵票（

101年版）」1套4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由中央印製

廠印製，面值5元票(鞭葉耳蕨)印85萬枚、5元票

(尾葉實蕨)、10元票、25元票各印80萬枚、小全張

面值45元印80萬張。

(101-060301-001-02-008)

101     年     7     月101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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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8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大雅馬岡

厝郵局自本日起開辦跨行通匯業務。

(101-070399-001-01-001)

101-49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重新銷售「郵政簡

易人壽喜樂年年還本終身保險」，新成立之契約並

適用修正後之契約條款。

(101-08040199-005-01-012)

101-50 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與中國集郵協會於101年8月

9日至13日共同舉辦「臺北2012國際集郵邀請

展」。

(101-060206-001-01-015)

101-51 1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101年8月13日至18日邀請

大陸地區中國郵政集團公司企業發展與科技部李副

總經理明等一行6人來臺進行「郵用自動化機械設

備會議」。

（101-05020499-003-01-007）

101-52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豐原郵局所轄葫蘆墩郵

局自本日起開辦跨行通匯業務。

(101-070399-001-01-002)

101-53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推出房貸新商品

「菁英專案」。

(101-08050201-001-E1-001)

101     年     8     月101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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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4 2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親情郵票」1

套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

元票印82萬枚、7元票、10元票、12元票各印78萬

枚。

(101-060301-001-01-009)

101     年     8     月101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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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6 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辦事簡則」暨「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分層負責

明細表」，修正重點：辦事簡則部分新增風險管理

室職掌，並將原總經理室職掌中屬風險管理事項者

，移列為該室職掌；分層負責明細表部分新增風險

管理室，並將原總經理室中屬風險管理工作事項之

核判規定，移列該室。

(101-02020303-001-E1-003)

101-57 1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臺灣茶葉郵票

小全張」1張，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面值50元印80萬張。

(101-060301-001-02-013)

101-58 1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兩岸郵政速遞

（快捷）航空郵件業務。

(101-04040799-004-04-007)

101-59 17日 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邀請大陸地區「海峽兩岸郵

政交流協會」於本日來臺參加「兩岸郵政速遞(快

捷)」業務開通儀式及「兩岸郵政業務擴大交流合

作會」事宜。

(101-05020499-003-01-012)

101-55 1日 為落實風險管理之獨立性，以健全風險管理職能，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置風控長，設風

險管理室，置室主任1名，下設綜合規劃及風險控

管2科。

(101-13030201-001-02-009)

101     年     9     月101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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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1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花語郵票（

續）」1套20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3.5元票印80萬枚(10枚聯刷)、5元票

印50萬枚(10枚聯刷)。

(101-060301-001-02-014)

101-62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發售「郵政簡易人

壽康泰103保險」新商品。

(101-08040199-005-01-015)

101-60 1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配合「兩岸郵政速遞（快

捷）」業務開辦，馬祖郵局(台北第189支局)增設

大陸海運郵件出口工作站。

(101-13030201-001-02-015)

101     年     9     月101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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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7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苗栗郵局所轄苗栗文山

郵局(苗栗第6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苗栗縣苗栗市

至公路448號營業。

(101-04010204-001-E1-018)

101-68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臺中嶺東

郵局（臺中第29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與臺中南屯路

郵局（臺中第19支局）合署營業。

(101-04010204-001-01-019)

101-63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鐫刻「慶祝雙十國慶」紀念

郵戳，並自本日啟用。

(101-06030699-001-E1-010)

101-64 1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鐫刻「中華民國101年全國

郵展紀念」郵戳於本日啟用。

(101-06030599-001-02-014)

101-65 1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舉辦「中華民國101年全國

郵展」於10月11日至16日在鳳山國中體育館舉行。

(101-060206-001-01-006)

101-66 1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中華民國101

年全國郵展紀念郵資票」。

(101-060599-001-01-016)

101     年     10     月101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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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3 2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大里大新

街郵局（臺中第57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臺中市大

里區永隆一街82號營業，並更名為大里永隆郵局。

(101-04010204-001-E1-018)

101-74 2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雲林郵局所轄二崙油車

郵局(雲林第21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雲林縣二崙鄉

文化路260、262號營業。

(101-04010204-001-E1-018)

101-69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舉辦101年傑出郵政人員出

國觀摩活動，於10月15日至21日赴日本觀摩7天。

(101-130404-002-01-002)

101-70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豐原郵局所轄潭子栗林

郵局自本日起開辦跨行通匯業務。

(101-070399-001-01-003)

101-71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提高買回外幣現

鈔（人民幣除外）各幣別每筆最高限額為折合新臺

幣10萬元。

(101-070399-003-02-002)

101-72 2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卡通動畫郵票

小全張－玩具總動員」2張，郵票由法國卡特安全

印刷廠印製，兩款面值皆39元各印85萬張。

(101-060301-001-02-017)

101     年     10     月101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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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9 2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三友百禽圖古

畫郵票小全張」2張，郵票由法國卡特安全印刷廠

印製，面值27元及70元各印100萬張。

(101-060301-001-03-003)

101-75 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臺灣保育類哺

乳動物郵票」1套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5元票(白鼻心)印85萬枚、5元票(臺

灣小黃鼠狼)、10元票、25元票各印80萬枚。

(101-060301-001-02-019)

101-76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0年度工作考成等第業經

行政院核定為甲等（分數為82.53分）。

(101-02050201-001-01-003)

101-77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於各等郵局所轄

901支局開辦「未來郵件」業務。

(101-040206-001-01-005)

101-78 1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新營郵局所轄鹽水茄苳

腳郵局(新營第10支局)自本日起與新營太子宮郵局

合署營業(臺南市新營區太北里9-5號)。

(101-04010204-001-E1-027)

101     年     11     月101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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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5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左營軍港

郵局(高雄第15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高雄市左營區

實踐路43號營業。

(101-04010204-001-E1-027)

101-80 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新年郵票（

101年版）」1套2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由卡登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3.5元票印410萬枚、13元

票印160萬枚、小全張面值12元印140萬張。

(101-060301-001-03-005)

101-81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彰化郵局所轄鹿港草港

郵局及田中內灣郵局自本日起開辦跨行通匯業務。

(101-070399-001-01-004)

101-82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北郵局所轄東吳大學

郵局自本日起開辦跨行通匯業務。

(101-070399-001-01-005)

101-83 1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臺灣深海生物

郵票小全張」2張，郵票委請荷蘭瓊安斯丁安宗廠

印製，面值44元及25元各印80萬張。

(101-060301-001-03-006)

101-84 2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板橋郵局所轄土城學府

路郵局(板橋第29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北市土城

區明德路二段58號營業。

(101-04010204-001-E1-027)

101     年     12     月101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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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 2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豐原郵局改隸臺中郵局

後，原郵務科投遞股連同員額移撥改隸豐原中正路

郵局(原豐原第901支局)，並更名為郵務股。(102-

13030201-001-01-003)

102-1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神岡豐洲

郵局自本日起開辦跨行通匯業務。

(101-070399-001-E1-002)

102-2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配合作業需要及精簡組織

，郵刊編輯科自本日起裁撤，相關業務併入公關

科。(101-13030201-001-02-020)

102-3 1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漿果郵票（

續）」1套4枚，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2.5

元票印160萬枚、7元票印400萬枚、10元票印2200

萬枚、32元票印650萬枚。

(102-060301-001-01-002)

102-4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基隆郵局所轄基隆東信

路郵局(基隆第13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基隆市信義

區東信路123號營業。

(102-04010204-001-E1-002)

102-5 2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中壢郵局於整合

後相關郵務科投遞股、快捷股連同員額分別移撥改

隸桃園郵局郵務科下設桃園投遞股、桃園快捷股、

中壢投遞股、中壢快捷股。

(102-13030201-001-01-002)

102     年     1     月102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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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2 3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臺灣特色美食

郵票─家常菜」1套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4枚各印82萬枚。(102-

060301-001-01-003)

102-7 2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鳳山郵局郵務科投遞

股、快捷股於整合後改隸鳳山中山東路郵局(原鳳

山第901支局)，投遞股改名為郵務股。

(102-13030201-001-01-005)

102-8 2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e動郵局」

業務。

(102-070206-001-01-001)

102-9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暫停銷售「郵政簡

易人壽美利人生利率變動型保險」。

(102-08040102-002-01-002)

102-10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新竹郵局所轄湖口德盛

郵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竹縣湖口鄉成功路100號營

業。

(102-04010204-001-E1-002)

102-11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發售「郵政簡易人

壽金彩123增額還本保險」新商品。(102-

08040102-002-01-001)

102     年     1     月102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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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3 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情人節郵票（

102年版）」1套2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由荷蘭瓊安

斯丁安宗廠印製，面值12元票印150萬枚、25元票

印148萬2千枚、小全張面值37元印85萬張。

(102-060301-001-01-005)

102-14 18日 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職務，業

奉行政院同意由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副主任委員李

紀珠擔任；總經理王昌續任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並為總經理，並經本公司董事會通過自102年2

月18日生效。

(102-13020101-001-01-025)

102     年     2     月102     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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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7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調整出口國際快

捷及國際包裹郵件（含大陸地區及兩岸速遞）郵資

計費方式。

(102-050504-001-01-001)

102-18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3月1日至3月29日辦理「
102年郵票選美活動」。

(102-060201-001-01-002)

102-19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與中壢、臺中與豐

原、高雄與鳳山郵局（責任中心局）整合案，業經

本公司第4屆董事會第4次會議決議通過，自本日起

施行，案關中壢、豐原、鳳山郵局人事室同日裁

撤；桃園一等乙級郵局人事室同日改為一等甲級郵

局人事室。

(102-13030201-001-01-007)

102-15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與中壢、臺中與豐

原及高雄與鳳山等郵局自102年3月1日起整合，桃

園與中壢郵局整合後，局名為「桃園郵局」，臺中

與豐原郵局整合後，局名為「臺中郵局」，高雄與

鳳山郵局整合後，局名為「高雄郵局」。

(102-04010203-001-01-001)

102-16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自本日起提升

為一等甲級郵局；臺中郵局所轄豐原中正路郵局（

臺中第72支局）及高雄郵局所轄鳳山中山東路郵局

（高雄第96支局），自同日起提升為特級郵局。

(102-04010401-001-01-001)

102     年     3     月102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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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1 1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臺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

統烏日─文心北屯線捷運工程作業需要，臺中郵局

所轄臺中文心路郵局（臺中第63支局）於本日遷移

至臺中市北屯區文心路4段752號營業。

(102-04010204-001-01-006)

102-20 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糧食郵票-穀

物篇」1套4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製，面值5元票印86萬枚、7元票、10元票、25元

票各印82萬枚。

(102-060301-001-01-007)

102-22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滿足市場多元服務需求，

擴大兩岸郵遞商機，自本日起開辦海運「兩岸郵政

速遞（快捷）」業務。

(102-04040799-004-01-024)

102-23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清代刺繡郵

票」1套5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由法國卡特安全印

刷廠印製，面值10元票(孔雀及奇石圖案)印112萬

枚、另4枚10元票各印110萬枚、小全張面值100元

印80萬張。

(102-060301-001-01-008)

102-24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北郵局所轄內湖文德

郵局及板橋郵局所轄中和南勢角郵局自本日起，新

增開辦國際匯兌、買賣外幣/人民幣現鈔及旅行支

票業務；板橋郵局所轄三峽中山郵局、高雄郵局所

轄高雄正言郵局及三重郵局所轄新莊後港路郵局，

同日起開辦買賣外幣/人民幣現鈔及旅行支票業

務。

(102-070399-003-01-002)

102     年     3     月102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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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5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售本公司「郵政

簡易人壽金寶貝兒童保險」。

(102-08040102-002-01-003)

102-26 2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調整便利箱(袋)售

價。

(102-04030601-001-01-001)

102-27 2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發售「郵政簡易人

壽祥富增額保險」新商品。

(102-08040102-002-01-004)

102-28 3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鐫刻「新竹火車站建站100

週年紀念」紀念郵戳於本日啟用，並於新竹武昌街

郵局及相關臨時郵局使用。

(102-06030599-002-01-002)

102     年     3     月102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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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9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日本進口之

冷藏國際快捷郵件（Cool EMS）業務。

(102-050503-010-01-004)

102-30 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童玩郵票(102

年版)」1套5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5元票(提燈籠)印85萬枚、另4枚5元

票各印82萬枚。

(102-060301-001-01-009)

102-31 16日 大陸海峽兩岸郵政交流協會代表團於4月16日至22
日來臺會議及參訪。

(102-05020499-003-01-008)

102-32 1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漿果郵票（續

2）」1套4枚，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1元票

印850萬枚、15元票印390萬枚、17元票印90萬枚、

20元票印900萬枚。

(102-060301-001-01-010)

102-33 2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高雄新樂

郵局自本日起遷址至高雄市左營區華夏路390號營

業，並更名為左營華夏路郵局。

(102-04010204-001-01-009)

102-34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直式國內掛號信

封(102年版)。

(102-060599-001-01-009)

102     年     4     月102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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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5 2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挑選100年1月1日發行之

「慶典煙火郵票」小全張參與WIPA  GRAND PRIX

2011 in Austria郵票選美競賽」榮獲第6名。

(102-06030599-002-01-003)

102     年     4     月102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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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6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102年5月10日至15日派員

前往澳洲墨爾本參加「2013年澳洲世界郵展（

Australia 2013 FIP World Stamp

Exhibition）」並設攤展售我國郵票。

(102-060207-001-01-006)

102-37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中國古典小說

郵票─水滸傳(102年版)」1套4枚，郵票由中華彩

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智取大名

府)印88萬枚、5元票(石碣受天文)、10元票、25元

票各印86萬枚。

(102-060301-001-01-013)

102-38 1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辦理「101年郵政壽險超越

顛峰業務競賽國外觀摩活動」於5月13日至16日前
往菲律賓觀摩。

(102-080199-003-E1-016)

102-39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策略設計委員會增置專

任副主任委員名額1名。

(102-13030201-001-02-009)

102-40 2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祝賀郵票（

102年版）」1套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3.5元票2枚(熱帶魚、天鵝)各印100

萬枚、5元票2枚(企鵝、鴛鴦)各印95萬枚。

(102-060301-001-01-015)

102     年     5     月102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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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1 2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榮獲《30》雜誌與東方線上

&東方快線合作辦理之102年度「Young 世代品牌大

調查」「銀行」類「最愛使用」及「最想擁有」品

牌第1名。

(102-070399-004-01-006)

102-42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2年度榮獲「經理人月

刊」影響力品牌及「讀者文摘」信譽品牌殊榮。

(102-04040799-004-03-004)

102-43 28日 大陸地區四川省郵政公司阮總經理大平一行於102

年5月28日至6月3日來臺考察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壽險業務。(102-080199-003-03-009)

102     年     5     月102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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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4 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新營郵局所轄鹽水茄苳

腳郵局(新營第10支局) 自本日起遷移至新址（臺

南市鹽水區忠孝路54號）營業。

(102-04010204-001-01-010)

102-45 3日 「102年大陸地區郵政公司來臺參訪交流會」於6月
3日至9日舉行。

(102-080199-003-04-004)

102-46 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業務需要，就本公司現

有職缺進用重要管理人員（專任副主任委員）1

人。(102-13030302-001-01-007)

102-47 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直、橫式國內明

信片(102年版)。

(102-060599-001-01-012)

102-48 1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香草植物郵

票」1套4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

製，面值5元票(胡椒薄荷)印85萬枚、5元票(迷迭

香)、12元票及15元票各印80萬枚。

(102-060301-001-01-017)

102-49 1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龍潭三林

郵局(桃園第77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桃園客家文化

館內營業，並更名為「桃園客家文化館郵局」。

(102-04010204-001-01-010)

102     年     6     月102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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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0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直、橫式國內平

信信封(102年版)。

(102-060599-001-01-012)

102-51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嘉義郵局、花蓮郵局、

澎湖郵局於本日配合交通部觀光局舉辦「臺灣夏至

235」系列活動，並於相關地點設立臨時郵局。

(102-060201-001-01-026)

102-52 2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2年甄選進用營運職、專

業職(一)及專業職(二)內、外勤從業人員，第一試

日期於本日在臺北、臺中、高雄3地區舉行，並依

第一試成績擇優於7月27、28日參加第二試。

(102-13030302-001-01-003)

102-53 2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臺灣貓頭鷹郵

票(102年版)」1套4枚，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

面值5元票(領角鴞)印85萬枚、5元票(東方草鴞)、

10元票及25元票各印80萬枚。

(102-060301-001-01-021)

102     年     6     月102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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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4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北郵局所轄臺北三張

犁郵局（臺北第43支局）、高雄郵局所轄旗山郵局

（高雄第125支局）2處郵局，自1本日起降為乙級

郵局。

(102-04010401-001-01-002)

102-55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嘉義郵局所轄民雄雙福

郵局及臺東郵局所轄臺東中山路郵局自本日起，新

增辦理國際匯兌、買賣外幣現鈔及旅行支票業務；

屏東郵局所轄恆春南門郵局及雲林郵局所轄西螺郵

局同日起新增辦理買賣外幣現鈔及旅行支票業務。

(102-070399-003-01-012)

102-56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古物郵票（

102年版）」1套2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由中華彩色

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12元票印100萬枚、

25元票印95萬枚、小全張面值37元印90萬張。

(102-060301-001-01-024)

102-57 1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李紀珠等相關主管人

員共7人於7月14日至20日應大陸中國郵政集團公司
邀請，前往大陸上海及北京兩地進行業務交流訪問
。(102-05020499-003-01-016)

102-58 2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臺灣野生菇郵

票（第3輯）」1套4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由卡登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葡萄狀枝瑚菌)

印80萬枚、5元票(高羊肚菌)、12元票2枚各印75萬

枚、小全張面值34元印64萬張。

(102-060301-001-02-001)

102     年     7     月102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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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9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資訊處研究發展科自本日起

更名為綜合規劃科。

(102-13030201-001-02-021)

102-60 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新營郵局所轄官田新中

郵局（新營第42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臺南市新市

區大營里131-18、131-19號新址營業。(102-

04010204-001-E1-011)

102-61 7日 交通部102年8月7日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李紀珠於102年8月7日離職，所遺董事長職務

由交通部政務次長陳純敬兼代，並接任董事職務。

(102-010299-001-01-010)

102-62 9日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李紀

珠離職後，所遺董事長職務由交通部政務次長陳純

敬兼代，總經理職務仍由王昌續任，並自102年8月

9日生效。(102-13020101-001-03-016)

102-63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臺灣特色美食

郵票－小吃」1套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5元票4枚(臭豆腐、肉圓、蚵仔煎、

滷肉飯)各印82萬枚。

(102-060301-001-02-004)

102-64 2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中華民國102

年全國郵展紀念郵資票」。

(101-060599-001-01-015)

102     年     8     月102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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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5 2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推出房貸新商品

「享優貸」，同時停辦同性質商品「福利貸」。

(102-080499-005-02-015)

102-66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天牛郵票（第

4輯）」1套4枚，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5元

票2枚(蘭嶼偽鍬形天牛、蓬萊紅天牛)各印1,700萬

枚、10元票印1,000萬枚、25元票印4,700萬枚。

(102-060301-001-02-006)

102     年     8     月102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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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7 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強化本公司郵票審議專業

，增聘外部委員1名，調減內部委員1名，並修正本

公司「郵票設計審議簡則」。

(102-06030699-001-01-038)

102-68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發售「合家歡增額

保險」新商品。

(102-08040199-003-01-016)

102-69 1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名人肖像郵票

─蔣宋美齡」全套1枚，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

面值12元票印85萬枚。

(102-060301-001-02-009)

102-70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1年度工作考成等第業經

行政院核定為甲等（分數為82.55分）。

(102-02050201-001-01-003)

102-71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超優貸」房貸商品，利率

已不符合目前市場利率走勢，自本日起停辦。

(102-08050202-001-01-001)

102-72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正式啟用「儲金新

開戶自動化作業暨印鑑比對系統」。

(102-070201-004-02-015)

102     年     9     月102     年     9     月

36



102-73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將壽險處原辦理

之壓力測試及資產負債管理作業移撥風險管理室風

險控管科。

(102-13030201-001-02-016)

102-74 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古代文物郵票

小全張」2張，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製，面值25元及37元各印95萬張。

(102-060301-001-02-012)

102-75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鐫刻「慶祝雙十國慶」紀念

郵戳，於本日啟用。

(102-06030699-001-E1-003)

102-76 1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主任秘書陳憲着於10月14日
至20日率員前往大陸北京、武漢及廣州地區參訪中
國郵政之郵件處理中心。

(102-05020499-003-02-011)

102-77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發售「郵政簡易人

壽大吉大利增額還本保險」新商品。(102-

08040199-002-02-008)

102-78 1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靈蛇郵資票。

(102-060599-001-01-019)

102     年     10     月102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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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9 2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旅行臺灣郵票

（續）」（個人化郵票）1套10枚，郵票由卡登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6枚聯刷)、12元

票(4枚聯刷)印84萬枚。

(102-060301-001-02-013)

102-80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交通部與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暨經理部門權責劃分表」，本次

修正參、人事第十點，增列「專任副主任委員」之

任免，應經交通部核轉或擬報。

(102-02020301-001-01-002)

102     年     10     月102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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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1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拓展本公司通路效益，接

受洋基通運股份有限公司（簡稱DHL）委託辦理代

收DHL國際航空快遞貨件業務，並函頒作業須知，

自本日起，陸續由臺灣北部朝南部分梯次開辦。

(102-04040799-005-01-015)

102-82 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函報擬與大陸中國郵政集團

公司開辦兩岸「郵政e小包」業務，自102年11月4

日起試營運，於102年12月16日正式開辦。

(102-04040799-004-05-003)

102-83 4日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職務

，業奉行政院同意由翁文祺接任，總經理職務仍由

王昌續任，並自102年11月4日起生效。

(102-13020101-001-04-010)

102-84 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臺灣自行車道

郵票」1套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面值5元票(新北 新店溪自行車道)印85萬枚、5

