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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郵政協議」

相關說明

壹、擴大兩岸郵政合作的必要性

一、直接通郵是普遍需求

(一)政府自77年4月18日起開辦兩

岸間接通信；兩岸兩會於82年

4月29日簽署「兩岸掛號函件

查詢、補償事宜協議」，提供

兩岸民眾透過海基會與大陸對

口單位進行掛號信件查詢及要

求賠償的基礎。截至97年9月

底止，兩岸往來郵件共計3億

餘件，台灣寄往大陸約1.3億

件，自大陸寄達台灣約1.7億

件，數量可觀。

(二)近年雖因電子郵件、網際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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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達，兩岸郵件數量不再成

長，但是每年兩岸民眾的郵件

往返仍維持在1千多萬件左右

；掛號信函約70萬件，需求仍

然很大。

二、兩岸直接通郵水到渠成

(一)兩岸間接通郵實施多年，仍存

在若干問題：

1.郵件須經由香港、日本等第

三地轉運，運遞過程耗時費

日。

2.從台灣寄往大陸的郵件須集

中彙封上海、北京2個郵局

，影響郵件轉發到大陸其他

地區的時效；因轉運造成信

件遺失的可能性亦較高。

3.無法交寄具時效性之商業文

件或物品，不符商業需求。

4.兩岸郵政往來衍生的帳務不

能互相結算，不符合一般郵

政慣例，也影響郵政公司營

運。

(二)「時效」是兩岸通郵服務的關

鍵，過去由於兩岸運輸必須

經由第三地，造成郵件運遞

先天上的限制。第二次「江

陳會談」就兩岸海空運直航

達成協議，郵件直接運遞自

是水到渠成。因此，雙方在

既有基礎上，配合海空運直

航進一步擴大兩岸郵政合作

，提供兩岸民眾更快捷便利

的郵政服務。

貳、兩岸郵政協議的重要進展

兩岸兩會在11月4日簽署「海峽兩

岸郵政協議」，在兩岸郵政合作議題上

獲得重要的進展：



2 3

郵政篇

的發達，兩岸郵件數量不再成

長，但是每年兩岸民眾的郵件

往返仍維持在1千多萬件左右

；掛號信函約70萬件，需求仍

然很大。

二、兩岸直接通郵水到渠成

(一)兩岸間接通郵實施多年，仍存

在若干問題：

1.郵件須經由香港、日本等第

三地轉運，運遞過程耗時費

日。

2.從台灣寄往大陸的郵件須集

中彙封上海、北京2個郵局

，影響郵件轉發到大陸其他

地區的時效；因轉運造成信

件遺失的可能性亦較高。

3.無法交寄具時效性之商業文

件或物品，不符商業需求。

4.兩岸郵政往來衍生的帳務不

能互相結算，不符合一般郵

政慣例，也影響郵政公司營

運。

(二)「時效」是兩岸通郵服務的關

鍵，過去由於兩岸運輸必須

經由第三地，造成郵件運遞

先天上的限制。第二次「江

陳會談」就兩岸海空運直航

達成協議，郵件直接運遞自

是水到渠成。因此，雙方在

既有基礎上，配合海空運直

航進一步擴大兩岸郵政合作

，提供兩岸民眾更快捷便利

的郵政服務。

貳、兩岸郵政協議的重要進展

兩岸兩會在11月4日簽署「海峽兩

岸郵政協議」，在兩岸郵政合作議題上

獲得重要的進展：



郵政篇

4 5

一、範圍擴大，便利人民

除原已辦理的掛號函件(包括信函

、明信片、郵簡、印刷物、新聞紙

、雜誌及盲人郵件)業務外，未來

將擴大開辦小包、包裹、快捷郵件

、郵政匯兌等業務。

二、直接運遞，封發增點

(一)配合海空運直航，將兩岸郵件

經第三地間接運遞，改為直接

運遞。

(二)增加兩岸郵件封發局數目：

1.台灣：原有臺北、基隆2個封

發局，將增加高雄、金門、

馬祖等3個封發局。

2.大陸：原有北京、上海、廣

州、廈門、福州等5個封發

局，將增加南京、西安、成

都等3個封發局。

3.未來並可以視實際需要，增

加或調整郵件封發局。

三、查詢服務，品質提升

(一)郵件的查詢由雙方郵件處理中

