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存簿儲金，儲戶存款超過計息之最高限額，超過限額之數，不給利息之規定，下列何者適用之？
•個人
‚政府機關
ƒ公益法人
„自治團體
職階 甄選類科【代碼】
：專業職(二)內勤 櫃台業務【E3601-E3620】
、外匯櫃台【E3701-E3720】
【2】17.有關郵政簡易人壽保險業務，下列何者須報交通部會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定之？
專業科目（2）
：郵政法規大意(含郵政法、郵政儲金匯兌法、簡易人壽保險法、郵件處理規則及郵務營業規章)
•同一要保人之保險金額總數
‚同一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總數
※請填寫入場通知書編號： _____________
ƒ同一受益人之保險金額總數
„同一保險人之保險金額總數
注意：•作答前須檢查答案卡、入場通知書編號、桌角號碼、應試類別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試人
【3】18.投保郵政簡易人壽保險超過同一被保險人之規定保險金額總數時，超過部分所繳之保險費應如何處理？
員處理，否則不予計分。
•提繳壽險公會
‚免予退還
ƒ應無息退還
„應計息退還
‚本試卷為一張雙面，共 60 題，其中【第 1-40 題，每題 1.5 分，佔 60 分】；【第 41-60 題，每題 2
【3】19.保險人應於何時填發保險單？
分，佔 40 分】，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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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要保書後
‚收到初期保費後
ƒ同意承保後
„同意理賠後
ƒ請勿於答案卡上書寫姓名、入場通知書編號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違者該科答案卡即認無
【2】20.因續期保險費未繳致保險契約效力停止後，被保險人發生之保險事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效，並以零分計算。
•保險人仍應負保險責任
‚保險人不負保險責任
„應考人得自備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機(須不具財務函數、工程函數或儲存程式功能，且不得發出聲
ƒ保險人之保險責任減半
„保險人應將保險金額提存法院
響)。若應考人於測驗時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機放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勸阻無效，仍執意使用者 ， 【4】21.依據簡易人壽保險法規定，何人得聲明終止保險契約？
扣除該科目成績 10 分；計算機並由監試人員保管至該節測驗結束後歸還。
•保險人
‚被保險人
ƒ受益人
„要保人
…答案卡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科以零分計算。
【2】22.有關中華郵政公司以外之保險業者經營簡易人壽保險之健康保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僅得以主約方式經營
‚僅得以附約方式經營
第一部分：
【第 1-40 題，每題 1.5 分，共計 40 題，佔 60 分】
ƒ得自行選擇以主約或附約方式經營
„須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示
【2】1.有關中華郵政公司已離職之服務人員，就其在職時因職務知悉他人之秘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2】23.簡易人壽保險之保險費須付足多久以上，要保人始得以保險單為質，向保險人申請借款？
•已無保守秘密之義務
‚仍有保守秘密之義務
•半年以上
‚ 1 年以上
ƒ 2 年以上
„ 3 年以上
ƒ離職一年後即無保守秘密之義務
„離職三年後即無保守秘密之義務
【2】24.依據簡易人壽保險法規定，中華郵政公司得經何機關核可，提供重大公共建設計畫之融資所需款項？
【4】2.有關國內郵件業務，國際郵政公約規定與郵政法牴觸者，應如何適用法律？
•行政院
‚交通部