元票(新北 八里左岸自行車道)、10元票2枚（桃園

三坑鐵馬道、新竹 十七公里海岸線自行車道）各

印80萬枚。

(102-060301-001-02-016)

102-85 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鐫刻「102年新社花海」紀

念郵戳，於11月9日至12月8日期間使用。

(102-06030699-001-02-005)

102     年     11     月102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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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6 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2年郵政人員升資高員、

員、佐級考試於11月9日至10日，分北部（臺北）
、中部（臺中）、南部（高雄）三考區舉行。

(102-13030301-001-01-002)

102-87 1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舉辦102年傑出郵政人員出

國觀摩活動，於11月13日至19日赴澳洲觀摩7天。

(102-130404-002-01-003)

102-88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龍鳳呈祥郵

票」全套1枚，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50元

票印260萬枚。

(102-060301-001-02-018)

102-89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國際匯入匯

款」業務，受款銀行變更為永豐銀行，並自102年

12月25日起停辦信匯及外勞匯款等事宜。

(102-07010203-001-02-010)

102-90 1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基隆七堵郵局郵件投遞

部門自本日起遷移至第24支局（基隆百福郵局）作

業。

(102-13030201-001-03-006)

102-91 2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故宮經典文物

郵票」（個人化郵票）1套10枚，郵票由中華彩色

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6枚聯刷)、12

元票(4枚聯刷)各印90萬枚。

(102-060301-001-02-19)

102     年     11     月102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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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2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南投郵局所轄水里郵局

(南投第13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南投縣水里鄉中山

路一段118、120號營業。

(102-04010204-001-E1-015)

102     年     11     月102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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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3 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臺灣桃園

國際機場郵局（桃園第35支局）自本日起於機場第

一航廈出境大廳增設延伸郵務工作站。

(102-04010201-002-E1-007)

102-94 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新年郵票（

102年版）」1套2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由卡登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3.5元票印420萬枚、13元

票印170萬枚、小全張面值12元印140萬張。

(102-060301-001-02-020)

102-95 13日 台灣郵政協會邀請大陸「海峽兩岸郵政交流協會」

代表團於12月13日至22日至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參加「兩岸珍郵特展」、「兩岸郵政e小包暨兩岸
通郵5週年回顧展」開幕典禮並至本公司郵政博物
館及各地郵局交流訪問。
(102-05020499-003-02-016)

102-96 1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協助莫拉克風災重建永久

屋基地觀光產業發展，於本日在高雄市杉林大愛園

區辦理「啟動幸福產業行銷系列活動」，並設置行

動郵局。

(102-04010501-001-01-001)

102-97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配合文化部等13個機

關進駐新莊副都心中央合署辦公大樓辦公增加設立

「新莊副都心郵局」1處。

(102-04010201-002-01-005)

102     年     12     月102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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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8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左營軍港

郵局（高雄第15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北市新莊

區中平路439號，並更名為「新莊副都心郵局」營

業。(102-04010204-001-01-015)

102-99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兩岸「郵政e

小包」郵件服務業務，並頒定兩岸「郵政e小包」

郵件處理須知。

(102-05020402-001-01-001)

102-100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嚴前總統家淦

先生逝世20週年紀念信封」1款，另鐫刻紀念郵戳1

式，供臺北北門郵局等37個長期集郵訂戶作業郵局

及郵政博物館於發行當日蓋用。(102-060599-001-

01-024)

102-101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12月16日至20日辦理「海
峽兩岸珍郵特展 郵政/郵票博物館館藏交流展」。
(102-06060301-001-01-015)

102     年     12     月102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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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臺灣珊瑚郵

票」1套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面值3.5元票及5元票各印85萬枚、10元票及15元票

各印80萬枚。

(103-060301-001-01-001)

103-2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高雄、基隆、臺

南、澎湖、宜蘭、花蓮等郵局，為配合「海軍103

敦睦遠航訓練任務」，於該訓練支隊航艦停靠轄區

期間，援例設立「中華民國海軍103敦睦遠航訓練

支隊航訓巡迴展臨時郵局」。

(103-04010501-001-01-001)

103-3 16日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理陳

賜得及總稽核邱元忠於103年1月16日退休遺缺，業

經報奉行政院同意，分別由本公司主任秘書陳憲着

及勞工安全衛生處處長陳麗瓊升任。

(102-13020101-001-04-025)

103-4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一等甲級郵局經理

業務長江瑞堂調派本公司主任秘書。

(102-13020101-001-04-024)

103-5 2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臺灣特色美食

郵票-伴手禮」1套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4枚(鳳梨酥、麻糬、太陽

餅、蛋黃酥)各印82萬枚。

(103-060301-001-01-002)

103     年     1     月103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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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6 1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人民幣匯

款」業務及辦理優惠活動，並調整匯出匯款匯費暨

相關作業。

(103-07010203-001-01-012)

103-7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保育鳥類郵

票-藍腹鷴」1套4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由卡登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2枚(亞成鳥、雄

鳥)、10元票及12元票各印90萬枚、小全張面值25

元印80萬張。

(103-060301-001-01-007)

103     年     2     月103     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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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8 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燈塔郵票（

103年版）」1套4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

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芳苑燈塔)印95萬枚、5元

票(查母嶼燈塔)、10元票及25元票各印90萬枚。

(103-060301-001-01-009)

103-9 1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因應資產營運及活化導向

，調整資產營運處組織及員額配置，開發運用科更

名為投資規劃科，綜合管理科更名為營運管理科。

(103-13030201-001-01-006)

103-10 1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3月17日至4月11日辦理「
103年郵票選美活動」。
(103-060201-001-01-016)

103-11 2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漿果郵票（續

3）」1套4枚，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5元票

2枚(枸杞、桔梗蘭)各印3500萬枚、15元票印400萬

枚、34元票印320萬枚。

(103-060301-001-01-010)

103-12 3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售「郵政簡易人

壽6年安順定期壽險」及「郵政簡易人壽安康定期

壽險」，並於同日起發售「郵政簡易人壽康順定期

壽險」新商品。

(103-08040102-002-01-005)

103     年     3     月103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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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3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楊梅埔心

里郵局自本日起，新增辦理國際匯兌、買賣外幣現

鈔及旅行支票業務；屏東郵局所轄內埔郵局、臺中

郵局所轄沙鹿郵局及屏東郵局所轄東港郵局，同日

起新增辦理買賣外幣現鈔及旅行支票業務。

(103-070399-003-01-005)

103-14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室成立任務編組「公

共事務小組」，由專門委員負責督導，下轄公共關

係科及綜合事務科。

(103-13030201-001-01-005)

103-15 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童玩郵票(103

年版)」1套5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5元票(騎木馬)印85萬枚、其餘5元票

4枚各印82萬枚。

(103-060301-001-01-012)

103-16 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翁文祺率團於4月8日
至12日赴大陸進行業務商談及兩岸交流參訪活動。
(103-04040799-004-01-033)

103-17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組織規程」第8條及第10條規定，「人事處」更

名為「人力資源處」，資產營運處原「主任工程

司」職稱改為「營運主任」。

(103-02020201-001-01-003)

103     年     4     月103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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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8 3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故宮古畫郵票

–戲嬰圖」1套5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製，面值5元票(宋蘇漢臣灌佛戲嬰 軸)印99.9萬

枚、5元票(宋蘇漢臣秋庭戲嬰圖 軸)、10元票2枚

(元人夏景戲嬰 軸、元人秋景戲嬰 軸)、12元票各

印95.4萬枚。

(103-060301-001-01-015)

103     年     4     月103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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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9 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鴻雁傳書郵

票」全套1枚，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9元票

印176萬枚。

(103-060301-001-01-017)

103-20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因應資產經營開發需求，

資產營運處主任工程司名額1名核改為營運主任名

額。

(103-13030201-001-01-016)

103-21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組織規程第八條之修正

，自本日將人事處更名為人力資源處。(103-

130101-001-01-009)

103-22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因應公司經營開發需要，

配合業務轉型以資產開發活化及營運管理為主軸，

資產營運處除處長室及投資規劃科員額維持不變外

，第一、二、三工程段管理股裁併。

(103-13030201-001-01-019)

103-23 2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公務需要，增置總經理

室協理名額1名。(103-13030201-001-01-020)

103     年     5     月103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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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4 1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香草植物郵票

(103年版)」1套4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

限公司印製，面值3.5元票印85萬枚、5元票、12元

票及25元票各印80萬枚。

(103-060301-001-02-001)

103-25 1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分層負責明細表」，修正重點如下：總經理室於

103年4月增設「綜合事務科」；風險管理室配合實

務作業增列工作項目「保險業風險管理實務守則相

關業務」及「壽險業務資產負債風險管理作業事

項」；壽險處刪除「壽險業務資產負債管理作業之

辦理」部分內容；人力資源處配合「人事處」更名

為「人力資源處」修正部分內容；政風處因應廉政

署名稱及「交通部與所屬機關權責劃分表（共同事

項）政風部分」之修正，配合修正相關內容。

(103-02020303-001-E1-003)

103-26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交通建設郵票

小全張─花東鐵路電氣化」1張，郵票由中華彩色

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42元印80萬張。

(103-060301-001-02-003)

103     年     6     月103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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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7 6日 交通部郵電司司長王廷俊等3人暨本公司總經理王

昌、副總經理陳憲着率團於103年7月6日至13日赴

大陸參加「2014年兩岸郵政發展研討會」、「海峽

兩岸珍郵特展」及參訪活動。

(103-05020499-003-01-023)

103-28 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郵政博物館配合中國郵政

郵票博物館於103年7月7日至11日在北京聯合舉辦

「海峽兩岸珍郵特展 郵政/郵票博物館館藏交流

展」。

(103-060101-001-01-028)

103-29 16日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理吳

倚華於103年7月16日退休遺缺，業經報奉行政院同

意，由本公司主任秘書江瑞堂擔任；協理職務及經

營策略設計委員會專任副主任委員職務，分別由本

公司副總經理葉仲嫄及板橋一等甲級郵局經理周瑞

祺擔任。

(103-13020101-001-02-034)

103-30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北特等郵局經理業務

長楊功澤調派本公司主任秘書。

(103-13020101-001-02-035)

103-31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充分運用人力，自本日起

，裁撤郵政訓練所臺北、臺中、高雄三分所。

(103-13030201-001-01-018)

103     年     7     月103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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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2 1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臺灣高山湖泊

郵票（第1輯）」1套4枚，郵票由法國卡特安全印

刷廠印製，面值5元票(翠池)印90萬枚、5元票(屯

鹿池)、10元票及12元票各印86.4萬枚。

(103-060301-001-02-007)

103-33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直、橫式國內平

信信封(103年版)及直、橫式國內掛號信封(103年

版)。

(103-060599-001-01-012)

103-34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南郵局所轄仁德郵

局、嘉義郵局所轄嘉義中山路郵局及南投郵局所轄

竹山郵局自本日起，新增辦理國際匯兌（含人民幣

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買賣外幣現鈔及旅行支票

業務；花蓮郵局所轄壽豐郵局及板橋郵局所轄三峽

中山郵局同日起新增辦理國際匯兌（含人民幣一般

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

(103-070399-003-01-015)

103     年     7     月103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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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5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發售「郵政簡易人

壽年年金順還本保險」新商品。

(103-08040102-002-01-015)

103-36 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派員參加103年8月7日至12

日舉行之「2014年韓國世界郵展（PHILAKOREA

2014 WORLD STAMP EXHIBITION）」並設攤展售我

國集郵票品。

(103-060207-001-02-010)

103-37 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國立臺灣圖書

館百年紀念郵票」全套1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印製，面值12元票印80萬枚。

(103-060301-001-02-012)

103-38 1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2年度工作考成等第業經

行政院核定為甲等（分數為81.76分）。

(103-02050299-001-01-004)

103-39 1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辦印尼國際郵政

匯票業務，相關匯款需求，改以電匯方式辦理外匯

匯出、匯入匯款。

(103-07010203-001-02-006)

103-40 2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駿馬郵資票。

(103-060599-001-01-013)

103-41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金門縣建縣百

年紀念郵票」1套2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

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12元票各印70萬枚。

(103-060301-001-02-016)

103     年     8     月103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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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2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郵務處車輛修護

科移撥至勞工安全衛生處。

(103-13030201-001-02-006)

103-43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業務需要，總經理室增

置副管理師名額5名。

(103-13030201-001-02-007)

103-44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臺灣博物館之

美郵票小全張」1張，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

值32元印90萬張。

(103-060301-001-02-017)

103-45 1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古物郵票-青

花瓷」1套4枚、小全張1張及小全張雙連張1張，郵

票由法國卡特安全印刷廠印製，面值5元票印95萬

枚、10元票、12元票及20元票各印90萬枚、小全張

面值25元印80萬張，面值50元小全張雙連張印25萬

張。

(103-060301-001-02-018)

103-46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翁文祺等8人於9月20
至28日出訪美國郵政洽談業務。
(103-130404-001-01-006)

103     年     9     月103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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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7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修訂國際快捷郵

件資費計費標準由現行四區改為五區，新增「大洋

洲」一區並訂定其資費。

(103-050504-001-01-001)

103-48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彰化郵局所轄秀水郵

局、伸港郵局及苗栗郵局所轄苗栗北苗郵局自本日

起，新增辦理國際匯兌、買賣外幣現鈔及旅行支票

業務；宜蘭郵局所轄礁溪郵局及三重郵局所轄新莊

後港路郵局同日起新增辦理國際匯兌業務。

(103-070399-003-01-020)

103-49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各等郵局、各郵件處理

中心人事室自本日更名為人力資源室，一等乙級郵

局(基隆、三重、新竹、彰化、嘉義、臺南郵局)人

力資源股同日更名為管理股。

(103-13030201-001-02-010)

103-50 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臺北2015第30

屆亞洲國際郵展郵票小全張-遊賞臺灣四季」1張，

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45元印

100萬張。

(103-060301-001-03-003)

103-51 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中華民國103

年全國郵展暨中泰聯合郵展紀念郵資票」。

(103-060599-001-01-015)

103-52 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直、橫式國內明

信片(103年版)。

(103-060599-001-01-016)

103     年     10     月103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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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3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鐫刻「慶祝雙十國慶」紀念

郵戳於本日啟用。

(103-060303-001-E1-002)

103-54 1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前金郵局

(高雄第10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高雄市前金區六合

二路147號新址營業。

(103-04010204-001-E1-007)

103-55 1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辦理「102年郵政壽險超越

顛峰業務競賽國外觀摩活動」於10月13日至16日前
往日本觀摩。
(103-080199-003-03-020)

103-56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售「郵政簡易人

壽康福保險」、「郵政簡易人壽康泰103保險」、

「郵政簡易人壽金彩123增額還本保險」、「郵政

簡易人壽祥富增額保險」及「郵政簡易人壽大吉大

利增額還本保險」等5種保險商品。(103-

08040102-002-01-018)

103-57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臺北市立動物

園建園百周年紀念郵票」全張1張，郵票由卡登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2枚(臺灣長鬃山

羊、穿山甲)、10元票2枚(亞洲象、臺灣黑熊)、12

元票(孟加拉虎、大貓熊)2枚各印90萬枚。

(103-060301-001-03-005)

103     年     10     月103     年     10     月

56



103-58 1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3年從業人員職階晉升甄

試於本日分臺北、臺中、高雄3考區舉行。(103-

13030301-001-01-004)

103-59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北郵局所轄國防後備

部郵局(臺北第122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大直國防

部營區營業，並更名為「國防部郵局」。(103-

04010204-001-E1-007)

103-60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舉辦103年傑出郵政人員出

國觀摩活動，於10月21日至27日赴日本觀摩7天。

(103-130404-002-01-002)

103-61 2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中國古典小說

郵票─紅樓夢（103年版）」1套4枚，郵票由中華

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鳳姐登

場)印88萬枚、5元票(寶玉題額)、10元票及25元票

各印84萬枚。

(103-060301-001-03-006)

103-62 3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售「郵政簡易人

壽美利人生利率變動型保險」商品。(103-

08040102-002-01-019)

103     年     10     月103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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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63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辦巴西國際郵政

匯票業務，相關匯款需求，改以電匯方式辦理外匯

匯出、匯入匯款。

(103-07010203-001-02-009)

103-64 1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臺灣交趾陶郵

票─四季平安」1套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春牡丹)印81.6萬枚、5元票

(夏荷花)、10元票及25元票各印78.4萬枚。

(103-060301-001-03-009)

103-65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賀喜郵票」1

套4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面值3.5元票2枚(花好月圓、永結同心)各印100萬

枚、5元票2枚(百年好合、佳偶天成)各印95萬枚。

(103-060301-001-03-013)

103     年     11     月103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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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66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臺中中科

郵局（臺中第128支局）於本日成立。

(103-04010201-001-01-008)

103-67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12月1日至6日派員參加「
2014年馬來西亞世界青少年郵展暨第29屆亞洲國際
郵展」(Malaysia2014-World Youth Stamp 
Exhibition/29th Asian International Stamp 
Exhibition)宣傳銷售本公司郵品。
(103-060207-001-02-030)

103-68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新年郵票（

103年版）」1套2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由中華彩色

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3.5元票印423萬枚

(含賀歲版23萬張)、13元票印203萬枚(含賀歲版23

萬張)、小全張面值12元印130萬張。(103-060301-

001-03-017)

103-69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北郵局所轄北投石牌

郵局自本日起，新增辦理國際匯兌、買賣外幣現鈔

及旅行支票業務；基隆郵局所轄基隆港西街郵局、

高雄郵局所轄大寮郵局、新竹郵局所轄關西郵局及

花蓮郵局所轄鳳林郵局同日起新增辦理國際匯兌業

務。

(103-070399-003-01-025)

103-70 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王昌於103年12月2日

屆滿65歲，業奉行政院同意延任。

(103-13020101-001-04-025)

103     年     12     月103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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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1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中華古代文物

郵票-殷墟」1套8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由中華彩色

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4枚及12元票4

枚各印90萬枚，小全張面值68元印80萬張。

(103-060301-001-03-018)

103-72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開辦「兩岸郵政速遞

(快捷)-航空商旅包」服務。(103-04040799-004-

03-011)

103-73 2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發售「郵政簡易人

壽一年期定期壽險」新商品。

(103-08040102-002-01-021)

103-74 2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發售「郵政簡易人

壽微型傷害保險附約」新商品。

(103-08040102-002-01-022)

103-75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鐫刻「桃園縣升格為直轄市

紀念」紀念郵戳於本日啟用，並於桃園成功路郵局

及現場臨時郵局使用。

(103-06030699-001-02-022)

103-76 2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組織規程」第5條規定，置法遵長一人，綜理法

令遵循及法務業務，並設法務暨法令遵循室，置室

主任一人，並視業務需要分科辦事。

(103-02020201-001-E1-003)

103     年     12     月103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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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7 2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103年12月29日至104年1

月30日辦理「104年郵票選美活動」。

(103-060201-001-02-025)

103     年     12     月103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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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鐫發「奇美博物館」風景郵

戳及「臺南都會博物館園區奇美館開幕紀念」紀念

郵戳，自本日啟用。

(103-06030699-001-02-020)

104-2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國際快捷郵件牌

告大宗郵資折扣率各級距由現行之5%、10%、15%、

20%、25%調整為5%、7%、9%、12%、15%。(103-

050101-001-01-001)

104-3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網路交易代收代付業務」

(郵保付PostPay)自104年1月1日起由臺北、臺中、

高雄等3責任中心局辦理試營運，並於104年12月4

日起全面開辦。

(104-070208-001-01-003)

104-4 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4年甄選進用營運職、專

業職(一)及專業職(二)內、外勤從業人員，第一試

日期訂於本日在臺北、臺中、高雄3地區舉行，並

依第一試成績擇優於2月7、8日參加第二試。

(103-13030302-001-01-002)

104-5 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海洋生物郵

票-水母」1套4枚，郵票由法國卡特安全印刷廠印

製，面值5元票印82萬枚、7元票、10元票及12元票

各印78萬枚。

(104-060301-001-01-001)

104     年     1     月104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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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6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北郵局所轄臺北大安

郵局、臺中郵局所轄大甲幼獅郵局、桃園郵局所轄

龜山郵局及桃園府前郵局自本日起，新增辦理國際

匯兌、買賣外幣現鈔及旅行支票業務；屏東郵局所

轄恆春郵局同日起新增辦理國際匯兌業務。

(103-070399-003-01-028)

104-7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總稽核陳麗瓊屆齡退休所遺

職務，業奉行政院同意，由本公司主任秘書楊功澤

陞任。(103-13020101-001-04-035)

104-8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儲匯處處長技術長王淑敏調

派本公司主任秘書。

(103-13020101-001-04-036)

104-9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增置法遵長名額

1名，並設法務暨法令遵循室，法務暨法令遵循室

下設法務科1科。

(104-13030201-001-01-001)

104-10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成立「公共事務處

籌備處」，並自同日起裁撤「公共事務小組」。

(104-13030201-001-01-003)

104-11 1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慶祝市定古蹟臺北郵局外

牆整修工程竣工暨紀念郵政博物館建館50週年，於

本日成立「郵政博物館臺北北門分館」，作為郵政

博物館之延伸展場，落實「傳承郵政歷史、發揚郵

政文化」之核心價值。

104     年     1     月104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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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2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糧食郵票-雜

糧篇」1套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面值5元票印84萬枚、7元票、10元票及25元票各

印80萬枚。

(104-060301-001-01-002)

104     年     1     月104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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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3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翁文祺率團於2月1
日至8日赴大陸地區業務交流訪問。
(104-05020499-003-01-002)

104-14 1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祝福郵票

(續)」1套20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

製，面值3.5元票(10枚聯刷)印90萬枚、5元票(10

枚聯刷)印60萬枚。

(104-060301-001-01-003)

104     年     2     月104     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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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5 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因應郵政物流園區等重大

建設及重要資產活化工作推動需要，資產營運處除

營運管理科及第一、二、三工程段名額維持不變外

，建築設計科、設備設計科及機械設計科等3科裁

併為專案管理科、營繕管理科等2科。

(104-13030201-001-01-008)

