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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小圆形干支日戳

戊 申

己酉闰月

单圈—北京寅局

直隶北京的干支小日戳，约于戊申（1908年）出现一种上格“北京”，下格以地支

表示分局的“寅局”日戳，目前只见戊申和推测为己酉闰月两个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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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小圆形干支日戳

单圈—北京快信
己 酉

“己酉”误为“巳酉”

武昌丁 (己酉腊月廿七/1909.1.18) — 汉口 (己酉腊月廿七/1909.1.18) — 北京快信 (己酉腊月三十日/1909.1.21)

大清快信函件
另贴快信资费凭证

上格“北京”，下格“快信”的日戳，于己酉年下半年才见使用，

分别有双圈和单圈两种，而双圈只见己酉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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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小圆形干支日戳

大清快信函件
另贴快信资费凭证

北京快信 (辛亥五月初四日/1911.5.31) 

— 天津 (辛亥五月初四/1911.5.31)

单圈—北京快信
庚戌、辛 亥

大清快信函件
另贴快信资费凭证

西安府

— 北京快信 (庚戌冬月十八日/1910.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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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1906年2月开始，腰框型汉文干支日戳在江苏省面世，同年九月份汉英腰框型干支日戳开始

在塘沽使用。这两种转变相距仅半年时间，随即涌现的是英汉腰框型干支日戳，在这个急速的

演化中，北京邮局早期只见使用英汉而于晚期才采用全汉文的记录。

本页明信片是目前所见北京英汉腰框日戳较早使用日期。

下格植入天干来代表业务分类
天干—甲

Ferrovia, Italy (1907.9.2) — Singapore To Hong Kong (1907 SP 28) — 上海 (1907 OCT 7)
— 北京 (1907 OCT 10) — 北京甲 (丁未九月初五/1907.10.11)

意大利进口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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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在采用英汉腰框型干支日戳的同时，下格嵌入天干来区分各种不同的业务，

如甲、乙、丙、丁……癸等等。

天干—甲、乙

崔黄口 (戊申腊月十五/1908.12.8)
— 杨村 (戊申腊月十七/1908.12.10)

— 北京甲 (戊申腊月十八/1908.12.11)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二分

邮会各国明信片邮资四分

（应欠资2分）

北京乙 (己酉三月/1909.4) 
— 天津 (1909 APR 26)
 — Penna., U. S. A.

“己酉”误为“巳酉”

“腊月”采用简体“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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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天干—辛

本件日戳内嵌天干的“辛”字代表业务，另用上最常见的北京直式英汉文三格式挂号戳

及在右上角加盖AR手戳。“寅”局及“午”局却将分局名称加入挂号手戳内而有所不同。

北京辛 (己酉腊月初二/1910.1.12) 
— 成都 (腊月廿四/2.3)

各局互寄  二分

挂号  五分

回执 五分

十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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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北京癸 (辛亥六月十七/1911.7.12) 
— 天津子 (辛亥六月十八/1911.7.13)

北京癸 (辛亥七月初七/1911.8.30) 
— 直隶北京丑 (辛亥七月初七/1911.8.30)

大清快信函件
另贴快信资费凭证

大清快信函件
另贴快信资费凭证

天干—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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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各局互寄明信片邮资一分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二分

直隶鸡泽 (己酉九月廿八/1909.11.10)
 — 直隶年乡 (己酉九月廿八日/1909.11.10) 
— 直隶顺德 (己酉九月廿九日/1909.11.11)

— 北京 (己酉九月廿九/1909.11.11) 
— 卢台 (九月三十/11.12)

北京 (庚戌冬月三十/1910.12.31) 
— 天津 (1910 DEC 31/1911 JAN 1)
— 天津法国客邮局 (1911 JANV 1)

下格不见天干，只见“北京”的总局腰框日戳，不明白为何稍晚才见使用。

己 酉

庚 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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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辛 亥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三分

北京 (辛亥六月廿五/1911.7.20) — 天津城 (辛亥六月/1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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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地支—子、丑

北京子 (戊申七月廿八/1908.08.24) — 天津 (1908 AUG 24)
— Yokohama, Japan (1908.9.2) — Seattle, Wash. (1908 SEP 27) — Boston Mass, U.S.A. (1908 OCT 2)

