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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檔/Excel檔產生郵遞區號簡易操作說明 

 

操作說明內容包括下列幾項： 

一、 程式開始 

二、 文字檔產生郵遞區號簡易操作 

三、 Excel檔產生郵遞區號簡易操作 

四、 Excel檔產生郵遞區號之錯誤處理 

五、 地址檔瀏覽與維護 

一、程式開始： 

「3+2郵遞區號查詢應用系統」安裝完成後，點選 開始  程式集  3+2郵遞區號  3+2

郵遞區號應用系統 後進入以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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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字檔產生郵遞區號簡易操作： 

1. 請先備妥欲轉換之.txt地址檔，經轉換後可產生各地址 3+2郵遞區號，並可列印選取資料之

報表及標籤，供黏貼於信封上，文字檔格式如下：（本範例以 TAB(跳格) 為分隔字元） 

 

注意：文字檔檔名不要有空白，所在子目錄也不能有空白。 

2. 選擇「文字檔產生郵遞區號」功能項後出現下列圖示， 

 

按下 “確定”。 

3. 選擇 “開啟來源檔”， 

 

於 “指定來源文字檔” 中，選取事先備妥之地址檔(文字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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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完後按 “開啟舊檔”。 

4. 若曾使用過本應用系統轉檔過且為同檔名，則會出現下圖畫面， 

 

選擇 “是”。 

5. 依來源檔(文字檔)資料格式點選資料分隔情形，如下圖， 

（註：本文字檔範例為 分隔字元 及 TAB(跳格) 的檔案格式） 

 

選擇 “下一步”。 

註：本系統目前只能處理’,’、’Tab’、’空白’等分隔符號，其他特殊之分隔符號尚無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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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檢查資料切割欄位是否正確， 

正確請按 “匯入文字檔”，不正確請按 “重選來源檔”，如下圖， 

 

選擇 “匯入文字檔” 後， 

 

按 “是” 繼續下一步驟。 

7. 如下圖 

 

請按 “下一步” 繼續。 

8. 將來源檔相關欄位名稱與“廠商名稱欄”、“收件人姓名欄”、“轉換地址欄”及“其他”進行欄位

對應。 

注意：其中廠商名稱欄、收件人姓名欄及其他欄位係用來供信封及標籤列印使用，“轉換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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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為程式轉換時之必選欄位。 

本範例中 A001 為“廠商名稱欄”，請使用滑鼠於 “來源檔欄位名稱” 中點選 A001 (點選後

會出現藍色框框)，再勾選畫面右側之 “廠商名稱欄”；A002 為“收件人姓名欄”，請於 “來

源檔欄位名稱” 中點選 A002(出現藍色框框)，再勾選畫面右側之 “收件人姓名欄”，如下圖

所示， 

 

使用相同操作，為 “轉換地址欄” 及 “其他” 欄設定相關欄位對應，當 “轉換地址欄”(必選)

的對應設定好之後，“產生 3+2” 的按鈕將由灰色無法點選變成可選按。 

9. 請按 “產生 3+2”，以進行 3+2郵遞區號轉碼動作， 

 

註：相關欄位對應完成後，檢查欲匯入欄位是否均打勾 V，X表示該欄位失敗。 

10. 系統轉換時，“轉換地址欄” 為必選選項，廠商名稱欄或收件人姓名欄未進行配對時將出現下

列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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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是” 繼續下一步驟。 

11. 轉碼過程中，出現下列訊息， 

 

12. 轉碼完成後，系統自動進入「地址檔瀏覽與維護」功能項， 

 

13. 若轉換結果之郵遞區號非五碼，表轉換失敗。(若轉換結果皆正確則可忽略此步驟) 

使用滑鼠點選不正確之地址資料（郵遞區號非五碼），“錯誤訊息” 中將提示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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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便覽” ，系統將顯示較接近的可能地址資訊， 

 

於 “轉換前地址” 處進行地址更正後按 “Enter”，可立即得到正確之五碼郵遞區號。 

 

14. 選擇 “匯出” 功能，可將轉換後結果匯出成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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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選擇 “設定” 功能，可以設定欲匯出的欄位。(若欲匯出所有欄位則可忽略此步驟) 

 

按 “設定”，出現 “匯出選項設定” 對話框，如下圖， 

 

請按 “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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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勾 V表示該欄位要匯出，X表示該欄位不要匯出，設定好請按 “確定”。 

 

再按 “確定”。 

16. 選擇 “匯出檔案類型”， 

（註：本範例為匯出 “含分隔字元的文字檔(.TXT)” ） 

 

指定目的檔，該目的檔為使用者最終所欲匯出儲存之目的檔。 

 

指定好檔案位置與檔名後，按 “指定”。 

指定分隔字元後，（本範例之分隔字元為 “跳格(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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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目的檔名及路徑是否正確後，按 “匯出”， 

 

匯出成功後，請自行至指定位置擷取匯出之檔案。 

文字檔產生郵遞區號至此告一段落，退出後如欲繼續查看此畫面資料，請於本文件之第一個圖

中點選「地址檔瀏覽與維護」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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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cel檔產生郵遞區號簡易操作： 

1. 請先備妥欲轉換之*.xls地址檔，經轉換後可產生各地址 3+2郵遞區號，並可列印選取資料

之報表及標籤，供黏貼於信封上，Excel檔格式如下： 

郵政公司 王小明 台北市大安區愛國東路 216 號（愛國大樓） 

 

