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國郵政公約

後列簽署本公約的萬國郵政聯盟各成員國政府全權代表，根據

1964 年 7 月 10 日在維也納簽訂的《萬國郵政聯盟組織法》第 22 條

第 3 款，並參照該組織法第 25 條第 4 款的規定，一致同意在本公約

內制定適用於國際郵政業務的規則。

第一部�

適用於國際郵政業務的�同規則

���

總則

第 1 條

定義

1. 在萬國郵政公約中所使用的術語定義如下：

1.1 郵政普遍服務：以合理的價格在一個國家的每一個角落向用

戶常年提供優質的基本郵政服務 ;

1.2 封固總包：內裝郵件、拴掛簽牌並加鉛誌或封誌的郵袋或其

他容器的集合；

1.3 散寄經轉：當郵件的數量或重量不足以向寄達國封發封固總

包時，由一個中轉國經轉；

1.4 郵件：表示通過郵政進行的每一次寄遞的一般術語（函件、

郵政包裹、郵政匯票等）；

1.5 終端費：原寄郵政為償付寄達國對接收函件的處理費用而應

付給寄達郵政的報酬；

1.6 轉運費：由於提供總包的陸路、海路和 /或航空轉運服務而應

付給所經過國家的運輸機構（郵政部門、其他部門或者兩者的結合）

的報酬；



1.7 進口陸路運費應得部分：原寄郵政為償付寄達國處理郵政包

裹的費用而應付給寄達郵政的報酬；

1.8 陸路轉運費應得部分：由於提供經過其領土發運郵政包裹的

陸路和 /或航空轉運服務而應付給所經過國家的運輸機構（郵政部

門、其他部門或者兩者的結合）的報酬；

1.9 海路運費應得部分：應付給參與郵政包裹海路運輸的運輸機

構（郵政部門、其他部門或者兩者的結合）的報酬。

第 2 條

負責履行參���所產生義務的一個或數個�體的指定

1. 各成員國應在大會閉幕以後 6 個月內將負責監督郵政事務的政

府機構的名稱和地址通知國際局。另外，各成員國還應在大會閉幕以

後 6 個月內將正式指定的負責在其領土內經營郵政業務和履行郵聯

法規所產生義務的一個或數個經營者的名稱和地址通知國際局。在兩

屆大會之間，任何有關政府機構和正式指定的經營者的變化情況都應

及時通知國際局。

第 3 條

郵政普遍服務

1. 為了強化郵聯統一的郵政領域這一理念，各成員國應注意使所

有使用者 /客戶能享受郵政普遍服務，即以合理的價格在其領土的每

一個角落常年提供優質的基本郵政服務。

2. 為此，各成員國應在其國家郵政法規內或以其他慣用的形式，

根據居民的需求和本國的具體情況，制定相關郵政普遍服務的範圍、

品質標準和合理的價格。

3. 各成員國應對承擔提供郵政普遍服務義務的經營者的郵政服

務及其質量標準情況進行檢查。

4. 各成員國應關注以可靠的方式確保提供郵政普遍服務，從而保

證其持久性。



第 4 條

轉運自由

1. 轉運自由的原則已在組織法第 1 條中予以闡明，它要求每一個

郵政對其他郵政交給它的封固總包和散寄經轉函件，承擔交由運輸其

本身郵件所利用的最快郵路和最可靠的運輸工具予以發運的義務。該

原則同樣適用於誤發的函件或總包。

2. 不 參 加 互 換 裝 有 易 腐 爛 生 物 製 品 或 放 射 性 物 品 函 件 的 成 員

國，有權不允許這類函件以散寄經轉方式通過本國領土。對於信函、

明信片和盲人讀物以外的其他函件也可同樣處理。這一規定同樣適用

於其內容不符合經轉國有關出版或流通的法律規定的印刷品、期刊、

雜誌、小包和印刷品專袋（M 袋）。

3. 由陸路或海路運遞的郵政包裹，只在參加該項業務的成員國領

土內享有轉運自由。

4. 航空包裹的轉運自由在整個萬國郵聯領域內得到保證。但是，

未辦理郵政包裹業務的成員國沒有義務參與航空包裹的水陸路發運。

5. 如果一個成員國不遵守有關轉運自由的規定，其他成員國有權

取消同這個國家辦理郵政業務。

第 5 條

郵件的歸� 撤回 修改或更正名址 改寄

無法投遞郵件退回寄件人

1. 任何郵件，除按照原寄國或寄達國法令，或者在執行第 15.2.1.1

條或第 15.3 條規定的情況下按照經轉國法令被扣留外，在投交所有

人之前，均歸寄件人所有。

2. 郵件的寄件人可以撤回郵件或者修改或更正郵件的名址。資費

和其他條件在各項細則中規定。

3. 各成員國保證在收件人地址變化時將郵件予以改寄，並將無法

投遞的郵件退回寄件人。資費和其他條件在各項細則中明確。



第 6 條

資費

1. 各類國際郵政業務和特別業務的資費由各郵政主管部門根據

公約和各項細則中規定的原則予以確定，這些資費原則上應與提供相

關服務的成本相關聯。

2. 原寄郵政主管部門制定運輸函件和郵政包裹的資費。只要寄達

國對相關的郵件辦理投遞業務，資費中就應該包括將郵件投交收件人

住址的費用。

3. 所實行的資費，包括法規中以指示性費率的形式規定的資費，

至少應與其國內業務中具有相同特性（種類、數量、處理時限等）的

郵件所實行的資費相同。

4. 各郵政主管部門有權制定超過法規中規定的各項指示性費率。

5. 各郵政主管部門可以根據其國內法律，對在其國家交寄的函件

和郵政包裹提供不低於第 3 項規定的最低限額的減低資費。各郵政尤

其有權對其大宗郵政用戶提供優惠費率。

6. 除了法規中規定的資費以外，不得向客戶收取任何其他種類的

郵政資費。

7. 除了法規中規定的情況以外，各郵政所收的資費歸其所有。

第 7 條

郵費的免付

1. 原則

1.1 免除收寄資費的免付郵費情況由公約予以明確規定。但是，

各項細則可以做出一些關於由各郵政主管部門和區域性郵聯寄發的

郵政公事函件和郵政公事包裹免除收寄資費和轉運費、終端費及進口

陸路運費應得部分的規定。此外，由萬國郵聯國際局寄給區域性郵聯

和各郵政主管部門的函件和包裹亦被視為郵政公事郵件，並免付各種

郵費。但是，對萬國郵聯國際局寄發的郵政公事郵件，原寄郵政有權

