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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局外勤 郵政法規筆記 

筆記 

郵政法 期間整理 

條文 內容 起~迄 

§17 郵票之廢止 1. 廢止程序：廢止前 1 個月公告並停售。 

2. 換取新票：廢止之日~6 月內。 

 郵政公司履行補償

後，發現原寄郵件。 

 受領補償者退還補

償金。 

中華郵政公司履行補償後，發

現原郵件，應通知受領者退補

償金。 

收到通知日~3 個月 

 

§34 權利 收/寄件人補償請求權時效 1. 郵件交寄日~6 個月。 

2. 查詢郵件(交寄日~6

月)，以已經請求補償

論。 

§35 金額 郵件受領者補償金請求權時效 收到通知日~5 年 

 

郵政法§48 郵件處理規則之訂定  

 郵件處理規則之內容： 

1. 郵件種類、定義、處理程序、交寄、資費之交付、載運、投遞。 

2. 查詢補償確定之程序、金額與其方法。 

3. 禁寄物品之種類與其處分方法。 

4. 受委託遞送郵件者之資格條件、委託程序與責任。 

5. 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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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法 第四章郵件補償 

 
 寄件人請求郵件補償之情形 

1. 全部或一部遺失、被竊或毀損：包裹郵件、快捷郵件、報值郵件、保價郵件。 

2. 全部遺失或被竊：各類掛號郵件。 

3. 遞送延誤：限時郵件、快捷郵件。 

 

 求償權 

 原則：寄件人請求。  

 例外：收件人行使。 1. 寄件人授權。 2. 收件人已收部分郵件，聲明

保留求償權。 

 

 不補償要件 

1. 郵件（性質、瑕疵）致損失。  

2. 天災、不可抗力致損失。（保價僅戰爭不補償）  

3. 於外國損失，該國法規不補償。  

4. 禁寄物品、依法不得遞送物品。 

5. 未妥封、經告知仍未改善。  

6. 收件人「無異議」收件。 

 

 毀損 vs 損失 

1. 毀損論：封面未破、重量未減少；重量雖減少，但是由該物件之性質造成。 

2. 損失論：時間關係、市價變動。（ex:過期車票、黃金） 

 

 履行補償後發現原郵件之處理 

受領補償者得於「收到通知之日」起，「3 個月」內，退還補償金之全部或一部，

請求交付該項發現之原寄郵件。 

 

 補償請求權：郵件「交寄之日」起，逾「6 個月」不行使而消滅。 

 

補償金請求權：受領補償人「收到通知之日」起，逾「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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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局外勤 國文筆記 

與人相關的成語 

人名 成語 

孔子 韋編三絕、富貴浮雲 

荊軻 圖窮匕見 

劉邦 約法三章、分一杯羹、項莊舞劍 

韓信  國士無雙、一飯千金 

 杯水一戰、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范仲淹 斷虀畫粥：指食物粗簡微薄，形容貧苦力學 

楊朱 一毛不拔 

墨子 摩頂放踵 

項羽 四面楚歌、破釜沉舟、 

拔山舉鼎 

張良 運籌帷幄、孺子可教、 

草橋納履 

呂不韋 一字千金 

諸葛亮 鞠躬盡瘁 

蘇秦 引錐刺股 

勾踐 臥薪嚐膽 

王羲之 東床坦腹、入木三分 

毛遂 毛遂自薦 

曹植 才高八斗、七不成詩、煮豆燃萁 

藺相如 完壁歸趙 

祖逖 聞雞起舞 

管寧 割席絕交 

匡衡 鑿壁取光 

李賀 嘔心瀝血 

惠施 學富五車 

廉頗 負荊請罪 

趙高 指鹿為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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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考改錯字 

