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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01年從業⼈人員甄試試題暨解析

專業職(⼆二)外勤



1~10題

注意： 
1. 作答前須檢查答案卡、︑入場通知書編號、︑

桌角號碼、︑甄選類科是否相符，如有不同
應⽴立即請監試⼈人員處理，否則不予計分。︒ 

2. 本試卷為⼀一張雙⾯面，共 60 題，其中【第 
1-40 題，每題 1.5 分，佔 60 分】︔；【第 
41-60 題，每題 2分，佔 40 分】，限⽤用 2B 
鉛筆作答，請選出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
扣︔；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3. 應試⼈人得⾃自備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機（須
不具財務、︑⼯工程及儲存程式功能且按鍵不
得發出聲響），應試⼈人於測驗時將不符規
定之電⼦子計算機放置於桌⾯面或使⽤用，若經
勸阻無效，仍執意使⽤用者，該科扣10 分，
計算機並由監試⼈人員保管至該節測驗結束
後歸還。︒ 

4. 答案卡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科成績以零
分計算。︒



1.下列何者非屬郵政法上之 
   郵件︖？ 
1. 新聞紙  
2. ⼩小包  
3. 瘖啞⼈人⽂文件  
4. 雜誌

解析



2.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 
   就職紀念郵票，由何機 
   關發⾏行︖？ 
1. 總統府  
2. ⾏行政院  
3. 交通部  
4. 中華郵政公司

解析



3.下列何者非屬郵政法所 
   稱之郵政公⽤用物︖？ 
1. 郵政建築物  
2. 郵⽤用機具  
3. 郵⽤用⾞車輛  
4. 郵袋

解析



⾦金榜題名寶物⽂文昌帝君

原價3 9 8 8   6期0利率  每期4 4 8元  

特價2 6 8 8      點我看更多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5951037449


解析

4.下列中華郵政公司業務， 
   何者須經交通部核定始得 
   經營︖？ 
1. 存簿儲⾦金  
2. 簡易⼈人壽保險  
3. 代售業務  
4. 郵政資產之營運



5..運送業者得否遞送具通 
   信性質⽂文件︖？ 
1. 均不得遞送  
2. 僅得附送與貨物有關

之通知 
3. 僅得遞送經法院許可

之⽂文件  
4. 僅得遞送經交通部許

可之⽂文件

解析



6.依郵政法規定，有事實⾜足 
   認郵件內裝之物為禁寄物 
   品，⽽而寄件⼈人不同意開拆 
   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 中華郵政公司得拒絕接受

該郵件  
2. 中華郵政公司不得拒絕接

受該郵件 
3. 中華郵政公司得加收處理

費  
4. 中華郵政公司得延後投遞

該郵件

解析



• 「財富女神」⾦金條，象徵財富、︑繁榮及好運。︒ 
• PAMP為全球知名⿈黃⾦金鑄造商，成⾊色、︑重量和

品質獲得倫敦⾦金銀市場協會(LBMA)的認證。︒ 
• 背⾯面最新設計QR碼，可掃描後至PAMP 查詢

⿈黃⾦金條塊資訊，每塊⾦金條皆有原廠單⼀一序號。︒ 
• 純度 999.9  附原廠保證卡、︑保護殼及保護套。︒

原價4380   特價2588   
再享6期0利率   每期431元

⽴立即擁有

http://www.asap.com.tw/item/201507AM180048162


解析

7.民間企業可否使⽤用英⽂文 
   「POST」⽂文字，表彰其 
   營業名稱︖？ 
1. 未違反郵政法，可以使

⽤用  
2. 違反郵政法，不得使⽤用 
3. 經中華郵政公司同意⽅方

得使⽤用  
4. 經交通部同意⽅方得使⽤用



解析

8.依郵政法規定，限制⾏行為 
   能⼒力⼈人關於郵政事務對中 
   華郵政公司所為之⾏行為，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 準⽤用有⾏行為能⼒力⼈人之⾏行

為  
2. 類推適⽤用有⾏行為能⼒力⼈人

之⾏行為 
3. 視為有⾏行為能⼒力⼈人之⾏行

為  
4. 推定為有⾏行為能⼒力⼈人之

⾏行為



關聖帝君武財神關公

原價3 9 8 8   6期0利率  每期4 8 2元  

特價2 8 8 8      點我看更多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32332853276