ƒ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適用國際郵政公約
‚報請交通部核示
【3】25.某甲交寄國際快捷郵件 1 件，重量及內件價值分別為 2 公斤、新臺幣 2,100 元，今於運遞過程中全部
ƒ報請外交部核示
„適用郵政法
毀損，請問郵局應支付之補償金額約當多少新臺幣？（國際貨幣基金特別提款權與新臺幣之比為 1：47）
【4】3.有關包裹郵件之資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新臺幣 2,303 元
‚新臺幣 1,880 元
ƒ新臺幣 2,100 元
„新臺幣 2,091 元
•由行政院核定
‚由交通部核定
ƒ由立法院核定
„由中華郵政公司訂定
【1】26.依郵件處理規則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2】4.已發行之郵票欲廢止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包裹重量在 3 公斤以上，其收件人地址車輛通行不便，得通知收件人至郵局領取
•由行政院核定
‚由交通部核定
ƒ由立法院核定
„由中華郵政公司核定
‚同日同一收件人之印刷物總重量超過 3 公斤，得通知收件人至郵局領取
【4】5.依郵政法規定，持有經廢止之郵票者，得於廢止之日起多久期間內向中華郵政公司換取新票？
ƒ羊腸小道在 3 公里以上，非郵路所必經之地區，得不按址投遞
•一個月
‚二個月
ƒ三個月
„六個月
„偏遠地區住戶或村落，平均一個月郵件不足 30 件者，得不按址投遞
【1】6.郵件無法投遞時，中華郵政公司應如何處理？
【4】27.下列何項郵件之費用非由中華郵政公司自行公告並訂定之？
•退還寄件人
‚招領揭示之
ƒ逕行處分
„送派出所候領
•包裹、快捷
‚中華郵政公司所訂之大宗印刷物郵資折扣優待給予標準
【4】7.郵件補償金請求權自何時起，逾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ƒ存證信函之「存證費」
„信函
•郵件交寄之日起
‚郵件遺失、被竊或毀損時起
【2】28.某甲向郵局交寄內附新臺幣 3,000 元禮券之普通掛號信函 1 件，郵局於郵件未投遞前因不明原因而遺
ƒ受領補償人提出補償請求時起
„受領補償人收到中華郵政公司補償通知之日起
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4】8.郵政法所定之罰鍰，得由何者協助執行之？
•寄件人得向郵局請求補償新臺幣 575 元
•稅捐稽徵人員
‚郵政代辦所人員
‚郵局交付補償金後，即取得受領補償人對於相關郵件寄件人、收件人或其他人所得為之權利，並無金額限制
ƒ地方政府人員
„中華郵政公司人員
ƒ郵局交付補償金後，發現該遺失之郵件時，應通知寄件人，並返還扣除補償金之差額新臺幣 2,425 元
【4】9.中華郵政公司發行，並由其依面額對持有人無條件付款之無記名有價證券為下列何者？
„郵件遺失、被竊或毀損者，中華郵政公司應依規定補償。但其間接利益損失，不予補償
•郵政匯票
‚郵政電匯
ƒ存簿儲金
„郵政禮券
【1】29.有關無法投遞之國際函件，下列處理方式何者正確？
【4】10.中華郵政公司辦理郵政儲金匯兌業務，屬交通部主管，涉及外匯業務經營者，應經何機關許可？
•未書寄件人姓名、地址之國際明信片，不予退回原寄國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經濟部
ƒ財政部
„中央銀行
‚書有寄件人姓名、地址之掛號明信片，不予退回原寄國
【2】11.郵政儲金利率未依規定以年利率為準或未於營業場所揭示，應由何機關處罰之？
ƒ未以中文註明應行退回之非掛號信函，不予退回原寄國
•交通部
‚財政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未以中文註明應行退回之掛號印刷物，不予退回原寄國
ƒ中央銀行
„交通部會同財政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3】30.有關信函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12.郵政儲金匯兌法之立法意旨為何？ A.配合國家政策 B.促進資本形成 C.增進社會福祉 D.鼓勵國民儲蓄
•信函屬函件
‚內容係全部或一部屬於通信性質
•僅 A、B、D
‚僅 A、B、C
ƒ僅 A、C、D
„ A、B、C、D
ƒ內容係寄件人對不特定人傳達意思之文件
【2】13.有關劃撥儲金帳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國內郵簡夾寄任何附件時，應劃去「郵簡」字樣，改按信函寄遞
•得辦理存款、提款
