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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郵政在1896年正式成立，在隔年的農曆春節期間掛牌運轉，儘管從1878年

起海關就開始進行郵政服務，但都局限在通商口岸。因此在郵政局成立之後，對於

內地的服務依然有其局限性，無法與民信局抗衡，位處四川的重慶和成都就是非常好

的例子。本文進而申論大清郵政在這個人口稠密以及富庶的地區，如何依賴郵政華員

的篳路藍縷精神，開設郵路。對於郵政局與民信局共生的情況，本文也從海關十年報

告，來綜合性的分析民信局在大清郵政成立前後十年的發展。本文的初步結論是，民

信局的數量並沒有完全因為官方郵局的成立而產生普遍性的衰退，相反的，在一些區

域裏，我們反而看到顯著的成長。 

The Great Qing Imperial Post Offi  ce, which began as an off shoot of the Customs’ postal 
service, was established in 1896 and opened to the general public the following Spring. 
Although the Customs’ post had been in operation since 1878, it was only available in 
certain treaty ports. As consequence, the service of the new national post offi  ce was initially 
very limited in inland areas, and was unable to compete with the private letter hongs. This 
situation can be seen very clearly in Chongqing and Chengdu, Sichuan province. In addition 
to examining the role of letter hongs, the article also explores how a native Chinese Postal 
Clerk developed mail routes for the Imperial Post Offi  ce, reaching out from Chengdu.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way in which Post Offi  ce and private letter hongs co-existed, the 
article focuses on surveys done by Customs Commissioners at various treaty ports for th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The preliminary conclusion is while the number of private 
letter hongs was reduced at some treaty ports, in others it increased.

以重慶和成都來看大清郵政局和民信局
在清末的共生

蔡 維 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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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對於已經在地經營很久的民信局而言，

大清郵政的到來也許讓他們感到突兀。絕大

部分在內地的百姓從未聽過這個新機構，也

沒有見過郵票。他們有自己傳遞消息的方式，

而且他們的方式也似乎滿足他們的需求。本文

要以重慶和成都為開端，來探討這兩個傳統與

現代交融的郵政系統如何在清末共生的情況。

表一：1901年重慶地區的民信局營業情況

(此表內容載於《1892-1901年海關十年報告》，重慶關。蔡維屏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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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慶到成都

在1892年撰寫海關十年報告時，重慶海

關首任稅務司好博遜（H.E. Hobson）寫說

在當地有十六家民信局。這十六家的行號都

有基本的組織架構: 一個經理，一個賬房，

數位固定的職員和送信的隊伍。他們有管理

內規，對外營運的規章和收費標準。其中三

家的總局設在漢口，並專門經營重慶到漢

口，以及從漢口到沿海口岸的郵件。 普通

信件和包裹的運送是分開的，當地人對於運

送包裹的隊伍稱作為｀么幫信´。走水路時

信件包裹都要用油紙包捆，然後放進防水的

郵袋。其他的十三家信局的總局設在重慶，

他們在從那三家信局接收到信件之後，負責

發送到其他地區，包括四川內地、雲南、貴

州、陝西以及甘肅。這三家經營重慶-漢口

路綫的信局除了信件包裹之外，也經營匯

票，支票等金融商品，這是他們收入的大

宗。例如從上海到重慶一千兩銀的匯票，他

們收取一千六百文的手續費用。若是從漢口

或沙市來的匯票，則收取一千文的費用。

（註1）

十年之後，重慶海關稅務司花蓀（W.C. 

Haines Watson）的報告也非常具有參考價

值。他除了指出這時候的重慶有七家信局之

外，也進一步提供當地民信局運作的方式和

服務的地理範圍的細節（見表一和圖一）。

（註2）值得強調的是，這裏的信局數目只

能夠說是海關所知道的數字，與實際營運的

信局行號數是否真的一致則很難判斷。

依照表一和圖一的內容，可以看到民信

局當時服務的範圍。水路方面則是遠至漢

圖一：民信局在重慶的服務地區和路途天數

(未經同意請勿使用此圖 No reproduction without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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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一趟水路程平均為 8-10 天。沿途停靠