葉大同 桃園縣觀音鄉崙坪村 15 鄰 249 號 

吉利公司 陳百利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 3 段 88 巷 4 號 7 樓之 1 

ⅩⅩ事務所 柯南 台中巿西區精誠路 36 號 4F 

 

吳美人 苗栗縣竹南鎮大埔里相思林 10 鄰 27 號 

發財公司 許多財 新竹縣竹北市大眉里８鄰７４號 

 

曾聰明 台北巿松山區延吉街一三七巷三號地下室 

 

葉大雄 新北市新店市新店後街１１３號 

2. 選「Excel檔產生郵遞區號」後進入下圖， 

 

按下 “確定”。 

3. 選擇 “來源檔”， 

 

於 “指定來源 Excel檔” 中，檢查檔案位置，並至欲轉換 Excel檔處選擇該地址檔(Excel

檔)。 

注意：檔名不要有空白，所在子目錄也不能有空白，第一列標題列為欄位名稱，不能空白，欄

位名稱字間也不能空白，例: address1，不能寫為 address 1，另例:地址，不能

寫為 地 址、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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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好後按 “開啟舊檔”。 

4. 若曾使用過本軟體進行轉檔且為同檔名，將出現下列訊息， 

 

按 “是” 繼續下一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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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下圖，  

 

請按 “轉換”， 

 

請按 “下一步” 繼續下一步驟。 

6. 將來源檔相關欄位名稱與“廠商名稱欄”、“收件人姓名欄”、“轉換地址欄”及“其他”進行欄位

對應。 

注意：其中廠商名稱欄、收件人姓名欄及其他欄位係用來供信封及標籤列印使用，“轉換地址

欄” 為程式轉換時之必選欄位。 

本範例中 A001 為“廠商名稱欄”，請使用滑鼠於 “來源檔欄位名稱” 中點選 A001 (點選後

會出現藍色框框)，再勾選畫面右側之 “廠商名稱欄”；A002 為“收件人姓名欄”，請於 “來

源檔欄位名稱” 中點選 A002(出現藍色框框)，再勾選畫面右側之 “收件人姓名欄”，如下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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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相同操作，為 “轉換地址欄” 及 “其他” 欄設定相關欄位對應，當 “轉換地址欄”(必選)

的對應設定好之後，“產生 3+2” 的按鈕將由灰色無法點選變成可選按。 

7. 請按 “產生 3+2”，以進行 3+2郵遞區號轉碼動作， 

 

註：相關欄位對應完成後，檢查欲匯入欄位是否均打勾 V，X表示該欄位失敗。 

8. 系統轉換時，“轉換地址欄” 為必選選項，廠商名稱欄或收件人姓名欄未進行配對時將出現下

列提示， 

 

按 “是” 繼續下一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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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轉碼過程中，出現下列訊息， 

 

10. 轉碼完成後，系統自動進入「地址檔瀏覽與維護」功能項， 

 

11. 若轉換結果之郵遞區號非五碼，表轉換失敗。(若轉換結果皆正確則可忽略此步驟) 

使用滑鼠點選不正確之地址資料（郵遞區號非五碼），“錯誤訊息” 中將提示錯誤訊息，讓使

用者進行錯誤更正。 

 

選擇 “便覽” ，系統將顯示較接近的可能地址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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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轉換前地址” 處進行地址更正後按 “Enter”，可立即得到正確之五碼郵遞區號。 

 

12. 選擇 “匯出” 功能，可將轉換後結果匯出成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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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選擇 “設定” 功能，可以設定欲匯出的欄位。(若欲匯出所有欄位則可忽略此步驟) 

 

按 “設定”，出現 “匯出選項設定” 對話框，如下圖， 

 

請按 “欄位”， 

 

打勾 V表示該欄位要匯出，X表示該欄位不要匯出，設定好請按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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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按 “確定”。 

14. 選擇 “匯出檔案類型”， 

（本範例為匯出 “Microsoft Excel v5.0版以上檔案(.XLS)” ） 

 

指定目的檔，該目的檔為使用者最終所欲匯出儲存之目的檔。 

 

指定好檔案位置與檔名後，按 “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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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目的檔名及路徑是否正確後，按 “匯出”， 

 

匯出成功後，請自行至指定位置擷取匯出之檔案。 

Excel檔轉碼至此告一段落，退出後如欲繼續查看此畫面資料，請於本文件之第一個圖中點

選「地址檔瀏覽與維護」即可。                         

四、 Excel檔產生郵遞區號之錯誤處理： 

於「Excel檔產生郵遞區號」操作時若出現錯誤訊息，可依下列步驟處理： 

1. 卸載「3+2郵遞區號查詢應用系統」後再重新安裝。 

2. 將欲產生郵遞區號之地址檔另存成文字檔。 

使用 檔案  “另存新檔”  檔案類型選擇 “文字檔(Tab字元分隔)(*.txt)”。 

3. 改使用本軟體之「文字檔產生郵遞區號」功能項，於選擇來源檔格式時選擇 “分隔字元” 及 

“Tab(跳格)”，繼續「文字檔產生郵遞區號」後續操作，若還有問題，請將錯誤訊息通知本

公司據以判斷問題。  

註：「Excel檔產生郵遞區號」操作時，有時會出現錯誤訊息，其原因可能為微軟公司的 Excel

程式有 97、2000、XP、2003及 2007等不同版本，且新版無法於舊版中使用所導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