收取航空附加費。



2. 戰俘和被拘禁平民郵件

2.1 寄給或寄自戰俘的函件、郵政包裹和郵政金融業務郵件，不

論是直接收發的還是經由公約各項細則和郵政支付業務協定細則中

所指的戰俘情報局代為收發的，均免付除航空附加費以外的一切郵

費。由中立國收容和拘禁的雙方交戰人員在適用上述規定時，可作為

戰俘看待。

2.2 對於其他國家寄交的 1949 年 8 月 12 日關於戰時保護平民的

日內瓦公約所指的被拘禁平民的函件、郵政包裹和郵政金融業務郵

件，或者由這些平民寄發的同類郵件，不論是直接收發的還是經由公

約各項細則和郵政支付業務協定細則中所指戰俘情報局代為收發

的，第 2.1 項的規定同樣適用。

2.3 公約各項細則和郵政支付業務協定細則中所指的戰俘情報局

所交寄或接收的有關第 2.1 項和第 2.2 項所指人員的函件、郵政包裹

和郵政金融業務郵件，不論是直接收發的還是居間經轉的，都享受免

付郵費的待遇。

2.4 免付郵政資費包裹的重量以不超過 5 千克為限。對內件不可

分割的包裹或寄給戰俘營或其委託的代收人以便分發給戰俘的包

裹，其重量可以放寬至 10 千克。

2.5 在各郵政主管部門之間的賬務結算方面，郵政公事包裹和戰

俘及被拘禁平民包裹不進行任何運費應得部分的分配，但適用於航空

包裹的航空運費除外。

3. 盲人讀物

3.1 除航空附加費外，盲人讀物免除各種郵費。

第 8 條

郵票

1. “郵票＂一詞受本公約保護，並只能用於符合本條和各項細則

規定條件的票品。

2. 郵票：



2.1 只能由發行主管當局根據萬國郵聯法規的規定發行，郵票的

發行包括將其投入流通；

2.2 具有主權象徵的屬性，並且：

2.2.1 在按照萬國郵聯法規的規定貼在郵件上時，即構成已經交付

與其面值相等的郵費的憑證；

2.2.2 作為集郵品時，構成郵政主管部門的一個補充收入來源；

2.3 應該在發行郵政的領域內流通，用於交付郵資或集郵的目的。

3. 作為主權的象徵，郵票應該包含：

3.1 用拉丁字母表示的發行郵政主管部門所屬成員國或地區的名

稱；

3.1.1 非強制性地加印發行郵政主管部門所屬成員國的正式徽記；

3.1.2 原則上應用拉丁字母或阿拉伯數字印上面值；

3.1.3 非強制性地用拉丁字母或其他字符加印“ Postes＂（郵政）

字樣。

4. 印在郵票上面的國徽、官方監管標誌以及政府間國際組織的徽

記受關於保護知識產權的巴黎公約的保護。

5. 郵票的題材和圖案應該：

5.1 符合萬國郵聯組織法前言的精神和郵聯各機構所做的決定；

5.2 與發行郵政主管部門所屬國的文化特色密切相關或有助於促

進文化的發展或維護和平；

5.3 在紀念發行郵政主管部門所屬國或地區以外的別國人物或事

件時，與相關國家或地區有密切聯繫；

5.4 對某個人物或國家沒有政治性或冒犯性；

5.5 對發行郵政主管部門所屬國家或發行郵政主管部門本身具有

重要意義。

6. 作為知識產權的保護物件，郵票可以包含：

6.1 發行郵政主管部門使用相關產權權利的說明，即：

6.1.1 通過加註版權（Copyright）的首字母（C）註明版權以及版

權所有者和發行年份；

6.1.2 通過在註冊標記名稱後面加註標記註冊的首字母（R）註明

在發行郵政主管部門所屬成員國領土內註冊的標記；



6.2 藝術家的姓名；

6.3 印刷廠的名稱。

7. 郵資已付標誌、郵資機印誌、印刷機所印付費印誌或用符合萬

國郵聯法規規定的其他印刷或蓋戳辦法獲得的付費印誌，只有經過郵

政主管部門批准後才能使用。

第 9 條

郵政安全

1. 為保證所有相關各方的利益，各成員國應在各級郵政經營管理

部門採用並執行安全行動戰略，以便保持和提高公眾對於郵政業務的

信任。該戰略將要求在各成員國之間交換有關確保總包在運輸和轉運

過程中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的信息。

第 10 條

環境問題

1. 各成員國應在其各級郵政經營管理部門採用並執行積極的環

境戰略，並在郵政業務的範圍內促進人們提高對環境問題的認識。

第 11 條

關於�規行為的規定

1. 郵件

1.1 各成員國應確保採取各種必要措施，以預防下列行為的發

生，並追查和處罰行為人：

1.1.1 在郵件中夾寄麻醉品、精神藥品或者公約中沒有明確准寄的

易爆物品、易燃物品或其他危險物品；

1.1.2 在郵件內夾寄有戀童癖性質的物品或針對兒童的色情物品。

2. 交付郵資和交付郵資手段



2.1 各成員國應確保採取各種必要措施，以預防、制止和處罰違

反本公約規定的交付郵資手段的行為，交付郵資手段包括：

2.1.1 正在流通或已停止流通的郵票；

2.1.2 交付郵資標誌；

2.1.3 郵資機印誌或印刷機所印付費印誌；

2.1.4 國際回信券。

2.2 按本公約規定，違反交付郵資手段的行為包括為使行為人本

人或者第三者獲得非法利益而從事的下列行為之一，並應予以處罰：

2.2.1 偽造、仿造或假冒交付郵資手段，或者與未經批准製造交付

郵資手段有關的各種非法或犯罪行為；

2.2.2 使用偽造、仿造或假冒的交付郵資手段或者將其投入流通、

商業化、派送、分發、運輸、展示或展覽，其中包括用於廣告宣傳的

目的；

2.2.3 為了郵政的用途，使用已經用過的交付郵資手段或者將其投

入流通；

2.2.4 旨在從事上述違規行為之一的各種嘗試。

3. 對等性原則

3.1 在對第 2 項所指的行為進行處罰時，對於本國的交付郵資手

段和外國的交付郵資手段不應有任何區別。這項規定不受任何法定或

約定的對等性條件的限制。

第��分

�用於函件和郵政包�的規定

第一�

所��的��

第 12 條

�本業�

1. 各成員國確保函件的收寄、處理、運輸和投遞。



2. 函件包括 :