按「部」就「班」 交「代」 「濫」竽充數 

可見一「斑」 絕不寬「貸」 陳腔「濫」調 

「畢」竟 眼花「撩」亂 一「味」指責 

莫「名」其妙 「耽」誤 一「鼓」作氣 

發「憤」圖強 提心「吊」膽 「故」步自封 

「重」新開始 「度」過童年 「刻」苦耐勞 

冒險「犯」難 「度」假村 「胯」下之辱 

破「釜」成舟 走「投」無路 大「快」朵頤 

出「其」不意 「投」機取巧 功虧一「簣」 

勝「劵」在握 死心「塌」地 天作之「合」 

彩「劵」ㄑㄩㄢˋ 「鋌」而走險 「誨」人不倦 

「軒」然大波 「唾」手可得 迫不「及」待 

「至」理名言 集思廣「益」 既往不「咎」 

出奇「制」勝 脾氣暴「躁」 在校「肄」業 

妄自「菲」薄 含「飴」弄孫 怨天「尤」人 

渾身解「數」 如此而「已」 「尤」其 

好高「騖」遠 人才「輩」出 同心「戮」力 

「趨」之若「鶩」 前「倨」後恭 克紹「箕」裘 

寒「暄」問候 追「溯」ㄙㄨˋ 不甘「示」弱 

不明「究」理 惹「是」生非 頗「負」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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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局外勤 歷屆試題(102~108 年) 改錯字 

真知「灼」見 「濫竽」充數 「息息」相關 

迫不「及」待 一「鼓」作氣 拾人牙「慧」 

滂「沱」 「豁」然開朗 炊煙「裊裊」 

乖「僻」 「乾」脆 無「濟」於事 

「絕」無僅有 「義」不容辭 令人「咋」舌 

人謀不「臧」 「罄」竹難書 「潰」不成軍 

功虧一「簣」 不虞「匱」乏 「饋」贈禮物 

「犯」錯 脾氣暴「躁」 前「倨ㄐㄩˋ」後恭 

「歃 ㄕㄚˋ」血為盟 「鼎鼎」大名 「曲」高和寡 

愛屋及「烏」 忙「碌」 「獲」得 

「灌」輸正確的態度 再接再「厲」 不「恥」下問 

不屈不「撓」 不「脛」而走 不共「戴」天 

奔車朽「索」：比喻隨時有

危險，須多加警惕。 

杯水車「薪」：比喻力量太

小，解決不了問題。比喻無

濟於事 

瓦釜雷鳴：比喻平庸無才

德的人卻居於顯赫的高位。 

阿「諛」奉承 商店提前打「烊」 懊「惱」 

腸枯思「竭」 感同「身」受 「身」先士卒 

諱莫如「深」 根深「柢」固 無以「名」狀 

「炫」耀 「博」得同情 「勃」然色變 

放手一「搏」 日「暮」途窮 風聲鶴「唳」 

「瑕」不掩瑜 「穠」纖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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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臺灣位置 

1. 絕對位置：東經 120 度至 122 度，北緯 22 度至 25 度。 

2. 相對位置 

(1) 島弧中樞位置  

(2) 海陸交會位置：熱季、副熱季。 

(3) 板塊交會地帶：歐亞板塊以及菲律賓海板塊多火山、地震。 

 

 臺灣本島： 

1. 形狀：臺灣本島東西狹窄，南北較長，像番薯狀。 

2. 北回歸線：通過嘉義縣水上鄉與花蓮縣瑞穗鄉。 

3. 本島四極點：北起富貴角，南至鵝鑾鼻，東至三貂角，西至曾文溪出口

(嘉義縣外傘頂洲。 

4. 中國福建省東方距離約 150 公里，隔著臺灣海峽與福建相望。 

5. 最狹處約新竹至福建省的距離，僅 130 公里。 

6. 最寬處位於巴士海峽交界處，達 250 公里以上，平均寬 200 公里。 

 

 臺灣地形 

1. 地表：高山、丘陵、台地、盆地、平原。 

2. 河川  

3. 海岸：岬灣式、洲瀉式、珊瑚礁、斷層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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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筆記請參考下述連結 

https://shopee.tw/product/206122863/5618638598… #蝦皮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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