解析

9.依郵政法規定，有關國 
   際郵件事務，應優先適 
   ⽤用何種法律︖？ 
1. 郵政法  
2. 國際郵政公約或協定 
3.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4. 民法



解析

10.有關明信⽚片之資費，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1. 由⾏行政院核定  
2. 由交通部核定 
3. 由⽴立法院核定  
4. 由中華郵政公司⾃自⾏行訂

定



1. 3                 
解析： 
郵政法第4條第3款規定：
「郵件：指客⼾戶以信函、︑
明信⽚片、︑特製郵簡、︑新聞
紙、︑雜誌、︑印刷物、︑盲⼈人
⽂文件、︑⼩小包、︑包裹或以電
⼦子處理或其他⽅方式，向中
華郵政公司交寄之⽂文件或
物品。︒」故選3。︒

回到題⽬目



2. 4                 
解析： 
郵政法第4條第6款規定：
「郵票：指中華郵政公司
發⾏行，具有交付郵資證明
之票證。︒」故選4。︒

回到題⽬目



3. 4                 
解析： 
郵政法第4條第5款規定：
「郵政公⽤用物：指專供中
華郵政公司使⽤用之建築物 
、︑⼟土地、︑機具、︑⾞車、︑船、︑
航空器及其他相關運輸⼯工
具。︒」故選4。︒

回到題⽬目



4. 3                 
解析： 
郵政法第5條規定：「中華郵
政公司，得經營下列業務：
⼀一、︑遞送郵件。︒⼆二、︑儲⾦金。︒
三、︑匯兌。︒四、︑簡易⼈人壽保
險。︒五、︑集郵及其相關商品 
。︒六、︑郵政資產之營運。︒
七、︑經交通部核定，得接受
委託辦理其他業務及投資或
經營第⼀一款至第六款相關業
務。︒」故選3。︒

回到題⽬目



5. 2                 
解析： 
郵政法第6條規定：「除中
華郵政公司及受其委託者外，
無論何⼈人，不得以遞送信函、︑
明信⽚片或其他具有通信性質
之⽂文件為營業。︒運送機關或
運送業者，除附送與貨物有
關之通知外，不得為前項郵
件之遞送。︒」故選2。︒

回到題⽬目



6. 1                 
解析： 
郵政法第10條規定：「中華郵
政公司或其服務⼈人員，不得開
拆他⼈人之郵件。︒但有事實⾜足認
內裝之物為郵政禁寄物品、︑不
適⽤用優惠資費或違反郵政法規，
經寄件⼈人或收件⼈人同意開拆者，
不在此限。︒郵件經依前項但書
規定開拆查驗後，應予驗訖之
證明。︒寄件⼈人或收件⼈人不同意
開拆時，中華郵政公司得拒絕
接受或遞送該郵件。︒」故選1。︒

回到題⽬目



回到題⽬目

7. 3                 
解析： 
郵政法第7條規定：「除
中華郵政公司或經其同意
者外，任何⼈人不得使⽤用與
郵政、︑郵局（含中⽂文及外
⽂文）相同之⽂文字、︑圖形、︑
記號或其聯合式，表彰其
營業名稱、︑服務或產品。︒」
故選3。︒



回到題⽬目

8. 3                 
解析： 
郵政法第12條規定：「無
⾏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
⼒力⼈人，關於郵政事務對中
華郵政公司所為之⾏行為，
視為有⾏行為能⼒力⼈人之⾏行為 
。︒」故選3。︒



回到題⽬目

9. 2                 
解析： 
郵政法第13條規定：「關
於各類郵件或其事務，國
際郵政公約或協定有規定
者，依其規定。︒但其規定
與本法牴觸者，除國際郵
件事務外，適⽤用本法之規
定。︒」故選2。︒



回到題⽬目

10. 2                 
解析： 
郵政法第14條第1項規定：
「信函、︑明信⽚片及其他具
有通信性質⽂文件之資費，
由中華郵政公司擬訂，報 
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第2條規定：「本法主
管機關為交通部。︒」故選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