邮会各国信函   十分

超重 六分

挂号 十分

二十六分

下格居中嵌入地支来代表分局

北京各邮局及分局，1904年（甲辰）率先于小干支日戳下格北京居中置入阿拉伯数字

来作区分外，还在丁未年间（1907）开始置入地支；又于1908年间在腰框日戳下格置入十二

地支（惟“亥”字至今并无记录），代表一些较大型的分局，这种措施何时开始，无从稽考，

邮学书籍及文章对此也无深入研究。本集内腰箱日戳最早使用日期为戊申（一九○八年）

正月十二日（未局），最迟使用日期是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七月十六日。

所销英式“CHIEN MEN”

（前门）挂戳，估计

地支“丑”字应属

前门邮政分局。

北京丑 (戊申四月十一/1908.5.10) 
— 秦皇岛

各局互寄          二分
挂号 五分

七分

左图戊申年和第93页民国初

年沿用北京腰框地支“子”

字日戳，两件挂号手戳均源

自崇文门内分局和支局，清

晰地说明地支“子”字应属

崇文门内邮政分局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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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北京寅 (戊申腊月廿二/1909.1.13)
— 四川成都

地支—寅

各局互寄          二分

挂号 五分

回执 五分

十二分

汉口 (腊月十二/1.3)
— 北京丁 (辛亥腊月廿一/1912.2.8)
— 北京寅 (辛亥腊月廿一/1912.2.8)

各局互寄          三分

挂号 五分

八分

北京“寅局”挂号
确定了地支代表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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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北京卯 (六月廿六) — 四川成都

各局互寄      二分

挂号             五分

                    七分

地支—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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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地支—辰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二分

北京辰 (己酉七月初一/1909.8.16) 
— 太原府 (己酉七月初三/1908.8.18)
— 平遥县 (己酉七月初四/1908.8.19)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三分

苏州 (庚戌腊月初一/1911.1.1) 
— 北京辰 (庚戌腊月/1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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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北京巳 (己酉八月廿四1909.10.7)
— 太原府 (己酉八月廿六/1909.10.9)
— 文水 (己酉八月廿七/1909.10.10)

北京巳 (庚戌正月十七/1910.2.26)
 — 天津城 (庚戌正月十七/1910.2.26)

各局互寄  二分
超重  二分
挂号  五分
回执  五分

 十四分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二分

直隶北京邮政总局在腰框干支日戳下格植入地支代表分局的措施，实在太普遍了。

地支—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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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地支—巳、午

本埠信函邮资一分

北京巳 (四月三日) 

— 北京东四牌楼拾玫代办所

北京午就地投递

（庚戌八月十三/1910.9.16）

腰框左边植入英文“C”

本埠信函    一分

超重           一分

挂号           五分

七分

北京“午局”挂号
确定了地支代表分局

“庚戌”误为“庚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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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以本人的见闻而言，直隶

并无“闰二”或“闰月二月”之

己酉干支戳式记录。

本埠信函邮资一分

北京未 (己酉闰月十三/1909.4.3)

己酉闰月

北京未 (戊申腊月十一/1909.1.2) 
— 九江 (戊申腊月廿八/1909.1.19)

— 南安府 (己酉正月初十/1909.1.31)

各局互寄  二分
挂号  五分
回执  五分

 十二分

地支—未
己酉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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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地支—申、戌

北京申 (庚戌四月十二/1910.5.20) — 北京丁 (四月十二/5.20) — 北京丁 (四月十三/5.21)

本埠信函邮资一分

北京戌就地投递
(辛亥十月十七/1911.12.7)

本埠信函邮资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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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北京子 (元年七月二十/1912.7.20) — 天津 (1912 JUL)

各局互寄          三分
挂号 五分

八分

民国初年沿用地支—子、卯

本埠印刷品半分

北京卯就地投递 (六月初九)



19

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本埠信函邮资一分

民国初年沿用地支—申

北京第六号信柜 — 北京申 (七月十六/7.16) — 上海 (二年七月二十/1913.7.20) 
— 上海 (二年七月廿一/1913.7.21)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三分