2.1 重量不超過 2 千克的優先函件和非優先函件；

2.2 重量不超過 2 千克的信函、明信片、印刷品和小包；

2.3 重量不超過 7 千克的盲人讀物；

2.4 裝有寄往同一寄達地和同一收件人的報紙、期刊、書籍和相

似的印刷文件的專袋，稱為“M 袋＂（印刷品專袋），重量不超過 30

千克。

3. 根據函件細則的規定，函件按處理速度或內件性質分類。

4. 對某些種類的函件，可以按照函件細則中規定的條件，非強制

性地實行高於第 2 項規定的重量限制。

5. 各成員國還應確保重量不超過 20 千克的郵政包裹的收寄、處

理、運輸和投遞。可以按照本公約的規定辦理，對於出口包裹，也可

以根據雙邊協議採用更加有利於用戶的其他方式辦理。

6. 對於某些種類的郵政包裹，可以按照郵政包裹細則中規定的條

件，非強制性地實行超過 20 千克的重量限制。

7. 本國郵政主管部門不辦理包裹運輸業務的任何國家可以准許

運輸企業實施公約的條款，同時可以規定此項業務僅以寄自或寄往這

些運輸企業所通達地區的包裹為限。

8. 作為第 5 項規定的例外，在 2001 年 1 月 1 日以前沒有參加郵

政包裹協定的國家可以不辦理郵政包裹業務。

第 13 條

附加業務

1. 各成員國應確保下列強制性的附加業務：

1.1 出口航空函件和優先函件的掛號業務；

1.2 對不辦理優先函件或航空函件業務的寄達國，出口非優先函

件和水陸路函件的掛號業務；

1.3 所有進口函件的掛號業務。

2. 對於辦理優先函件或航空函件業務的寄達國，出口非優先函件

和水陸路函件的掛號業務是非強制性的。



3. 在相關郵政主管部門商定提供下列業務的情況下，各成員國可

以確保這些非強制性的附加業務：

3.1 保價函件和保價包裹業務；

3.2 確認投遞函件業務；

3.3 代收貨款函件和代收貨款包裹業務；

3.4 快遞函件和快遞包裹業務；

3.5 掛號函件、確認投遞函件或保價函件的收件人親收業務；

3.6 收件人免付資費和稅款的函件和包裹業務；

3.7 脆弱包裹和過大包裹業務；

3.8 同一寄件人寄往國外的批量郵件的集散“託運＂業務。

4. 下列 3 項附加業務同時具有強制性和非強制性的性質：

4.1 國際商業回函業務（CCRI）：基本上是非強制性的，但是所有

郵政都應確保國際商業回函郵件的寄退業務；

4.2 國際回信券業務：所有成員國都應兌換這類回信券，但其出

售是非強制性的；

4.3 掛號函件或確認投遞函件、包裹和保價郵件的回執業務；所

有郵政都應接受進口郵件的回執，但對出口郵件提供回執業務是非強

制性的。

5. 上述業務及其相關資費均在各項細則內做詳細規定。

6. 如果在其國內業務中對下列服務項目收取特別資費，各郵政主

管部門有權按照細則中規定的條件，對國際郵件收取相同的資費：

6.1 500 克以上小包的投遞；

6.2 最後封發時刻交寄函件；

6.3 窗口正常營業時間以外交寄郵件；

6.4 上門攬收郵件；

6.5 窗口正常營業時間以外提取函件；

6.6 存局候領；

6.7 500 克以上函件和郵政包裹的保管；

6.8 應到達通知單的要求投遞包裹；

6.9 對不可抗力事故承擔責任。



第 14 條

電子信函 特快專遞郵件業務 綜合物流和新業務

1. 各郵政主管部門可以相互商定參加細則中規定的下列業務：

l .1 電子信函：這是一種借助於電子信息傳遞的業務；

1.2 特快專遞郵件業務：這是用於傳遞文件和物品的郵政速遞業

務，儘可能構成最迅速的實物傳遞郵政業務。各郵政主管部門可以以

特快專遞郵件業務標準多邊協議為基礎提供此項業務，也可以根據雙

邊協議提供此項業務；

1.3 綜合物流業務：這項業務充分滿足客戶在物流方面的需求，

它包含在物品和文件傳遞之前和傳遞之後各個階段的服務；

1.4 電子簽章：這項業務以令人信服的方式對以特定的方式、在

特定的時間由一方或多方參與的電子事件的真實性予以證實。

2. 各郵政主管部門可以共同商定開辦未在萬國郵聯法規中明確

規定的新業務。有關新業務的資費由各相關郵政主管部門根據業務經

營成本自行確定。

第 15 條

不�收寄的郵件與禁寄規定

1. 一般規定

1.l 不符合公約和各項細則規定條件的郵件不予收寄。以欺詐或故

意不付全部郵費為目的而交寄的郵件也不予以收寄；

1.2 本條禁寄規定的例外在各項細則中予以明確規定；

1.3 各郵政主管部門可以擴大本條中所述的禁寄規定，並在其被

納入相應的彙編以後立即執行。

2. 適用於各類郵件的禁寄規定

2.1 在各類郵件中禁止裝寄下列物品：

2.1.1 麻醉品和精神藥品；

2.1.2 淫穢物品或有傷風化的物品；



2.1.3 寄達國禁止進口或流通的物品；

2.1.4 由於其性質或包裝可能對工作人員或公眾造成傷害、污染或

者損毀其他郵件、郵政設備或屬於第三者財產的物品；

2.1.5 在寄件人、收件人或他們的同居者以外的人員之間互寄的具

有現時私人通信性質的文件。

3. 易爆、易燃物品，放射性物品和其他危險物品：

3.1 在各類郵件中禁止裝寄易爆、易燃物品或其他危險物品以及

放射性物品；

3.2 以下物品可以例外准寄：

3.2.1 用函件和郵政包裹寄遞的第 16.1 條中所指的放射性物品；

3.2.2 用函件寄遞的第 16.2 條中所指的生物製品。

4. 活的動物

4.1 在各類郵件中禁止裝寄活的動物；

4.2 保價函件以外的函件可例外准寄下列動物：

4.2.1 蜜蜂、水蜂和蠶；

4.2.2 在官方承認的機構之間互相交換的、用於控制害蟲的寄生蟲

和殺滅害蟲的蟲類；

4.2.3 在官方承認的機構之間互相交換的、用於生物醫學研究的果

蠅。

4.3 郵政包裹可例外地准寄下列動物：

4.3.1 相關國家的郵政規章准許通過郵政運輸的活的動物。

5. 在包裹中夾寄信函

5.1 在郵政包裹中禁止裝寄下列物品：

5.1.1 具有現時私人通信性質的文件；

5.1.2 在寄件人和收件人或者他們的同居者以外的人員之間互寄

的各種性質的信函。

6. 硬幣、鈔票和其他貴重物品

6.1 禁止將硬幣、鈔票、紙幣或各種無記名證券、旅行支票、加

工或未加工的白金、黃金或白銀、寶石、珠寶首飾及其他貴重物品裝

入下列郵件寄遞：



6.1.1 非保價函件；

6.1.1.1 然而，若原寄國和寄達國的國內法令允許，此類物品可裝

入密封的信封，作為掛號函件寄遞；

6.1.2 非保價包裹，原寄國和寄達國的國內法令允許的除外；

6.1.3 在辦理保價業務的兩個國家之間互寄的非保價包裹；

6.1.3.1 另外，各郵政有權禁止寄自或寄往本國領土或經由其領土

散寄經轉的保價或非保價包裹裝寄金條，各郵政也可以限制此類包裹

的實際價值。

7. 印刷品和盲人讀物

7.1 印刷品和盲人讀物：

7.1.1 既不可以附註任何說明，也不可以夾寄任何有通信性質的內

件；

7.1.2 既不得夾寄已蓋銷或未蓋銷的任何郵票或任何郵資憑證，也

不得夾寄任何代表一定價值的單據，但郵件內裝有一個已經預付郵

資，並在上面印好寄件人或其在原郵件交寄國或寄達國代理人位址的

卡片、信封或紙帶，以便退回的情況除外。

8. 誤收寄郵件的處理

8.1 誤收寄的郵件應按照各項細則的規定處理。但是，裝有第 2.1.1

項、第 2.1.2 項和第 3.1 項所指物品的郵件在任何情況下都不得發往

寄達地，也不得投交收件人或退回原寄地。如果在經轉郵件中發現第

2.1.1 項和第 3.1 項所指的物品，此類郵件將按照該經轉國的國內法令

處理。

第 16 條

可以收寄的放射性物品和�物�品

1. 裝有放射性物品的函件和郵政包裹，只限於在聲明同意雙向或

單向接受此類郵件的各郵政之間寄遞，並應符合下列條件：

1.1 放射性物品應該按照各項細則的相關規定進行包裝和捆封；

l .2 如果此類物品通過函件寄遞，應按優先函件資費或信函資費計

收郵費，並按掛號收寄；



1.3 裝有放射性物品的函件或郵政包裹應採用最快郵路發運，一

般選擇航空發運，並需收取相應的航空附加費；

1.4 放射性物品只能由正式授權的寄件人交寄。

2. 生物製品只能作為函件收寄，並應符合下列條件：

2.1 易腐爛生物製品、傳染性物質以及用於冷凍傳染性物質的固

體二氧化碳（乾冰），僅限於在官方承認的有資格的實驗室之間相互

寄遞。這些危險物品可以裝入函件利用航空發運，條件是本國法律、

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OACI）現行技術規章以及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 IATA）有關危險物品的規章允許；