104-16 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高雄、基隆、臺

南、澎湖、宜蘭、花蓮等郵局，為配合「海軍104

敦睦遠航訓練任務」，於該訓練支隊航艦停靠轄區

期間，援例設立「中華民國海軍104敦睦遠航訓練

支隊航訓巡迴展臨時郵局」。

(104-04010501-001-01-005)

104-17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成語故事郵

票」1套4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

製，面值5元票(伯樂相馬)印80萬枚、5元票3枚(鴻

鵠之志、文武雙全、寸草春暉)各印75萬枚。

(104-060301-001-01-006)

104-18 3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中國古典小說

郵票─紅樓夢（104年版）」1套4枚，郵票由中華

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黛玉葬

花)印88萬枚、5元票(探春結社)、10元票及25元票

各印84萬枚。

(104-060301-001-01-007)

104-19 3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壽險業務以公積轉增資150

億元，增資後實收資本額自50億元提高至200億

元。(104-08040199-005-01-002)

104     年     3     月104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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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0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北郵局所轄臺北五分

埔郵局（臺北第51支局）於本日起更名為臺北松德

郵局。(104-04010203-001-E1-001)

104-21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鄧麗君郵票」

1套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

5元票印100萬枚、9元票、13元票及15元票各印95

萬枚。

(104-060301-001-01-010)

104-22 2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宣布：自即日起，大陸中國

郵政儲蓄銀行增加「綠卡通-外匯通卡」得接收本

公司之美元匯出匯款。

(104-07010203-001-01-006)

104-23 2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4月24日至28日假台北世
界貿易中心展覽三館舉辦「臺北2015第30屆亞洲國
際郵展」。
(104-060207-001-02-009)

104-24 2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監察院古蹟百

年紀念郵票」全套1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印製，面值25元票印70萬枚。

(104-060301-001-01-014)

104     年     4     月104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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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5 24日

104-26 2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臺北2015第30

屆亞洲國際郵展紀念郵資票」。

(104-060599-001-01-006)

104-27 2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函知有關各等郵局經理、副

理及各級主管對外行銷所使用名片之職稱及印製規

範：各等郵局經理（副理）改稱「○○郵局局長（

副局長）」，科長級以下主管人員名片仍用「業務

經理」，支局經理職稱不變；支局儲匯壽險專員名

片改為「襄理」，非主管人員仍維持「業務專

員」。(104-130101-001-02-0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4月24日至28日發行「臺

北2015第30屆亞洲國際郵展」系列郵票，每日發行

1套郵票，依序為4月24日「臺北2015第30屆亞洲國

際郵展紀念郵票」1套2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由紐

西蘭南方印刷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及25元票

各印90萬枚、小全張面值60元印70萬張。4月25日

「臺北2015第30屆亞洲國際郵展郵票－同心護生態

」1套2枚，郵票由法國卡特安全印刷廠印製，面值

10元票及25元票各印80萬枚。4月26日「臺北2015

第30屆亞洲國際郵展郵票－樂享親子情」1套2枚及

小全張1張，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

製，面值5元票及25元票各印80萬枚、小全張面值

50元印70萬張。4月27日「臺北2015第30屆亞洲國

際郵展郵票－歡喜遊臺灣」1套2枚，郵票由法國卡

特安全印刷廠印製，面值12元票及25元票各印80萬

枚。4月28日「臺北2015第30屆亞洲國際郵展郵票

－文會樂雅集」1套2枚、小全張1張及小全張雙連

張1張，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

9元票及25元票各印80萬枚、小全張面值34元印60

萬張，面值68元小全張雙連張印20萬張。

(104-060301-001-01-015)

104     年     4     月104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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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8 3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臺中工業

區郵局、新營郵局所轄白河郵局及官田隆田郵局自

本日起，新增辦理國際匯兌、買賣外幣現鈔及旅行

支票業務；宜蘭郵局所轄蘇澳郵局同日起新增辦理

國際匯兌業務。

(104-070399-003-01-006)

104     年     4     月104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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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9 1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第5屆董事長及總經理人選

一案，業奉行政院同意，由現任董事長翁文祺續任

董事長，副總經理陳憲着陞任總經理，並經本公司

董事會通過自104年5月11日生效。

(104-13020101-001-02-026)

104-30 1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辦理「103年郵政壽險超越

顛峰業務競賽國外觀摩活動」於5月18日至22日前

往大陸北京地區觀摩。

(104-080199-003-01-035)

104-31 2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理葉仲嫄調任本公司

協理後所遺職務，業奉行政院同意由經營策略設計

委員會專任副主任委員周瑞祺陞任。

(104-13020101-001-02-029)

104     年     5     月104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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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2 1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香草植物郵票

(104年版)」1套4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

限公司印製，面值3.5元票印84萬枚、5元票、12元

票及25元票各印80萬枚。

(104-060301-001-01-023)

104-33 2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高雄康莊

郵局(高雄第78支局) 自本日起遷移至高雄市小港

區宏平路322號營業，並更名為「高雄宏平郵

局」。

(104-04010204-001-E1-005)

104-34 2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即日起一等甲級以上郵局

所屬營業管理科科長室准增置助理管理師名額1

名。(104-13030201-002-02-002)

104-35 3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彰化郵局所轄永靖郵局

及三重郵局所轄新莊五工郵局自本日起，新增辦理

國際匯兌業務、買賣外幣現鈔及旅行支票業務；彰

化郵局所轄溪州郵局及苗栗郵局所轄大湖郵局同日

起新增辦理國際匯兌業務。

(104-070399-003-01-010)

104-36 3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業務需要，法務暨法令

遵循室增置室主任名額1名。

(104-13030201-001-01-012)

104     年     6     月104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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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7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北郵局所轄臺北興安

郵局（臺北第112支局）自本日起降為乙級郵局。

(104-04010401-001-01-002)

104-38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北郵局所轄臺北重南

郵局（臺北第39支局）自本日起調降為丁級郵局。

(104-04010401-001-01-003)

104-39 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北郵局快捷郵件限時

收發股於本日移撥臺北郵件處理中心。(104-

13030201-002-01-032)

104-40 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抗戰勝利暨臺

灣光復七十週年紀念郵票」1套4枚，郵票由中華彩

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3.5元票(十萬青年

十萬軍)印80萬枚、3.5元票(農村婦女捧著豐收稻

穗)印76萬枚、5元票2枚各印76萬枚。(104-

060301-001-02-001)

104-41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第2條規定，增列第38款「HZ06011電子支

付業」營業項目，原第38款遞移為第39款。

(104-02020201-001-01-008)

104-42 2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訂定「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人員派赴轉投資公司服務管理要點」，自即日起

施行。(104-130101-001-03-006)

104     年     7     月104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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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3 2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訂定「因公傷亡退離員工之

家屬安置工作僱用要點」，並自即日起施行。

(104-130101-001-03-007)

104-44 3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起推出房貸新商品

「軍公教專案」，同日起停辦同質性之「軍公教福

利專案」及「一般借款」、「菁英專案」等房貸商

品，並自該日起「享優貸」、「青年首次購屋優惠

貸款」等房貸商品適用新修訂之作業要點。(104-

08050201-001-01-002)

104-45 3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南郵局所轄關廟郵

局、雲林郵局所轄斗六永安郵局及板橋郵局所轄新

店中正郵局自本日起，新增辦理一般匯出及匯入匯

款業務、買賣外幣現鈔及旅行支票業務；雲林郵局

所轄西螺郵局及麥寮郵局同日起新增辦理一般匯出

及匯入匯款業務。

(104-070399-003-01-013)

104     年     7     月104     年     7     月

73



104-46 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國際快捷郵件取

消商品類0.25公斤級距及調整部分國家/地區不逾

2.5公斤級距資費。

(104-050504-001-01-002)

104-47 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法令修正現售15種保險

商品之保單契約條款，自本日起實施。(104-

08040199-003-01-019)

104-48 13日 因受蘇迪勒颱風影響，造成位於臺北市南京東路及

龍江路口二座郵筒歪斜，因模樣可愛，人潮爭先與

郵筒合照留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特鐫刻宣傳

戳並採一日一戳，每日變換日期，自104年8月13日

至31日加蓋於自該二座郵筒收攬之郵件上。

(104-04010604-001-01-001)

104-49 1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翁文祺等6人自104年

8月14日至18日，赴新加坡參加「新加坡2015世界

郵展」並辦理「臺北之夜」造勢活動。

(104-060207-001-05-002)

104-50 1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紀念我國郵政參加104年8

月14日至19日在新加坡舉行的「新加坡2015世界郵

展」，於本日發行「新加坡2015世界郵展中華民國

郵票參展紀念信封」1萬2,800個。

(104-060599-001-01-009)

104     年     8     月104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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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1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臺灣史前文物

郵票」1套4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印80萬枚、7元票、9元

票及12元票各印75萬枚、小全張面值20元印65萬

張。

(104-060301-001-02-003)

104-52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北郵局第一、第二及

第三投遞科自本日起整併為郵件投遞科。(104-

13030201-002-02-019)

104-53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吉羊郵資票。

(104-060599-001-01-011)

104-54 2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配合「歪腰郵筒Kuso創意

明信片」之發行，於8月29、30及31日「蘇迪勒歪

腰郵筒」宣傳戳加蓋於郵件上，採一日一戳，每日

變換日期方式，以擴大宣傳效果。

(104-06030699-001-E1-007)

104     年     8     月104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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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5 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3年度工作考成等第業經

行政院核定為甲等（分數為86.24分）。

(104-02050299-001-01-002)

104-56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臺灣珊瑚郵票

（104年版）」1套4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

有限公司印製，面值3.5元票印80萬枚，5元票、10

元票及15元票各印76萬枚。

(104-060301-001-02-005)

104-57 1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蘆竹郵局

(桃園第9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桃園市蘆竹區南山路

一段105號營業。

(104-04010204-001-E1-009)

104-58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鳳山五甲

郵局、三重郵局所轄八里郵局及新竹郵局所轄新豐

山崎郵局自本日起，新增辦理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

業務、買賣外幣現鈔及旅行支票業務；花蓮郵局所

轄光復郵局同日起新增辦理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

務。

(104-070399-003-01-016)

104-59 2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從業人員甄選進用要點」等15項人力資源業務規

章，職階人員適用之人事法規名稱(含內文)原皆冠

以「從業人員」，為免混淆，「從業人員」均修正

為「職階人員」。

(104-130101-001-03-011)

104     年     9     月104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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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60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調整本公司現行

國內包裹重量限制由每件30公斤調整為20公斤，尺

寸限制由(長*1+寬*2+高*2)之合計數不逾300公分

調整為長寬高總和不逾150公分。

(104-04020104-001-01-009)

104-61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增加「兩岸郵政速

遞(快捷)-海運商旅包」服務。

(104-04040799-005-02-006)

104-62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鐫刻「慶祝雙十國慶」紀念

郵戳於本日啟用。

(104-06030699-001-E1-011)

104-63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高雄那瑪

夏郵局自本日起開辦跨行通匯業務。(104-070399-

003-01-020)

104-64 4日 越南郵政總經理Mr.Pham Anh Tuan及隨員共6人，

於10月4日至9日來訪，洽談與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未來業務合作事宜，並進行參訪活動。

(104-05050199-003-01-027)

104-65 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清 郎世寧古

畫郵票」1套4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由法國卡特安

全印刷廠印製，面值5元票(清朗世寧聚瑞圖 軸)印

95萬枚、5元票(清朗世寧花底仙尨 軸)、9元票2枚

(清朗世寧阿玉錫持矛盪寇圖 卷、清朗世寧交阯果

然 軸)各印90萬枚，小全張面值82元印80萬張。

(104-060301-001-02-007)

104     年     10     月104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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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66 1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欠資郵票（97

年版）續」1套2枚，郵票由法國卡特安全印刷廠印

製，面值0.5元票印10萬枚、2元票印20萬枚。

(104-060301-001-02-010)

104-67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起正式對外開辦「郵

政行動VISA卡暨行動金融卡之發卡業務」。

(104-070299-002-09-007)

104-68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臺中逢甲

郵局、桃園郵局所轄桃園大業郵局、桃園慈文郵局

及觀音新坡郵局自本日起，新增辦理一般匯出及匯

入匯款業務、買賣外幣現鈔及旅行支票業務；臺中

郵局所轄沙鹿郵局同日起新增辦理一般匯出及匯入

匯款業務。

(104-070399-003-01-021)

104-69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直、橫式國內明

信片(104年版)。

(104-060599-001-01-012)

104-70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舉辦104年傑出郵政人員出

國觀摩活動，於104年10月28日至11月3日赴日本觀

摩7天。(104-130404-002-01-001)

104     年     10     月104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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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71 3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4年第2次甄選進用營運

職、專業職(一)及專業職(二)內、外勤職階人員，

第一試日期訂於本日在臺北、臺中、高雄3地區舉

行，並依第一試成績擇優於104年12月5、6日參加

第二試。(104-13030302-001-01-010)

104     年     10     月104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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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75 1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直、橫式國內掛
號信封(104年版)。
(104-060599-001-01-012)

104-72 1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件處理規則」第四十九

條、第七十一條條文修正案，增訂「收件人於其收

件地址飼養之動物有攻擊郵政服務人員或中華郵政

公司委託遞送郵件人員之虞，經通知改善而未改善

者，中華郵政公司對該收件地址郵件得不按址投遞

，並公告之。」業經交通部於中華民國104年11月

11日以交郵字第1040034994號令發布施行。

(104-05030101-001-01-004)

104-73 1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國父150年誕

辰紀念郵票」1套2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

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印96萬枚、12元票印90萬

枚。

(104-060301-001-02-012)

104-74 1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以「臺北2015第

30屆亞洲國際郵展郵票–歡喜遊臺灣」面值12元及

25元圖案為郵資符誌，發行直、橫式國內平信信封

(104年版)各1種。

(104-060599-001-01-013)

104-76 1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起推出房貸新商品

「基本房貸」。

(104-08050201-001-01-004)

104     年     11     月104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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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77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11月20日至23日派員前往

香港參加「香港2015第31屆亞洲國際郵展（HONG 

KONG 2015-31st Asian International Stamp 

Exhibition）」並設攤展售我國郵票。

(104-060207-001-05-014)

104-78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臺灣鐵道觀光

郵票」1套3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製，面值5元票印83萬枚、10元票及15元票各印

80萬枚。

(104-060301-001-02-016)

104-79 2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北郵局所轄臺北莒光

郵局、基隆郵局所轄瑞芳郵局、彰化郵局所轄社頭

郵局及南投郵局所轄南投中興郵局自本日起，新增

辦理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買賣外幣現鈔及旅

行支票業務；臺東郵局所轄太麻里郵局同日起新增

辦理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

(104-070399-003-02-001)

104     年     11     月104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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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80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新年郵票（

104年版）」1套2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由卡登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3.5元票印376萬枚(含賀

歲版26萬張)、13元票印206萬枚(含賀歲版26萬

張)、小全張面值12元印130.8萬張。

(104-060301-001-02-018)

104-81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國立故宮博物

院南部院區開館首展郵票」1套3枚及小全張1張，

郵票由紐西蘭南方印刷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

印94.5萬枚、10元票及12元票各印90萬枚、小全張

面值50元票印80萬張。

(104-060301-001-02-022)

104-82 1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高雄金福

路郵局自本日起遷移至高雄市前鎮區后安路147號

營業，並配合更名為「高雄佛公郵局」。(104-

04010204-001-E1-013)

104-83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12月16日至20日於臺中郵

局集郵中心辦理「海峽兩岸珍郵特展 郵政/郵票博

物館館藏交流展」。

(104-06060301-001-01-017)

104-84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正式對外開辦「QR

Code行動支付業務」。

(104-070203-001-02-007)

104     年     12     月104     年     12     月

82



104-85 1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組織規程」第8條，於總公司增設「公共事務

處」；另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各等郵局及

其所轄支局組織要點」第4點，將特等郵局第一、

第二、第三投遞科合併為「郵件投遞科」。

(104-02020201-001-E1-003)

104-86 2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集郵處票券科於104年12月

中旬啟動由新店青潭倉庫搬遷至淡水崁頂二路250

號辦公。

(104-060599-002-02-06)

104-87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嘉義郵局所轄嘉義文化

路郵局鐫刻加有「故宮南院」郵戳5柄(2柄甲戳、1

柄癸戳及2柄洋戳)，自本日於「國立故宮博物院南

部院區」郵務櫃檯啟用。

(104-04010601-001-011-001)

104-88 2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存簿及劃撥儲金

帳戶實際餘額5萬元以下，得利用網路郵局或Web-

ATM辦理線上結清銷戶。

(104-070201-004-03-010)

104     年     12     月104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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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一般便利袋」試

辦開放重量1公斤以下小件物品者，得以「國內普

通掛號小包」交寄。

(104-04030601-001-01-008)

105-2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常用特種資費新

增「送達證書回執費」種類，資費每件20元。另原

「國內掛號附回執郵件」之「回執費」更名為「普

通回執費」，資費仍維持每件9元。

(104-04030601-001-01-006)

105-3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止開發匯往泰國

之國際郵政匯票，並自4月1日起停止兌付由泰國匯

入之匯票。(104-07010203-001-02-004)

105-4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職階人員甄選進用要

點」、「職階人員試用考核表」、「職階人員勞動

契約書」，並自105年1月1日起實施。

(104-130101-001-03-012)

105-5 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澎湖郵局所轄七美郵局

自本日起遷移至澎湖縣七美鄉海豐村10鄰19號營

業。

(104-04010204-001-E1-013)

105-6 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翁文祺等8人於1月4日

至11日，赴大陸北京、杭州及上海地區進行業務交

流訪問。(105-05020499-003-01-004)

105     年     1     月105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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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7 1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新竹郵局所轄湖口長安

郵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竹縣竹北市成功八路166、

168號營業，並更名為竹北成功郵局。

(105-04010204-001-01-002)

105-8 1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高雄福山

郵局自本日起遷移至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路332號

營業。(104-04010204-001-E1-013)

105-9 1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第5屆董事會第5次會議通過

訂定「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壽險業務自我風險與

清償能力評估機制政策」。

(105-02060201-001-E1-001)

105-10 1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扇面書畫郵票

小全張」2張，郵票由法國卡特安全印刷廠印製，

面值25元印85萬張、面值80元印50萬張。(105-

060301-001-01-001)

105-11 15日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理陳

憲着陞任總經理及協理葉仲嫄屆齡退休後所遺職務

，業經報奉行政院同意，分別由本公司主任秘書王

淑敏及資訊處處長陳樹東陞任。(主任秘書王淑敏

於105年1月15日調派副總經理，資訊處處長陳樹東

於105年1月16日調派協理)

(104-13020101-001-04-020)

105-12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資金運用處業務長潘裕幗處

長調派本公司主任秘書。

(104-13020101-001-04-024)

105     年     1     月105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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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3 1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105年1月18日起成立「公

共事務處」，並自同日起裁撤「公共事務處籌備

處」。(104-13030201-001-01-019)

105-14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1月25日至2月22日辦理「

105年郵票選美活動」。

(104-060299-001-01-036)

105-15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屏東郵局所轄萬丹郵局

及宜蘭郵局所轄三星郵局自本日起，新增辦理一般

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買賣外幣現鈔及旅行支票業

務；嘉義郵局所轄布袋郵局同日起新增辦理一般匯

出及匯入匯款業務。

(105-070399-003-01-001)

105-16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水果郵票

(續)」1套4枚，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1元

票印850萬枚、2.5元票印330萬枚、5元票印6550萬

枚、15元票印450萬枚。

(105-060301-001-01-002)

105     年     1     月105     年     1     月

86



105-17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自本日起起暫停銷售「郵

政簡易人壽年年金順還本保險」。

(105-08040199-005-01-002)

105-18 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臺灣教堂郵

票」1套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面值5元票(金崙聖若瑟堂)印88萬枚、5元票(臺北

聖家堂)印84.8萬枚、12元票2枚(萬金聖母聖殿、

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各印84.8萬枚。(105-

060301-001-01-004)

105-19 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因應壽險業務發展自本日起

調整壽險處組織架構及編制，將企劃行銷科及精算

統計科等2科核改為企劃科、行銷科及精算科等3

科。(105-13030201-001-01-001)

105-20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南郵局所轄歸仁南保

郵局因「高雄美濃大地震」毀損嚴重，於本日暫遷

移至歸仁郵局合署營業。

(105-04010204-001-01-010)

105     年     2     月105     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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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1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臺中郵件處理

中心與臺中郵局」及「高雄郵件處理中心與高雄郵

局」組織整併，編制調整如下：臺中郵局增設副理

1名，臺中郵件處理中心下設作業科，下轄平常函

件股、特種郵件股、運輸股及規劃股等4股。高雄

郵局增設副理1名，高雄郵件處理中心下設作業科

，下轄平常函件股、特種郵件股、運輸股、規劃股

及國際股等5股。

(105-13030201-002-01-002)

105-22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本公司各單位、

各等郵局及各郵件處理中心行政單位員工實施休假

，改以人資全員作業系統電子表單填報。

(105-130504-008-01-010)

105-23 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3月4日至6日派員前往泰

國清邁參加「2016年中泰郵票聯合展覽(THAI-

CHINESE TAIPEI STAMP EXHIBITION 2016)」事宜

。

(105-060207-001-01-012)

105-24 1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網路郵局「線

上設定約定轉入帳戶」服務。

(105-070206-001-01-009)

105     年     3     月105     年     3     月

88



105-25 1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交通部與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暨經理部門權責劃分表」，修正

重點如下：本公司人力資源處、政風處及會計處處

長之核派權分屬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法務部及主

計總處，於報奉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提董事會報

告。為使前述職務調派以報告案提送董事會之程序

明確，爰修正旨揭權責劃分表。

(105-02020301-001-E1-001)

105-26 1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郵政一百二十

週年紀念郵票小全張」1張，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

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17元印88萬張。(105-

060301-001-01-014)

105-27 1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禧猴郵資票。

(105-060599-001-01-003)