北京申就地投递 (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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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北京于民初不采用民国纪年，仍继续沿用干支年份“壬子”。

民国初年沿用地支—戌

北京戌就地投递 (壬子正月初四/1912.1.4)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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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孙君毅先生的《清代邮戳志》记录了北京邮局在1907年至1909年间已设置收信班次手戳 
  大  清  邮  政（见289页），到了己酉年底或辛亥年初，又将  “大”、“清”、“邮”、“政”  

四字嵌入腰框型英汉文干支戳的中框左边，来区别四个收信班次。

收信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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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本页和下页展示的“大”、“清”和“政”字腰框干支日戳分别为三个收信班次，

主要用作到达戳之用。

河南信阳 (辛亥十月初三/1911.11.23)
— 北京 (辛亥十月初七/1911.11.27)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二分

德州某局 
— 北京 (辛亥闰月廿八/1911.8.22)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三分

中格植入收信班次—大、清、邮、政

辛亥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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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安庆 (辛亥四月十五/1911.5.13) 
— 北京 (辛亥四月二十/1911.5.18)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三分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三分

“政”字倒置

江西萍乡 (辛亥正月初六/1911.2.4) 
— 汉口 (辛亥正月十三/1911.2.11) 
— 北京 (辛亥正月十六/1911.2.14)



24

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也见北京邮局下格嵌入“甲”字的腰箱干支日戳，亦植入“大”、“清”、“邮”和“政”

字的收信班次。以本人见闻，第一班的“大”字较罕，而“清”、“邮”、“政”三款，

每款均有数种不同的戳式或字体。

天津 (十月初七/11.27)

 — 北京甲 (辛亥十月初七/1911.11.27)

“快信”邮件，邮资另纳

“清”字特大

和睦井镇 (辛亥六月初一/1911.7.26)
— 辛集 (辛亥六月初一/1911.7.26)

— 北京甲 (辛亥六月初三/1911.7.28)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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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昌平州 (辛亥九月初一/1911.10.22)
— 北京甲 (辛亥九月初二/1911.10.23)
— 天津 (辛亥九月初二/1911.10.23)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三分

“邮”字特大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三分

广州府 (辛亥六月初二/1911.6.27)
— 北京甲 (辛亥六月初十/19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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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民国纪元初，北京总局改为在腰箱日戳内植入收信班次“一次”、“二次”、“三次”和
“四次”，来代替“大”、“清”、“邮”和“政”作为收信班次的识别。

中格植入收信班次—一次、二次、三次、四次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三分

盛京闾阳府 (元年七月三十/1912.7.30)
— 北京甲 (元年七月卅一/1912.7.31)

京奉第四段十八 (五月十七/5.17) 
— 北京甲 (元年五月十七/1912.5.17)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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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三分

济南城甲 (廿四)
— 彰德 (二年十一月廿七/1912.11.27)

— 北京甲 (二年十一月/1912.11)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三分

直隶高丽营 (二年七月初八/1913.7.8)
— 北京甲 (二年七月初九/1913.7.9)
— 北苑 (二年七月初九/19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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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1911年5月，邮政脱离海关，帛黎继任邮政总办后，为了挤垮民信局在邮务上的竞争，于同年六月
指令北京邮政总局改订邮政新章程，将京城邮件投递次数由每日四次改为六次。信差每日投递四次

时，本来已极奔波，现在骤然增两次投递，更加难以忍受，于是提出“以赶办不及，恳请减免”。这
个要求遭到局内供事董竹元、常和亭的拒绝。6月20日下午三点多钟，信差数十人齐集前门外天桥路西
福海居（俗称“王八茶馆”）小跨院内开会商讨封策，宣布罢工。次日，信差又在福海居茶馆聚会，
并致函邮政总办帛黎说：“邮局信差每日分送信件，差务本极烦劳，虽狂风大雨，无敢外停。每遇邮
件多的时候，戴星披月，忘食废寝。现奉总巡查传知，每日加添两班，实难遵办，若不据实申诉，深
恐贻误将来。”罢工历时三天使京城邮政陷于瘫痪，邮政总局巡查英人纽门和局内供事、差长等怕事
态扩大，不好收拾，慌忙赶到福海居茶馆进行调解。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帛黎也不得不表示：“如
果添差，自必增加薪金”，饬令该等信差照常当差，所禀各节，听候核办。并将董竹元、常和亭两供