2.2 按照細則相關規定妥為包裝和捆封的易腐爛生物製品和傳染

性物質應按優先函件資費或信函資費計收郵費，並按掛號收寄。可以

對這類函件的處理收取附加費；

2.3 易腐爛生物製品和傳染性物質只限於在聲明同意雙向或單向

接受此類函件的成員國郵政主管部門之間寄遞；

2.4 此類物品應採用最快郵路發運，一般選擇航空發運，但需收

取相應的航空附加費，並且享有優先投遞的權利。

第 17 條

查詢

1. 各郵政主管部門均應受理在其業務範圍內或在其他郵政業務

範圍內交寄的郵件查詢，但這些查詢必須自相關郵件交寄次日起 6 個

月內提出。 6 個月的期限是針對查詢人與郵政主管部門之間關係而

言，不包括查單在各郵政主管部門之間傳遞的時間。

1.1 但是，平常函件查詢的受理是非強制性的。因此，受理平常

函件查詢的各郵政主管部門有權將它們的查詢僅限於在其無着郵件

處理部門的調查。

2. 查詢按照各項細則中規定的條件受理。

3. 查單應免費處理。但是，因要求利用特快專遞郵件（EMS）傳

遞而產生的附加費用，原則上應由申請人承擔。



第 18 條

海關的監管、關稅及其他稅費

1. 原寄國郵政和寄達國郵政可按照所在國家的法令，將郵件送交

海關監管。

2. 對於送交海關監管的郵件，郵政部門可以收取一項送交海關驗

關費，其指示性款額由各項細則確定。但該資費只能對徵收關稅或其

他同類稅費的郵件以送交海關驗關和通關的名義收取。

3. 已經獲得代用戶辦理通關事務授權的各郵政主管部門可以根

據業務操作的實際成本，向用戶收取一項資費。

4. 各郵政可以根據情況向寄件人或收件人收取關稅和可能的其

他各種稅費。

第 19 條

與軍事單位互換的封固總包

1. 下列單位和個人之間可以通過其他國家的陸路、海路或航空居

間互換封固函件總包：

1.1 一個成員國的郵局與聯合國組織所屬軍事單位的指揮官之

間；

1.2 這些軍事單位的指揮官之間；

1.3 一個成員國的郵局與本國駐外海軍部隊、空軍部隊或陸軍部

隊、軍艦或軍用飛機的指揮官之間；

1.4 同一個國家的海軍部隊、空軍部隊或陸軍部隊、軍艦或軍用

飛機的指揮官之間。

2. 第 1 項所指總包中裝寄的函件，應全部為寄至或寄自處於總包

寄達地或寄發地的軍事單位或參謀部的人員以及軍艦或軍用飛機上

的官兵。對這些函件所實行的資費和收寄條件，由派出軍事單位的國

家或軍艦、軍用飛機所屬國家的郵政主管部門按照其規章予以確定。

3. 除另有特別協議外，派出軍事單位的國家或軍艦、軍用飛機所



屬國家的郵政主管部門應向相關郵政主管部門支付總包的轉運費、終

端費和航空運費。

第 20 條

業務質量標準和目標

1. 各郵政主管部門應該制定並公佈進口函件和包裹的投遞標準

和目標。

2. 投遞標準和目標加上正常情況下通關所需時間，不得低於其國

內業務中可比郵件所實行的標準和目標。

3. 原寄郵政主管部門還應制定和公佈優先函件、航空函件。航空

包裹以及經濟類 /水陸路包裹的全程標準。

4. 各郵政主管部門應對業務質量標準的執行情況進行評估。

第��

責任

第 2l 條

各郵政主管部門承擔的責任 補償

1. 總則

1.1 除第 22 條所指的情況外，各郵政主管部門對下述情況承擔補

償責任：

1.1.1 掛號函件、普通包裹和保價郵件的丢失、被竊或損毀；

1.1.2 確認投遞函件的丢失；

1.1.3 退回包裹未註明無法投遞的原因。

1.2 各郵政主管部門對未在第 1.1.1 項和第 1.1.2 項中提到的郵件

不承擔補償責任。

1.3 對於未在本公約中規定的其他任何情況，各郵政主管部門均

不承擔補償責任。



1.4 當掛號函件、普通包裹或保價郵件的丢失或完全損毀係由於

不可抗力事故所致而不涉及補償時，寄件人有權要求退還所交付的資

費，但保價費除外。

1.5 所支付的補償金款額不能超過函件細則和郵政包裹細則中規

定的數額。

1.6 在責任方面，對於間接損失或未能實現的利潤，在支付補償

金時不予以考慮。

1.7 所有關於各郵政主管部門應承擔責任的規定均是嚴格的、強

制性的和完全的。任何情況下，即使有嚴重過錯，各郵政主管部門也

不承擔超出公約和各項細則規定限度的責任。

2. 掛號函件

2.1 在掛號函件丢失、全部被竊或完全損毀的情況下，寄件人有

權得到一筆由函件細則規定的補償金。如果寄件人要求的補償金低於

函件細則規定的限額，各郵政可以支付低額補償金，並以此為基礎向

可能涉及到的其他郵政追索補償金。

2.2 在掛號函件部分被竊或部分損毀的情況下，寄件人有權得到

一筆原則上相應於被竊或損毀造成的實際損失的補償金。

3. 確認投遞函件

3.1 當確認投遞函件丢失、全部被竊或完全損毀時，寄件人僅有

權索回已交付的郵費。

4. 普通包裹

4.1 在普通包裹丢失、全部被竊或完全損毀的情況下，寄件人有

權得到一筆由郵政包裹細則規定的補償金。如果寄件人要求的補償金

低於郵政包裹細則規定的限額，各郵政可以支付低額補償金，並以此

為基礎向可能涉及到的其他郵政追索補償金。

4.2 在普通包裹部分被竊或部分損毀的情況下，寄件人有權得到

一筆原則上相應於被竊或損毀造成的實際損失的補償金。

4.3 各郵政主管部門可以商定，在其雙邊關係中執行郵政包裹細

則中規定的按每件包裹支付的補償金額，而不考慮包裹的重量。

5. 保價郵件



5.1 在保價郵件發生丢失、全部被竊或完全損毀時，寄件人有權

得到補償，補償金原則上應相應於以特別提款權申報的保價金額。

5.2 在保價郵件部分被竊或部分損毀的情況下，寄件人有權得到

一筆原則上應對被竊或損毀造成的實際損失的補償金。然而，該項補

償金在任何情況下都不能超過以特別提款權申報的保價金額。

6. 在第 4 項和第 5 項所述的情況下，補償金款額應比照郵件內裝

同類物品或商品在交寄地的當時市價，折合成特別提款權予以計算。

如無市價可參考，補償金款額可比照按上述辦法估計的物品或商品的

通常價值予以計算。

7. 在掛號函件、普通包裹或保價郵件因丢失、全部被竊或完全損

毀而應予以補償時，根據情況寄件人或收件人還有權要求退還已經交

付的資費和稅款，但掛號費或保價費除外。對於因破損而被收件人拒

收的掛號函件、普通包裹或保價郵件，如果破損係郵政部門造成並由

其承擔負責，應按同樣辦法辦理。

8. 雖有第 2、 4 和 5 項的規定，收件人在領取被竊或損毀的掛號

函件、普通包裹或保價郵件之後，仍有要求補償的權利。

9. 原寄郵政有權按照國內法令對掛號函件和非保價包裹規定的

標準向其國內的寄件人支付補償金，但所付補償金不得低於第 2.1 項

和第 4.1 項規定的標準。當向收件人支付補償金時，寄達郵政亦可照

此辦理。然而，在下述情況下，仍應按第 2.1 項和第 4.1 項規定的金

額辦理：

9.1 在向責任郵政索還補償金時；

9.2 在寄件人將其權利轉讓給收件人或收件人將其權利轉讓給寄

件人時。

10. 除有雙邊協議外，不得對本條關於向各郵政主管部門支付補

償金的規定提出保留。

第 22 條

各郵政主管部門不承擔責任的情況

1. 各郵政主管部門對於掛號函件、確認投遞函件、包裹和保價郵

件，在已按照其國內規章有關投遞同類郵件的規定妥投後，結束對郵

件承擔責任。然而，在下述情況下，各郵政主管部門仍應承擔責任：



1.1 在投交前或投交時發現郵件被竊或損毀；

1.2 如果國內規章許可，收件人或在退回原寄局時的寄件人，在

領取被竊或損毀的郵件時已提出了保留意見；

1.3 如果國內規章許可，掛號函件已經投入郵政信箱而收件人聲

明未予收到；

1.4 雖對包裹或保價郵件已正常簽收，但收件人或在退回原寄局

時的寄件人立刻向投遞郵件的郵政部門聲明，發現郵件已經損壞，並

能證明抽竊或損毀並非發生在投遞之後。“立刻＂一詞的具體含義應