‚劃撥支票為票據法所稱之支票
【3】31.中華郵政公司對於寄件人所交寄之郵件內容，下列何者應予證明？
ƒ得接受他人存款
„得辦理匯款、轉帳
•掛號信函
‚存證信函之正本
【1】14.有關郵政儲金匯兌事務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ƒ存證信函留存郵局之副本
„存證信函顧客留存之副本
•郵政匯票及郵政禮券應記載事項，由交通部擬訂
【4】32.有關限時郵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關於郵政儲金及匯兌事務，對中華郵政公司所為之行為，視為有行為
•屬國內郵件
‚應加付限時費
能力人之行為
ƒ郵件按班限時投遞
ƒ中華郵政公司經營之郵政儲金匯兌業務，其會計帳務應獨立處理之
„限時郵件投入收件人向郵局租用之專用信箱者，以其實際領取信件時間為送達時間
„中華郵政公司為確認取款人之真偽，得請其出示必要之證明
【4】33.下列函件改寄時，何者應另付自寄達地改寄新寄達地資費？ A.小包 B.信函 C.郵簡 D.印刷物
【4】15.有關郵政儲金匯兌事務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僅 A、B
‚僅 B、C
ƒ僅 C、D
„僅 A、D
•中華郵政公司於 92 年 1 月 1 日改制成立
【2】34.有關郵件改投改寄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儲戶提取存款之憑證或印鑑遺失時，在儲戶未辦妥掛失止付前，中華郵政公司對於依規定程序並已盡善
•各類郵件除註明不得改投或改寄者外，如收件人或代收人地址變更，經當事人申請，均得改投或改寄新地址
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所為之給付，縱係冒領，亦不負責任
‚同一地址改投或改寄同一新地址者，其申請以三次為限
ƒ中華郵政公司非依法院之裁判或檢察機關之書面通知或其他法律之規定，不得接受第三人有關停止帳戶
ƒ改投之郵件免納資費
交易活動或給付匯款之請求
„有收件人地址之郵件，改交同地郵局存局候領者，郵局得拒絕之
„中華郵政公司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應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請接續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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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郵務營業規章針對租用專用信箱及專用信袋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租用專用信箱或專用信袋，應於申請書上填具姓名或機構名稱、地址，由申請人或負責人簽名或蓋章，
並依中華郵政公司規定辦理
‚租用專用信箱或專用信袋應交存鎖鑰保證金，於停租並交回鑰匙時退還之
ƒ租用人利用專用信箱或專用信袋從事非法行為者，郵局得終止其租約，並退還租用人預付之租金及鎖鑰
保證金
„租用人於租用期間，有任何申請事項，應憑原租用申請書上之簽名或蓋章為之
【4】36.有關盲人文件業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盲人文件寄往國外者，以國際郵務通用之法文或英文註明「盲人文件」同義字樣
‚交由航空郵路寄遞者，國內應付航空費，國際應付新聞紙航空資費
ƒ按限時、快遞或掛號等特別處理者，應付相關特別處理資費
„盲人文件每件重量不得逾十公斤
【3】37.有關明信片業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明信片指書寫於單一紙片上，不加封套交寄之郵件
‚明信片除由中華郵政公司發行外，任何人得依規定自行印製。但不得刊印「郵政」字樣及郵資符誌或類
似花紋
ƒ中華郵政公司以外之任何人自行印製之明信片規格不符規定者，按印刷物交付郵資
„紙張經折疊壓製，外形類似明信片，除合於郵簡之規定者外，按信函交寄
【3】38.依郵務營業規章規定，寄件人一次交寄之函件在多少件以上且種類相同者，得依規定交付資費後，由
郵局逐件加蓋「郵資已付」戳記，為交付資費之證明？
•五
‚十
ƒ二十
„三十
【1】39.下列何項郵件應按信函交寄？
•具通信性質之文件或表報影印本
‚手抄之樂譜
ƒ照片或貼有照片之簿冊
„校對用之原稿連同印刷文件交寄者