105-28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加強與越南郵政業務合作

與聯繫交流，董事長翁文祺於3月21日至26日率團

出訪越南郵政洽談業務。

(105-05050199-003-01-006)

105-29 2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開辦「網路郵局外匯

匯出匯款業務」。

(105-07010101-001-01-001)

105     年     3     月105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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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30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雲林郵局所轄莿桐饒平

郵局（雲林6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雲林縣莿桐鄉

永基路23之7號營業。

(105-04010204-001-E1-001)

105-31 2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故宮古畫郵票

─仙萼長春（上輯）」1套8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牡丹)印105萬枚、5

元票(桃花)、7元票、9元票、10元票2枚(虞美人蝴

蝶花、黃刺蘼魚兒牡丹)、12元票2枚(石竹、櫻桃

桑鳲)各印100萬枚。

(105-060301-001-01-015)

105-32 2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發售「郵政簡易人

壽年年金喜還本終身保險」新商品。(105-

08040199-005-01-004)

105     年     3     月105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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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33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辦發往大陸水陸

掛號函件業務。

(105-05050199-002-01-001)

105-34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寶島風情郵票

小全張-臺東縣」1張，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

限公司印製，面值32元印76萬張。(105-060301-

001-01-021)

105-35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添印「故宮經典文物

郵票專冊」發售，並以精緻之禮品書盒方式包裝，

每冊售價為新臺幣700元。

(105-060599-001-01-005)

105-36 2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北郵局所轄馬祖郵局

（臺北189支局）於本日遷移至新建大樓一樓（地

址：福建省連江縣福沃村141號）營業。(105-

04010204-001-E1-001)

105-37 2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用郵需求，添印「104

年版橫式八聯明信片」總計24萬大張。

(105-060599-002-01-020)

105     年     4     月105     年     4     月

91



105-38 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故宮古畫郵票

（105年版）」1套3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

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印95.4萬枚、15元票及

25元票各印90萬枚。

(105-060301-001-01-023)

105-39 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中華民國南海

和平倡議郵票」1套4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

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9元票、13元票及15元

票各印80萬枚。

(105-060301-001-01-024)

105-40 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龍潭新新

郵局於本日併入龍潭核研郵局。

(105-04010202-001-01-006)

105-41 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北郵局所轄南港聯勤

郵局於本日併入南港昆陽郵局。

(105-04010202-001-01-006)

105-42 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空軍官校

郵局於本日併入岡山仁壽郵局。

(105-04010202-001-01-006)

105-43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臺中建國

路郵局於本日併入臺中民權路郵局。

(105-04010202-001-01-006)

105     年     5     月105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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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8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宣傳「臺北2016世界郵

展」，董事長翁文祺率員於5月28日至6月5日赴美

國參加「世界郵展-紐約2016」活動、辦理招商及

參與會旗交接儀式，並拜會駐紐約台北經濟文化辦

事處。

(105-060207-001-01-006)

105-44 1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用郵需求，添印「個人

化郵票直式通用封套」2款共40萬個。

(105-060599-002-01-025)

105-45 1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擴大開發兩岸跨境電子商

務物流商機，新增「兩岸郵政e小包－e郵通」服

務。

(105-04040799-004-01-028)

105-46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4年度工作考成等第業經

行政院核定為甲等（分數為83.92分）。

(105-02050299-001-01-001)

105-47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第十四任總統

副總統就職紀念郵票」1套4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

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2

枚、12元票2枚各印300萬枚、小全張面值32元印

150萬張。

(105-060301-001-01-025)

105     年     5     月105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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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9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郵政VISA金融

卡效期屆滿郵寄續卡作業。

(105-070203-001-01-005)

105-50 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售「郵政簡易人

壽喜樂年年還本終身保險」商品。

(105-08040102-002-01-002)

105-51 2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桃園茄苳

郵局(桃園第10支局) 自本日起遷移至桃園市桃園

區龍安街12號營業。

(105-04010204-001-E1-003)

105-52 2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中國古典小說

郵票－紅樓夢(105年版)」1套4枚，郵票由紐西蘭

南方印刷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香菱學詩)印

88萬枚、5元票(白雪紅梅)、10元票及25元票各印

84萬枚。

(105-060301-001-01-029)

105     年     6     月105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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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3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成立「電子商務室」

，並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規程」第8

條。(105-02020303-001-01-003)

105-54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各級郵局自本日起，調

整開始營業時間為8時30分。

(105-04010203-001-01-002)

105-55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成立「電子商務

室」下設電子商務科，電子商務科下設營運行銷

股、商務發展股、帳務綜合股。

(105-13030201-001-01-012)

105-56 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i郵箱業務，

並配合增訂「2-15-1 i郵箱郵件處理須知」及i郵

箱代收貨價郵件之付款取件相關注意事項。

(105-04020199-001-01-010)

105-57 1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關懷尼伯特颱風受災戶，

自105年7月12日至8月11日，全區寄往臺東地區國

內包裹普通郵資一律給予8折優惠。

(105-04040799-001-01-006)

105-58 1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臺灣珊瑚郵票

(105年版)」1套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3.5元票印80萬枚、5元票、10元票及

15元票各印76萬枚。

(105-060301-001-01-030)

105     年     7     月105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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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9 2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實收資本額自新臺幣650億

元提高至673億1,100萬元，增資23億1,100萬元發

行新股印製普通股股票1張，寄存國庫保管。

(105-010199-001-01-008)

105     年     7     月105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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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60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平鎮南勢

郵局（桃園73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桃園市平鎮區

興安路120號新局屋營業。

(105-04010204-001-01-030)

105-61 3日 中華郵政股份公司於本日發行「四版夔龍團雙鯉郵

票」全套1枚，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100元

票印190萬枚。

(105-060301-001-01-031)

105-62 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指派壽險處處長邱鴻恩於8

月5日至8日，參加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舉辦之105年度理監事泰國考察活動。

(105-08020301-001-01-006)

105-63 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暫停銷售「六年期

吉利保險」、「快樂寶貝還本保險」、「金吉利增

額保險」及「歡喜還本保險」等4種保險商品。

(105-08040102-002-01-004)

105-64 1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三重郵局所轄淡水義山

郵局自本日起遷移營業場所至淡水區市民聯合服務

中心營業，並更名為淡水崁頂郵局。

(105-04010204-001-01-030)

105-65 1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水果郵票(續

2)」1套4枚，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7元票

印370萬枚、17元票印150萬枚、25元票印9500萬

枚、34元票印300萬枚。

(105-060301-001-01-033)

105     年     8     月105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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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66 1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南郵局所轄臺南中正

路郵局、彰化郵局所轄員林中正路郵局、新營郵局

所轄下營郵局、學甲郵局及雲林郵局所轄古坑郵局

自本日起，新增辦理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買

賣外幣現鈔及旅行支票業務。

(105-070399-003-01-013)

105     年     8     月105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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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67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高雄橋頭

新市鎮郵局更名為橋頭新市鎮郵局，並自本日正式

營業。(105-04010204-001-01-030)

105-68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將臺北郵件處理

中心規劃科併入該中心勞安（總務）科。(105-

13030201-002-03-015)

105-69 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推出「兩岸研修生

交寄兩岸郵政速遞(快捷)-航空商旅包優惠郵寄服

務」。(105-04040799-004-02-019)

105-70 1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5年甄選進用營運職、專

業職(一)及專業職(二)內、外勤職階人員，第一試

日期於本日在臺北、臺中、高雄3地區舉行，並依

第一試成績擇優於105年10月15、16日參加第二

試。(105-13030302-001-01-009)

105-71 1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點石成金郵

票」1套20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面值3.5元票(10聯刷)印100萬枚、5元票(10聯

刷)印60萬枚。

(105-060301-001-02-001)

105-72 1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北郵局於本日在總統

府辦理「總統府郵局營業廳美化竣工暨總統府一樓

展場開幕」臨時郵局，並鐫刻「我們的時代，人民

的總統府」宣傳戳1枚。

(105-04010604-001-E1-001)

105     年     9     月105     年     9     月

99



105-73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用郵需求，添印發行旅

行臺灣套印用個人化郵票(直式無版銘、名片型)及

祝福(續)套印用個人化郵票(直式無版銘)總計22萬

張。(105-060599-002-02-006)

105-74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名人肖像郵票

–胡適、錢思亮、吳大猷」1套3枚，郵票由中央印

製廠印製，面值5元票3枚各印80萬枚。(105-

060301-001-02-002)

105     年     9     月105     年     9     月

100



105-75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鐫刻「慶祝雙十國慶」紀念

郵戳於本日啟用。

(105-06030699-001-E1-011)

105-76 1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發售「郵政簡易人

壽十分有利增額終身壽險」新商品。(105-

08040199-005-01-010)

105-77 1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直、橫式國內明

信片(105年版)。

(105-060599-001-01-013)

105-78 1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南郵局所轄臺南虎尾

寮郵局(台南49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臺南市自由路

三段386號新址營業。

(105-04010204-001-02-005)

105-79 1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梓官蚵子

寮郵局（高雄149支局）自本日起遷至高雄市梓官

區港九街68號營業。

(105-04010204-001-01-028)

105-80 1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三重郵局所轄五股郵局

及基隆郵局所轄汐止南昌郵局自本日起，新增辦理

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買賣外幣現鈔及旅行支

票業務。

(105-070399-003-01-017)

105     年     10     月105     年     10     月

101



105-81 21日 為向奧運金牌許淑淨國手致敬，中華郵政股份有限

公司特別製作金色郵筒，於10月21日至26日在臺北

世界郵展會場展出，展後永久設置於許小姐家鄉所

在地崙背郵局。並鐫刻宣傳戳加蓋於自該郵筒收攬

之郵件上，宣傳戳使用期間為105年10月29日至106

年10月28日。

(105-04010604-001-E1-002)

105-82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10月21日至26日假台北世

界貿易中心展覽一館舉辦「臺北2016世界郵展

PHILATAIPEI 2016 WORLD STAMP CHAMPIONSHIP」

。

(105-060207-001-01-003)

105-83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10月21日至26日舉辦「臺

北2016世界郵展」；郵展首日發行2套郵票，分別

為「臺北2016世界郵展紀念郵票」郵票1套2枚及小

全張1張，面值5元票及25元票各印99萬枚，小全張

1張面值64元印90萬張，由法國卡特安全印刷廠印

製；「臺灣是寶島」郵票1套2枚及小版張1張，面

值13元票及32元票各印130萬枚，小版張面值90元

印20萬張，由紐西蘭南方印刷有限公司印製。郵展

次日發行4套郵票，分別為「設計展新象」郵票1套

2枚及小版張1張，面值9元票及25元票各印150萬枚

、小版張面值102元印20萬張，由紐西蘭南方印刷

有限公司印製；「攜手護生態」小全張1張，面值

47元印90萬張，由法國卡特安全印刷廠印製；「樂

享動漫趣」郵票1套2枚及小版張1張，面值5元票及

25元票各印140萬枚，小版張面值60元印20萬張，

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慈善滿人間」小

全張1張，面值42元印90萬張，由中華彩色印刷股

份有限公司印製。

(105-060301-001-02-005)

105     年     10     月105     年     10     月

102



105-84 2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烏日溪壩

郵局（臺中68支）自本日起遷移至臺中市烏日區溪

南路2段372號營業。

(105-04010204-001-01-027)

105-85 2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扇面書畫郵票

小全張–山陰客窗圖」郵票小全張及小全張雙連張

各1張，郵票由法國卡特安全印刷廠印製，面值25

元小全張印90萬張，面值50元小全張雙連張印25萬

張。

(105-060301-001-02-004)

105     年     10     月105     年     10     月

103



105-86 5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5年郵政人員升資高員、

員、佐級考試於105年11月5日至6日，分北部（臺

北）、中部（臺中）、南部（高雄）三考區舉行。

(105-13030301-001-01-007)

105-87 1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業務需要，准總經理室

增設協理名額1名。

(105-13030201-001-01-020)

105-88 14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屏東郵局所轄屏東復興

郵局於本日起併入屏東民生路郵局。

(105-04010202-001-02-008)

105-89 1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北郵局所轄北投復興

崗郵局（臺北132支局）於本日裁撤，該局各類儲

匯業務及壽險業務全部併入北投豐年郵局（臺北

145支局）。

(105-04010202-001-02-016)

105-90 19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翁文祺等10人於11月

19日至25日赴大陸參加「2016年度兩岸郵政發展研

討會」並進行參訪活動。

(105-05020499-001-01-002)

105-91 20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苗栗郵局所轄苗栗大坪

頂郵局於本日併入苗栗中苗郵局。

(105-04010202-001-E1-008)

105     年     11     月105     年     11     月

104



105-92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高雄蓬萊

路郵局於本日併入高雄鼓山郵局。

(105-04010201-001-01-017)

105-93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南投郵局所轄水里郵局

（南投13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南投縣水里鄉中

山路1段118、120號營業。

(105-04010204-001-01-026)

105-94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直式國內掛號信

封(105年版)、12月20日發行橫式國內掛號信封

(105年版)。

(105-060599-001-01-015)

105-95 23日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協理業務長

陳樹東調派經營策略設計委員會專任副主任委員，

臺北特等郵局經理業務長李甘祥調派本公司經營策

略設計委員會委員，並代理協理職務兼郵政物流園

區總管理處籌備處處長。

(105-13020101-001-04-021)

105-96 2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主任秘書業務長潘裕幗調派

代理臺北特等郵局經理、板橋一等甲級郵局經理業

務長藍淑貞調派本公司經營策略設計委員會委員並

代理主任秘書。

(105-13020101-001-04-020)

105     年     11     月105     年     11     月

105



105-97 28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三重郵局所轄五股郵局

(三重第21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北市五股區成泰

路三段541號新建大樓營業。

(105-04010204-001-02-001)

105     年     11     月105     年     11     月

106



105-98 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新年郵票(105

年版)」郵票1套2枚及小全張、賀歲版各1張及「新

年明信片」。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

製，面值3.5元票印426萬枚(含賀歲版26萬張)、13

元票印206萬枚(含賀歲版26萬張)、小全張面值12

元印140.8萬張。

(105-060301-001-02-007)

105-99 2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各等郵局及其所轄支局組織要點」第16、17、18

及19點增列「襄理」職稱，將各責任中心局營業單

位專員改稱襄理。

(105-02020201-001-E1-007)

105-100 3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高雄本揚

郵局於本日併入高雄民壯郵局。

(105-04010202-001-02-018)

105-101 16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ATM無卡提

款」服務。

(105-070203-001-01-022)

105-102 17日 大陸「海峽兩岸郵政交流協會」代表團共20人，於

12月17日至23日來臺參訪。

(105-05020499-001-01-006)

105     年     12     月105     年     12     月

107



105-103 21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中華民國與薩

爾瓦多友好紀念郵票」1組2枚，包含薩國國樹

Maquilishuat郵票及國鳥Torogoz郵票，共發售

3,000組，每組售價新臺幣40元。

(105-060599-002-02-018)

105     年     12     月105     年     12     月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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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10199 董事會/綜合業務/其他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實收資本額自新臺幣650億

元提高至673億1,100萬元，增資23億1,100萬元發

行新股印製普通股股票1張，寄存國庫保管。

(105-010199-001-01-008)

1050729 105-59

010299 董事會/會議/其他

交通部102年8月7日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李紀珠於102年8月7日離職，所遺董事長職務

由交通部政務次長陳純敬兼代，並接任董事職務。

(102-010299-001-01-010)

1020807 102-61

02020201 秘書類/法制/法令規章/內部規章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組織規程」第5條規定，增列「置風控長一人，

綜理風險管理業務，並設風險管理室，置室主任一

人，並視業務需要分科辦事」。

(101-02020201-001-01-003)

1010710
 101-4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組織規程」第8條及第10條規定，「人事處」更

名為「人力資源處」，資產營運處原「主任工程

司」職稱改為「營運主任」。

(103-02020201-001-01-003)

1030425 103-1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組織規程」第5條規定，置法遵長一人，綜理法

令遵循及法務業務，並設法務暨法令遵循室，置室

主任一人，並視業務需要分科辦事。

(103-02020201-001-E1-003)

1031226 103-76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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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類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20202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第2條規定，增列第38款「HZ06011電子支

付業」營業項目，原第38款遞移為第39款。

(104-02020201-001-01-008)

1040716 104-4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組織規程」第8條，於總公司增設「公共事務

處」；另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各等郵局及

其所轄支局組織要點」第4點，將特等郵局第一、

第二、第三投遞科合併為「郵件投遞科」。

(104-02020201-001-E1-003)

1041218 104-8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各等郵局及其所轄支局組織要點」第16、17、18

及19點增列「襄理」職稱，將各責任中心局營業單

位專員改稱襄理。

(105-02020201-001-E1-007)

1051202 105-99

02020301 秘秘書類/法制/權責劃分/與交通部權責劃分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交通部與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暨經理部門權責劃分表」，本次

修正參、人事第十點，增列「專任副主任委員」之

任免，應經交通部核轉或擬報。

(102-02020301-001-01-002)

1021025 102-80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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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20203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交通部與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暨經理部門權責劃分表」，修正

重點如下：本公司人力資源處、政風處及會計處處

長之核派權分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法務部及主

計總處，於報奉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提董事會報

告。為使前述職務調派以報告案提送董事會之程序

明確，爰修正旨揭權責劃分表。

(105-02020301-001-E1-001)

1050318 105-25

02020303 秘書類/法制/權責劃分/分層負責明細表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辦事簡則」暨「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分層負責

明細表」，修正重點：辦事簡則部分新增風險管理

室職掌，並將原總經理室職掌中屬風險管理事項者

，移列為該室職掌；分層負責明細表部分新增風險

管理室，並將原總經理室中屬風險管理工作事項之

核判規定，移列該室。

(101-02020303-001-E1-003)

1010907 101-5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分層負責明細表」，修正重點如下：總經理室於

103年4月增設「綜合事務科」；風險管理室配合實

務作業增列工作項目「保險業風險管理實務守則相

關業務」及「壽險業務資產負債風險管理作業事

項」；壽險處刪除「壽險業務資產負債管理作業之

辦理」部分內容；人力資源處配合「人事處」更名

為「人力資源處」修正部分內容；政風處因應廉政

署名稱及「交通部與所屬機關權責劃分表（共同事

項）政風部分」之修正，配合修正相關內容。

(103-02020303-001-E1-003)

1030619 103-25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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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類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202030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成立「電子商務室」

，並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規程」第8

條。(105-02020303-001-01-003)

1050701 105-53

02050201 秘秘書類/研考業務/國營事業工作考成/其他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0年度工作考成等第業經

行政院核定為甲等（分數為82.53分）。

(101-02050201-001-01-003)

1011110 101-7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1年度工作考成等第業經

行政院核定為甲等（分數為82.55分）。

(102-02050201-001-01-003)

1020916 102-7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2年度工作考成等第業經

行政院核定為甲等（分數為81.76分）。

(103-02050299-001-01-004)

1030814 103-3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3年度工作考成等第業經

行政院核定為甲等（分數為86.24分）。

(104-02050299-001-01-002)

1040909 104-5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4年度工作考成等第業經

行政院核定為甲等（分數為83.92分）。

(105-02050299-001-01-001)

1050520 105-46

02060201 秘秘書類/風險管理/法令規章/內部規章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第5屆董事會第5次會議通過

訂定「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壽險業務自我風險與

清償能力評估機制政策」。

(105-02060201-001-E1-001)

1050113 105-9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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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10201 郵務營業類/局所管理/自辦機構/設立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臺灣桃園

國際機場郵局（桃園第35支局）自本日起於機場第

一航廈出境大廳增設延伸郵務工作站。

(102-04010201-002-E1-007)

1021202 102-9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配合文化部等13個機

關進駐新莊副都心中央合署辦公大樓辦公增加設立

「新莊副都心郵局」1處。

(102-04010201-002-01-005)

1021216 102-9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臺中中科

郵局（臺中第128支局）於本日成立。

(103-04010201-001-01-008)

1031201 103-6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高雄蓬萊

路郵局於本日併入高雄鼓山郵局。

(105-04010201-001-01-017)

1051121 105-92

04010202 郵務營業類/局所管理/自辦機構/撤銷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龍潭新新

郵局於本日併入龍潭核研郵局。

(105-04010202-001-01-006)

1050507 105-4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北郵局所轄南港聯勤

郵局於本日併入南港昆陽郵局。

(105-04010202-001-01-006)

1050508 105-41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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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1020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空軍官校

郵局於本日併入岡山仁壽郵局。

(105-04010202-001-01-006)

1050509 105-4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臺中建國

路郵局於本日併入臺中民權路郵局。

(105-04010202-001-01-006)

1050515 105-4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屏東郵局所轄屏東復興

郵局於本日起併入屏東民生路郵局。

(105-04010202-001-02-008)

1051114 105-8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北郵局所轄北投復興

崗郵局（臺北132支局）於本日裁撤，該局各類儲

匯業務及壽險業務全部併入北投豐年郵局（臺北

145支局）。

(105-04010202-001-02-016)

1051119 105-8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苗栗郵局所轄苗栗大坪

頂郵局於本日併入苗栗中苗郵局。

(105-04010202-001-E1-008)

1051120 105-9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高雄本揚

郵局於本日併入高雄民壯郵局。

(105-04010202-001-02-018)

1051203 105-100

04010203 郵務營業類/局所管理/自辦機構/改隸及更名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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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類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與中壢、臺中與豐

原及高雄與鳳山等郵局自102年3月1日起整合，桃

園與中壢郵局整合後，局名為「桃園郵局」，臺中

與豐原郵局整合後，局名為「臺中郵局」，高雄與

鳳山郵局整合後，局名為「高雄郵局」。

(102-04010203-001-01-001)

1020301 102-1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北郵局所轄臺北五分

埔郵局（臺北第51支局）於本日起更名為臺北松德

郵局。(104-04010203-001-E1-001)

1040415 104-2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各級郵局自本日起，調

整開始營業時間為8時30分。

(105-04010203-001-01-002)

1050701 105-54

04010204

04010203

郵務營業類/局所管理/自辦機構/遷移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花蓮郵局所轄花蓮空軍