萬縣，夔州府，宜昌和沙市。若有郵件要到

沿海地區或者其他地區，則會由駐在漢口的

姐妹信局承接。 原本之前有三家專門經營

重慶到漢口路綫，到了1901年剩下兩家。這

并非是因為郵件量減少，也不是因為官方郵

局成立的結果。比較有可能的因素應該是這

三家信局的自身情況或者是他們相互整合後

的結果。因為與其他的通商口岸相較，重慶

至1890年才有海關設立。海關郵政在1890年

到1896年并沒有在此地有太多的著墨。要到

了1897年之後才有宜昌和重慶有走陸路的正

規郵綫。 由於不是走水路，這在速度上就

已經是無法和信局相比。 

重慶海關稅務司好博遜在剛到重慶後不

久，在1900年的秋天，便在海關總稅務司赫

德（Robert Hart）的指示下帶著一群為數十

人的隊伍，親自把宜昌-重慶這個水路走了

一遍。他的成員裏有華員工和地理探測師。 

他們仔細的記錄沿途的水文情況，并且依照

這個旅程的記錄做了初步的

水文圖。

他的報告總結為宜昌到

重慶的水路非常艱難，很有

挑戰性。他說沿途要經過非

常多的險灘和巨石。地形的

關係造成很多地方水勢非常

的急促且難以預測。形成灘

險的地方很多都是水域不深

但暗藏巨石之處。這段路程

的水位隨著季節不同而改變

深淺。 十月份到二月份從宜

昌到重慶的旅程因為水量更

少而更危險。（註3） (見圖

二)

以民信局其他非水路服務的範圍來看，

重慶到成都要8天，到最西邊的打箭爐為15

天的行程。最長的路綫是到雲南府： 50天

的路程，收費180文。可想而知，民信局的

優勢在於具有當地地理知識和人脈。以麻鄉

約信局為例，其登記負責人陳麻鄉是重慶本

地人。祥合源信局的負責人王祥合亦同。然

而也有例外的，例如曾森昌信局所登記的負

責人曾雲程祖籍為湖南。這很有可能是祖籍

雖是湖南，但卻已經是幾世代的移民。無論

如何，以上資料清楚地透露出這些信局是采

取競而不爭的策略。他們避免用收費來做競

爭工具，而是藉由服務區域的不同來做市場

區隔。他們的最低起步價是24文。對於包裹

的收費是，若是在四川境內，重量一斤為

六十文，境外則為兩百文。然而這些收費是

具有彈性的，寄物人和信局之間可以商量費

用。

說到民信局的收費的情況，若是依照

蕪湖海關稅務司吳德祿（F.E. Woodruff）在

圖二：廟磯子灘，介於夔州和宜昌之間

(Robert John Davidson, 1890s.  Thomas Fisher Rare Book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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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的描述，民信局具有靈活性的收費也

是非常符合當時的民間習慣。一般信局的收

費方式有以下四種：1.寄信人付全費，2.收

信人付全費，3.寄信人和收信人分攤費用，

4.寄信人做月度或一年三節日的挂賬方式。

（註4）此外，在重慶地區，這些民信局也

運送匯票以及銀兩，并且有保險制度。 依

照他們的營業規章，若是因為送信人的疏失

而遺失物品，信局則全數賠償。若是沿途被

搶則信局賠償一半。若是沿途被搶，而送信

人也喪失生命，信局則完全不賠償。（註

5）總之，民信局在這個地區的綿密和成功

的系統，就連漢口海關寄件給宜昌關，有時

也委託民信局。（註6）（見圖三）

圖三：漢口海關透過民信局寄到宜昌關

（此二圖為漢口海關寄到宜昌關的郵包裏面的其中兩件。右圖右上角寫著Enclosure no.5，左
圖的右上角寫著Enclosure no.6，表示在郵包裏面還有其他的物件。右邊這個圖有記錄隨行的
物件還有：2封總稅務司的信件，11封外國來的信， 2封中文信件。此外還有中外文報紙和數
個包裹以及其他等等。右圖箭頭處指著｀Native Post´。黎永洪在其文所提供的另外一個圖指
出傳遞的民信局為宜昌的陳永昌信局。根據漢口關和宜昌關的1882-1891年海關十年報告文，
這個陳永昌信局主要是以陸路為主，水路為輔。左圖有蓋海關日戳，以及酒資2400文等中英
文。如何蓋了海關日戳，卻又交付給民信局來傳遞，需要更進一步的解釋。但看來似乎不是