根據國內法令給予解釋。

2. 在下述情況下，各郵政主管部門不承擔責任：

2.1 不可抗力事故，但第 13.6.9 條規定的情況不在此列；

2.2 郵件業務檔案因不可抗力事故而遭損毀，以致不能追查郵件

下落，而又無其他證據足以證明郵政部門應負責任的；

2.3 因寄件人的過錯或疏忽，或因郵件內件的性質而造成的損失；

2.4 郵件內裝物品屬於第 15 條所指的禁寄物品；

2.5 根據寄達國郵政的通知，相關郵件已經按照該國的法令被扣

留；

2.6 寄件人虛報保價郵件價值，所報金額超過內件的實際價值；

2.7 寄件人在交寄郵件的次日起 6 個月之內未申請任何查詢；

2.8 屬於戰俘和被拘禁平民的包裹；

2.9 寄件人的行為有騙取補償金之嫌時。

3. 對於無論以何種方式向海關申報的事項和海關在查驗受其監

管的郵件時所作的決定事項，各郵政主管部門不承擔任何責任。

第 23 條

寄件人的責任

1. 由於郵寄不准寄遞的物品或不遵守收寄條件而給郵政員工造

成人身傷害和給其他郵件以及郵政設施造成各種損失，相關郵件的寄

件人應該承擔責任。



2. 在給其他郵件造成損失的情況下，寄件人對於每件受損郵件所

承擔責任的範圍與各郵政主管部門的責任範圍相同。

3. 即使收寄局收寄了這樣的郵件，寄件人仍應承擔責任。

4. 與此相反，在寄件人遵守了收寄條件的情況下，如果在郵件交

寄後，郵政部門或運輸公司在郵件處理過程中發生錯誤或疏忽，寄件

人則可不承擔責任。

第 24 條

補償金的支付

1. 根據不同情況，支付補償金和退還郵費及稅款的義務應由原寄

郵政或寄達郵政承擔，但有權向責任郵政索還。

2. 寄件人有權將領取補償金的權利轉讓給收件人。同樣，收件人

也可以將領取補償金的權利轉讓給寄件人。如果相關國家的國內法令

准許，寄件人或收件人還可以授權第三者領取補償金。

第 25 條

���向寄件人或收件人收回補償金

1. 在支付補償金以後，如果原來認為丢失的掛號函件、包裹或保

價郵件或者其一部分內件重新找回，應根據情況通知寄件人或收件

人，可以在 3 個月內退回已付的補償金後，領取該郵件，並詢問郵件

應該投給誰。如果他拒收或在規定期限內未作答覆，應視情況與收件

人或寄件人進行同樣的交涉，允許其在相同期限內作出答覆。

2. 如果寄件人和收件人放棄領取郵件，或未在第 1 項規定的期限

內作出答覆，該郵件則歸已經承擔損失的一個或數個郵政主管部門所

有。

3. 如 果 事 後 發 現 保 價 郵 件 內 件 的 價 值 低 於 已 經 支 付 的 補 償 金

額，根據不同情況，寄件人或收件人應該退回這項補償金，並領回相

關郵件。但這並不影響對虛報價值追究法律責任。



第 26 條

�於責任��保留的對����

1. 雖有第 22 條至第 25 條的規定，任何保留對應承擔的責任不支

付補償金權利的成員國，均無權向同意根據上述條文的規定承擔責任

的其他成員國追還同類補償金。

第��

適用於函件的特�規定

第 27 條

在國外交寄的函件

1. 任何成員國，對於居住在其國境內的寄件人因貪圖其他國家的

低廉郵資而在國外交寄或委託他人在國外交寄的函件，均應不予發

運，不予投交收件人。

2. 第 1 項的規定對於寄件人在居住國國內製備好，然後運往國境

外的函件以及在國外製備好的函件，一律適用。

3. 寄達郵政有權要求寄件人和在無法找到寄件人時，要求收寄郵

政交付國內郵資，無論寄件人或收寄郵政，如未在寄達郵政規定的期

限內同意交付郵資，寄達郵政可以將這些函件退回收寄郵政，同時有

權收取退回費用，或按照其國內法規處理。

4. 任何成員國對於寄件人或其委託人在寄件人居住國以外的國

家交寄的大宗函件，當所收取的終端費款額低於寄件人在其本國交寄

函件應收取的終端費款額時，應不予發運和投交收件人。寄達郵政有

權向收寄郵政收取與成本費用相對應的一筆酬金，但不能超過用下述

兩種方式計算的最高限額：國內同類函件資費的 80%，或每件 0.14

特別提款權再加每千克 1 特別提款權。如果收寄郵政未在寄達郵政規

定的期限內同意支付酬金，寄達郵政可以將函件退回收寄郵政，同時

有權收取退回費用，或按其國內法令處理。



第�部分

酬金

第一�

適用於函件的��規定

第 28 條

終端費 一�規定

1. 除細則中規定的免除終端費的情況以外，接收其他郵政所寄發

函件的各郵政，均有權向寄發郵政收取一項酬金，作為所接收的國際

函件的處理費用。

2. 為了執行有關終端費酬金的規定，各郵政主管部門按照大會決

議 C 12/2004 中為此目的而制定的清單，劃分為執行目標辦法的國家

和地區或者有權執行過渡辦法的國家和地區。在有關終端費的條款

中，國家和地區統稱為“國家＂。

3. 本公約中有關支付終端費的所有條款均屬過渡性措施，將導致

採用根據各國自身的條件付費的新機制。

4. 直接進入國內業務

4.1 各郵政應將其國內業務中在同等條件下向本國用戶所執行的

資費、標準和條件通知其他郵政。

4.2 在同等條件下，原寄郵政對於執行目標辦法的寄達郵政，可

以要求享受該郵政為其國內客戶在同類函件上所規定的條件。

4.3 執行過渡辦法的郵政應當表明自己是否允許按照第 4.1 項中

所規定的條件直接進入。

4.3.1 當一個執行過渡辦法的郵政宣佈允許進入其國內業務所提

供的條件時，則這種承諾應當無歧視地適用於郵聯所有成員國郵政。

4.4 寄達郵政自行確認原寄郵政是否滿足了進入國內業務的條

件。

5. 大宗函件的終端費率不應高於寄達郵政根據雙邊或多邊終端



費協定所執行的最優惠費率。寄達郵政自行確認原寄郵政是否滿足了

進入條件。

6. 終端費酬金將以寄達國的服務質量完成情況為基礎。因此，授

權郵政經營理事會對第 29 條和第 30 條所規定的酬金支付獎金，以鼓

勵參加檢測系統和獎勵達到質量目標的郵政。郵政經營理事會也可以

在質量未達標的情況下確定罰金，但是所收酬金不能低於第 29 條和

第 30 條所規定的最低酬金。

7. 各郵政均有權全部或部分地放棄第 1 項所指的酬金。

8. 各相關郵政可以通過雙邊或多邊協議，採取其他支付酬金的方

式來結算終端費賬目。

第 29 條

終端費 ��於執行目標��的國��間��函件的規定

1. 函件的酬金，其中包括大宗函件，但印刷品專袋除外，根據反

映寄達國處理成本的每件費率和每千克費率來確定；這項成本應當與

其國內資費相聯繫。費率的計算應根據函件細則中所規定的條件來進

行。

2. 每件費率和每千克費率根據一封國內 20 克以內優先信函資費

的百分比來計算，即：

2.1 2006 年： 62%;

2.2 2007 年： 64%;

2.3 2008 年： 66%;

2.4 2009 年： 68%。

3. 所執行的費率不能超過：

3.1 2006 年：每件 0.226 特別提款權，每千克 1.768 特別提款權 ;

3.2 2007 年：每件 0.231 特別提款權，每千克 1.812 特別提款權 ;

3.3 2008 年：每件 0.237 特別提款權，每千克 1.858 特別提款權 ;

3.4 2009 年：每件 0.243 特別提款權，每千克 1.904 特別提款權。

4. 在 2006 到 2009 年期間，所執行的費率不能低於每件 0.147 特



別提款權和每千克 1.491 特別提款權。只要費率的增長不超過相關國

家一封國內 20 克以內優先信函資費的 100%，最低費率可以採用下列

數值：

4.1 2006 年：每件 0.151 特別提款權，每千克 1.536 特別提款權 ;

4.2 2007 年：每件 0.154 特別提款權，每千克 1.566 特別提款權 ;

4.3 2008 年：每件 0.158 特別提款權，每千克 1.598 特別提款權 ;

