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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郵政儲金匯兌法 第四篇˙簡易人壽保險法第二篇˙郵政法第一篇˙郵政三法罰則相關規定

郵政法罰則相關規定

（第36條～第45條）
1

1. 郵票等物之偽造變造罪：（刑法§202Ⅰ、Ⅱ；郵政法§36Ⅰ、Ⅱ；郵政法

§37；郵政法§44）

(1) 偽造、變造之物：

�① 郵票。　　　　　②� 郵政認知證。

�③ 國際回信郵票券。④� 其他表示郵資已付符誌。

(2) 刑責： 

事由

身分

罰則

意圖供行使之用 行

使

者
偽造、變造者

收集偽造、變造

之物者

交付偽造、變

造之物於人者

有

期

徒

刑

一般人 6月以上5年以下 3年以下有期徒刑

郵政服務人員
9月以上

7年6個月以下
4年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負輔助載運郵件責

任之服務人員

罰

金

一般人 得併科新臺幣3萬元以下

郵政服務人員

得併科新臺幣4萬5千元以下負輔助載運郵件責

任之服務人員

2. 郵票等物之行使塗抹罪：

(1) 行使塗抹之物：（刑法§202Ⅲ；郵政法§36Ⅲ；郵政法§37；郵政法

§44）

①	郵票。②� 明信片。③� 特製郵簡。④� 印花稅票。

(2) 被塗用或塗銷的物件：

①� 印花。②� 表示郵資已付符誌。③ 註銷符號。

(3) 塗用何物：

�① 膠類。②� 油類。③� 漿類。④� 其他化合物。

焦點1－郵政法刑罰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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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刑責：

事由

身分

罰則

意圖供重複行使之用 意圖供行使之用 行使者

有

期

徒

刑

一般人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郵政服務人員

1年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負輔助載運郵件

責任之服務人員

罰

金

一般人 新臺幣9千元以下罰金

郵政服務人員

新臺幣1萬3千5百元以下罰金負輔助載運郵件

責任之服務人員

※補充資訊：

1.	 刑法第204條「預備偽造變造有價證券罪」之規定：

Ⅰ	意圖供偽造、變造有價證券、郵票、印花稅票、信用卡、金融卡、儲值卡或其他相類作

為簽帳、提款、轉帳或支付工具之電磁紀錄物之用，而製造、交付或收受各項器械、原

料、或電磁紀錄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00元以下罰金。

Ⅱ	從事業務之人利用職務上機會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1/2。

2.	 負輔助載運郵件責任者之服務人員犯刑法第133條郵電人員妨害郵電秘密罪：

	 在郵務或電報機關執行職務之公務員，開拆或隱匿投寄之郵件或電報者，處3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新臺幣1萬5千元以下罰金。

3. 無故開拆或隱匿他人之郵件或以其他方法窺視其內容者，處拘役或新臺幣9

萬元以下罰金。（郵政法§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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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學即測

1 郵政法對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郵政認知證、國際回信郵票券或其他

表示郵資已付符誌者，其處罰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金

（B）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金

（C）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金

（D）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金

正解　B

2	意圖供重複行使之用，而於郵票、明信片及特製郵簡之印花或表示郵資已付符誌

之上，塗用膠類、油類、漿類或其他化合物者，處多少罰則？

（A）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併科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金

（B）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9千元以下罰金

（C）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金

（D）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

正解　B

3 依郵政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郵票者，應依郵政法處罰

（B）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郵政認知證者，應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C）意圖供重複行使之用，而於郵票上塗用膠類者，應依郵政法處罰

（D）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收集偽造之國際回信郵票券者，應處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

正解　C

4 輔助載運郵件責任者之服務人員，犯郵政法36條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

造郵政認知證、國際回信郵票券或其他表示郵資已付符誌者之罪者，其刑期郵政

法如何規定？

（A）因非中華郵政公司服務人員，故比照一般人民處罰之

（B）比照中華郵政公司服務人員，加重其刑二分之一

（C）郵政法中並未明文規訂

（D）由交通部視其情節輕重決定如何處罰

正解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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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郵政法規定，無故開拆或隱匿他人之郵件或以其他方法窺視其內容者，應予處