第一次委託信局。圖來源為《海關日戳 1875-1913》和黎永洪「大清郵政與民信局」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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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郵政局在開局後的前五

年是採取保守擴展的策略。到了

1901年底時在四川只有成都府，

嘉定府，保甯府和叙府有據點。

更遑論從成都向其他省份的連

結。（註8）這四個重慶以外的

郵局都是由一群外地來的郵政華

員所開闢的。這個模式似乎已經

成為大清郵政早期開創史中的常

態之一。這群郵政華員的其中之

一是楊少荃。楊少荃於1862年出

生在湖北漢陽的一個基督教的家

庭。（註9）他在1900年到了漢

口。  由於之前已經通過了郵政

的招試，因此在漢口正式加入郵

局。 在1901年，他與另外一位在

漢口的同事以及兩位在宜昌的同

事被調到四川不同的地點負責開

辟郵路的任務。 錢芝祥到保甯，彭輔鈞到

叙府，楊文榜到嘉定，而楊少荃就帶著太太

和兒子到了成都。（註10） 

他記載著當時成都的狀況：沒有當地的

報紙，偶爾有從上海轉手過來的《申報》，

《時報》和《萬國公報》。後來有一兩家書

店冒出來，兼賣一些帶有新思想的圖書。這

些印刷品都是藉由重慶的民信局運輸過來，

當地成都人叫他們為｀大幫´。找適當的房

子來開設郵局是件相當棘手的事情。一來是

郵政總局允許的經費有限而且無法付押金，

二來是他沒有當地的熟人做擔保人。本來最

理想的地點是靠近文廟的街上，但沒有談

成。經過一些折騰，終於在小什字街租到房

子。由於當地人對於大清郵政毫無聽聞，因

此找人手也是個問題，幾番功夫之後終於凑

足了三人，把成都的第一家郵局開了。

在1902年的春天，洋郵員鈕滿（E.F.S. 

Newman）從重慶到成都來設立信櫃。與他

隨行的還有好幾只作為信櫃用的大箱子。

（見圖四）在完成這個任務之後，他們到潼

川，綿州和中壩開設郵局，以期建立成都與

甘肅的郵路。另外，在1902年的秋天他和另

外一位華員在雅州，雙流，邛州的等開設據

點。在雅州之後他們去了打箭爐。在路途

中，他們在榮經，清溪，爐定橋等地，也一

并開設郵政代辦處。 

楊少荃會說英文，北方話，和西部地區

的方言，加上他活躍的經歷，讓他升職非常

快。他在1904年就升到巡查供事（Inspector 

Clerk）。（註11）但兩年後，楊少荃覺得

郵政工作已經不符合他的生涯規劃，於是辭

職。他覺得開闢郵路的工作非常適合年輕

人，因為除了體力的消耗之外，郵政非常

圖四： 楊少荃與鈕滿在成都郵局的庭院

（楊少荃與洋員鈕滿站在成都首家郵政局的庭院。 兩
人被數只黑色的信櫃以及諸多「郵政信櫃」的招牌包圍

著。 拍攝于1902年，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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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究生活規律，誠實，服從和

工作效率。然而，講求紀律的

郵政的工作除了執行總局給的

指導命令之外，卻提供自由發

揮的空間，因此他加入由陶維

新牧師 （Robert J. Davidson）

帶領的公誼會（Friends’ Foreign 

Mission Association）。他們在

1908年成立了華西協合中學，

以及在1910年成立華西協合大

學。（見圖五）

由以上重慶和成都在

1880年代到20世紀初期的

郵政歷史可以看出民信局

在內陸地區所占的絕對

優勢。大清郵政在缺乏

網絡，人手和在地的地理

知識的情形下，必須依賴

當地信局的配合來運送郵

件，因而與信局產生共生

的局面。對於如何與民信

局共生，廈門稅務司辛普

森（C. Lenox Simpson）

在1901年有個很好的描

述。他大力地贊揚在廈門

的信局，覺得他們經營有

方，處處給顧客方便。這

三十多個信局與中國各地

都有聯係，他們合作的對

象也有包括在廈門沒有設

立據點的信局。辛普森

對於有向郵局登記注冊

圖五：華西協合中學學生體操時間

(華西協合中學，Robert J. Davidson拍攝，約1912年。 
Thomas Fisher Rare Book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圖六：北京到貴州挂號封，1901年(註14)