【1】40.有關國內包裹，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每件重量限制為二十公斤
‚尺寸最小限度與信函之規定相同
ƒ最大限度任何一尺度均不得大於一公尺五十公分
„長度加長度以外之最大周圍合計亦不得大於三公尺

第二部分：
【第 41-60 題，每題 2 分，共計 20 題，佔 40 分】
【3】41.受法院監護宣告之人，關於郵政事務對中華郵政公司所為之行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當然無效
‚須經成年家屬陪同始有效
ƒ視為有行為能力人之行為
„須經有識別能力人陪同始有效
【1】42.含有郵票符誌之明信片，有關其式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由行政院核定
‚由交通部核定
ƒ由立法院核定
„由中華郵政公司核定
【3】43.中華郵政公司如欲於人行道設置郵筒，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須於該址張貼公告二個月
‚須報請交通部同意
ƒ須得道路管理機關同意
„得逕行設置，以服務民眾
【1】44.依郵政法規定，本法所定之罰鍰，經限期繳納，屆期不繳納者，應如何處置？
•移送強制執行
‚移送拘留
ƒ限制營業
„加罰滯納金
【2】45.有關郵政匯兌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國際匯兌，分為票匯及電匯二種
‚郵政禮券受款人之兌領請求權，自發票日起算，三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
ƒ郵政匯兌除電匯外，應以郵政匯票或郵政禮券為憑
„郵政匯票遺失，匯款人或受款人均得申請掛失，並領回匯款
【2】46.中華郵政公司違反下列何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未建立郵政儲金匯兌業務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
‚對財政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人員詢問其職務上之事項，無正當理由不為答復或故意答復不實
ƒ郵政儲金利率未以年率為準或未於營業場所揭示
„郵政儲金之運用未依第十八條授權訂定之限制及運用管理辦法辦理
【3】47.依郵政儲金匯兌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郵政儲金匯兌業務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由交通部會同財政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定之
‚郵政儲金匯兌業務監督管理辦法，由交通部會同財政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定之
ƒ存簿儲金，儲戶計息之最高存款限額，由中華郵政公司擬訂，報由交通部會同財政部（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定之
„郵政儲金投資受益憑證及上市（櫃）股票之限制及運用管理辦法，由交通部會同財政部（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定之
【4】48.下列何者規定於「郵政儲金匯兌業務監督管理辦法」中？
•郵政儲金投資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及短期票券之限額、對象及其他交易之限制及運用
‚郵政儲金匯兌業務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
ƒ存簿儲金，儲戶計息之最高存款限額
„郵局之增設、遷移與裁撤

【2】49.以精神障礙者為被保險人，除下列何種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部分無效？
•教育費用之給付
‚喪葬費用之給付
ƒ意外保險之給付
„傷害保險之給付
【4】50.下列何種情形下，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須有保險利益？
•要保人與受益人為同一人時
‚要保人超額投保時
ƒ被保險人為未成年人時
„以他人為被保險人時
【1】51.保險契約經保險人解除時，何人得申請應得之保單價值準備金？
•要保人
‚被保險人
ƒ受益人
„保險經紀人