心建立便捷的管道，進行直接

相互聯繫(目前均由海基會代

轉)。

(二)依據萬國郵政公約及商業慣例

，掛號函件、包裹的查詢，從

原寄件人交寄的次日起6個月

內提出；快捷郵件應於3個月

內提出。

四、直接雙向，常態營運

(一)依據萬國郵政公約及郵政慣例

，雙方郵政公司將建立直接帳

務結算關係。

(二)補償責任亦作明確規定：兩岸

寄往對方的掛號函件、包裹發

生遺失、被竊或毀損的情形，

由責任方負責賠償，並相互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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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快捷郵件發生相同情形，

由寄件的一方自行負責賠償。

參、擴大兩岸郵政合作之效益

一、擴大郵政服務範圍，滿足民眾需求

兩岸經貿往來及社會交流日益密切

，但長期以來，因為兩岸郵件服務

範圍僅限於平常及掛號信函，以致

廠商及民眾無法就近到郵局寄送時

效性文件、資料、貨樣及商品等，

既減損郵政服務便利性及時效性，

也不利掌握商機。在簽署兩岸郵政

協議後，增加開辦小包、包裹及快

捷郵件等業務，不僅可達到便民的

目標，而且有助提升兩岸經貿往來

的效益。依據中華郵政公司估計，

未來兩岸包裹數量將顯著增加，初

期可增加8％。

二、提高郵件時效性及安全性

(一)以往兩岸郵件必須經由第三地

轉運，而且須先集中彙送到北

京及上海封發局(廣州、廈門

及福州等3個封發局可直接將

郵件寄往台灣，但是不可直接

收台灣寄件)，再分送到大陸

其他地區。由於大陸幅員廣大

，多層運輸及轉送的結果，影

響郵件遞送的時效性，且增加

遺失、毀損等風險。未來兩岸

郵件可利用空中及海上直接運

輸，大幅節省運輸時間及成本

。而雙方的封發局數目增加，

更加便利收件及發件業務，使

時間及成本的節省更為顯著。

依據交通部估計，北京、上海

等大都會郵件，原約需7-8天

送達，預估將可縮短為5-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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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達；其他地區平均可提前1

天送達。

(二)依據中華郵政公司提供的資料

，台灣郵件寄往大陸地區掛號

信函遺失的情況已有大幅改善

，過去三年共計10件。由於台

灣寄往大陸地區的掛號信函，

經常內含重要的文件，如大陸

配偶來台入境許可證、機票、

公證文書等，皆攸關民眾切身

利益，每一件都應確保平安送

達。未來兩岸郵件經由海空直

接運輸，可大幅提高郵件運送

的安全性，確保人民的權益。

此外，過去兩岸民眾掛號郵件

查詢均須透過海基會代轉，費

時費事，未來將可透過兩岸郵

務處理中心(雙方的封發局)直

接查詢，更為快速、有效。

三、促進兩岸郵政營運常態化

(一)過去兩岸郵件經第三地轉運，

相關責任較不易釐清，對於掛

號函件發生遺失、被竊或毀損

的情形，都是由寄件一方的郵

局負責賠償，不互相結算。在

開辦兩岸郵政業務直接往來後

，雙方將參照萬國郵政公約及

郵政慣例明訂各類情況的賠償

責任，並相互結算。

(二)兩岸郵件寄送的數量及重量不

同，衍生的郵務處理相關費用

也不一致。過去兩岸郵政帳務

不相互結算，形成雙方帳務處

理困擾，也不符合國際郵政營

運規範。未來雙方將參照萬國

郵政公約的規定，相互結算到

達費(函件、小包)、分攤費(包

裹)及不平衡費(快捷郵件)等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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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讓兩岸郵政業務之營運常