罰，其罰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處拘役或新臺幣9萬元以下罰金

（B）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

（C）處拘役或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D）處新臺幣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正解　A

6 依郵政法規定，有關意圖供行使之用，而變造郵資已付符誌之罰則，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A）其刑責與行使該變造之物相同

（B）其刑責較行使該變造之物者輕

（C）其刑責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萬元以下罰金

（D）其刑責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金

	 正解　D

7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國際回信郵票券者，處6個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金。請問郵政服務人員如犯本項之罪，應加重

其刑為何？

（A）無特別規定 

（B）加重至四分之一

（C）加重至三分之一 

（D）加重至二分之一

	 正解　D 	

8 依郵政法規定，有關意圖供重複行使之用於郵票上塗用膠類之行為，下列敘述何

者錯誤？

（A）得處新臺幣九千元以下罰鍰

（B）得處拘役

（C）郵政人員觸犯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D）輔助載運郵件長途汽車之服務人員觸犯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正解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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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 2：數位金融現況

2015年世界經濟論壇報告提出的6項金融服務功能及11項金融科技創新項目。 ●

根據中華民國銀行法定義，在台灣營運的銀行可以分為以下四大類：

金融服務功能

(Functions of Financial Services)
金融科技創新項目

(Clusters of Innovation)

支付 (Payments)
無現金世界 (Cashless World)

新興支付 (Emerging Payment Rails)

市場資訊供應 (Market Provisioning)
機器革命（Smarter, Faster Machine）

新興平台（New Market Platforms）

投資管理 (Investment Management)
賦權投資者（Empowered Investors）

流程外部化（Process Externalisation）

保險 (Insurance)
保險裂解 (Insurance Disaggregation)

保險串接裝置 (Connected Insurance)

存貸 (Deposits & Lending)

通路偏好轉移

（Shifting Customer Preference）

替代管道（Alternative Lending）

籌資 (Capital Raising) 群眾募資（crowdfunding）

新巴塞爾資本協定 ●

新巴塞爾資本協定（Basel II）將金融機構所面臨的風險大致上可歸納為信

用風險、市場風險、作業風險三大類型，定義及說明如下：

三大風險 定義

信用風險（Credit Risk）
借款人或交易對手一方無法或不願意償還或履

約，受損失之風險。

市場風險（Market Risk）
因市場狀況的改變造成市場價格不利變動，對

持有塞融資產所造成的損失，包括下面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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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風險 定義

市場風險（Market Risk）

利率風險
金融機構的財務狀況在利率

改變時將面臨的風險。

匯率風險 外匯貨幣匯率變動的風險。

商品風險 商品價格變動之風險。

權益證券

部位風險

持有之權益證券部位因市場

不利變動而承擔的風險。

作業風險
（Operational Risk）

因於內部作業程序（Internal Processes）、公司
人員（People）及系統設備（Systems）之不當
操作（Inadequacy）、失誤（Failure）或因外
部事件（External Events）所造成損失的風險。

數位通貨 ● （Digital Currency）
以數位形式儲存其價值的貨幣，包括有「電子貨幣」與「虛擬貨幣」。

1.  電子貨幣（E-Money）

■  電子貨幣的發行，須經主管機關許可，且可廣泛流通使用。

■ 以法償貨幣計價，台灣的法償貨幣就是新台幣。

■ 電子貨幣又被稱為「電子票證」

■ 電子貨幣的再細分形式

① 卡片形式： 悠遊卡

② 網路形式： 第三方支付儲值帳戶，例如： Line Pay、街口支付。

中央銀行2016年分類電子票證電子票證種類

包含：悠遊卡（EasyCard）、一卡通（iPASS）、愛金卡（icash）、有錢卡
（Happy cash）。

金管會2017年10月份公布流通張數與餘額：

金融
機構

流通卡數
(張)