【4】52.依據簡易人壽保險法規定，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於下列何時，對於保險人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申請保險契約理賠時
‚申請保險契約保單借款時
ƒ申請保險契約變更受益人時
„申請恢復保險契約效力時
【4】53.得按「盲人文件」交寄之郵件並免納水陸路普通資費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愛盲協會交寄盲人所用印有點痕或凸出字樣之文件，封面並註明「盲人文件」字樣
‚新莊盲人會（立案之盲人學校）寄交「愛盲協會」專供盲人使用之錄音帶、錄音線及特製紙張
ƒ新莊盲人會交寄盲人所用印有點痕或凸出字樣之文件，封面並註明「盲人文件」字樣
„愛盲協會寄交一般盲人，專供盲人使用之錄音帶、錄音片、錄音線及特製紙張
【2】54.某甲於台北金南郵局採國內報值快捷信函方式，交寄標單 1 件，報值金額新臺幣 50,000 元，實收郵
資共新臺幣 300 元（其中含報值費新臺幣 200 元），今發生延誤送達，致某甲未能得標，經查明為郵局之
過失所致者，寄件人得請求：
•按所報金額新臺幣 50,000 元請求補償，並請求返還新臺幣 100 元郵資
‚僅得請求返還新臺幣 100 元郵資
ƒ請求返還新臺幣 300 元郵資
„請求返還新臺幣 200 元郵資
【2】55.某甲向郵局窗口購買 3 號便利箱（長寬高各為 39.5*27.5*24 公分）並交寄國內掛號包裹，倘運輸途中
該包裹不慎部分毀損，經查寄件人損失約新臺幣 1,200 元，郵局應補償之金額為多少？
•新臺幣 1,155 元，並返還郵資
‚新臺幣 865 元，郵資不退還
ƒ新臺幣 865 元，並返還郵資
„因僅部分毀損，不得請求補償
【2】56.某甲於 102 年 4 月 1 日交寄國內掛號信函，有關郵件查詢及補償說明，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查詢期限，國內郵件自交寄之次日起算 6 個月
‚某甲於 102 年 10 月 1 日辦理查詢時，郵局得不予查詢，並不負補償責任
ƒ郵局經查如應支付補償金者，至遲應自查詢之日起 6 個月內為之
„國際郵件，經查詢逾 6 個月仍未能獲致結果時，寄件人得以書面聲明，如不符合補償條件者，願將已領
之補償金退還，向郵局申請先予補償
【2】57.有關欠資郵件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未付資費或未付足資費之欠資郵件，除另有規定外，於投遞時，向收件人收取欠資差額及欠資手續費
‚大批交寄之國際信函及明信片，資費不足，無法退還寄件人補付者，不予寄遞，於招領揭示期滿後，作
無法投遞郵件處理
ƒ欠資郵件未經付清欠資差額及欠資手續費者，不得投遞
„國內欠資信函、明信片經退回原寄局，由寄件人付清欠資及欠資手續費者，得由寄件人於交付時申請將
該函、片再向收件人投遞
【4】58.有關存局候領郵件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存局候領郵件應於封面寫明收件人姓名、電話、寄達地郵局及「存局候領」字樣
‚存局候領郵件之收件人姓名，書寫簡略、不全或用數碼或其他約定之記號者，不予收寄；其投入信箱信
筒者，退還寄件人，無法退還時，由原寄局招領揭示期滿後，依無著郵件之規定處理
ƒ存局候領之國際郵件，自候領之次日起算十五日內，免付保管費
„國際郵件存局候領期間，以候領之次日起算一個月為限。逾期未領者，依無法投遞郵件之規定處理
【3】59.依郵務營業規章規定，寄件人交寄存證信函，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使用郵局存證信函用紙或其他符合郵局規定之格式紙張書寫
‚信函如有附件，以與存證信函本身有關文件為限，文件以外之物品不得附寄
ƒ存證信函正副本文字，如有塗改增刪，應於正副本之末註明「在某頁某行第幾格下塗改增刪若干字」字
樣，由寄件人簽名或蓋章。但塗改增刪每頁不得逾十字
„信函內之寄件人及收件人姓名、地址及郵遞區號與封面所書者相同
【2】60.依郵務營業規章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交寄證明以當場交寄之平常函件為限，非當場或已投入信箱信筒者，不予補證
‚寄件人交寄各類掛號郵件，得依相關郵件資費表之規定，加付回執費，填附郵局製備之回執，交寄時回
執重量應與郵件重量分開計算
ƒ寄件人投入信箱信筒之函件，其所貼郵票雖足敷掛號處理郵資，仍不得主張特別處理之權利
„交寄郵件之執據或執據副本因遺失被他人冒用所致損失，由寄件人自行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