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4-Postal History Research Vol. 33/2016

大清郵政通庫倫和外蒙古郵政路線之源起

蔡 維 屏

                                                            
大清郵政在1896年正式成立，然後在隔年正式掛牌營運。在庚子拳亂之後，

大清郵政也經過兩次的大型擴張。然而外蒙古一直遲遲未被納入大清郵政的管轄

地。這個情況在宣統元年有了戲劇性的轉變。本文藉由郵政檔案的研讀和實物的

佐證，希望能夠從庫倫-張家口的郵路建立來說明郵政不只是訊息傳播的功能，更

帶有權力宣示的功能。 

The Great Qing Imperial Post Office was established in 1896 and it started operating 
the following year. After the Boxer Uprising, the Post Office went through two large 
expansions. Outer Mongolia was not included in either expansion until a dramatic 
change occurred in the first year of Xuantong Emperor (1910). Through reference to 
a combination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postal artefact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asons behi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rst postal route between Kulun (Urga, today’s 
Ulaanbaatar) and Zhangjiakou (Kalgan), and the story of its first day of operation. In so 
doing, it seeks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Qing Government used the extension of the postal 
service to Outer Mongolia to assert its sovereignty over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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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從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在1896年4月9日所發行的海關通令第

706號/郵政通令第7號宣佈大清郵政終於獲

得政府同意而得以成立後，大清郵政的版圖

即從通商口岸逐漸向內陸延伸(圖1)。從在

1897年正式掛牌營運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

大清郵政在短短14年之間經過兩次計劃性的

擴展。這兩次的擴展都是因為清政府覺得在

海關主導下的郵政事業並未達到預期的快速

成長，而在部分地方輿情的反映之下，清政

府希望大清郵政的擴張腳步

能夠加速。

第一次的郵路擴展是在

1898年由總理衙門下令給赫

德，希望郵政在海關的指導

之下能夠立刻採取更積極的

行動。一如以往的行事作

風，赫德在採取行動之前必

要收集情報，在這件事情上

也不例外。除了各處海關稅

務司會定期彙報給他相關情

報之外，赫德為此事也派遣

調查員到各處去瞭解何處需

要郵政，何處適合設立郵政

據點，何處可以與其他的既

有郵路或未來的鐵路相連

接，以達到更好的動線聯

結，以及使覆蓋的郵政地區

能夠發揮到最大的功效。但

因為隨後即有庚子拳亂， 

所以擴展的行動暫緩。 

赫德本人還差點在這次

拳亂中喪生。倫敦泰晤士報

甚至在1900年7月17日刊載

一篇訃文以配合本來要在倫敦聖保羅大教堂

為赫德舉辦的追悼會。此篇名為‘赫德爵

士’的訃聞，不知是由哪位和赫德不合的人

士所執筆，依照其口氣和內容判斷應該是出

自於某位英國外交體系的官員。雖說是追悼

文，行文之間卻透露出這位執筆人對赫德長

年累積的憤怒，說這個從北愛爾蘭來的英國

人，在中國認真地工作四十多年，只回到歐

洲兩次。之後更是只有離開北京一次。執筆

者諷刺地說，若是赫德願意與外界多接觸，

也許他會更加有用處。這訃文也認為赫德已

圖1：1896年4月9日所發行的海關通令第706號/郵政通令第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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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忘了他的英國身份，而一味的護著中國。