教準部郵局（花蓮第39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國立

東華大學營業，並配合更改局名為壽豐東華大學郵

局。

(101-04010204-001-01-001)

1010208 101-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屏東郵局所轄內埔水門

郵局(屏東第6支局) 自本日起遷移至屏東縣內埔鄉

水門村成功路37號新局屋營業。

(101-04010204-001-E1-004)

1010229 101-7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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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1020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屏東郵局所轄東港郵局

投遞單位因與東港大鵬郵局（屏東第64支局）新建

局屋同棟大樓，自本日起合併為兼投支局，並更改

局名為東港郵局，原東港郵局更改為東港中正路郵

局。

(101-04010204-001-01-003)

1010301 101-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臺中四張

犁郵局(臺中第39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臺中市北屯

區豐樂路2段162號營業。

(101-04010204-001-E1-004)

1010423 101-1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豐原郵局所轄豐原大湳

郵局(豐原第11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臺中市豐原區

豐原大道7段25號新建局屋營業並更改局名為「豐

原葫蘆墩郵局」。

(101-04010204-001-E1-010)

1010507 101-2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新竹郵局所轄湖口長安

郵局(新竹第45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竹縣湖口鄉

忠孝路26號營業。

(101-04010204-001-E1-010)

1010521 101-2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三重郵局所轄五股郵局

(三重第21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北市五股區成泰

路3段533號營業。

(101-04010204-001-E1-013)

1010709 101-39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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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1020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大園菓林

郵局（桃園第33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桃園縣大園

鄉菓林村拔子林2鄰23-45號營業。

(101-04010204-001-E1-013)

1010716 101-4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苗栗郵局所轄竹南頂埔

郵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園區(竹南

鎮科研路36號1樓101室)辦公大樓營業，並配合更

改局名為「竹南科學園郵局」。

(101-04010204-001-E1-012)

1010716 101-4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苗栗郵局所轄苗栗文山

郵局(苗栗第6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苗栗縣苗栗市

至公路448號營業。

(101-04010204-001-E1-018)

1011015 101-6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臺中嶺東

郵局（臺中第29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與臺中南屯路

郵局（臺中第19支局）合署營業。

(101-04010204-001-01-019)

1011015 101-6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大里大新

街郵局（臺中第57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臺中市大

里區永隆一街82號營業，並更名為大里永隆郵局。

(101-04010204-001-E1-018)

1011029 101-7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雲林郵局所轄二崙油車

郵局(雲林第21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雲林縣二崙鄉

文化路260、262號營業。

(101-04010204-001-E1-018)

1011029 101-74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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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1020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新營郵局所轄鹽水茄苳

腳郵局(新營第10支局)自本日起與新營太子宮郵局

合署營業(臺南市新營區太北里9-5號)。

(101-04010204-001-E1-027)

1011119 101-7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板橋郵局所轄土城學府

路郵局(板橋第29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北市土城

區明德路二段58號營業。

(101-04010204-001-E1-027)

1011224 101-8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左營軍港

郵局(高雄第15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高雄市左營區

實踐路43號營業。

(101-04010204-001-E1-027)

1011225 101-8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基隆郵局所轄基隆東信

路郵局(基隆第13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基隆市信義

區東信路123號營業。

(102-04010204-001-E1-002)

1020121 102-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新竹郵局所轄湖口德盛

郵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竹縣湖口鄉成功路100號營

業。

(102-04010204-001-E1-002)

1020128 102-1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

統烏日─文心北屯線捷運工程作業需要，臺中郵局

所轄臺中文心路郵局（臺中第63支局）於本日遷移

至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4段752號營業。

(102-04010204-001-01-006)

1020318 102-21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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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1020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高雄新樂

郵局自本日起遷址至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390號營

業，並更名為左營華夏路郵局。

(102-04010204-001-01-009)

1020422 102-3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新營郵局所轄鹽水茄苳

腳郵局(新營第10支局) 自本日起遷移至新址（臺

南市鹽水區忠孝路54號）營業。

(102-04010204-001-01-010)

1020603 102-4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龍潭三林

郵局(桃園第77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桃園客家文化

館內營業，並更名為「桃園客家文化館郵局」。

(102-04010204-001-01-010)

1020617 102-4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新營郵局所轄官田新中

郵局（新營第42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臺南市新市

區大營里131-18、131-19號新址營業。(102-

04010204-001-E1-011)

1020805 102-6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南投郵局所轄水里郵局

(南投第13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南投縣水里鄉中山

路一段118、120號營業。

(102-04010204-001-E1-015)

1021125 102-9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左營軍港

郵局（高雄第15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北市新莊

區中平路439號，並更名為「新莊副都心郵局」營

業。(102-04010204-001-01-015)

1021216 102-98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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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類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1020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前金郵局

(高雄第10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高雄市前金區六合

二路147號新址營業。

(103-04010204-001-E1-007)

1031013 103-5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北郵局所轄國防後備

部郵局(臺北第122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大直國防

部營區營業，並更名為「國防部郵局」。(103-

04010204-001-E1-007)

1031020 103-5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高雄康莊

郵局(高雄第78支局) 自本日起遷移至高雄市小港

區宏平路322號營業，並更名為「高雄宏平郵

局」。

(104-04010204-001-E1-005)

1040622 104-3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蘆竹郵局

(桃園第9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桃園市蘆竹區南山路

一段105號營業。

(104-04010204-001-E1-009)

1040914 104-5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高雄金福

路郵局自本日起遷移至高雄市前鎮區后安路147號

營業，並配合更名為「高雄佛公郵局」。(104-

04010204-001-E1-013)

1041214 104-8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澎湖郵局所轄七美郵局

自本日起遷移至澎湖縣七美鄉海豐村10鄰19號營

業。

(104-04010204-001-E1-013)

1050104 105-5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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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1020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新竹郵局所轄湖口長安

郵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竹縣竹北市成功八路166、

168號營業，並更名為竹北成功郵局。

(105-04010204-001-01-002)

1050111 105-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高雄福山

郵局自本日起遷移至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332號

營業。(104-04010204-001-E1-013)

1050112 105-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南郵局所轄歸仁南保

郵局因「高雄美濃大地震」毀損嚴重，於本日暫遷

移至歸仁郵局合署營業。

(105-04010204-001-01-010)

1050215 105-2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雲林郵局所轄莿桐饒平

郵局（雲林6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雲林縣莿桐鄉

永基路23之7號營業。

(105-04010204-001-E1-001)

1050328 105-3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北郵局所轄馬祖郵局

（臺北189支局）於本日遷移至新建大樓一樓（地

址：福建省連江縣福沃村141號）營業。(105-

04010204-001-E1-001)

1050425 105-3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桃園茄苳

郵局(桃園第10支局) 自本日起遷移至桃園市桃園

區龍安街12號營業。

(105-04010204-001-E1-003)

1050627 105-51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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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1020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平鎮南勢

郵局（桃園73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桃園市平鎮區

興安路120號新局屋營業。

(105-04010204-001-01-030)

1050801 105-6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三重郵局所轄淡水義山

郵局自本日起遷移營業場所至淡水區市民聯合服務

中心營業，並更名為淡水崁頂郵局。

(105-04010204-001-01-030)

1050815 105-6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高雄橋頭

新市鎮郵局更名為橋頭新市鎮郵局，並自本日正式

營業。(105-04010204-001-01-030)

1050901 105-6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南郵局所轄臺南虎尾

寮郵局(台南49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臺南市自由路

三段386號新址營業。

(105-04010204-001-02-005)

1051017 105-7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梓官蚵子

寮郵局（高雄149支局）自本日起遷至高雄市梓官

區港九街68號營業。

(105-04010204-001-01-028)

1051017 105-7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烏日溪壩

郵局（臺中68支）自本日起遷移至臺中市烏日區溪

南路2段372號營業。

(105-04010204-001-01-027)

1051024 105-84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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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1020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南投郵局所轄水里郵局

（南投13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南投縣水里鄉中

山路1段118、120號營業。

(105-04010204-001-01-026)

1051121 105-9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三重郵局所轄五股郵局

(三重第21支局)自本日起遷移至新北市五股區成泰

路三段541號新建大樓營業。

(105-04010204-001-02-001)

1051128 105-97

04010401 郵務營業類/局所管理/組織系統/局等評定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依「各等郵局及各

級郵局等級評定基準」規定，各級郵局調整局級，

升級郵局計20處、降級郵局計4處，相關經理並依

規定核派。

(101-04010401-001-01-001)

1010701 101-3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自本日起提升

為一等甲級郵局；臺中郵局所轄豐原中正路郵局（

臺中第72支局）及高雄郵局所轄鳳山中山東路郵局

（高雄第96支局），自同日起提升為特級郵局。

(102-04010401-001-01-001)

1020301 102-1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北郵局所轄臺北三張

犁郵局（臺北第43支局）、高雄郵局所轄旗山郵局

（高雄第125支局）2處郵局，自1本日起降為乙級

郵局。

(102-04010401-001-01-002)

1020701 102-54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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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類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104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北郵局所轄臺北興安

郵局（臺北第112支局）自本日起降為乙級郵局。

(104-04010401-001-01-002)

1040701 104-3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北郵局所轄臺北重南

郵局（臺北第39支局）自本日起調降為丁級郵局。

(104-04010401-001-01-003)

1040701 104-38

04010599 郵郵務營業類/局所管理/臨時郵局/設立、異動、撤

銷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豐原、高雄、基隆、臺

南、澎湖、宜蘭、花蓮等郵局，為配合「海軍101

敦睦遠航訓練任務」，於該訓練支隊航艦停靠轄區

期間，援例設立「中華民國海軍101敦睦遠航訓練

支隊航訓巡迴展臨時郵局」。

(101-04010599-001-01-001)

1010424 101-2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協助莫拉克風災重建永久

屋基地觀光產業發展，於本日在高雄市杉林大愛園

區辦理「啟動幸福產業行銷系列活動」，並設置行

動郵局。

(102-04010501-001-01-001)

1021214 102-9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高雄、基隆、臺

南、澎湖、宜蘭、花蓮等郵局，為配合「海軍103

敦睦遠航訓練任務」，於該訓練支隊航艦停靠轄區

期間，援例設立「中華民國海軍103敦睦遠航訓練

支隊航訓巡迴展臨時郵局」。

(103-04010501-001-01-001)

1030116 103-2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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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類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105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高雄、基隆、臺

南、澎湖、宜蘭、花蓮等郵局，為配合「海軍104

敦睦遠航訓練任務」，於該訓練支隊航艦停靠轄區

期間，援例設立「中華民國海軍104敦睦遠航訓練

支隊航訓巡迴展臨時郵局」。

(104-04010501-001-01-005)

1040306 104-16

04010601 郵郵務營業類/局所管理/郵戳/申請、審核、鐫發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郵戳保管及使用要

點」有關國際郵戳局名排列原則。

(101-04010601-001-01-002)

1010315 101-1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嘉義郵局所轄嘉義文化

路郵局鐫刻加有「故宮南院」郵戳5柄(2柄甲戳、1

柄癸戳及2柄洋戳)，自本日於「國立故宮博物院南

部院區」郵務櫃檯啟用。

(104-04010601-001-011-001)

1041228 104-87

04010604 郵郵務營業類/局所管理/郵戳/宣傳戳

因受蘇迪勒颱風影響，造成位於臺北市南京東路及

龍江路口二座郵筒歪斜，因模樣可愛，人潮爭先與

郵筒合照留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特鐫刻宣傳

戳並採一日一戳，每日變換日期，自104年8月13日

至31日加蓋於自該二座郵筒收攬之郵件上。

(104-04010604-001-01-001)

1040813 104-4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北郵局於本日在總統

府辦理「總統府郵局營業廳美化竣工暨總統府一樓

展場開幕」臨時郵局，並鐫刻「我們的時代，人民

的總統府」宣傳戳1枚。

(105-04010604-001-E1-001)

1050918 105-72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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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類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為向奧運金牌許淑淨國手致敬，中華郵政股份有限

公司特別製作金色郵筒，於105年10月21日至26日

在臺北世界郵展會場展出，展後永久設置於許小姐

家鄉所在地崙背郵局。並鐫刻宣傳戳加蓋於自該郵

筒收攬之郵件上，宣傳戳使用期間為105年10月29

日至106年10月28日。

(105-04010604-001-E1-002)

1051021 105-81

郵務營業類/營業管理/法規制度/郵務營業規章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調整本公司現行

國內包裹重量限制由每件30公斤調整為20公斤，尺

寸限制由(長*1+寬*2+高*2)之合計數不逾300公分

調整為長寬高總和不逾150公分。

(104-04020104-001-01-009)

1041001 104-60

04020199 郵

04020104

郵務營業類/營業管理/法規制度/其他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i郵箱業務，

並配合增訂「2-15-1 i郵箱郵件處理須知」及i郵

箱代收貨價郵件之付款取件相關注意事項。

(105-04020199-001-01-010)

1050705 105-56

040206 郵郵務營業類/營業管理/新種業務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於各等郵局所轄

901支局開辦「未來郵件」業務。

(101-040206-001-01-005)

1011115 101-77

04030601 郵郵務營業類/企劃行銷/費率/郵資之釐訂及調整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調整國內傳真郵件

資費。

(101-04030601-001-01-003)

1010601 101-28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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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306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調整便利箱(袋)售

價。

(102-04030601-001-01-001)

1020326 102-2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一般便利袋」試

辦開放重量1公斤以下小件物品者，得以「國內普

通掛號小包」交寄。

(104-04030601-001-01-008)

1050101 105-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常用特種資費新

增「送達證書回執費」種類，資費每件20元。另原

「國內掛號附回執郵件」之「回執費」更名為「普

通回執費」，資費仍維持每件9元。

(104-04030601-001-01-006)

1050101 105-2

04040799 郵務營業類/電子函件/郵遞業務轉型/其他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兩岸郵政速遞

（快捷）航空郵件業務。

(101-04040799-004-04-007)

1010917 101-5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滿足市場多元服務需求，

擴大兩岸郵遞商機，自本日起開辦海運「兩岸郵政

速遞（快捷）」業務。

(102-04040799-004-01-024)

1020320 102-2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2年度榮獲「經理人月

刊」影響力品牌及「讀者文摘」信譽品牌殊榮。

(102-04040799-004-03-004)

1020528 102-42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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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類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407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拓展本公司通路效益，接

受洋基通運股份有限公司（簡稱DHL）委託辦理代

收DHL國際航空快遞貨件業務，並函頒作業須知，

自本日起，陸續由臺灣北部朝南部分梯次開辦。

(102-04040799-005-01-015)

1021101 102-8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函報擬與大陸中國郵政集團

公司開辦兩岸「郵政e小包」業務，自102年11月4

日起試營運，於102年12月16日正式開辦。

(102-04040799-004-05-003)

1021104 102-8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翁文祺率團於103年4

月8日至12日赴大陸進行業務商談及兩岸交流參訪

活動。

(103-04040799-004-01-033)

1030408 103-1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開辦「兩岸郵政速遞

(快捷)-航空商旅包」服務。(103-04040799-004-

03-011)

1031216 103-7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增加「兩岸郵政速

遞(快捷)-海運商旅包」服務。

(104-04040799-005-02-006)

1041001 104-6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擴大開發兩岸跨境電子商

務物流商機，新增「兩岸郵政e小包－e郵通」服

務。

(105-04040799-004-01-028)

1050519 105-45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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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40407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關懷尼伯特颱風受災戶，

自105年7月12日至8月11日，全區寄往臺東地區國

內包裹普通郵資一律給予8折優惠。

(105-04040799-001-01-006)

1050712 105-5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推出「兩岸研修生

交寄兩岸郵政速遞(快捷)-航空商旅包優惠郵寄服

務」。(105-04040799-004-02-019)

1050905 105-69

050101 郵遞管理類/綜合業務/內部規章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國際快捷郵件牌

告大宗郵資折扣率各級距由現行之5%、10%、15%、

20%、25%調整為5%、7%、9%、12%、15%。(103-

050101-001-01-001)

1040101 104-2

05020402 郵遞管理類/作業管理/兩岸郵務/規劃開辦新種業

務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兩岸「郵政e

小包」郵件服務業務，並頒定兩岸「郵政e小包」

郵件處理須知。

(102-05020402-001-01-001)

1021216 102-99

05020499 郵遞管理類/作業管理/兩岸郵務/其他

大陸江蘇省郵政工會代表團一行9人，由該會主席

暨江蘇省郵政公司副總經理吳濱先生率團於101年7

月3日至10日蒞臺進行交流訪問，並於本日至中華

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拜訪。

(101-05020499-003-01-004)

1010709 101-40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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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50204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101年8月13日至18日邀請

大陸地區中國郵政集團公司企業發展與科技部李副

總經理明等一行6人來臺進行「郵用自動化機械設

備會議」。

（101-05020499-003-01-007）

1010813 101-51

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邀請大陸地區「海峽兩岸郵

政交流協會」於本日來臺參加「兩岸郵政速遞(快

捷)」業務開通儀式及「兩岸郵政業務擴大交流合

作會」事宜。

(101-05020499-003-01-012)

1010917 101-59

大陸海峽兩岸郵政交流協會代表團於102年4月16日

至22日來臺會議及參訪。

(102-05020499-003-01-008)

1020416 102-3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紀珠等相關主管人

員共7人於102年7月14日至20日應大陸中國郵政集

團公司邀請，前往大陸上海及北京兩地進行業務交

流訪問。(102-05020499-003-01-016)

1020714 102-5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主任秘書陳憲着於102年10

月14日至20日率員前往大陸北京、武漢及廣州地區

參訪中國郵政之郵件處理中心。

(102-05020499-003-02-011)

1021014 102-76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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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5020499 台灣郵政協會邀請大陸「海峽兩岸郵政交流協會」

代表團於102年12月13日至22日至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參加「兩岸珍郵特展」、「兩岸郵政e小包

暨兩岸通郵5週年回顧展」開幕典禮並至本公司郵

政博物館及各地郵局交流訪問。

(102-05020499-003-02-016)

1021213 102-95

交通部郵電司司長王廷俊等3人暨本公司總經理王

昌、副總經理陳憲着率團於103年7月6日至13日赴

大陸參加「2014年兩岸郵政發展研討會」、「海峽

兩岸珍郵特展」及參訪活動。

(103-05020499-003-01-023)

1030706 103-2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翁文祺率團於104年2

月1日至8日赴大陸地區業務交流訪問。

(104-05020499-003-01-002)

1040201 104-1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翁文祺等8人於105年

1月4日至11日，赴大陸北京、杭州及上海地區進行

業務交流訪問。

(105-05020499-003-01-004)

1050104 105-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翁文祺等10人於105

年11月19日至25日赴大陸參加「2016年度兩岸郵政

發展研討會」並進行參訪活動。

(105-05020499-001-01-002)

1051119 105-90

大陸「海峽兩岸郵政交流協會」代表團共20人，於

105年12月17日至23日來臺參訪。

(105-05020499-001-01-006)

1051217 105-102

05030101 郵遞管理類/投纜管理/綜合業務/內部規章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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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類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50301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件處理規則」第四十九

條、第七十一條條文修正案，增訂「收件人於其收

件地址飼養之動物有攻擊郵政服務人員或中華郵政

公司委託遞送郵件人員之虞，經通知改善而未改善

者，中華郵政公司對該收件地址郵件得不按址投遞

，並公告之。」業經交通部於中華民國104年11月

11日以交郵字第1040034994號令發布施行。

(104-05030101-001-01-004)

1041111 104-72

05050199 郵郵遞管理類/國際郵務/綜合業務/其他

越南郵政總經理Mr.Pham Anh Tuan及隨員共6人，

於104年10月4日至9日來訪，洽談與中華郵政股份

有限公司未來業務合作事宜，並進行參訪活動。

(104-05050199-003-01-027)

1041004 104-64

050501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加強與越南郵政業務合作

與聯繫交流，董事長翁文祺於105年3月21日至26日

率團出訪越南郵政洽談業務。

(105-05050199-003-01-006)

1050321 105-2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辦發往大陸水陸

掛號函件業務。

(105-05050199-002-01-001)

1050401 105-33

050502 郵郵遞管理類/國際郵務/包裹業務處理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辦發往歐洲國家

之陸空聯運包裹郵件業務。

(101-050502-001-01-001)

1010201 101-3

050503 郵郵遞管理類/國際郵務/快捷業務處理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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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類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5050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與日本郵政互辦

雙向之「國際掛號函件廣告回信─Registered

IBRS 」及「國際快捷郵件廣告回信─EMS IBRS」

業務。

(101-050503-010-01-007)

1010601 101-2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日本進口之

冷藏國際快捷郵件（Cool EMS）業務。

(102-050503-010-01-004)

1020401 102-29

050504 郵郵遞管理類/國際郵務/資費調整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調整出口國際快

捷及國際包裹郵件（含大陸地區及兩岸速遞）郵資

計費方式。

(102-050504-001-01-001)

1020301 102-1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修訂國際快捷郵

件資費計費標準由現行四區改為五區，新增「大洋

洲」一區並訂定其資費。

(103-050504-001-01-001)

1031001 103-4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國際快捷郵件取

消商品類0.25公斤級距及調整部分國家/地區不逾

2.5公斤級距資費。

(104-050504-001-01-002)

1040803 104-46

060201 集集郵業務/行銷業務/集郵行銷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101年4月20日至5月20日

辦理「101年郵票選美活動」。

(101-060201-001-02-003)

1010420 101-18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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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2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102年3月1日至3月29日辦

理「102年郵票選美活動」。

(102-060201-001-01-002)

1020301 102-1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嘉義郵局、花蓮郵局、

澎湖郵局於本日配合交通部觀光局舉辦「臺灣夏至

235」系列活動，並於相關地點設立臨時郵局。

(102-060201-001-01-026)

1020621 102-5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103年3月17日至4月11日

辦理「103年郵票選美活動」。

(103-060201-001-01-016)

1030317 103-1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103年12月29日至104年1

月30日辦理「104年郵票選美活動」。

(103-060201-001-02-025)

1031229 103-7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105年1月25日至2月22日