(從北京寄到貴州的封，透過郵政局經過上海、漢口、宜昌、重
慶，後轉交給民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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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局的規模有正面的表述，但他對於沒有

注冊的信局也抱持肯定。他說這些信局利用

民船和當地的交通工具，跋山涉水，往人口

較少的內地裏送信。一封可能走了半年才到

達目的地。這些信局不只送信而已，還會帶

回來收信人的消息或者應該給予寄信人的答

案。唯有完成這兩樣事情，一趟送信的任務

才可算是完成。辛普森認為，對於剛成立的

郵政局來說，往內地送信仍然是不可能的，

而唯有與當地的信局合作，別無他法。（註

12）（見圖六）類似的情況也在南京發生。

在南京的郵政局在一開始一方面仰賴民局來

發送內陸和中文的信件；而到其他港口和外

文信則仰賴輪船招商局來承辦。（註13）

只是，儘管官方郵局要依賴民信局的地

方頗多，衝突仍舊無法避免。

圖七：御史徐道焜奏在1897年給總理衙門的摺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軍機處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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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官民的最初反彈

當大清郵政開始運行時，赫德承諾「不

與民爭利」，即不與民信局做太多業務上

的衝突。 這些包括不干預各信局的收費標

準，以及刻意規避遞送包裹和金銀現金貴重

物品等業務。（註15）郵政局雖然採取著不

擾民的態度，但其實際的做法卻與此精神矛

盾。這個矛盾的根本來源在於以下三點：

1. 官方郵局要求民信局必須要向其登記，才

可以「合法」的繼續營業；2.在有郵政局駐

點的地方，民信局所收的郵件需要在打包

後，交給郵政局來傳遞，而不可徑自交由任

何船隻來傳遞；3.任何船隻的主人，成員和

旅客，商家或個人，不可以攜帶原本應該由

郵局傳遞的信件，否則有重罰。對於

商民擅自替代寄信件者每件罰銀五十

兩，輪船行主船主水手搭客違章代寄

信函者每次罰銀五百兩。（註16）此

令一出，各個關口的稅務司立刻自行

翻譯成中文，並張貼宣導。民怨幾乎

應聲而起，激起在沿海港口地區以及

長江沿岸的民信局很大的反彈。此

外，還有傳出郵政人員搜查船隻旅客

的行李的作為。  

此項規定更是打擊到沒有登記的

廣大信客和信局。他們向地方官員反

應并且獲得他們的聲援。例如御史徐

道焜奏給總理衙門的摺件，洋洋灑灑

點出好幾項民怨。首先他指出為親友

帶信本來就是國人習慣，禁止帶信非

常不合理。 第二，認為罰金太重，

斷了人民生路。第三，收取報紙寄發

的費用太高，阻礙報館的行銷，并且

阻礙國人閱報。（註17）（見圖七）

另外，兩廣總督譚鐘麟也上奏，說 

「郵政局瑣碎煩苛，眾怨沸騰，無裨餉需，

徒傷政體，懇請將郵政局一體裁撤」，等

等。（註18） 

面對從地方傳到北京的壓力，赫德趕快

積極滅火。他接連著寫了三封通令來告誡各

個海關稅務司要小心應付，要他們立刻對民

信局采取安撫和不刺激的態度。 他依舊堅

持對民船運輸郵件開罰的規定，但另一方面

向公眾表示不會有搜查他們個人行李的做

法：「如有人為朋友便帶書信或專人投遞信

件儘可隨意由水陸各途行走斷不致阻滯盤

詰。」（註19）為了避免各關自行翻譯文字

而造成更多誤會，赫德乾脆自己提供中文版

的告示，要稅務司負責張貼就好。(見圖八)

圖八： 郵局章程解釋 

(郵政通令36號，1897年 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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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做法暫時把風暴稍微壓了下去。 

但整體來說郵局在前幾年的發展依舊是緩

慢。對於大清郵政無法快速擴展郵政服務範

圍的原因，除了上述幾個因素以外，其實

還有另外一項，那就是他們遇到一個重要

人事上的變動。 原來與赫德共同打下郵政

江山的第一位郵政總辦葛顯禮（Henry C.J. 