事以“办理不善，致起风潮”之名撤职。六月二十四日在取消加班的条件下，北京信差才复工。
虽然北京邮工的第一次罢工斗争事件似乎平息了，但下列图封却于翌年（1913年）北京申局寄

东城段其瑞总理函件封面中出现了“六次”的戳记，是否表示京城投递次数终脱离不了骤增的事实？

— 北京申就地投递 (八月/8)

本埠信函邮资一分

收信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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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到了民国元年，这种日戳持续使用，邮封上“京都西城”确定了邮局位于城西。

这两件的“西”字嵌在中格右方，略有不同，上一件删去年份，下一件年份不清。

直隶新安镇 (七月廿九/7.29)
— 北京甲 (元年七月廿九/1912.7.29)

— 北京西 (七月三十/1912.7.30)

新安镇 (元年七月卅一/1912.7.31)
— 高阳县 (八月初三/8.3)
— 保定 (1912 AUG 5)
— 北京 (八月初五/8.5)

— 北京西 (元年八月初五/1912.8.5)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三分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三分

中格植入特殊文字—“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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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中格植入特殊文字—“寅”
笔者的研究中，发觉不同时间，“寅”字的摆放和位置均有极大差异，

究竟是存在多枚不同日戳还是另有其它原因可不得而知。

各局互寄信函资费三分

北京寅 (七月初五) — 保定 (1912 JUL 6)

六月份“寅”字
摆放左边。

七月十九日“寅”字
在右边，与腰箱较分开。

七月份某时段“寅”字
在右边，却紧靠腰箱。

本件将“寅”字植入中格右方
取代年份，比较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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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本件寄东三省奉天加紧函件，盖下格居中植入“文”字之北京英汉腰框日戳，与第73页

大清时期单线小干支日戳下格居中植入“文”字性质相同，可能是代表专责处理加紧公文投送事宜。

北京文 (二年五月廿九/1913.5.29) — 奉天 
(二年五月卅一/1913.5.31) — 牛庄己 (六月初一/6.1)

加紧公文函件，另纳资费

下格植入特殊文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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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下格植入中文数字作为支局日戳

清末辛亥年，除继续沿用地支腰框日戳外，北京总局亦把中文数字植入下格代表

支局或分局，逐渐取代地支文字。

五

直隶保定 (辛亥十月廿二/1911.12.12) — 北京五 (辛亥十月廿二/1911.12.12)

大清快信函件
另贴快信资费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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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北京灯市口第三十六号邮柜
— 北京一（四年一月八日/1915.1.8）
— 北京丁(四年一月十六/1915.1.16)

— 上海

元字改作二字

北京三（二年二月初三/1913.2.3）
— 天津城（二年二月初三/1913.2.3）

收件回执

快信函件

贴快信邮资凭证

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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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北京西安门内代办 
— 北京七（七月十七日/7.17） 

— 北京陆军部

本埠信函邮资一分

本埠信函邮资一分

北京东城门外第十三号信柜
 — 北京十一（元年五月初七/1912.5.7）

七、十一、十二

各局互寄       三分

挂号 五分

八分

北京某邮政信箱 
— 北京十二（三年正月十八/1914.1.18）

— 河南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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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北京十六
（二年十二月二十/1912.12.20）

本埠信函邮资一分

北京十六
（二年六月初二/1913.6.2）

本埠信函邮资一分

元字改为二年

北京十六
（二年四月十四/1913.4.14）

本埠信函邮资一分

“临时参议院”之开议期由民国元年一月廿八日至二年四月八日，历时一年另
两个多月，下左图封刚好由“筹备参议院事务处”销二年四月十四日北京十六支局日戳，

证实“参”字临时邮局日戳已改为北京十六支局。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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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全汉文腰框干支日戳 