說赫德對中國的愚忠讓他只要是遇上和中國

有關的事務，都會蒙上一股讓英國人難以理

解的主觀判斷。（註1）

在庚子拳亂之後，郵政的擴展隨即展

開。其中又以北方的成績更為顯著。新的郵

政據點的設立在很多時候都是要依賴具有經

驗的郵政華員來開疆辟土，尤其在通商口岸

和一線城市以外的內陸地區更是要仰賴他

們。有三個原因促成郵政在北方擴展的速度

比其他地方還快速：1.北方的政治和軍事的

重要性，並與北京聯繫上的必要性，2.北方

的鐵路系統起步較早，因此較其他地方更為

發達，3.北方的水路系統遠不比南方綿密，

這直接造成北方的民信局的活動能力也因此

沒有南方民信局的強大。下面的統計數位顯

示，從1904年到1913年郵政分局在華北，長

江中游，長江下游和華南等四個郵區成長的

情況。(圖2)這些統計數字很清楚地說明，

在這十年之內，華北的郵政版圖成長最快，

而且是以很明顯的差距與第二名的華南地區

（主要為廣東和雲南）拉開。而郵政分局的

設立速度在人口最多和經濟最富裕的長江下

游地區（湖北到杭州一帶）反而是排最後一

名。這並非是這個地區的通郵量和通郵需求

比其他三個地區還少，而是說明這個的地區

的信局和信客的勢力較大，所以一般民眾有

較多的選擇，而非得要依賴大清郵政不可。

（註2）

第二次較大規模的郵路拓展則是在1908

年以後。這時赫德已經離開中國。郵政事務

雖然依舊由海關做最後的統轄，但這時的郵

政總辦帛黎(A. Théophile Piry)在郵政事務

上有較多的發言權。第二次的郵政擴展是清

政府有意的要讓大清郵政與裁撤驛站的計劃

做接軌。

圖2：大清郵政/中華郵政，從1904年到1913年郵局分局在華北，長江中游，長江
下游和華南等四個郵區成長的情況。請參考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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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08年郵政事務情形總論」可看

出，清政府希望郵政能夠與鐵路發展結合，

並將郵政推展到蘭州以西到達新疆。而在同

年，也可看到郵政路線已經被拓展到喇嘛廟

（今天的鄂爾多斯市），宣化和多倫諾爾等

地。到了1909年，蒙古的郵政路線又有更進

一步的擴展。當然，前次的郵政擴展在交通

路線上非常有助於第二次的擴張。例如張家

口在1903時已經有新式郵政。京張鐵路在

1909年完成之後更是有助於郵政在外蒙古的

的進展，尤其是張家口到庫倫這段。關於這

點，下文會繼續提到。但在這裏有必要先稍

微說明一下俄國在中國北方通郵的情況。

二、早期俄國在外蒙和華北通郵
情況

關於中俄之間的現代通郵規定在1858年

簽訂的中俄天津條約和1860年的中俄北京條

約中可以窺見。但是不同於中英天津條約中

對於英國商人和外交人員在華通郵的開放，

清政府對俄國的通郵的規定相當嚴格。（註

3）清政府對於俄國在蒙古和華北的通商和

通訊的限制反映出他們對俄國長期以來的不

信任和防備之心。例如在中俄天津條約中的

第十款和第十一款中有提到清政府寧願與俄

國分攤昂貴的費用來透過驛站替俄國公使送

信，也不肯讓他們如英國一樣的自行在華籌

備郵政。這個情況到了1860年似乎稍微有改

善。依照1860年的中俄北京條約，俄國商人

若事前有向當地政府報備並經過同意後則可

以雇用人馬來傳遞郵件。但儘管如此，清政

府對於俄國通郵依然限制重重。清政府長久

以來對俄國的不信任其來有自，非常擔心俄

國會利用語言上的模糊來強硬設立郵政。 

雙方對於條約是否允許俄國在華設立郵務僵

持不下。（註4）

到了1863年俄國商人郵政（The Russian 

Merchants’ Post）成立，其經營的路線包括

天津，北京，張家口，庫倫和恰克圖。這是

一個由俄國政府在背後提供大量資金支助的

郵政服務。它對俄國商人提供免費服務，但

對於非俄國商人的委託則收費。不容置疑

地，俄國商人郵政實際上所服務的網路一定

是超過這些城市所組成的範圍。因為住在中

國其他開放口岸的俄國商人都可以把信件送

到天津集中，以便繼續往蒙古和俄國等地

送達。不過，俄國商人郵政的效率實在不

好，俄國商人抱怨連連。在1867年，一個由

Charles Mitchell Grant的英國人所辦的私人

郵遞服務成立了，而這個服務似乎還比較令

俄國商人滿意。由他所辦的郵政可以在11或

12天內傳遞由恰克圖到天津的郵件。(註5)

依照俄國著名蒙古學者阿‧馬‧波茲

德涅耶夫(Aleksei Matveevich Pozdneev)的

說法，到了1870年的三月，俄國帝國郵政

(Russian Imperial Postal Administration)終於

取代俄國商人郵政而正式在華經營，並且在

北京，天津，恰克圖，庫倫和張家口都有據

點（註6）。但根據俄蒙郵史專家Raymond 

Casey，這個說法似乎是以偏慨全。Casey認

為這只是俄國政府出面擔保從恰克圖到天津

這段郵線是由俄國商人郵政運作但得到俄國

政府的保護。Casey認為俄國郵政應該是要

到1874年才在中國正式營運。（註7）但無

論如何，俄國郵政在1870年代在華設立是個

事實。

根據1897年3月的郵政通令第30號（也

是海關通令774號），大清郵政透過俄國在

華公使與俄國郵局在那年簽訂了一個寄往恰

克圖和其沿途地方的郵件互送同意書。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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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規定在通商口岸的大清郵政會接受凡