4.4 2009 年：每件 0.161 特別提款權，每千克 1.630 特別提款權。

5. 對於印刷品專袋，費率為每千克 0.793 特別提款權。

5.1 低於 5 千克的印刷品專袋，按 5 千克收取終端費酬金。

6. 對於掛號函件，規定收取每件 0.5 特別提款權的附加酬金 ;對於

保價函件，規定收取每件 l 特別提款權的附加酬金。

7. 為執行目標辦法的國家所做的規定也適用於所有宣佈自願加

入目標辦法的執行過渡辦法的國家。郵政經營理事會可以在函件細則

中制定一些過渡措施。

8. 除有雙邊協議外，不允許對本條提出保留。

第 30 條

終端費 適用於寄��寄自執行過渡辦法的國家和在這些國家之間�

換函件的規定

1. 酬金

1.1 除印刷品專袋以外，函件的酬金為每件 0.147 特別提款權和每

千克 1.491 特別提款權。

1.1.1 對於年業務量低於 100 噸的函件流向，將以每千克 15.2l 件

的世界平均值為基礎，把酬金的兩個組成部分換算為每千克 3.727 特

別提款權的合成費率。

1.1.2 對於年業務量超過 100 噸的函件流向。如果寄達郵政和原寄

郵政都沒有要求根據相關函件流向的每千克實際件數對費率進行修

改，則採用每千克 3.727 特別提款權的合成費率。此外，當每千克函

件所含實際件數在 13 到 17 件之間時，也採用這一費率。



1.1.3 當相關郵政之一要求採用每千克實際件數時，相關函件流向

的酬金按照函件細則中規定的修改機制來計算。

1.1.4 除非有權執行過渡辦法的國家要求實行相反方向的修改機

制，否則執行目標辦法的國家不得對其使用第 1.1.2 項所列的合成費

率的下調機制。

1.2 對於印刷品專袋，所實行的費率為每千克 0.793 特別提款權。

1.2.1 低於 5 千克的印刷品專袋，按 5 千克計收終端費酬金。

1.3 對於掛號函件，規定收取每件 0.5 特別提款權的附加酬金；對

於保價函件，規定收取每件 1 特別提款權的附加酬金。

2. 系統協調機制

2.1 如果執行目標辦法的寄達郵政每年從同一寄發郵政接收的函

件超過 50 噸，當其確認從該郵政收到的函件重量超過了按照函件細

則中規定的條件計算出的限額時，該寄達郵政只要沒有採用修改機

制，即可對超出限額的那部分函件實行第 29 條所規定的酬金辦法。

2.2 如果執行過渡辦法的寄達郵政每年從另一個執行過渡辦法的

郵政收到的函件超過 50 噸，當其確認從該郵政收到的函件重量超過

了按函件細則中規定的條件計算出的限額時，該寄達郵政只要沒有採

用修改機制，即可以對超出限額的那部分函件實行第 31 條所規定的

補充酬金。

3. 大宗函件

3.1 應付給執行目標辦法國家的大宗函件的酬金按照第 29 條規定

的每件費率和每千克費率來計算。

3.2 執行過渡辦法的郵政主管部門可以對所收到的大宗函件收取

每件 0.147 特別提款權和每千克 1.491 特別提款權的終端費酬金。

4. 除有雙邊協議外，不允許對本條提出保留。

第 31 條

改���品��金

1. 所有國家和地區應付給被經濟及社會理事會定義為最不發達

國家的終端費，除印刷品專袋和大宗函件外，按照第 30 條所規定的



每千克 3.727 特別提款權的費率加付 16.5%，以便注入改進業務質量

基金，用於改進最不發達國家的業務質量。最不發達國家之間互不支

付這一基金。

2. 郵聯成員國和包括在郵聯範圍內的地區可以向行政理事會提

出有充分理由的要求，使其國家或地區被認為需要額外的資金。被劃

分為 MCARB1 的國家（即以前的發展中國家）可以向行政理事會提

出申請，以便以與最不發達國家相同的條件享受改進業務質量基金。

此外，被聯合國開發計劃署劃分為淨貢獻國的國家也可以向行政理事

會提出申請，以便以與有資格享受 MCARB1 援助的國家相同的條件

享受改進業務質量基金。根據本條規定被接受的申請將自行政理事會

作出決定的下一個自然年的第一天生效。行政理事會將評估這些申

請，並根據嚴格的評審標準，視具體情況，對於一個國家在改進業務

質量基金方面是否可被視為最不發達國家或可以享受 MCARB1 援助

的國家作出決定。行政理事會每年都重審和修訂郵聯成員國和包括在

郵聯範圍內的地區的名單。

3. 由大會為終端費酬金而被劃分為工業化國家的國家和地區付

給被聯合國開發計劃署劃分為最不發達國家以外的可享受 MCARB1

援助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終端費，除印刷品專袋和大宗函件外，按照

第 30 條所規定的每千克 3.727 特別提款權的費率加付 8%，以便注入

該項基金，用於在這類國家改進業務質量。

4. 由大會為終端費酬金而被劃分為工業化國家的國家和地區應

付給被同一屆大會劃分為第 1 項和第 3 項以外的發展中國家的國家和

地區的終端費，除印刷品專袋和大宗函件外，按照第 30 條所規定的

每千克 3.727 特別提款權的費率加付 1%，以便注入該項基金，用於

改進業務質量。

5. 可以享受 MCARB1 援助的國家和地區可以通過為最不發達國

家或低收入國家開展的地區性或多國項目，來尋求改進它們的業務質

量。通過改進業務質量基金向這些項目提供資金的所有各方都將從這

些項目中直接受益。

6. 地區性項目應該着重用於落實萬國郵聯改進業務質量的項目

和在發展中國家建立分類會計系統。郵政經營理事會最遲將在 2006

年通過向這些項目提供資助的適當程序。



第 32 條

轉運費

1. 兩個郵政間或同一個國家的兩個郵局間相互交換的封固總包

和散寄經轉函件，經由另一個或另外幾個郵政（第三方業務）居間轉

運，應交付轉運費。此項費用作為陸路轉運、海路轉運和航空轉運服

務的報酬。

第��

其他規定

第 33 條

基本運費率和關於航空運費的規定

1. 各郵政之間結算航空運費賬目所實施的基本運費率，由郵政經

營理事會批准。該費率由國際局根據函件細則中明確規定的公式予以

計算。

2. 有關封固總包、散寄經轉優先函件、航空函件和航空包裹航空

運費的計算以及此類運費的結算方式，按照函件細則和郵政包裹細則

中的規定辦理。

3. 全航段航空運費：

3.1 對於封固總包，包括需經由一個或數個經轉郵政經轉的總

包，應由原寄郵政負擔。

3.2 對於散寄經轉的優先函件和航空函件，包括誤發的函件在

內，應由將這些函件轉交給另一郵政的郵政負擔。

4. 免付陸路和海路轉運費的函件，如果用航空運輸，上述規定同

樣適用。

5. 在其國內利用航空運輸進口國際函件的各寄達郵政，只要所利

用航段的加權平均里程超過 300 千米，均有權要求償還這一運輸所產

生的額外費用。郵政經營理事會可以用其他適當的標準替代加權平均



里程。除同意免費運輸的以外，對於由國外發來的所有優先總包和航

空總包，不論是否由航空續運，應一律採用劃一的國內航空續運費。

6. 然而，在寄達郵政收取的終端費酬金是特定地以成本或國內資

費為依據時，則不得以國內航空續運費的名義加收任何酬金。

7. 寄達郵政在計算加權平均里程時，對於寄達郵政特定地以處理

成本或國內資費為依據計收終端費酬金的所有總包的重量，應予以扣

除。

第 34 條

郵政包裹陸路和海路運費應得部分

1. 兩郵政間互換的包裹應支付進口陸路運費應得部分，這項進口

陸路運費應得部分款額應根據細則中確定的每件包裹基本費率和每

千克基本費率綜合計算得出。

1.1 在上述基本費率的基礎上，各郵政還可以根據細則中規定的

條款，按每件包裹和每千克收取額外的費率。

1.2 第 1 項和第 1.1 項所指的運費應得部分，除郵政包裹細則中另

有規定者外，應由原寄郵政負擔。

1.3 進口陸路運費應得部分，對每個國家的全部領土應該劃一。

2. 兩郵政間或同一國家的兩郵局間利用另外一個或數個郵政的

陸路業務部門互換的包裹，應向其業務部門參加陸路運輸的國家支付

陸路轉運費應得部分，這項陸路轉運費應得部分由細則根據里程級別

確定。

2.1 對於散寄經轉的包裹，經轉郵政有權依照細則中的規定對每

件包裹收取一項劃一的運費應得部分。

2.2 除郵政包裹細則另有規定者外，陸路轉運費應得部分應由原

寄郵政負擔。

3. 本國業務部門參加包裹海路運輸的每一個國家有權收取海路

轉運費應得部分。除郵政包裹細則另有規定外，這些運費應得部分由

原寄郵政負擔。



3.1 對於所利用的每一海路運輸業務，海路轉運費應得部分由郵

政包裹細則根據里程級別確定。

3.2 各郵政可將根據第 3.1 項規定計算出的海路轉運費應得部分

至多增加 50%，但也可以任意降低。

第 35 條

郵政經營理事會制定費率和運費應得部分的權�

1. 郵政經營理事會有權制定應由各郵政根據細則中規定的條件

支付的下列費率和運費應得部分：

1.1 至少通過一個第三國處理和運輸的函件總包的轉運費 ;

1.2 航空郵件的基本運費率和航空運費 ;

1.3 處理進口包裹的進口陸路運費應得部分 ;

1.4 通過第三國處理和運輸的包裹的陸路轉運費應得部分 ;