辦理「105年郵票選美活動」。

(104-060299-001-01-036)

1050125 105-14

060206 集郵業務/行銷業務/國內郵展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與中國集郵協會於101年8月

9日至13日共同舉辦「臺北2012國際集郵邀請

展」。

(101-060206-001-01-015)

1010809 101-50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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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20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舉辦「中華民國101年全國

郵展」於101年10月11日至16日在鳳山國中體育館

舉行。

(101-060206-001-01-006)

1011011 101-65

060207 集郵業務/行銷業務/國際郵展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集郵處派員前往印尼參加

101年6月18日至24日舉行之「2012年印尼世界郵展

(INDONESIA 2012)」及設攤售票事宜。

(101-060207-001-01-004)

1010618 101-3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102年5月10日至15日派員

前往澳洲墨爾本參加「2013年澳洲世界郵展（

Australia 2013 FIP World Stamp

Exhibition）」並設攤展售我國郵票。

(102-060207-001-01-006)

1020510 102-3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派員參加103年8月7日至12

日舉行之「2014年韓國世界郵展（PHILAKOREA

2014 WORLD STAMP EXHIBITION）」並設攤展售我

國集郵票品。

(103-060207-001-02-010)

1030807 103-3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103年12月1日至6日派員

參加「2014年馬來西亞世界青少年郵展暨第29屆亞

洲國際郵展」(Malaysia2014-World Youth Stamp

Exhibition/29th Asian International Stamp

Exhibition)宣傳銷售本公司郵品。

(103-060207-001-02-030)

1031201 103-67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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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類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20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104年4月24日至28日假台

北世界貿易中心展覽三館舉辦「臺北2015第30屆亞

洲國際郵展」。

(104-060207-001-02-009)

1040424 104-2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翁文祺等6人自104年

8月14日至18日，赴新加坡參加「新加坡2015世界

郵展」並辦理「臺北之夜」造勢活動。

(104-060207-001-05-002)

1040814 104-4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104年11月20日至23日派

員前往香港參加「香港2015第31屆亞洲國際郵展（

HONG KONG 2015-31st Asian International

Stamp Exhibition）」並設攤展售我國郵票。

(104-060207-001-05-014)

1041120 104-7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105年3月4日至6日派員前

往泰國清邁參加「2016年中泰郵票聯合展覽(THAI-

CHINESE TAIPEI STAMP EXHIBITION 2016)」事

宜。

(105-060207-001-01-012)

1050304 105-2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宣傳「臺北2016世界郵

展」，董事長翁文祺率員於105年5月28日至6月5日

赴美國參加「世界郵展-紐約2016」活動、辦理招

商及參與會旗交接儀式，並拜會駐紐約台北經濟文

化辦事處。

(105-060207-001-01-006)

1050528 105-48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28



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20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105年10月21日至26日假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一館舉辦「臺北2016世界郵

展PHILATAIPEI 2016 WORLD STAMP

CHAMPIONSHIP」。

(105-060207-001-01-003)

1051021 105-82

060301 集郵業務/設計/發行郵票核定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漿果郵票」1

套4枚，郵票委請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3.5元票、

5元票各印5,000萬枚、12元票印1,300萬枚、25元

票印8,500萬枚。

(100-060301-001-01-007)

1010112 101-1

0603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情人節郵票

(101年版)」1套2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由法國卡特

安全印刷廠印製，面值12元票、25元票各印96萬

枚、小全張面值32元印96萬張。

(101-060301-001-01-003)

1010210 101-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天牛郵票（第

3輯）」1套4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7元票印200萬枚、12元票印800萬

枚、15元票印200萬枚、20元票印500萬枚。

(101-060301-001-01-005)

1010309 101-11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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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3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野生菇郵

票（第2輯）」1套4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由中華彩

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紅托鵝膏、

尖頂粉褶菌)2枚各印78萬枚、12元票(無柄地星、

宮部擬鎖瑚菌)2枚各印76萬枚、小全張面值34元印

66萬張。

(101-060301-001-01-010)

1010323 101-1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魚類郵票

（第2輯）」1套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5元票(臺灣纓口鰍)印90萬枚、5元票

(臺灣石鮒)、12元票、25元票各印85萬枚。

(101-060301-001-01-013)

1010411 101-1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中國古典小說

郵票-水滸傳」1套4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

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誤走妖魔)印85萬枚、5

元票(景陽崗打虎)、10元票、25元票各印80萬枚。

(101-060301-001-01-016)

1010425 101-2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祝賀郵票」1

套4枚及小冊1冊，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3.5元票(天作之合)印95萬枚、3.5元

票(蓮生貴子)、5元票、12元票各印85萬枚、小冊

面值60元印20萬冊。

(101-060301-001-01-017)

1010504 101-22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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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3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中華民國第十

三任總統副總統就職紀念郵票」1套4枚及小全張1

張，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為5元及12元各2

枚各印120萬枚，郵票以橫聯刷設計，小全張面值

為32元印110萬張。

(101-060301-001-01-012)

1010520 101-2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貓頭鷹郵

票（101年版）」1套4枚，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

，面值5元票(短耳鴞)印85萬枚、5元票(黃嘴角

鴞)、10元票、25元票各印80萬枚。

(101-060301-001-01-020)

1010606 101-3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傳統節慶郵

票」1套4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

製，面值5元票2枚各印85萬枚、10元票、25元票各

印80萬枚。

(101-060301-001-02-002)

1010620 101-3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蜂類郵票

小全張」1張，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製，面值45元印80萬張。

(101-060301-001-02-005)

1010712 101-4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蕨類郵票（

101年版）」1套4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由中央印製

廠印製，面值5元票(鞭葉耳蕨)印85萬枚、5元票

(尾葉實蕨)、10元票、25元票各印80萬枚、小全張

面值45元印80萬張。

(101-060301-001-02-008)

1010725 101-47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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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3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親情郵票」1

套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

元票印82萬枚、7元票、10元票、12元票各印78萬

枚。

(101-060301-001-01-009)

1010824 101-5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茶葉郵票

小全張」1張，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面值50元印80萬張。

(101-060301-001-02-013)

1010912 101-5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花語郵票（

續）」1套20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3.5元票印80萬枚(10枚聯刷)、5元票

印50萬枚(10枚聯刷)。

(101-060301-001-02-014)

1010928 101-6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卡通動畫郵票

小全張－玩具總動員」2張，郵票由法國卡特安全

印刷廠印製，兩款面值皆39元各印85萬張。

(101-060301-001-02-017)

1011023 101-7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保育類哺

乳動物郵票」1套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5元票(白鼻心)印85萬枚、5元票(臺

灣小黃鼠狼)、10元票、25元票各印80萬枚。

(101-060301-001-02-019)

1011107 101-75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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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3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三友百禽圖古

畫郵票小全張」2張，郵票由法國卡特安全印刷廠

印製，面值27元及70元各印100萬張。

(101-060301-001-03-003)

1011122 101-7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新年郵票（

101年版）」1套2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由卡登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3.5元票印410萬枚、13元

票印160萬枚、小全張面值12元印140萬張。

(101-060301-001-03-005)

1011203 101-8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深海生物

郵票小全張」2張，郵票委請荷蘭瓊安斯丁安宗廠

印製，面值44元及25元各印80萬張。

(101-060301-001-03-006)

1011212 101-8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漿果郵票（

續）」1套4枚，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2.5

元票印160萬枚、7元票印400萬枚、10元票印2200

萬枚、32元票印650萬枚。

(102-060301-001-01-002)

1020117 102-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特色美食

郵票─家常菜」1套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4枚各印82萬枚。(102-

060301-001-01-003)

1020131 102-12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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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3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情人節郵票（

102年版）」1套2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由荷蘭瓊安

斯丁安宗廠印製，面值12元票印150萬枚、25元票

印148萬2千枚、小全張面值37元印85萬張。

(102-060301-001-01-005)

1020204 102-1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糧食郵票-穀

物篇」1套4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製，面值5元票印86萬枚、7元票、10元票、25元

票各印82萬枚。

(102-060301-001-01-007)

1020305 102-2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清代刺繡郵

票」1套5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由法國卡特安全印

刷廠印製，面值10元票(孔雀及奇石圖案)印112萬

枚、另4枚10元票各印110萬枚、小全張面值100元

印80萬張。

(102-060301-001-01-008)

1020320 102-2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童玩郵票(102

年版)」1套5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5元票(提燈籠)印85萬枚、另4枚5元

票各印82萬枚。

(102-060301-001-01-009)

1020402 102-3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漿果郵票（續

2）」1套4枚，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1元票

印850萬枚、15元票印390萬枚、17元票印90萬枚、

20元票印900萬枚。

(102-060301-001-01-010)

1020417 102-32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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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3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中國古典小說

郵票─水滸傳(102年版)」1套4枚，郵票由中華彩

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智取大名

府)印88萬枚、5元票(石碣受天文)、10元票、25元

票各印86萬枚。

(102-060301-001-01-013)

1020510 102-3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祝賀郵票（

102年版）」1套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3.5元票2枚(熱帶魚、天鵝)各印100

萬枚、5元票2枚(企鵝、鴛鴦)各印95萬枚。

(102-060301-001-01-015)

1020522 102-4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香草植物郵

票」1套4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

製，面值5元票(胡椒薄荷)印85萬枚、5元票(迷迭

香)、12元票及15元票各印80萬枚。

(102-060301-001-01-017)

1020611 102-4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貓頭鷹郵

票(102年版)」1套4枚，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

面值5元票(領角鴞)印85萬枚、5元票(東方草鴞)、

10元票及25元票各印80萬枚。

(102-060301-001-01-021)

1020626 102-5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古物郵票（

102年版）」1套2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由中華彩色

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12元票印100萬枚、

25元票印95萬枚、小全張面值37元印90萬張。

(102-060301-001-01-024)

1020710 102-56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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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3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野生菇郵

票（第3輯）」1套4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由卡登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葡萄狀枝瑚菌)

印80萬枚、5元票(高羊肚菌)、12元票2枚各印75萬

枚、小全張面值34元印64萬張。

(102-060301-001-02-001)

1020724 102-5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特色美食

郵票－小吃」1套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5元票4枚(臭豆腐、肉圓、蚵仔煎、

滷肉飯)各印82萬枚。

(102-060301-001-02-004)

1020816 102-6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天牛郵票（第

4輯）」1套4枚，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5元

票2枚(蘭嶼偽鍬形天牛、蓬萊紅天牛)各印1,700萬

枚、10元票印1,000萬枚、25元票印4,700萬枚。

(102-060301-001-02-006)

1020828 102-6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名人肖像郵票

─蔣宋美齡」全套1枚，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

面值12元票印85萬枚。

(102-060301-001-02-009)

1020912 102-6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古代文物郵票

小全張」2張，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製，面值25元及37元各印95萬張。

(102-060301-001-02-012)

1021008 102-74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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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3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旅行臺灣郵票

（續）」（個人化郵票）1套10枚，郵票由卡登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6枚聯刷)、12元

票(4枚聯刷)印84萬枚。

(102-060301-001-02-013)

1021022 102-7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自行車道

郵票」1套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面值5元票(新北 新店溪自行車道)印85萬枚、5

元票(新北 八里左岸自行車道)、10元票2枚（桃園

三坑鐵馬道、新竹 十七公里海岸線自行車道）各

印80萬枚。

(102-060301-001-02-016)

1021108 102-8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龍鳳呈祥郵

票」全套1枚，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50元

票印260萬枚。

(102-060301-001-02-018)

1021115 102-8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故宮經典文物

郵票」（個人化郵票）1套10枚，郵票由中華彩色

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6枚聯刷)、12

元票(4枚聯刷)各印90萬枚。

(102-060301-001-02-19)

1021122 102-9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新年郵票（

102年版）」1套2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由卡登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3.5元票印420萬枚、13元

票印170萬枚、小全張面值12元印140萬張。

(102-060301-001-02-020)

1021202 102-94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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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3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珊瑚郵

票」1套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面值3.5元票及5元票各印85萬枚、10元票及15元票

各印80萬枚。

(103-060301-001-01-001)

1030108 103-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特色美食

郵票-伴手禮」1套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4枚(鳳梨酥、麻糬、太陽

餅、蛋黃酥)各印82萬枚。

(103-060301-001-01-002)

1030122 103-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保育鳥類郵

票-藍腹鷴」1套4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由卡登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2枚(亞成鳥、雄

鳥)、10元票及12元票各印90萬枚、小全張面值25

元印80萬張。

(103-060301-001-01-007)

1030220 103-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燈塔郵票（

103年版）」1套4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

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芳苑燈塔)印95萬枚、5元

票(查母嶼燈塔)、10元票及25元票各印90萬枚。

(103-060301-001-01-009)

1030306 103-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漿果郵票（續

3）」1套4枚，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5元票

2枚(枸杞、桔梗蘭)各印3500萬枚、15元票印400萬

枚、34元票印320萬枚。

(103-060301-001-01-010)

1030327 103-11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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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3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童玩郵票(103

年版)」1套5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5元票(騎木馬)印85萬枚、其餘5元票

4枚各印82萬枚。

(103-060301-001-01-012)

1030402 103-1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故宮古畫郵票

–戲嬰圖」1套5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製，面值5元票(宋蘇漢臣灌佛戲嬰 軸)印99.9萬

枚、5元票(宋蘇漢臣秋庭戲嬰圖 軸)、10元票2枚

(元人夏景戲嬰 軸、元人秋景戲嬰 軸)、12元票各

印95.4萬枚。

(103-060301-001-01-015)

1030430 103-1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鴻雁傳書郵

票」全套1枚，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9元票

印176萬枚。

(103-060301-001-01-017)

1030509 103-1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香草植物郵票

(103年版)」1套4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

限公司印製，面值3.5元票印85萬枚、5元票、12元

票及25元票各印80萬枚。

(103-060301-001-02-001)

1030611 103-2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交通建設郵票

小全張─花東鐵路電氣化」1張，郵票由中華彩色

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42元印80萬張。

(103-060301-001-02-003)

1030628 103-26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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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3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高山湖泊

郵票（第1輯）」1套4枚，郵票由法國卡特安全印

刷廠印製，面值5元票(翠池)印90萬枚、5元票(屯

鹿池)、10元票及12元票各印86.4萬枚。

(103-060301-001-02-007)

1030717 103-3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國立臺灣圖書

館百年紀念郵票」全套1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印製，面值12元票印80萬枚。

(103-060301-001-02-012)

1030809 103-3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金門縣建縣百

年紀念郵票」1套2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

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12元票各印70萬枚。

(103-060301-001-02-016)

1030828 103-4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博物館之

美郵票小全張」1張，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

值32元印90萬張。

(103-060301-001-02-017)

1030910 103-4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古物郵票-青

花瓷」1套4枚、小全張1張及小全張雙連張1張，郵

票由法國卡特安全印刷廠印製，面值5元票印95萬

枚、10元票、12元票及20元票各印90萬枚、小全張

面值25元印80萬張，面值50元小全張雙連張印25萬

張。

(103-060301-001-02-018)

1030919 103-45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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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類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臺北2015第30

屆亞洲國際郵展郵票小全張-遊賞臺灣四季」1張，

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45元印

100萬張。

(103-060301-001-03-003)

1031003 103-5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臺北市立動物

園建園百周年紀念郵票」全張1張，郵票由卡登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2枚(臺灣長鬃山

羊、穿山甲)、10元票2枚(亞洲象、臺灣黑熊)、12

元票(孟加拉虎、大貓熊)2枚各印90萬枚。

(103-060301-001-03-005)

1031016 103-5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中國古典小說

郵票─紅樓夢（103年版）」1套4枚，郵票由中華

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鳳姐登

場)印88萬枚、5元票(寶玉題額)、10元票及25元票

各印84萬枚。

(103-060301-001-03-006)

1031027 103-6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臺灣交趾陶郵

票─四季平安」1套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春牡丹)印81.6萬枚、5元票

(夏荷花)、10元票及25元票各印78.4萬枚。

(103-060301-001-03-009)

1031114 103-64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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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3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賀喜郵票」1

套4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面值3.5元票2枚(花好月圓、永結同心)各印100萬

枚、5元票2枚(百年好合、佳偶天成)各印95萬枚。

(103-060301-001-03-013)

1031121 103-6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新年郵票（

103年版）」1套2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由中華彩色

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3.5元票印423萬枚

(含賀歲版23萬張)、13元票印203萬枚(含賀歲版23

萬張)、小全張面值12元印130萬張。(103-060301-

001-03-017)

1031201 103-6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中華古代文物

郵票-殷墟」1套8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由中華彩色

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4枚及12元票4

枚各印90萬枚，小全張面值68元印80萬張。

(103-060301-001-03-018)

1031210 103-7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海洋生物郵

票-水母」1套4枚，郵票由法國卡特安全印刷廠印

製，面值5元票印82萬枚、7元票、10元票及12元票

各印78萬枚。

(104-060301-001-01-001)

1040108 104-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糧食郵票-雜

糧篇」1套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面值5元票印84萬枚、7元票、10元票及25元票各

印80萬枚。

(104-060301-001-01-002)

1040128 104-12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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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3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祝福郵票

(續)」1套20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

製，面值3.5元票(10枚聯刷)印90萬枚、5元票(10

枚聯刷)印60萬枚。

(104-060301-001-01-003)

1040212 104-1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成語故事郵

票」1套4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

製，面值5元票(伯樂相馬)印80萬枚、5元票3枚(鴻

鵠之志、文武雙全、寸草春暉)各印75萬枚。

(104-060301-001-01-006)

1040320 104-1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中國古典小說

郵票─紅樓夢（104年版）」1套4枚，郵票由中華

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黛玉葬

花)印88萬枚、5元票(探春結社)、10元票及25元票

各印84萬枚。

(104-060301-001-01-007)

1040330 104-1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鄧麗君郵票」

1套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

5元票印100萬枚、9元票、13元票及15元票各印95

萬枚。

(104-060301-001-01-010)

1040415 104-2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監察院古蹟百

年紀念郵票」全套1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印製，面值25元票印70萬枚。

(104-060301-001-01-014)

1040424 104-24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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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類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301 1040424 104-2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香草植物郵票

(104年版)」1套4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

限公司印製，面值3.5元票印84萬枚、5元票、12元

票及25元票各印80萬枚。

(104-060301-001-01-023)

1040611 104-3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104年4月24日至28日發行

「臺北2015第30屆亞洲國際郵展」系列郵票，每日

發行1套郵票，依序為4月24日「臺北2015第30屆亞

洲國際郵展紀念郵票」1套2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

由紐西蘭南方印刷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及25

元票各印90萬枚、小全張面值60元印70萬張。4月

25日「臺北2015第30屆亞洲國際郵展郵票－同心護

生態」1套2枚，郵票由法國卡特安全印刷廠印製，

面值10元票及25元票各印80萬枚。4月26日「臺北

2015第30屆亞洲國際郵展郵票－樂享親子情」1套2

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5元票及25元票各印80萬枚、小全張

面值50元印70萬張。4月27日「臺北2015第30屆亞

洲國際郵展郵票－歡喜遊臺灣」1套2枚，郵票由法

國卡特安全印刷廠印製，面值12元票及25元票各印

80萬枚。4月28日「臺北2015第30屆亞洲國際郵展

郵票－文會樂雅集」1套2枚、小全張1張及小全張

雙連張1張，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面值9元票及25元票各印80萬枚、小全張面值34元

印60萬張，面值68元小全張雙連張印20萬張。

(104-060301-001-01-015)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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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類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3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抗戰勝利暨臺

灣光復七十週年紀念郵票」1套4枚，郵票由中華彩

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3.5元票(十萬青年

十萬軍)印80萬枚、3.5元票(農村婦女捧著豐收稻

穗)印76萬枚、5元票2枚各印76萬枚。(104-

060301-001-02-001)

1040707 104-4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臺灣史前文物

郵票」1套4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印80萬枚、7元票、9元

票及12元票各印75萬枚、小全張面值20元印65萬

張。

(104-060301-001-02-003)

1040821 104-5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臺灣珊瑚郵票

（104年版）」1套4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

有限公司印製，面值3.5元票印80萬枚，5元票、10

元票及15元票各印76萬枚。

(104-060301-001-02-005)

1040910 104-5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清 郎世寧古

畫郵票」1套4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由法國卡特安

全印刷廠印製，面值5元票(清朗世寧聚瑞圖 軸)印

95萬枚、5元票(清朗世寧花底仙尨 軸)、9元票2枚

(清朗世寧阿玉錫持矛盪寇圖 卷、清朗世寧交阯果

然 軸)各印90萬枚，小全張面值82元印80萬張。

(104-060301-001-02-007)

1041008 104-65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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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類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3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欠資郵票（97

年版）續」1套2枚，郵票由法國卡特安全印刷廠印

製，面值0.5元票印10萬枚、2元票印20萬枚。

(104-060301-001-02-010)

1041013 104-6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國父150年誕

辰紀念郵票」1套2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

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印96萬枚、12元票印90萬

枚。

(104-060301-001-02-012)

1041112 104-7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臺灣鐵道觀光

郵票」1套3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製，面值5元票印83萬枚、10元票及15元票各印

80萬枚。

(104-060301-001-02-016)

1041125 104-7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新年郵票（

104年版）」1套2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由卡登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3.5元票印376萬枚(含賀

歲版26萬張)、13元票印206萬枚(含賀歲版26萬

張)、小全張面值12元印130.8萬張。

(104-060301-001-02-018)

1041201 104-8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國立故宮博物

院南部院區開館首展郵票」1套3枚及小全張1張，

郵票由紐西蘭南方印刷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

印94.5萬枚、10元票及12元票各印90萬枚、小全張

面值50元票印80萬張。

(104-060301-001-02-022)

1041210 104-81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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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3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扇面書畫郵票

小全張」2張，郵票由法國卡特安全印刷廠印製，

面值25元印85萬張、面值80元印50萬張。(105-

060301-001-01-001)

1050113 105-1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水果郵票

(續)」1套4枚，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1元

票印850萬枚、2.5元票印330萬枚、5元票印6550萬

枚、15元票印450萬枚。

(105-060301-001-01-002)