是貼有7 kopeck的郵票(其他國的郵票不算

)，並且最後的投遞地點是恰克圖，庫倫或

張家口的信件。大清郵政會把在各通商口岸

收到的這類信集中在北京，然後交給俄國郵

局。同樣的，俄國郵局在恰克圖和張家口這

條郵線上則有義務接受凡是貼著中國平信郵

票的信件，然後集中在北京交給大清郵局。

（見圖3和圖4）

俄國郵局在恰克圖和張家口這段郵路需

要雇用蒙古騎隊來隨行保護。而從張家口到

北京這段更是頻繁雇用中國信局來傳遞郵

件。例如在1894年(光緒20年)的一個俄郵被

劫案中，就有這方面的訊息。俄國郵局委託

西光裕信局來承辦張家口到北京這個路線的

郵務運載。西光裕信局的一名叫李金海的雇

員在這年農曆二月某日在經過榆林附近時，

被五名歹徒搶劫。損失重大，除了信件之

外，還包括官項銀四萬兩的匯票。（註8）

在上述的1897年的中郵件互送同意書簽

訂之前，中國商人一般是用自己的商隊，或

假手俄國商人，或俄國郵政來進行蒙古與華

北之間的通訊。在這個郵件互送同意書簽訂

之後，中國商人就可以以國內平信的郵資在

恰克圖和庫倫寄信，透過俄郵傳遞到北京。

如上所述，在經過了第一波郵路拓展之後，

大清郵政的版圖已經有明顯的擴張。在1903

年，內蒙的幾個重要城鎮，如張家口，歸化

和大同等地都已經設有郵局，這些據點與北

京和太原形成北方郵政的基礎路線。(註9)

到了1909年的1月， 中俄又簽訂了「中

俄郵政局互訂代寄郵件章程」。這個章程對

於俄國郵局在中國的通商口岸和東北地方的

郵務都有所著墨，但對於蒙古地方則無提

圖3：1897年三月的郵政通令第30號，頁1 圖4：1897年三月的郵政通令第30號，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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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這個郵件章程充分展現出大清郵政在未