儲值總餘額
(元)

金融
機構

流通卡數
(張) 儲值總餘額(元)

悠遊卡 59,655,278 5,909,941,000 有錢卡 1,371,903 48,626,000

愛金卡 16,795,761 1,037,524,000
永豐銀
儲值卡

19,079 29,648,000

一卡通 13,041,749 863,360,000
玉山銀

儲值卡
0 9,920,000

總計 90,883,770 7,899,0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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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銀公布金融卡與電子票證流通數 ●

1. 2016年3月24日央行理監事會公布：

(1) 金融卡流通卡數9,178萬卡，每人約有 3.91 張金融卡。

(2) 信用卡流通卡數3,855萬卡，每人約有 1.64 張信用卡。

(3) 虛擬票證流通卡數7,024萬卡 每人約有 2.99 張電子票證。,

2. 虛擬貨幣(Virtual Money)

■ 私人發行，通量少。

■ 非法償貨幣衡量，迄今未被普遍接受。

■ 虛擬貨幣的再細分形式。

①	中介發行機構：亞馬遜幣

② 去中心化：比特幣

{數位通貨

1.電子貨幣(E-Money)
卡片形式→悠遊卡
網路形式→第三支付儲值帳戶{
•儲存：數位形式
•計價：法償貨幣

2.虛擬貨幣(Virtual Money)
中介發行機構→亞馬遜幣
去中心化→比特幣{
•儲存：數位形式
• 計價：非法償貨幣

即學即測

1 依中央銀行2016年統計，臺灣金融支付概況，平均每人擁有最多流通數量的

卡為下列何者？

(A)信用卡　(B)金融卡　(C)電子票證卡　(D)會員卡

2 根據中央銀行(2016年)分類，「悠遊卡」屬於何種數位通貨分類？

(A)卡片形式的電子貨幣   (B)網路形式的電子貨幣

(C)具中介發行機構的虛擬通貨  (D)去中心化的虛擬通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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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中央銀行 2016 年第 1 季理監事會後參考資料，下列數位通貨何者屬於

「電子貨幣」？ A.悠遊卡 B.比特幣 C.亞馬遜幣 D.第三方支付儲值帳戶

(A) 僅 AD　(B) 僅 BC　(C) 僅 AC　(D) 僅 BD 

4 2015年世界經濟論壇(WEF)所提出之金融科技創新項目中群眾募資的功能為何?

(A) 存貨　(B) 支付　(C) 籌資　(D) 市場資訊供應

1 2016年3月24日央行理監事會公布：(B)金融卡流通卡數9,178萬卡，每人

約有 3.91 張金融卡。(A)信用卡流通卡數3,855萬卡，每人約有 1.64 張信

用卡。(C)電子票證流通卡數7,024萬卡 每人約有 2.99 張電子票證。

正解　B

2 (A)卡片形式的電子貨幣：悠遊卡。(B)網路形式的電子貨幣：第三方支付

儲值帳戶。(C)具中介發行機構的虛擬通貨：亞馬遜幣(Amazon Coin)。

(D)去中心化的虛擬通貨：比特幣(Bitcoin)。

正解　A

3 (A)卡片形式的電子貨幣: 悠遊卡、一卡通、愛金卡、有錢卡。(B)去中心

化的虛擬貨幣:比特畢(Bitoin)。(C)具中介發行機構的虛擬通貨:亞馬遜幣

(Amazon Coin)。(D)網路形式的電子貨幣: 第三方支付儲值帳戶。

正解　A

4 依據2015年世界經濟論壇報告提出的6項金融服務功能及11項金融科

技創新項目，當中的群眾募資（crowdfunding）屬於籌資（Capital 

Raising）之範圍。

正解　C

快速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