1.5 包裹海路運輸的海路轉運費應得部分。

2. 調整工作應以經濟和財政方面的可靠而又有代表性的資料為

依據，通過一種能確保參與服務的各郵政得到公正報酬的方法進行。

可能做出的任何修改將自郵政經營理事會確定的日期起生效。

第�部分

��條�

第 36 條

有關公約和各項細則的提案�得通過的條件

1. 提交大會有關本公約的提案應由有表決權的出席會議並參加

表決的多數成員國通過，方為有效。表決時，至少應有參加大會的有

表決權的成員國的半數出席。

2. 有關函件細則和郵政包裹細則的提案應由郵政經營理事會有

表決權的多數理事國通過，方為有效。



3. 在兩屆大會之間提出的有關本公約及其最後議定書的提案應

具備下列條件方為有效：

3.1 有關修改的提案，須經三分之二通過，而且至少有半數有表

決權的郵聯成員國參加表決；

3.2 有關對各條款作出解釋的提案，須經多數票通過。

4. 雖有第 3.1 項的規定，但任何成員國當其國內立法與提案中的

修改有矛盾時，均有權向國際局總局長書面聲明其不能接受此項修

改，但此項聲明須自修改通知發出之日起 90 天內提出。

第 37 條

大會�間提出的保留

1. 不允許提出與郵聯的宗旨和目標相矛盾的任何保留。

2. 在一般情況下，任何與其他成員國觀點不一致的成員國均應儘

可能尊重大多數成員國的意見。保留應只在絕對必要的情況下提出，

並以適當方式說明理由。

3. 對本公約條文提出的保留都必須按照大會議事規則的相關規

定，用國際局的一種工作語文以書面提案的形式提交大會。

4. 提交大會的保留需根據不同的情況，由修改保留涉及到的條文

所要求的多數成員國通過，方為有效。

5. 原則上，保留應在提出保留的成員國和其他成員國之間在對等

的基礎上實行。

6. 對本公約提出的保留，應在經大會通過的提案的基礎上，列入

本公約的最後議定書。

第 38 條

公約生效日�和有效��

1. 本公約自 2006 年 1 月 1 日起生效，在下屆大會法規生效之前

一直有效。

本公約正本經各成員國政府全權代表簽署，交由國際局總局長存

檔，以茲信守。副本由萬國郵政聯盟國際局交各締約國一份。

2004 年 10 月 5 日於布加勒斯特簽訂



萬國郵政公約�後議定�

在簽署本日締結的萬國郵政公約時，後列署名的全權代表議定以

下各項：

第 I 條

郵件的�� 撤回 修改或更正名址

1. 第 5.1 條和第 5.2 條的規定不適用於安提瓜和巴布達、巴林（王

國）、巴巴多斯、伯利茲、博茨瓦納、文萊達魯薩蘭國、加拿大、中

國香港、多米尼加、埃及、斐濟、岡比亞、大不列顛及北愛爾蘭聯合

王國、聯合王國的海外領地、格林納達、圭亞那、愛爾蘭、牙買加、

肯尼亞、基里巴斯、科威特、萊索托、馬來西亞、馬拉維、毛里裘斯、

瑙魯、尼日利亞、新西蘭、烏干達、巴布亞新幾內亞、聖克利斯托弗

和尼維斯、聖盧西亞、聖文森特和格林納丁斯、所羅門群島、薩摩亞、

塞舌爾、塞拉利昂、新加坡、斯威士蘭、坦桑尼亞（聯合共和國）、

特立尼達和多巴哥、圖瓦盧、瓦努阿圖和贊比亞。

2. 第 5.1 條和第 5.2 條的規定也不適用於奧地利、丹麥和伊朗（伊

斯蘭共和國），其國內法令規定，從通知收件人寄給他的函件已經到

達之時起，不允許寄件人申請撤回函件或修改、更正名址。

3. 第 5.1 條不適用於澳大利亞、加納和津巴布韋。

4. 第 5.2 條不適用於巴哈馬、伊拉克、緬甸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

共和國，其國內法令不允許寄件人申請撤回函件或修改、更正名址。

5. 第 5.2 條不適用於美利堅合眾國。

6. 第 5.2 條僅在與該國的國內法令相一致的情況下適用於澳大利

亞。

7. 因與本國海關法律相抵觸，薩爾瓦多、巴拿馬（共和國）、菲

律賓、剛果民主共和國和委內瑞拉不能執行第 5.2 條的規定，在收件

人已申請清關之後，無權退回郵政包裹。



第 II 條

資費

1. 作為第 6 條規定的例外，當其國內法令允許收取相關資費時，

澳大利亞、加拿大和新西蘭郵政有權收取各項細則規定以外的其他郵

政資費。

第 III 條

盲人讀物免付郵費的例外

1. 由於印度尼西亞、聖文森特和格林納丁斯及土耳其郵政在其國

內業務中未對盲人讀物實行免付郵費待遇，它們可以不執行第 7 條的

規定，對這類函件有權收取郵資和特別業務資費，但所收費用不得超

過國內業務的收費標準。

2. 德國、美利堅合眾國、澳大利亞、奧地利、加拿大、大不列顛

及北愛爾蘭聯合王國、日本和瑞士郵政可以收取其國內業務對盲人讀

物所實行的特別業務資費，而不必按第 7 條的規定辦理。

第 IV 條

基本業務

1. 儘管有第 12 條的規定，澳大利亞不同意將基本業務延伸到郵

政包裹。

2. 由於其國內法律規定的重量限制較低，第 12.2.4 條的規定不適

用於英國。該國健康和安全方面的法律規定郵袋最高限重 20 千克。

第 V 條

小包

1. 作為公約第 12 條規定的例外，阿富汗郵政有權將進、出口小

包的最高限重定為 1 千克。



第 VI 條

回執

1. 由於其國內業務中不辦理包裹附寄回執業務，加拿大郵政有權

在包裹業務方面不執行第 13.1.1 條的規定。

第 VII 條

國際商業回函業務（CCRI）

1. 作為第 13.4.1 條規定的例外，保加利亞（共和國）郵政將在與

相關郵政協商後辦理國際商業回函業務。

第 VIII 條

�寄規定（函件）

1. 作為例外，黎巴嫩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郵政不接受裝有

硬幣、紙幣、各類不記名票據、旅行支票或白金、黃金、白銀及其製

成品、寶石、珠寶首飾和其他貴重物品的掛號函件，該兩郵政在對掛

號函件被竊、破損以及裝有玻璃製品或易碎物品函件應承擔的責任方

面，均不能嚴格地按照函件細則的規定辦理。

2. 作為例外，沙特阿拉伯、玻利維亞、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行政區除外）、伊拉克、尼泊爾、巴基斯坦、蘇丹和越南郵政不接