加入國際郵聯之前，是透過與各國雙邊同意

章程來與郵聯的規章接軌。類似的章程也和

英國，法國，日本，德國等國簽訂過。此

外，若從俄國的角度來理解，這個章程也剛

好鋪成出他們在東北的勢力。同時，這個章

程也顯示出大清郵政在此時對於蒙古地方依

舊沒有勢力。但這個情況不到一年就很快地

被改變了。

三、蒙古郵路的拓展和庫倫到張
家口郵路的啟始

對於大清郵政是在何種情況下到達庫倫

的歷史背景是值得探討的。因為這不止牽涉

到大清郵政正式在外蒙運作的歷史時刻，也

牽涉到大清政府如何看待自己與外蒙的關

係。此外，中俄的郵政關係也蘊涵著豐富的

歷史意義。那就是在庚子拳亂之後，清政府

不得不同意列強的要求來實行新政。但除了

回應列強的要求之外，清政府也希望藉由開

放蒙古和東北，來增加財政稅收以及使這些

地方內地化和漢化。關於最後這一點，可以

說從十九世紀末葉，清政府察覺到有必要對

這些地區加強控制，以制衡俄國和日本在這

些地區日益增加的勢力。

這個以慈禧太后為主導的新政就直接挑

戰到清政府與蒙古的關係，特別是所謂的開

放蒙地，允許漢人在外蒙擁有土地，開採礦

產，允許蒙人學習漢語，並且滿漢和蒙漢通

婚等等政策。這些經濟和文化上的開放政策

都直接衝擊到原來的滿蒙宗主關係，和刺激

蒙古對自己的身份和認同問題的檢視。隨之

而來的郵政系統是使這些問題更加緊張的一

環結。

帛黎在1910年5月21日撰寫「宣統元年

（1909年）的郵政事務情形總論」，這份報

告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他寫道，由於

鐵路（京張鐵路）已經可以連接懷來和張家

口，這加強了張家口在貿易上的重要性，所

以大清郵政決定要辦一條連接庫倫和張家口

的2700里的郵路。去年5月份(農曆三月) 一

個巡察供事被派到蒙古展開調查的工作。當

帛黎在寫這份報告時，依照他的口吻，庫倫

在他寫作的那個時候已經有個郵政分局，而

張家口到庫倫的路線已經開始運作。帛黎繼

續寫著，郵政路線也被擴展到恰克圖，而且

他們也將要在買賣城設立一個分機構。隨後

他又寫著，這個庫倫和張家口的2700里的郵

路是歸屬於北京郵界，每週由兩地各發一

次。信件由蒙古人為主的馬差運送，整段路

有9站停留以更換馬匹和休息，整段路程要

花上9天。（註10）

儘管帛黎有對於蒙古郵政的拓展做了上

述的簡單說明，但他並沒有交代到底庫倫和

張家口的郵政路線在何時正式啟動，而且他

也沒有交代庫倫之所以會設立郵局的背後另

外一個複雜因素，即中俄在外蒙進行的權力

角力，以及清政府如何把郵政看作是主權的

宣示。

在宣統元年三月(即陽曆1909年5月)，

一群約百名的俄國士兵以保護俄國郵件的安

全為由進入庫倫。但經過外交調停之後，這

些士兵被迅地速地調離。俄國欽差全權大臣

(即駐華公使)廓索維慈(I. J. Korostovetz)行

文外務部向清政府表示此舉只是單純的保護

俄郵，絕對無「侵礙中國主權之意。」（註

11）然而就在此番風波之後，清政府深感在

外蒙設立郵政的必要性以示主權，於是要求

海關總稅務司令郵政總辦立刻著手進行。在

這個棘手的情況之下，郵政總局巡察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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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肇琳便被派往庫倫做開辦

郵政的準備。而這位王肇琳

郵政總局巡察供事就是帛黎

在「1909年的郵政事務情形

總論」中提到的那位人手。

（註12）（見圖5～8）

這份由庫倫辦事大臣三

多寫給外務部的函件還提

到，郵政總局巡察供事王肇

琳帶著郵票冊簿在農曆九月

到達庫倫以勘察情況，並且

選擇一個定點以設郵局。文

中又寫道：王肇琳「與攔運

郵件之腳戶墨爾根王旗人羅

布森多爾濟定妥先行試辦

張庫郵路輕件俟辦有成效

再行展辦庫恰郵路及重包

等件。」在郵政總局批准之

下，擬定宣統元年12月4日 

(即陽曆1910年1月14日)開

始實行運行庫倫-張家口的

輕班郵件。

的確，如帛黎所說的，

這段庫張郵路一開始要走上

9天才完成。帛黎對這個速

度並非滿意。他歸咎於蒙古

人在路途中換馬匹時停留休

息太久，他希望能夠有辦法

使效率增加。然而因為地理

因素的關係，這段路程的確

需要非常仰賴蒙古騎士，一

般漢人是沒有辦法勝任這個

工作。庫張郵線到了宣統二

年的8月份之後，每週來往

兩次並送包裹。（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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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明峰君慷慨提供他所收藏的在庫倫-

張家口郵政開局首日封的圖片。從信封上的

文字訊息和郵戳得知這封信是由庫倫（見圖

9左手邊的郵戳

和圖10為其放大

圖，標識著‘蒙

古，乙酉臘月初

四，庫倫’）寄

到太原祁縣。這

封信約在十二日

到達張家口(見

圖11，郵戳雖不

清楚但‘臘月，

十二日，和家

口’等數字可判

)，若接鐵路則

在十三日到達北

京是非常合理的

(見圖12，郵戳

標識著十三日到

北京)。另外，

從1913年發行的

中國郵政全圖

(Postal Map of 

China)中可以看

到張家口經庫倫到恰克圖的郵路。此時張家

口已經有鐵路到北京和大同。從張家口經由

鐵路把信送到北京，然後再經由鐵路送太原

圖11：郵戳帶有‘臘
月，十二日，和家口’
等數字可判

圖12：郵戳標識著十三
日到北京

圖9：在乙酉臘月初四 即陽曆1910年1月14日 由庫倫寄往太原祁縣的首
日封

圖10：標明‘蒙古，乙
酉臘月初四，庫倫’的
郵戳



-62-Postal History Research Vol. 33/2016

是當時最快的郵遞方式。（圖13）

四、結語

大清郵政從一個並不太受到關注的機構

在很短的時間內有顯著的成長。如同蔡明

峰君在其《大清郵政–版圖拓展模式之研

究》一書中提到的，大清郵政以‘點’，

‘線’，‘單面’，和‘多面’的方式擴

展。（註14）。而本文不僅試著將蒙古郵政

路線的開展放在清末兩次的郵政擴張的脈絡

下來檢視，也試著將它放在中俄關係的區域

政治框架下來理解。而庫張郵線的開啟，就

是證明了這個觀點。經營蒙古郵路是一個賠

錢的事業，然而清政府為了宣示對外蒙的主

權，只能去做。相同的邏輯在1917年當面對

連接庫倫到烏裏雅蘇台的郵線時又再次獲得

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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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1913年發行的中國郵政全圖〈Postal Map of China〉中的部分圖，
顯示張家口到庫倫和恰克圖的郵路。此時張家口已經有鐵路到北京和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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