下格植入特殊文字—“资”（资政院）
资政院于宣统二年（一九一○）九月初一日举行第一次开院礼，由监国摄政王戴澧临院主持。

据记载，会期共三月又十日（至腊月初十日），据清史记载本末云：“院中议员，以钦选民选

两部分组织而成，两造之分系，隐隐然若两党之对峙……”。

直隶北京资 (庚戌十月廿三/1910.11.24)

本埠信函邮资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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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全汉文腰框干支日戳 

本埠信函邮资一分

“……且政府不经院议而拟借一万万元之外债，资政院亦不敢抗议”。

本封寄出时为庚戌腊月初七日，距最后会期（腊月初十）仅三天，

有可能是资政院最后一次会议之召集通知？

直隶北京资 (庚戌腊月初七/1911.1.7)

下格植入特殊文字—“资”（资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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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全汉文腰框干支日戳 

北京酉 (辛亥正月十六/1911.2.14)
— 山西太原府 (辛亥正月十七/1911.2.15)
— 山西交城 (辛亥正月十八/1911.2.16)

各局互寄          三分

超重 三分

    六分

直隶北京丑 (辛亥六月廿六/1911.7.17) 
— 直隶枕头 (辛亥六月廿六/1911.7.17)
 — 太原府 (辛亥六月廿七/1911.7.18) 

— 山西交城 (辛亥六月廿八日/1911.7.19)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三分

全汉文的腰框日戳稍晚才开始使用，本邮集只记录得辛亥（1911年）正月十六日，同时，

下格北京居中已植入地支“丑”作为分局配发。

下格植入地支—酉、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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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全汉文腰框干支日戳 

下格植入特殊文字“参”（参议院）

直隶北京参 (七月初六/1912.7.6)

本埠信函邮资一分

本页的“参”字戳与第74页
的小圆形“   ”字戳相距不足两个
月，所以未能确定“ ”字戳的最
后使用日期或“参”字戳的最早

使用日期。

到了八月中旬，临时参议院
内之临时邮局已正式编制为北京

第十六支局了，108页所载3件皆用
十六号戳而收信者俱为议员。

民初“临时参议院”之开议期
由民国元年一月廿八日至二年四
月八日，历时一年另两个多月，
提供了三种日戳给邮友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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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全汉文腰框干支日戳 

北京各邮局使用的干支型日戳，到了戊申/己酉年（1908/09）时，大部份已改用腰箱型，日戳较

大型，但只嵌入一些天干和地支的单字来作区别，如有失误时，不能立即确认原寄局。一些较小型

的邮局自行将一个有代表性的汉字来概述邮局的位置，本件嵌“东”字，是否东直门附近的分局？

直隶北京东 
(戊申八月廿九/1908.9.24)

本埠信函邮资一分

直隶北京东 (元年三月廿一/1912.3.21)
— 陕西西安 (壬子二月十四/1912.4.1)

各局互寄明信片邮资一分

下格植入特殊文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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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全汉文腰框干支日戳 

“西”可能是代表西直门，不知清代北京的打磨厂是否在城西靠近西直门邮局？

直隶郑州镇 (“辛亥”七月廿八/1911.9.20) 
— 河间府 (八月初一/9.22) — 北京丁 (八月初六/9.27) — 直隶北京西 (八月/9) 

各局互寄           三分
挂号 五分

八分

下格植入特殊文字—“西”



 42

直隶北京 全汉文腰框干支日戳 

本件“宣”字日戳使本人觉得只有宣武门这个地标才能解释到嵌入“宣”字的理由。

亦有些集邮家认为嵌入“文”字的北京日戳（见本书第108页），与加紧公文信函业务有关，

而不是代表地标崇文门。

北京 (元年七月十六/1912.7.16) — 北京法国客邮局 (1912 JUIL 16) — via Siberia 
— Norwich, England (1912 JY 31)

邮会各国信函邮资十分

下格植入特殊文字—“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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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全汉文腰框干支日戳 

本页“正”字戳为实线三格式，用作销票，可能是正阳门附近邮局使用。

下格植入特殊文字—“正”和“本”

直隶北京正 (三年六月二日/1914.6.2) — 直隶北京本 (六月二日/6.2)

本埠信函邮资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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