Kopsch）已經在1897年中辦理休假，然後

在1900年初辭職。他離開郵政，甚至徹底離

開海關系統。 此舉的原因在於他和赫德對

於是否要讓大清郵政加入國際郵聯（Union 

postale universelle）一事上有嚴重的分歧。

葛顯禮非常希望立刻加入，而赫德則有不同

的看法。其實他們兩人從1880年代起就陸續

有在這個議題上交換想法。

顯然地他們兩個人都無法說

服彼此。葛顯禮在1862年加

入海關，資歷非常深，算是

老海關人了。葛顯禮的壞脾

氣是有名的，但他對於郵政

和銀本位的議題有深入的研

究。他從赫德在1877年要開

始計劃海關郵政時，就展露

他對郵政的濃厚興趣。雖然

最後是由在天津的德璀琳來

主持郵政實驗，可是葛顯禮

與赫德在郵政上的討論是沒

有間斷過的。對於葛顯禮在

這時候選擇離開，赫德樂見

其成，并沒有挽留。為了感

謝他兼任造冊處稅務司和對

郵政工作的付出，赫德還給

他發了一千英鎊的獎金作為

分手禮。（註20）

接手葛顯禮的稅務司

是比利時人阿理嗣（J.A. van Aalst）。（註

21）阿理嗣在1881年加入海關，在1883年被

調到北京做海關郵務的工作。（註22）他的

到來為赫德的生活增添不少樂趣。赫德本身

拉小提琴和大提琴，阿理嗣除了鋼琴之外，

更是擅長雙簧管和笛子。加上其他會玩樂器

的成員，赫德在那段時間，經常在周末晚上

舉辦音樂會，并且要金登幹儘快寄一些樂譜

給他。（註23）阿理嗣被指派參加1884年在

倫敦舉辦的國際健康展（Health Exhibition 

in London）。為此赫德借用他的音樂長

才，要他寫一本關於中國音樂的書來參展。

阿理嗣所著的 Chinese Music 一書，在同年

由海關造冊處出版。（註24）（見圖九）

圖九：關於宮音十二律示意圖

(J.A. van Aalst, Chinese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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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理嗣雖然在1883年就接觸郵務，但和