1050128 105-1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教堂郵

票」1套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面值5元票(金崙聖若瑟堂)印88萬枚、5元票(臺北

聖家堂)印84.8萬枚、12元票2枚(萬金聖母聖殿、

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各印84.8萬枚。(105-

060301-001-01-004)

1050204 105-1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郵政一百二十

週年紀念郵票小全張」1張，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

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17元印88萬張。(105-

060301-001-01-014)

1050318 105-2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故宮古畫郵票

─仙萼長春（上輯）」1套8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牡丹)印105萬枚、5

元票(桃花)、7元票、9元票、10元票2枚(虞美人蝴

蝶花、黃刺蘼魚兒牡丹)、12元票2枚(石竹、櫻桃

桑鳲)各印100萬枚。

(105-060301-001-01-015)

1050329 105-31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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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3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寶島風情郵票

小全張-臺東縣」1張，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

限公司印製，面值32元印76萬張。(105-060301-

001-01-021)

1050420 105-3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故宮古畫郵票

（105年版）」1套3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

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印95.4萬枚、15元票及

25元票各印90萬枚。

(105-060301-001-01-023)

1050505 105-3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中華民國南海

和平倡議郵票」1套4枚，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

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9元票、13元票及15元

票各印80萬枚。

(105-060301-001-01-024)

1050505 105-3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第十四任總統

副總統就職紀念郵票」1套4枚及小全張1張，郵票

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2

枚、12元票2枚各印300萬枚、小全張面值32元印

150萬張。

(105-060301-001-01-025)

1050520 105-4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中國古典小說

郵票－紅樓夢(105年版)」1套4枚，郵票由紐西蘭

南方印刷有限公司印製，面值5元票(香菱學詩)印

88萬枚、5元票(白雪紅梅)、10元票及25元票各印

84萬枚。

(105-060301-001-01-029)

1050629 105-52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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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3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臺灣珊瑚郵票

(105年版)」1套4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印製，面值3.5元票印80萬枚、5元票、10元票及

15元票各印76萬枚。

(105-060301-001-01-030)

1050714 105-58

中華郵政股份公司於本日發行「四版夔龍團雙鯉郵

票」全套1枚，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100元

票印190萬枚。

(105-060301-001-01-031)

1050803 105-6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水果郵票(續

2)」1套4枚，郵票由中央印製廠印製，面值7元票

印370萬枚、17元票印150萬枚、25元票印9500萬

枚、34元票印300萬枚。

(105-060301-001-01-033)

1050817 105-6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點石成金郵

票」1套20枚，郵票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面值3.5元票(10聯刷)印100萬枚、5元票(10聯

刷)印60萬枚。

(105-060301-001-02-001)

1050914 105-7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名人肖像郵票

–胡適、錢思亮、吳大猷」1套3枚，郵票由中央印

製廠印製，面值5元票3枚各印80萬枚。(105-

060301-001-02-002)

1050928 105-74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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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3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105年10月21日至26日舉

辦「臺北2016世界郵展」；郵展首日發行2套郵票

，分別為「臺北2016世界郵展紀念郵票」郵票1套2

枚及小全張1張，面值5元票及25元票各印99萬枚，

小全張1張面值64元印90萬張，由法國卡特安全印

刷廠印製；「臺灣是寶島」郵票1套2枚及小版張1

張，面值13元票及32元票各印130萬枚，小版張面

值90元印20萬張，由紐西蘭南方印刷有限公司印

製。郵展次日發行4套郵票，分別為「設計展新

象」郵票1套2枚及小版張1張，面值9元票及25元票

各印150萬枚、小版張面值102元印20萬張，由紐西

蘭南方印刷有限公司印製；「攜手護生態」小全張

1張，面值47元印90萬張，由法國卡特安全印刷廠

印製；「樂享動漫趣」郵票1套2枚及小版張1張，

面值5元票及25元票各印140萬枚，小版張面值60元

印20萬張，由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製；「慈善

滿人間」小全張1張，面值42元印90萬張，由中華

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105-060301-001-02-005)

1051021 105-8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扇面書畫郵票

小全張–山陰客窗圖」郵票小全張及小全張雙連張

各1張，郵票由法國卡特安全印刷廠印製，面值25

元小全張印90萬張，面值50元小全張雙連張印25萬

張。

(105-060301-001-02-004)

1051024 105-8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新年郵票(105

年版)」郵票1套2枚及小全張、賀歲版各1張及「新

年明信片」。郵票由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

製，面值3.5元票印426萬枚(含賀歲版26萬張)、13

元票印206萬枚(含賀歲版26萬張)、小全張面值12

元印140.8萬張。

(105-060301-001-02-007)

1051201 105-98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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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30599 集郵業務/設計/郵戳/其他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鐫刻「中華民國101年全國

郵展紀念」郵戳於本日啟用。

(101-06030599-001-02-014)

1011011 101-6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鐫刻「新竹火車站建站100

週年紀念」紀念郵戳於本日啟用，並於新竹武昌街

郵局及相關臨時郵局使用。

(102-06030599-002-01-002)

1020331 102-2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挑選100年1月1日發行之

「慶典煙火郵票」小全張參與WIPA  GRAND PRIX

2011 in Austria郵票選美競賽」榮獲第6名。

(102-06030599-002-01-003)

1020426 102-35

06030699 集郵業務/設計/設計公司及個人/其他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鐫刻「慶祝雙十國慶」紀念

郵戳，並自本日啟用。

(101-06030699-001-E1-010)

1011010 101-6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鐫刻「慶祝雙十國慶」紀念

郵戳，於本日啟用。

(102-06030699-001-E1-003)

1021010 102-7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鐫刻「102年新社花海」紀

念郵戳，於102年11月9日至12月8日期間使用。

(102-06030699-001-02-005)

1021109 102-85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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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類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306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強化本公司郵票審議專業

，增聘外部委員1名，調減內部委員1名，並修正本

公司「郵票設計審議簡則」。

(102-06030699-001-01-038)

1020905 102-6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鐫刻「慶祝雙十國慶」紀念

郵戳於本日啟用。

(103-060303-001-E1-002)

1031010 103-5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鐫發「奇美博物館」風景郵

戳及「臺南都會博物館園區奇美館開幕紀念」紀念

郵戳，自本日啟用。

(103-06030699-001-02-020)

1040101 104-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鐫刻「慶祝雙十國慶」紀念

郵戳於本日啟用。

(104-06030699-001-E1-011)

1041001 104-6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鐫刻「慶祝雙十國慶」紀念

郵戳於本日啟用。

(105-06030699-001-E1-011)

1051010 105-7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鐫刻「桃園縣升格為直轄市

紀念」紀念郵戳於本日啟用，並於桃園成功路郵局

及現場臨時郵局使用。

(103-06030699-001-02-022)

1031225 103-7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配合「歪腰郵筒Kuso創意

明信片」之發行，於104年8月29、30及31日「蘇迪

勒歪腰郵筒」宣傳戳加蓋於郵件上，採一日一戳，

每日變換日期方式，以擴大宣傳效果。

(104-06030699-001-E1-007)

1040829 104-54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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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599 集郵業務/票券/其他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國防大學管理

學院創建100週年紀念信封」及「中華民國100年郵

票目錄」1,200本。

(101-060599-001-01-006)

1010320 101-1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直、橫式國內平

信信封(101年版)。

(101-060599-001-01-005)

1010330 101-1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直、橫式國內明

信片(101年版)。

(101-060599-001-01-009)

1010531 101-2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直、橫式國內掛

號信封(101年版)。

(101-060599-002-01-012)

1010611 101-3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祥龍郵資票。

(101-060599-001-01-012)

1010618 101-3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中華民國101

年全國郵展紀念郵資票」。

(101-060599-001-01-016)

1011011 101-6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直式國內掛號信

封(102年版)。

(102-060599-001-01-009)

1020425 102-34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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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5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直、橫式國內明

信片(102年版)。

(102-060599-001-01-012)

1020606 102-4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直、橫式國內平

信信封(102年版)。

(102-060599-001-01-012)

1020620 102-5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中華民國102

年全國郵展紀念郵資票」。

(101-060599-001-01-015)

1020823 102-6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靈蛇郵資票。

(102-060599-001-01-019)

1021018 102-7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嚴前總統家淦

先生逝世20週年紀念信封」1款，另鐫刻紀念郵戳1

式，供臺北北門郵局等37個長期集郵訂戶作業郵局

及郵政博物館於發行當日蓋用。(102-060599-001-

01-024)

1021216 102-10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直、橫式國內平

信信封(103年版)及直、橫式國內掛號信封(103年

版)。

(103-060599-001-01-012)

1030725 103-3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駿馬郵資票。

(103-060599-001-01-013)

1030822 103-40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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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類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5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中華民國103

年全國郵展暨中泰聯合郵展紀念郵資票」。

(103-060599-001-01-015)

1031003 103-5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直、橫式國內明

信片(103年版)。

(103-060599-001-01-016)

1031008 103-5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臺北2015第30

屆亞洲國際郵展紀念郵資票」。

(104-060599-001-01-006)

1040424 104-2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紀念我國郵政參加104年8

月14日至19日在新加坡舉行的「新加坡2015世界郵

展」，於本日發行「新加坡2015世界郵展中華民國

郵票參展紀念信封」1萬2,800個。

(104-060599-001-01-009)

1040814 104-5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吉羊郵資票。

(104-060599-001-01-011)

1040825 104-5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直、橫式國內明

信片(104年版)。

(104-060599-001-01-012)

1041028 104-69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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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以「臺北2015第

30屆亞洲國際郵展郵票–歡喜遊臺灣」面值12元及

25元圖案為郵資符誌，發行直、橫式國內平信信封

(104年版)各1種。

(104-060599-001-01-013)

1041112 104-7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直、橫式國內掛
號信封(104年版)。
(104-060599-001-01-012)

1041112 104-75

類類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5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集郵處票券科於104年12月

中旬啟動由新店青潭倉庫搬遷至淡水崁頂二路250

號辦公。

(104-060599-002-02-06)

1041223 104-8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行禧猴郵資票。

(105-060599-001-01-003)

1050318 105-2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添印「故宮經典文物

郵票專冊」發售，並以精緻之禮品書盒方式包裝，

每冊售價為新臺幣700元。

(105-060599-001-01-005)

1050420 105-3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用郵需求，添印「104

年版橫式八聯明信片」總計24萬大張。

(105-060599-002-01-020)

1050427 105-3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用郵需求，添印「個人

化郵票直式通用封套」2款共40萬個。

(105-060599-002-01-025)

1050517 105-44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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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5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用郵需求，添印發行旅

行臺灣套印用個人化郵票(直式無版銘、名片型)及

祝福(續)套印用個人化郵票(直式無版銘)總計22萬

張。(105-060599-002-02-006)

1050921 105-7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直、橫式國內明

信片(105年版)。

(105-060599-001-01-013)

1051013 105-7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直式國內掛號信

封(105年版)、12月20日發行橫式國內掛號信封

(105年版)。

(105-060599-001-01-015)

1051121 105-9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發行「中華民國與薩

爾瓦多友好紀念郵票」1組2枚，包含薩國國樹

Maquilishuat郵票及國鳥Torogoz郵票，共發售

3,000組，每組售價新臺幣40元。

(105-060599-002-02-018)

1051221 105-103

06060301 集郵業務/郵政博物館/展覽事項/特展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102年12月16日至20日辦

理「海峽兩岸珍郵特展 郵政/郵票博物館館藏交流

展」。

(102-06060301-001-01-015)

1021216 102-1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郵政博物館配合中國郵政

郵票博物館於103年7月7日至11日在北京聯合舉辦

「海峽兩岸珍郵特展 郵政/郵票博物館館藏交流

展」。

(103-060101-001-01-028)

1030707 103-28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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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類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60603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104年12月16日至20日於

臺中郵局集郵中心辦理「海峽兩岸珍郵特展 郵政/

郵票博物館館藏交流展」。

(104-06060301-001-01-017)

1041216 104-8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慶祝市定古蹟臺北郵局外

牆整修工程竣工暨紀念郵政博物館建館50週年，於

本日成立「郵政博物館臺北北門分館」，作為郵政

博物館之延伸展場，落實「傳承郵政歷史、發揚郵

政文化」之核心價值。

1040118 104-11

07010101 儲儲匯類/帳務業務/綜合業務/業務發展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開辦「網路郵局外匯

匯出匯款業務」。

(105-07010101-001-01-001)

1050322 105-29

07010203 儲儲匯類/帳務業務/國際匯兌業務/國際匯出匯款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國際匯入匯

款」業務，受款銀行變更為永豐銀行，並自102年

12月25日起停辦信匯及外勞匯款等事宜。

(102-07010203-001-02-010)

1021115 102-8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人民幣匯

款」業務及辦理優惠活動，並調整匯出匯款匯費暨

相關作業。

(103-07010203-001-01-012)

1030219 103-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辦印尼國際郵政

匯票業務，相關匯款需求，改以電匯方式辦理外匯

匯出、匯入匯款。

(103-07010203-001-02-006)

1030819 103-39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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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類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701020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辦巴西國際郵政

匯票業務，相關匯款需求，改以電匯方式辦理外匯

匯出、匯入匯款。

(103-07010203-001-02-009)

1031110 103-6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宣布：自即日起，大陸中國

郵政儲蓄銀行增加「綠卡通-外匯通卡」得接收本

公司之美元匯出匯款。

(104-07010203-001-01-006)

1040422 104-2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止開發匯往泰國

之國際郵政匯票，並自105年4月1日起停止兌付由

泰國匯入之匯票。

(104-07010203-001-02-004)

1050101 105-3

070201 儲儲匯類/企劃/存簿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正式啟用「儲金新

開戶自動化作業暨印鑑比對系統」。

(102-070201-004-02-015)

1020925 102-7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存簿及劃撥儲金

帳戶實際餘額5萬元以下，得利用網路郵局或Web-

ATM辦理線上結清銷戶。

(104-070201-004-03-010)

1041229 104-88

070203 儲儲匯類/企劃/卡片業務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正式對外開辦「QR

Code行動支付業務」。

(104-070203-001-02-007)

1041216 104-84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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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類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7020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郵政VISA金融

卡效期屆滿郵寄續卡作業。

(105-070203-001-01-005)

1050601 105-4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ATM無卡提

款」服務。

(105-070203-001-01-022)

1051216 105-101

070206 儲儲匯類/企劃/自動化服務業務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e動郵局」

業務。

(102-070206-001-01-001)

1020124 102-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開辦網路郵局「線

上設定約定轉入帳戶」服務。

(105-070206-001-01-009)

1050317 105-24

070208 儲儲匯類/企劃/代理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網路交易代收代付業務」

(郵保付PostPay)自104年1月1日起由臺北、臺中、

高雄等3責任中心局辦理試營運，並於104年12月4

日起全面開辦。

(104-070208-001-01-003)

1040101 104-3

070299 儲儲匯類/企劃/其他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起正式對外開辦「郵

政行動VISA卡暨行動金融卡之發卡業務」。

(104-070299-002-09-007)

1041015 104-67

070399 儲儲匯類/行銷/其他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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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703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變更買賣外幣及

人民幣現鈔預付制作業。

(101-070399-003-01-001)

1010116 101-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宜蘭郵局所轄員山內城

郵局（宜蘭第4支局）於本日開辦跨行通匯業務。

(101-070399-001-E1-001)

1010301 101-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中壢郵局所轄平鎮山仔

頂郵局自本日起，新增辦理國際匯兌、買賣外幣/

人民幣現鈔及旅行支票業務；彰化郵局所轄溪州郵

局同日起新增辦理買賣外幣/人民幣現鈔及旅行支

票業務；屏東郵局所轄東港郵局同日起增加辦理國

際匯兌業務。

(101-070399-003-01-002)

1010301 101-1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嘉義郵局所轄民雄郵局

及中壢郵局所轄龍岡郵局自本日起，辦理國際匯

兌、買賣外幣/人民幣現鈔及旅行支票業務，花蓮

郵局所轄花蓮中山路郵局、苗栗郵局所轄銅鑼郵局

及三義郵局同日起增加辦理國際匯兌業務。(101-

070399-003-01-016)

1010702 101-3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大雅馬岡

厝郵局自本日起開辦跨行通匯業務。

(101-070399-001-01-001)

1010801 101-4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豐原郵局所轄葫蘆墩郵

局自本日起開辦跨行通匯業務。

(101-070399-001-01-002)

1010820 101-52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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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703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豐原郵局所轄潭子栗林

郵局自本日起開辦跨行通匯業務。

(101-070399-001-01-003)

1011016 101-7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提高買回外幣現

鈔（人民幣除外）各幣別每筆最高限額為折合新臺

幣10萬元。

(101-070399-003-02-002)

1011016 101-7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彰化郵局所轄鹿港草港

郵局及田中內灣郵局自本日起開辦跨行通匯業務。

(101-070399-001-01-004)

1011210 101-8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北郵局所轄東吳大學

郵局自本日起開辦跨行通匯業務。

(101-070399-001-01-005)

1011210 101-8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神岡豐洲

郵局自本日起開辦跨行通匯業務。

(101-070399-001-E1-002)

1020110 102-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北郵局所轄內湖文德

郵局及板橋郵局所轄中和南勢角郵局自本日起，新

增開辦國際匯兌、買賣外幣/人民幣現鈔及旅行支

票業務；板橋郵局所轄三峽中山郵局、高雄郵局所

轄高雄正言郵局及三重郵局所轄新莊後港路郵局，

同日起開辦買賣外幣/人民幣現鈔及旅行支票業

務。

(102-070399-003-01-002)

1020320 102-24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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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703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榮獲《30》雜誌與東方線上

&東方快線合作辦理之102年度「Young 世代品牌大

調查」「銀行」類「最愛使用」及「最想擁有」品

牌第1名。

(102-070399-004-01-006)

1020524 102-4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嘉義郵局所轄民雄雙福

郵局及臺東郵局所轄臺東中山路郵局自本日起，新

增辦理國際匯兌、買賣外幣現鈔及旅行支票業務；

屏東郵局所轄恆春南門郵局及雲林郵局所轄西螺郵

局同日起新增辦理買賣外幣現鈔及旅行支票業務。

(102-070399-003-01-012)

1020701 102-5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郵局所轄楊梅埔心

里郵局自本日起，新增辦理國際匯兌、買賣外幣現

鈔及旅行支票業務；屏東郵局所轄內埔郵局、臺中

郵局所轄沙鹿郵局及屏東郵局所轄東港郵局，同日

起新增辦理買賣外幣現鈔及旅行支票業務。

(103-070399-003-01-005)

1030401 103-1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南郵局所轄仁德郵

局、嘉義郵局所轄嘉義中山路郵局及南投郵局所轄

竹山郵局自本日起，新增辦理國際匯兌（含人民幣

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買賣外幣現鈔及旅行支票

業務；花蓮郵局所轄壽豐郵局及板橋郵局所轄三峽

中山郵局同日起新增辦理國際匯兌（含人民幣一般

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

(103-070399-003-01-015)

1030725 103-34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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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類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703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彰化郵局所轄秀水郵

局、伸港郵局及苗栗郵局所轄苗栗北苗郵局自本日

起，新增辦理國際匯兌、買賣外幣現鈔及旅行支票

業務；宜蘭郵局所轄礁溪郵局及三重郵局所轄新莊

後港路郵局同日起新增辦理國際匯兌業務。

(103-070399-003-01-020)

1031001 103-4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北郵局所轄北投石牌

郵局自本日起，新增辦理國際匯兌、買賣外幣現鈔

及旅行支票業務；基隆郵局所轄基隆港西街郵局、

高雄郵局所轄大寮郵局、新竹郵局所轄關西郵局及

花蓮郵局所轄鳳林郵局同日起新增辦理國際匯兌業

務。

(103-070399-003-01-025)

1031201 103-6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北郵局所轄臺北大安

郵局、臺中郵局所轄大甲幼獅郵局、桃園郵局所轄

龜山郵局及桃園府前郵局自本日起，新增辦理國際

匯兌、買賣外幣現鈔及旅行支票業務；屏東郵局所

轄恆春郵局同日起新增辦理國際匯兌業務。

(103-070399-003-01-028)

1040115 104-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臺中工業

區郵局、新營郵局所轄白河郵局及官田隆田郵局自

本日起，新增辦理國際匯兌、買賣外幣現鈔及旅行

支票業務；宜蘭郵局所轄蘇澳郵局同日起新增辦理

國際匯兌業務。

(104-070399-003-01-006)

1040430 104-28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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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類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703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彰化郵局所轄永靖郵局

及三重郵局所轄新莊五工郵局自本日起，新增辦理

國際匯兌業務、買賣外幣現鈔及旅行支票業務；彰

化郵局所轄溪州郵局及苗栗郵局所轄大湖郵局同日

起新增辦理國際匯兌業務。

(104-070399-003-01-010)

1040630 104-3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南郵局所轄關廟郵

局、雲林郵局所轄斗六永安郵局及板橋郵局所轄新

店中正郵局自本日起，新增辦理一般匯出及匯入匯

款業務、買賣外幣現鈔及旅行支票業務；雲林郵局

所轄西螺郵局及麥寮郵局同日起新增辦理一般匯出

及匯入匯款業務。

(104-070399-003-01-013)

1040731 104-4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鳳山五甲

郵局、三重郵局所轄八里郵局及新竹郵局所轄新豐

山崎郵局自本日起，新增辦理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

業務、買賣外幣現鈔及旅行支票業務；花蓮郵局所

轄光復郵局同日起新增辦理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

務。

(104-070399-003-01-016)

1040916 104-5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高雄郵局所轄高雄那瑪

夏郵局自本日起開辦跨行通匯業務。(104-070399-

003-01-020)

1041001 104-63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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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3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郵局所轄臺中逢甲

郵局、桃園郵局所轄桃園大業郵局、桃園慈文郵局

及觀音新坡郵局自本日起，新增辦理一般匯出及匯

入匯款業務、買賣外幣現鈔及旅行支票業務；臺中

郵局所轄沙鹿郵局同日起新增辦理一般匯出及匯入

匯款業務。

(104-070399-003-01-021)