態化。

四、郵政直接匯兌提供人民便利

目前兩岸郵政機構並未辦理直接匯

兌業務，民眾利用郵局匯款到大陸

，須由中華郵政公司透過美商花旗

銀行紐約分行轉匯到大陸，作業繁

複，且需付大筆手續費。未來兩岸

郵政機構將開辦直接匯兌業務，比

照國際郵政匯款模式，簡化作業流

程，提高匯款時效，讓民眾享受到

更便利的匯款服務，並大幅節省相

關費用支出。

肆、結語

兩岸郵政協議的簽署，開啟了兩岸

郵政合作的新頁，未來兩岸郵件業務範

圍將擴大至小包、包裹及快捷郵件、郵

政匯兌等新增項目，提供民眾及企業更

多便利；兩岸郵件直接遞送，不僅省時

省錢，而且安全性大為提升，讓兩岸郵

政服務真正體現便民的精神，邁入郵政

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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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擴大兩岸郵政業務合作，便利兩

岸人民聯繫與交流，財團法人海峽交流

基金會與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就兩岸直接

郵政合作事宜，經平等協商，達成協議

如下：

一、業務範圍

雙方同意開辦兩岸直接平常和掛號

函件(包括信函、明信片、郵簡、

印刷品、新聞紙、雜誌、盲人文件)

、小包、包裹、快捷郵件(特快專

遞)、郵政匯兌等業務，並加強其

他郵政業務合作。

二、封發局

臺灣方面郵件封發局為：臺北、高

雄、基隆、金門、馬祖；大陸方面

郵件封發局為：北京、上海、廣

州、福州、廈門、西安、南京、

成都。雙方可視需要，增加或調

整郵件封發局，並由增加或調整

一方通知對方。

三、郵件運輸

雙方同意通過空運或海運直航方式

將郵件總包運送至對方郵件處理中

心。

四、規格及限定

雙方同意商定郵件尺寸、重量等規

格，並尊重對方禁限寄規定。

五、帳務結算

雙方同意建立郵政業務帳務處理直

接結算關係。

六、文件格式

處理郵件使用的吊(袋)牌、清單、

郵袋、查詢表格等，依雙方認可之

格式。

(本協議尚待行政院核定，並送立法院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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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郵件查詢

掛號函件、小包、包裹及快捷郵件

(特快專遞)等郵件業務的查詢，由

雙方郵件處理中心相互聯繫，並應

提供便捷的業務聯繫渠道。

八、查詢期限

掛號函件、包裹之查詢，應自原寄

件人交寄之次日起六個月內提出；

快捷郵件(特快專遞)自交寄之次日

起三個月內提出。

九、補償責任

雙方對於互相寄遞的掛號函件、包

裹發生遺失及其內容全部或一部分

遺失、被竊或毀損等情形，應由責

任方負責補償，並相互結算。

快捷郵件(特快專遞)之遺失、內件

被竊或毀損等情形，概由原寄一方

自行負責補償，不相互結算。

十、聯繫主體

(一)本協議議定事項，由財團法人

台灣郵政協會與海峽兩岸郵政

交流協會相互聯繫。具體郵政

業務由雙方郵件處理中心聯繫

實施。

(二)本協議其他相關事宜，由財團

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海峽兩

岸關係協會聯繫。

十一、協議履行及變更

雙方應遵守協議。

協議變更，應經雙方協商同意，

並以書面方式確認。

十二、爭議解決

因適用本協議所生爭議，雙方應

儘速協商解決。

十三、未盡事宜

本協議如有未盡事宜，雙方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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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方式另行商定。

十四、簽署生效

本協議自雙方簽署之日起四十日

內生效。

本協議於十一月四日簽署，一式

四份，雙方各執兩份。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董事長　江丙坤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會  長　陳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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