葛顯禮相比，對於郵政業務的熟悉度顯然是

有一段不小的差距。這就又使得郵政進度更

加放緩。到了1899年1月，在總理衙門的命

令之下赫德終於要以比較積極的方式來拓展

分局。 他要把分局分成兩種等級: 第一種為

收、發信件的支局，第二種為只賣郵票和收

信的據點。（註25）還有信櫃的設立。信櫃

的設立地點可以是優良的私宅或者是商店。

他們的業務包括販賣郵票，明信片，收包裹

和挂號信。（註26）而前文提到的楊少荃和

鈕滿在成都郵局庭院裏擺著的「郵政信櫃」

招牌，見証了郵務拓展的經過。

除此之外，還有信箱的設立。由於信箱

的需求量會很多，基於預算的考慮，信箱的

品質無需太好以節省開銷。但不講究品質的

前提下就使得信箱很容易被破壞。因此，信

箱必須是放在有人看管的地方，例如商店，

警局，寺廟等等地方。其實從1897年底，郵

政局就開始在上海的一些據點設置信箱。他

們刻意選擇某些信譽優良的商店，并且他們

的客人，或是商店周圍來往的人，是屬於需

要頻繁通郵的那類型。被挑選到的商家除了

設置信箱之外，還需要把一份郵政告示張貼

出來。這份告示說明了，不論信件要寄到何

處，只要貼足了郵票，都可以投入此箱。郵

局每天會派人開收。（註27）

首先開設這類信箱的地點是上海和天

津，但內陸省份尤其也需要。 例如在上海

出版的《萃報》在1897年轉載《蘇海彙報》

所刊登關於信箱在漢口內地設立的消息： 

「郵政創行之初鄂人士少見多怪相率裹足。

邇來推行日廣，居人見其寄速費廉，遂爭趨

之。惟鄂省郵政分局設立人字街，地甚偏僻

不便。稅務司穆君〇仿滬上章程，在各街舖

面分設信箱，逐日派人收取。」（註28）

當阿理嗣推展在內地增設分局時，他希

望應該盡量優先吸收聘請民信局的員工。 

阿理嗣比較心儀的合作對象是分佈在內陸地

區的民信局，因為這剛好是郵政局的弱處。

但對於在沿海經營的輪船信局，他反而覺得

他們很快地就會勢微，因此無需太多理會，

儘可讓這些商家自生自滅。（註29）阿理嗣

的如意算盤也許在某些港口是打對了，但從

一些數字來看，民信局的家數并非在所有的

地區都減少。下表二是以八個港口來說明在

1891到1901這十年內民信局消長的狀況。 

這些資料是從《1882-1891海關十年報告》

以及《1892-1901海關十年報告》所選錄出

來的。但在說明表二之前，對於稅務司撰寫

海關十年報告的情況，有些非常值得一提的

地方。

首先，當赫德在1890年決定要編撰前所

未有過的海關十年報告時，他要求一份好的

報告要包括以英文字母a-z為首的26個不同

的主題名目。例如：a項目是綜合比較過去

這十年當地的主要變化；b項目是過去十年

貿易上的變化；c項目是稅收的變化；r項目

是當地的錢莊；而s項目則是當地民信局的

情況。他還要各關的稅務司把當地有趣的風

土民情寫進報告裏面，包括當地名人動態八

卦等等。當參考海關十年報告時，可以感受

到不同的稅務司對寫這份報告的不同態度。

大部分的稅務司都很認真地看待這份差事，

所寫的報告篇幅很長。但也有些稅務司對於

這份報告很不上心，草草了事。此外，稅務

司對於這26項名目的態度也都不一樣，這反

應出他們個人的興趣。就以s項目的民信局

來說，有些稅務司著墨很多，提供很多調查

的訊息。有些則幾筆帶過；有些甚至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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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跳過。 

要再次強調的是這些民信局的數目只是

反應出當地海關和郵局所知道的民信局的營

業，相信還有不少民信局是落網之魚。不過

從表二可看出在有些繁忙的港口，例如烟

台，福州，廈門，九江，蕪湖和廣東等地，

信局的數目反而增加。以廣東為例，信局的

收入似乎因為可以省去他們單獨支付輪船的

費用，節省成本，反而獲利增加。另外一點

觀察是有些地方的文報局，例如福州文報

局，廣東文報局和上表未列出的天津文報

局，也到郵局登記，希望可以如其他民信局

一樣，讓郵局來為他們運送郵袋，減少成

本。（註30）

四、結論

從重慶的民信局的運作情況，可以得知

在十九世紀末他們所無法被大清郵政取代的

原因。不論是從本省或跨省的服務範圍和速

度，信局的網絡已經建立起來。對於剛到

此地的官方郵局來說，仰賴民信局在內陸地

區對其支援反而是上乘之舉。在這個前提之

下，儘管郵政局希望與民信局和平相處，但

衝突依舊無法避免。主要的因素在於結構性

問題。因為為了保護襁褓中的郵局，限制水

路交通工具繫帶郵件的做法是最佳的方式，

但這就造成業者不滿。盡管如此，郵政局的

這個做法也很快的延申到火車。

表二：民信局在1891年到1901年在數個港口的變化

(此表內容參考《1882-1891年海關十年報告》與《1892-1901年海關十年報告》，蔡維屏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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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整體來說，在大清郵政成立之後，有

些地方的民信局雖有式微的趨勢，但有些地

方的民信局的數目卻也有增長的趨勢。民信

局與郵政的關係一直纏繞不休，直到南京政

府成立後，才有全面取締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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