1041021 104-6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北郵局所轄臺北莒光

郵局、基隆郵局所轄瑞芳郵局、彰化郵局所轄社頭

郵局及南投郵局所轄南投中興郵局自本日起，新增

辦理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買賣外幣現鈔及旅

行支票業務；臺東郵局所轄太麻里郵局同日起新增

辦理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

(104-070399-003-02-001)

1041126 104-7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屏東郵局所轄萬丹郵局

及宜蘭郵局所轄三星郵局自本日起，新增辦理一般

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買賣外幣現鈔及旅行支票業

務；嘉義郵局所轄布袋郵局同日起新增辦理一般匯

出及匯入匯款業務。

(105-070399-003-01-001)

1050125 105-1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南郵局所轄臺南中正

路郵局、彰化郵局所轄員林中正路郵局、新營郵局

所轄下營郵局、學甲郵局及雲林郵局所轄古坑郵局

自本日起，新增辦理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買

賣外幣現鈔及旅行支票業務。

(105-070399-003-01-013)

1050817 105-66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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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3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三重郵局所轄五股郵局

及基隆郵局所轄汐止南昌郵局自本日起，新增辦理

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買賣外幣現鈔及旅行支

票業務。

(105-070399-003-01-017)

1051019 105-80

080199 壽壽險業務/企劃行銷/其他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辦理「101年郵政壽險超越

顛峰業務競賽國外觀摩活動」於102年5月13日至16

日前往菲律賓觀摩。

(102-080199-003-E1-016)

1020513 102-38

大陸地區四川省郵政公司阮總經理大平一行於102

年5月28日至6月3日來臺考察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壽險業務。(102-080199-003-03-009)

1020528 102-43

「102年大陸地區郵政公司來臺參訪交流會」於102

年6月3日至9日舉行。

(102-080199-003-04-004)

1020603 102-4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辦理「102年郵政壽險超越

顛峰業務競賽國外觀摩活動」於103年10月13日至

16日前往日本觀摩。

(103-080199-003-03-020)

1031013 103-5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辦理「103年郵政壽險超越

顛峰業務競賽國外觀摩活動」於104年5月18日至22

日前往大陸北京地區觀摩。

(104-080199-003-01-035)

1040518 104-30

08020301 壽壽險業務/訓練/派外訓練/出國訓練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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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指派壽險處處長邱鴻恩於

105年8月5日至8日，參加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

業公會舉辦之105年度理監事泰國考察活動。

(105-08020301-001-01-006)

1050805 105-62

08040199 壽險業務/精算統計/壽險商品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重新銷售「郵政簡

易人壽歡喜還本保險」，新成立之契約並適用修正

後之契約條款。

(101-08040199-005-01-003)

1010215 101-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發售「郵政簡易人

壽金吉利增額保險」新商品。

(101-08040199-005-01-004)

1010320 101-1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發售「郵政簡易人

壽康福保險」新商品。

(101-08040199-005-01-008)

1010702 101-3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重新銷售「郵政簡

易人壽喜樂年年還本終身保險」，新成立之契約並

適用修正後之契約條款。

(101-08040199-005-01-012)

1010801 101-4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發售「郵政簡易人

壽康泰103保險」新商品。

(101-08040199-005-01-015)

1010928 101-62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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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401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暫停銷售「郵政簡

易人壽美利人生利率變動型保險」。

(102-08040102-002-01-002)

1020125 102-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發售「郵政簡易人

壽金彩123增額還本保險」新商品。(102-

08040102-002-01-001)

1020128 102-1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售本公司「郵政

簡易人壽金寶貝兒童保險」。

(102-08040102-002-01-003)

1020321 102-2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發售「郵政簡易人

壽祥富增額保險」新商品。

(102-08040102-002-01-004)

1020329 102-2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發售「合家歡增額

保險」新商品。

(102-08040199-003-01-016)

1020910 102-6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發售「郵政簡易人

壽大吉大利增額還本保險」新商品。(102-

08040199-002-02-008)

1021015 102-7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售「郵政簡易人

壽6年安順定期壽險」及「郵政簡易人壽安康定期

壽險」，並於同日起發售「郵政簡易人壽康順定期

壽險」新商品。

(103-08040102-002-01-005)

1030331 103-12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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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類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80401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發售「郵政簡易人

壽年年金順還本保險」新商品。

(103-08040102-002-01-015)

1030801 103-3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售「郵政簡易人

壽康福保險」、「郵政簡易人壽康泰103保險」、

「郵政簡易人壽金彩123增額還本保險」、「郵政

簡易人壽祥富增額保險」及「郵政簡易人壽大吉大

利增額還本保險」等5種保險商品。(103-

08040102-002-01-018)

1031015 103-5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售「郵政簡易人

壽美利人生利率變動型保險」商品。(103-

08040102-002-01-019)

1031031 103-6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發售「郵政簡易人

壽一年期定期壽險」新商品。

(103-08040102-002-01-021)

1031223 103-7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發售「郵政簡易人

壽微型傷害保險附約」新商品。

(103-08040102-002-01-022)

1031223 103-7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壽險業務以公積轉增資150

億元，增資後實收資本額自50億元提高至200億

元。(104-08040199-005-01-002)

1040331 104-1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法令修正現售15種保險

商品之保單契約條款，自本日起實施。(104-

08040199-003-01-019)

1040804 104-47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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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4019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自本日起起暫停銷售「郵

政簡易人壽年年金順還本保險」。

(105-08040199-005-01-002)

1050201 105-1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發售「郵政簡易人

壽年年金喜還本終身保險」新商品。(105-

08040199-005-01-004)

1050329 105-3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停售「郵政簡易人

壽喜樂年年還本終身保險」商品。

(105-08040102-002-01-002)

1050605 105-5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暫停銷售「六年期

吉利保險」、「快樂寶貝還本保險」、「金吉利增

額保險」及「歡喜還本保險」等4種保險商品。

(105-08040102-002-01-004)

1050806 105-6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發售「郵政簡易人

壽十分有利增額終身壽險」新商品。(105-

08040199-005-01-010)

1051012 105-76

08050201 壽險業務/房貸/房貸商品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推出房貸新商品

「菁英專案」。

(101-08050201-001-E1-001)

1010820 101-5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推出房貸新商品

「享優貸」，同時停辦同性質商品「福利貸」。

(102-080499-005-02-015)

1020827 102-65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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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類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080502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超優貸」房貸商品，利率

已不符合目前市場利率走勢，自本日起停辦。

(102-08050202-001-01-001)

1020916 102-7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起推出房貸新商品

「軍公教專案」，同日起停辦同質性之「軍公教福

利專案」及「一般借款」、「菁英專案」等房貸商

品，並自該日起「享優貸」、「青年首次購屋優惠

貸款」等房貸商品適用新修訂之作業要點。(104-

08050201-001-01-002)

1040730 104-4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日起推出房貸新商品

「基本房貸」。

(104-08050201-001-01-004)

1041119 104-76

130101 人人事類/綜合業務/內部規章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配合組織規程第八條之修正

，自本日將人事處更名為人力資源處。(103-

130101-001-01-009)

1030521 103-2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函知有關各等郵局經理、副

理及各級主管對外行銷所使用名片之職稱及印製規

範：各等郵局經理（副理）改稱「○○郵局局長（

副局長）」，科長級以下主管人員名片仍用「業務

經理」，支局經理職稱不變；支局儲匯壽險專員名

片改為「襄理」，非主管人員仍維持「業務專

員」。(104-130101-001-02-001)

1040427 104-2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訂定「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人員派赴轉投資公司服務管理要點」，自即日起

施行。(104-130101-001-03-006)

1040722 104-42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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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類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1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訂定「因公傷亡退離員工之

家屬安置工作僱用要點」，並自即日起施行。

(104-130101-001-03-007)

1040722 104-4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從業人員甄選進用要點」等15項人力資源業務規

章，職階人員適用之人事法規名稱(含內文)原皆冠

以「從業人員」，為免混淆，「從業人員」均修正

為「職階人員」。

(104-130101-001-03-011)

1040922 104-5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修正「職階人員甄選進用要

點」、「職階人員試用考核表」、「職階人員勞動

契約書」，並自105年1月1日起實施。

(104-130101-001-03-012)

1050101 105-4

13020101 人人事類/人力/任免遷調/職務派免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第4屆董事

長及總經理人選，業經報奉行政院同意，由現任游

芳來董事長續任董事長，王昌副總經理陞任總經理

，並經本公司董事會通過自101年5月11日生效。

(101-13020101-001-01-053)

1010511 101-24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2位副總經

理職缺，業經報奉行政院同意，分別由本公司主任

秘書葉仲嫄及資金運用處處長吳元仁陞任；現任總

稽核蘇建忠101年7月16日屆齡退休所遺職缺，奉核

定由臺北郵局經理邱元忠陞任。

(101-13020101-001-02-009)

1010716 101-45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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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01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所轄高雄一等甲級郵局經理

業務長陳憲着調派本公司主任秘書，抵補業務長葉

仲嫄升任副總經理遺缺。

(101-13020101-001-02-013)

1010716 101-46

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職務，業

奉行政院同意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李

紀珠擔任；總經理王昌續任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並為總經理，並經本公司董事會通過自102年2

月18日生效。

(102-13020101-001-01-025)

1020218 102-14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紀

珠離職後，所遺董事長職務由交通部政務次長陳純

敬兼代，總經理職務仍由王昌續任，並自102年8月

9日生效。(102-13020101-001-03-016)

1020809 102-62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職務

，業奉行政院同意由翁文祺接任，總經理職務仍由

王昌續任，並自102年11月4日起生效。

(102-13020101-001-04-010)

1021104 102-83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

賜得及總稽核邱元忠於103年1月16日退休遺缺，業

經報奉行政院同意，分別由本公司主任秘書陳憲着

及勞工安全衛生處處長陳麗瓊升任。

(102-13020101-001-04-025)

1030116 103-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中一等甲級郵局經理

業務長江瑞堂調派本公司主任秘書。

(102-13020101-001-04-024)

1030116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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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理吳

倚華於103年7月16日退休遺缺，業經報奉行政院同

意，由本公司主任秘書江瑞堂擔任；協理職務及經

營策略設計委員會專任副主任委員職務，分別由本

公司副總經理葉仲嫄及板橋一等甲級郵局經理周瑞

祺擔任。

(103-13020101-001-02-034)

1030716 103-29130201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北特等郵局經理業務

長楊功澤調派本公司主任秘書。

(103-13020101-001-02-035)

1030716 103-3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王昌於103年12月2日

屆滿65歲，業奉行政院同意延任。

(103-13020101-001-04-025)

1031202 103-7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總稽核陳麗瓊屆齡退休所遺

職務，業奉行政院同意，由本公司主任秘書楊功澤

陞任。(103-13020101-001-04-035)

1040116 104-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儲匯處處長技術長王淑敏調

派本公司主任秘書。

(103-13020101-001-04-036)

1040116 104-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第5屆董事長及總經理人選

一案，業奉行政院同意，由現任董事長翁文祺續任

董事長，副總經理陳憲着陞任總經理，並經本公司

董事會通過自104年5月11日生效。

(104-13020101-001-02-026)

1040511 104-29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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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類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理葉仲嫄調任本公司

協理後所遺職務，業奉行政院同意由經營策略設計

委員會專任副主任委員周瑞祺陞任。

(104-13020101-001-02-029)

1040529 104-3113020101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理陳

憲着陞任總經理及協理葉仲嫄屆齡退休後所遺職務

，業經報奉行政院同意，分別由本公司主任秘書王

淑敏及資訊處處長陳樹東陞任。(主任秘書王淑敏

於105年1月15日調派副總經理，資訊處處長陳樹東

於105年1月16日調派協理)

(104-13020101-001-04-020)

1050115 105-1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資金運用處業務長潘裕幗處

長調派本公司主任秘書。

(104-13020101-001-04-024)

1050115 105-12

奉交通部函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協理業務長

陳樹東調派經營策略設計委員會專任副主任委員，

臺北特等郵局經理業務長李甘祥調派本公司經營策

略設計委員會委員，並代理協理職務兼郵政物流園

區總管理處籌備處處長。

(105-13020101-001-04-021)

1051123 105-9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主任秘書業務長潘裕幗調派

代理臺北特等郵局經理、板橋一等甲級郵局經理業

務長藍淑貞調派本公司經營策略設計委員會委員並

代理主任秘書。

(105-13020101-001-04-020)

1051123 105-96

13030201 人人事類/慶典、員額及考試/組織、員額/員額配置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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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30201 為落實風險管理之獨立性，以健全風險管理職能，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置風控長，設風

險管理室，置室主任1名，下設綜合規劃及風險控

管2科。

(101-13030201-001-02-009)

1010901 101-5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配合「兩岸郵政速遞（快

捷）」業務開辦，馬祖郵局(台北第189支局)增設

大陸海運郵件出口工作站。

(101-13030201-001-02-015)

1010919 101-6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配合作業需要及精簡組織

，郵刊編輯科自本日起裁撤，相關業務併入公關

科。(101-13030201-001-02-020)

1020116 102-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中壢郵局於整合

後相關郵務科投遞股、快捷股連同員額分別移撥改

隸桃園郵局郵務科下設桃園投遞股、桃園快捷股、

中壢投遞股、中壢快捷股。

(102-13030201-001-01-002)

1020123 102-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豐原郵局改隸臺中郵局

後，原郵務科投遞股連同員額移撥改隸豐原中正路

郵局(原豐原第901支局)，並更名為郵務股。(102-

13030201-001-01-003)

1020123 102-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鳳山郵局郵務科投遞

股、快捷股於整合後改隸鳳山中山東路郵局(原鳳

山第901支局)，投遞股改名為郵務股。

(102-13030201-001-01-005)

1020123 102-7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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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302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桃園與中壢、臺中與豐

原、高雄與鳳山郵局（責任中心局）整合案，業經

本公司第4屆董事會第4次會議決議通過，自本日起

施行，案關中壢、豐原、鳳山郵局人事室同日裁

撤；桃園一等乙級郵局人事室同日改為一等甲級郵

局人事室。

(102-13030201-001-01-007)

1020301 102-1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策略設計委員會增置專

任副主任委員名額1名。

(102-13030201-001-02-009)

1020520 102-3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資訊處研究發展科自本日起

更名為綜合規劃科。

(102-13030201-001-02-021)

1020801 102-5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將壽險處原辦理

之壓力測試及資產負債管理作業移撥風險管理室風

險控管科。

(102-13030201-001-02-016)

1021001 102-7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基隆七堵郵局郵件投遞

部門自本日起遷移至第24支局（基隆百福郵局）作

業。

(102-13030201-001-03-006)

1021118 102-9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因應資產營運及活化導向

，調整資產營運處組織及員額配置，開發運用科更

名為投資規劃科，綜合管理科更名為營運管理科。

(103-13030201-001-01-006)

1030311 103-9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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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302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室成立任務編組「公

共事務小組」，由專門委員負責督導，下轄公共關

係科及綜合事務科。

(103-13030201-001-01-005)

1030401 103-1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因應資產經營開發需求，

資產營運處主任工程司名額1名核改為營運主任名

額。

(103-13030201-001-01-016)

1030520 103-2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因應公司經營開發需要，

配合業務轉型以資產開發活化及營運管理為主軸，

資產營運處除處長室及投資規劃科員額維持不變外

，第一、二、三工程段管理股裁併。

(103-13030201-001-01-019)

1030521 103-2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公務需要，增置總經理

室協理名額1名。(103-13030201-001-01-020)

1030526 103-2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充分運用人力，自本日起

，裁撤郵政訓練所臺北、臺中、高雄三分所。

(103-13030201-001-01-018)

1030716 103-3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郵務處車輛修護

科移撥至勞工安全衛生處。

(103-13030201-001-02-006)

1030901 103-4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業務需要，總經理室增

置副管理師名額5名。

(103-13030201-001-02-007)

1030901 103-43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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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類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302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各等郵局、各郵件處理

中心人事室自本日更名為人力資源室，一等乙級郵

局(基隆、三重、新竹、彰化、嘉義、臺南郵局)人

力資源股同日更名為管理股。

(103-13030201-001-02-010)

1031001 103-4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增置法遵長名額

1名，並設法務暨法令遵循室，法務暨法令遵循室

下設法務科1科。

(104-13030201-001-01-001)

1040116 104-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成立「公共事務處

籌備處」，並自同日起裁撤「公共事務小組」。

(104-13030201-001-01-003)

1040116 104-1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因應郵政物流園區等重大

建設及重要資產活化工作推動需要，資產營運處除

營運管理科及第一、二、三工程段名額維持不變外

，建築設計科、設備設計科及機械設計科等3科裁

併為專案管理科、營繕管理科等2科。

(104-13030201-001-01-008)

1040302 104-1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即日起一等甲級以上郵局

所屬營業管理科科長室准增置助理管理師名額1

名。(104-13030201-002-02-002)

1040623 104-3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業務需要，法務暨法令

遵循室增置室主任名額1名。

(104-13030201-001-01-012)

1040630 104-36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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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類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302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北郵局快捷郵件限時

收發股於本日移撥臺北郵件處理中心。(104-

13030201-002-01-032)

1040706 104-3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轄屬臺北郵局第一、第二及

第三投遞科自本日起整併為郵件投遞科。(104-

13030201-002-02-019)

1040821 104-5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105年1月18日起成立「公

共事務處」，並自同日起裁撤「公共事務處籌備

處」。(104-13030201-001-01-019)

1050118 105-1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因應壽險業務發展自本日起

調整壽險處組織架構及編制，將企劃行銷科及精算

統計科等2科核改為企劃科、行銷科及精算科等3

科。(105-13030201-001-01-001)

1050204 105-1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臺中郵件處理

中心與臺中郵局」及「高雄郵件處理中心與高雄郵

局」組織整併，編制調整如下：臺中郵局增設副理

1名，臺中郵件處理中心下設作業科，下轄平常函

件股、特種郵件股、運輸股及規劃股等4股。高雄

郵局增設副理1名，高雄郵件處理中心下設作業科

，下轄平常函件股、特種郵件股、運輸股、規劃股

及國際股等5股。

(105-13030201-002-01-002)

1050301 105-2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成立「電子商務

室」下設電子商務科，電子商務科下設營運行銷

股、商務發展股、帳務綜合股。

(105-13030201-001-01-012)

1050701 105-55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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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類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302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將臺北郵件處理

中心規劃科併入該中心勞安（總務）科。(105-

13030201-002-03-015)

1050901 105-6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業務需要，准總經理室

增設協理名額1名。

(105-13030201-001-01-020)

1051110 105-87

13030301

13030302

人事類/慶典、員額及考試/考試、甄選/升資考試

及科目修正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2年郵政人員升資高員、

員、佐級考試於102年11月9日至10日，分北部（臺

北）、中部（臺中）、南部（高雄）三考區舉行。

(102-13030301-001-01-002)

1021109 102-8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3年從業人員職階晉升甄

試於本日分臺北、臺中、高雄3考區舉行。(103-

13030301-001-01-004)

1031019 103-5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5年郵政人員升資高員、

員、佐級考試於105年11月5日至6日，分北部（臺

北）、中部（臺中）、南部（高雄）三考區舉行。

(105-13030301-001-01-007)

1051105 105-86

人事事類/慶典、員額及考試/考試、甄選/從業人員

甄選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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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類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3030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1年甄選進用營運職、專

業職(一)及專業職(二)內、外勤從業人員，第一試

日期於本日在臺北、臺中、高雄3地區舉行，並依

第一試成績擇優於101年8月4、5日參加第二試。

(101-13030302-001-01-004)

1010708 101-38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應業務需要，就本公司現

有職缺進用重要管理人員（專任副主任委員）1

人。(102-13030302-001-01-007)

1020603 102-4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2年甄選進用營運職、專

業職(一)及專業職(二)內、外勤從業人員，第一試

日期於本日在臺北、臺中、高雄3地區舉行，並依

第一試成績擇優於102年7月27、28日參加第二試。

(102-13030302-001-01-003)

1020622 102-5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4年甄選進用營運職、專

業職(一)及專業職(二)內、外勤從業人員，第一試

日期訂於本日在臺北、臺中、高雄3地區舉行，並

依第一試成績擇優於104年2月7、8日參加第二試。

(103-13030302-001-01-002)

1040104 104-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4年第2次甄選進用營運

職、專業職(一)及專業職(二)內、外勤職階人員，

第一試日期訂於本日在臺北、臺中、高雄3地區舉

行，並依第一試成績擇優於104年12月5、6日參加

第二試。(104-13030302-001-01-010)

1041031 104-71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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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類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3020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5年甄選進用營運職、專

業職(一)及專業職(二)內、外勤職階人員，第一試

日期於本日在臺北、臺中、高雄3地區舉行，並依

第一試成績擇優於105年10月15、16日參加第二

試。(105-13030302-001-01-009)

1050911 105-70

130404 人人事類/考核/出國案件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舉辦101年傑出郵政人員出

國觀摩活動，於101年10月15日至21日赴日本觀摩7

天。(101-130404-002-01-002)

1011015 101-69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舉辦102年傑出郵政人員出

國觀摩活動，於102年11月13日至19日赴澳洲觀摩7

天。(102-130404-002-01-003)

1021113 102-8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翁文祺等8人於103年

9月20至28日出訪美國郵政洽談業務。

(103-130404-001-01-006)

1030920 103-4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舉辦103年傑出郵政人員出

國觀摩活動，於103年10月21日至27日赴日本觀摩7

天。(103-130404-002-01-002)

1031021 103-6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舉辦104年傑出郵政人員出

國觀摩活動，於104年10月28日至11月3日赴日本觀

摩7天。(104-130404-002-01-001)

1041028 104-70

130504 人人事類/給與/差勤管理

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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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號 事                   由 日 期 條 號
13050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本日起，本公司各單位、

各等郵局及各郵件處理中心行政單位員工實施休假

，改以人資全員作業系統電子表單填報。

(105-130504-008-01-010)

1050301 105-22

類類 號號 事 由 日 期期 條 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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