受裝有硬幣、鈔票、紙幣或者各類不記名票據、旅行支票、白金、黃

金、白銀及其製成品、寶石、珠寶首飾和其他貴重物品的掛號函件。

3. 由於緬甸的國內法令不允許收寄裝有第 15.5 條所指貴重物品

的保價函件，該郵政保留不接受這類函件的權利。

4. 除在這方面已訂有特別協議者外，尼泊爾郵政不接受裝有紙幣

或硬幣的掛號函件或保價函件。

5. 烏茲別克斯坦郵政不接受裝有硬幣、鈔票、支票、郵票或外國

貨幣的掛號函件或保價函件，並對這類函件的丢失或損毀不承擔責

任。



6. 伊朗伊斯蘭共和國郵政不接受裝有違反伊斯蘭教的物品的函

件。

7. 菲律賓郵政保留不接受裝有硬幣、紙幣或各類不記名票據、旅

行支票、白金、黃金、白銀及其製成品、寶石或其他貴重物品的各類

函件（平常、掛號或保價）的權利。

8. 澳大利亞郵政不接受裝有金條或鈔票的任何函件。此外，澳大

利亞郵政不接受寄往該國或經該國散寄經轉的裝有諸如珠寶首飾、貴

重金屬、貴重或比較貴重的寶石等高價值物品以及證券、硬幣或其他

可流通票據的掛號函件。該郵政對違反上述保留交寄的函件不承擔任

何責任。

9.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區除外）郵政根據其國內規定

不接受裝有硬幣、鈔票、紙幣、各類不記名有價證券或旅行支票的保

價函件。

10. 由於本國國內法令的限制，拉脫維亞和蒙古國郵政保留不接

受裝有硬幣、鈔票、不記名票據和旅行支票的平常函件、掛號函件或

保價函件的權利。

11. 巴西郵政保留不接受裝有硬幣、正在流通的鈔票和任何不記

名票據的平常函件、掛號函件或保價函件的權利。

12. 越南郵政保留不接受裝有物品或貨物的信函的權利。

第 IX 條

�寄規定（郵政包裹）

1. 由於本國國內規章的限制，緬甸和贊比亞郵政有權不接受裝有

第 15.6.1.3.1 條所指貴重物品的保價包裹。

2. 作為例外，黎巴嫩和蘇丹郵政不接受裝有硬幣、鈔票或其他各

種不記名有價證券、旅行支票、白金、黃金、白銀及其製成品、寶石

或其他貴重物品的包裹或者裝有液體和易液化的物品、玻璃及類似製

成品或脆弱物品的包裹。這些郵政不受郵政包裹細則相關條款的約

束。



3. 由於國內規章的限制，巴西郵政有權不接受裝有硬幣、正在流

通的鈔票以及各類不記名有價證券的保價包裹。

4. 由於國內規章的限制，加納郵政有權不接受裝有硬幣、正在流

通的鈔票以及各類不記名有價證券的保價包裹。

5. 除第 15 條所列舉的物品以外，沙特阿拉伯郵政不接受裝有硬

幣、紙幣或各類不記名有價證券、旅行支票、白金、黃金、白銀及其

製成品、寶石和其他貴重物品的包裹。該郵政也不接受裝有各類藥品

（附有官方負責機構開具的藥方除外）、滅火產品、化學液體或違反

伊斯蘭教教規的物品的包裹。

6. 除第 15 條所列舉的物品以外，阿曼郵政不接受裝有下列物品

的包裹：

6.1 各類藥品（附有官方負責機構開具的藥方除外）；

6.2 滅火產品和化學液體；

6.3 違反伊斯蘭教教規的物品。

7. 除第 15 條所列舉的物品以外，伊朗伊斯蘭共和國郵政有權不

接受裝有違反伊斯蘭教教規的物品的包裹。

8. 菲律賓郵政有權不接受裝有硬幣、紙幣或各類不記名有價證

券、旅行支票、白金、黃金、白銀及其製成品、寶石或其他貴重物品

的包裹，或者裝有液體和易液化物品、玻璃或類似製成品或脆弱物品

的包裹。

9. 澳大利亞郵政不接受裝有金條和鈔票的任何郵件。

10. 中華人民共和國郵政不接受裝有硬幣、紙幣或各類不記名有

價證券、旅行支票、白金、黃金、白銀及其製成品、寶石或其他貴重

物品的普通包裹。另外，除香港特別行政區以外，中華人民共和國郵

政還不接受裝有硬幣、紙幣、各類不記名有價證券或旅行支票的保價

包裹。

11. 蒙古國郵政保留依照其國內法令不接受裝有硬幣、鈔票、不

記名票據和旅行支票的包裹的權利。

12. 拉脫維亞郵政不接受裝有硬幣、鈔票、各種不記名有價證券

（支票）或外國貨幣的普通包裹和保價包裹，對這類郵件的丢失或損

毀該郵政不承擔任何責任。



第 X 條

應付關稅的物品

1. 參照第 15 條的規定，下列國家的郵政主管部門不接受裝有應

付關稅物品的保價郵件：孟加拉國和薩爾瓦多。

2. 參照第 15 條的規定，下列國家的郵政主管部門不接受裝有應

付關稅物品的平常信函和掛號信函：阿富汗、阿爾巴尼亞、阿塞拜疆、

白俄羅斯、柬埔寨、智利、哥倫比亞、古巴、薩爾瓦多、愛沙尼亞、

意大利、拉脫維亞、尼泊爾、烏茲別克斯坦、秘魯、朝鮮民主主義人

民共和國、聖馬力諾、土庫曼斯坦、烏克蘭和委內瑞拉。

3. 參照第 15 條的規定，下列國家的郵政主管部門不接受裝有應

付關稅物品的平常信函：貝寧、布基納法索、科特迪瓦（共和國）、

吉布提、馬里和毛里塔尼亞。

4. 雖有第 1 項至第 3 項的規定，但裝有血清、疫苗以及供應困難

的急救藥品的郵件在各種情況下都應准予收寄。

第 XI 條

查詢

1. 作為第 17.3 條的例外，沙特阿拉伯、保加利亞（共和國）、佛

得角、埃及、加蓬、聯合王國的海外領地、希臘、伊朗（伊斯蘭共和

國）、吉爾吉斯斯坦、蒙古、緬甸、烏茲別克斯坦、菲律賓、朝鮮民

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蘇丹、敘利亞（阿拉伯共和國）、乍得、土庫曼

斯坦、烏克蘭和贊比亞郵政主管部門保留向其用戶收取函件查詢費的

權利。

2. 阿根廷、奧地利、阿塞拜疆、斯洛伐克和捷克（共和國）郵政

主管部門可以不按照第 17.3 條的規定辦理，在查詢結果證明郵局沒

有責任的情況下，保留收取一項特別資費的權利。

3. 阿富汗、沙特阿拉伯、保加利亞（共和國）、佛得角、剛果（共

和國）、埃及、加蓬、伊朗（伊斯蘭共和國）、吉爾吉斯斯坦、蒙古、

緬甸、烏茲別克斯坦、蘇丹、蘇里南、叙利亞（阿拉伯共和國）、土

庫曼斯坦、烏克蘭和贊比亞郵政主管部門保留向其用戶收取包裹查詢

費的權利。



4. 作為第 17.3 條的例外，美利堅合眾國、巴西和巴拿馬（共和國）

郵政主管部門對於在按照第 1 項至第 3 項的規定收取查詢費的國家交

寄的函件和郵政包裹，保留向用戶收取同類費用的權利。

第 XII 條

送交海關驗關費

1. 加蓬郵政主管部門保留向其用戶收取送交海關驗關費的權利。

2. 剛果（共和國）和贊比亞郵政主管部門保留對包裹向用戶收取

送交海關驗關費的權利。

第 XIII 條

在國外交寄的函件

1. 美利堅合眾國、澳大利亞、奧地利、大不列顛及北愛爾蘭聯合

王國、希臘和新西蘭郵政，對於其他郵政根據第 27.4 條的規定退回

給它們的不是它們的業務部門收寄和寄發的函件，保留向寄退郵政收

取一項與相關函件處理費用相關聯的資費的權利。

2. 加拿大郵政可以不按第 27.4 條的規定辦理，而有權向原寄郵政

收取一項至少可以補償為處理這類函件而付出的費用的酬金。

3. 第 27.4 條授權寄達郵政向收寄郵政收取投遞在國外交寄的大

宗函件的適當酬金。澳大利亞和大不列顛及北愛爾蘭聯合王國保留只

支付根據寄達國對同類函件所實行的國內資費計算出來的款額的權

利。

4. 第 27.4 條授權寄達郵政向收寄郵政收取投遞在國外交寄的大

宗函件的適當酬金。下述國家保留只在函件細則為大宗函件所規定的

限度內支付此項酬金的權利：美利堅合眾國、巴哈馬、巴巴多斯、文

萊達魯薩蘭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大不列顛及北愛爾蘭聯合王國、聯

合王國的海外領地、格林納達、圭亞那、印度、馬來西亞、尼泊爾、

新西蘭、荷蘭、荷屬安德列斯和阿魯巴、聖盧西亞、聖文森特和格林

納丁斯、新加坡、斯里蘭卡、蘇里南和泰國。



5. 儘管有上述第 4 項的保留，下列國家仍保留對從郵聯會員國收

到的函件完整無缺地實施公約第 27 條規定的權利：德國、沙特阿拉

伯、阿根廷、奧地利、貝寧、巴西、布基納法索、喀麥隆、塞浦路斯、

科特迪瓦（共和國）、丹麥、埃及、法國、希臘、幾內亞、以色列、

意大利、日本、約旦、黎巴嫩、盧森堡、馬里、摩洛哥、毛里塔尼亞、

摩納哥、挪威、葡萄牙、塞內加爾、叙利亞（阿拉伯共和國）和多哥。

6. 為執行第 27.4 條的規定，德國郵政保留向函件原寄國郵政收取

一項與應該向寄件人居住國郵政收取的款額相當的酬金的權利。

7. 儘管有第 XIII 條中提出的保留，中華人民共和國仍保留只在郵

聯公約和函件細則為大宗函件規定的限度內支付投遞在海外交寄的

大宗函件酬金的權利。

第 XIV 條

進口陸路運費例外應得部分

1. 作為第 34 條規定的例外，阿富汗郵政保留對每件包裹收取 7.50

特別提款權附加進口陸路運費例外應得部分的權利。

第 XV 條

特��費

1. 美利堅合眾國、比利時和挪威郵政有權對航空包裹收取高於水

陸路包裹的進口陸路運費應得部分。

2. 黎巴嫩郵政有權對 1 千克以內的包裹收取適用於 1 至 3 千克包

裹的進口陸路運費應得部分。

3. 巴拿馬（共和國）郵政有權對經轉的空運水陸路（ S.A.L.）包

裹收取每千克 0.20 特別提款權的費用。

以下全權代表簽署了此最後議定書，它具有與公約本文本身各條

款相同的效力和價值。本議定書正本由國際局總局長存檔，以茲信

守。副本由萬國郵政聯盟國際局送交各締約國一份。

2004 年 10 月 5 日於布加勒斯特簽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