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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大清帝国邮政早期邮戳

北京 (1897 JAN 29) — 上海 (1897 FEB 14)

邮资已付  免贴资费

开办大清帝国国家邮政系统的奏摺在1896年中由光绪皇帝朱笔御批后，邮政总办

英国人罗勃脱赫德忙于树立架构，广揽人才，并向日本制造商订购黄铜制的大圆戳。

由于大圆戳的交付日期为1897年2月间，赫德另嘱海关造册处订造一枚圆形三环式英汉

信力已付戳“CHINESE-IMPERIAL-POST-OFFICE※PEKING※/中国邮政/北京/

POSTAGE PAID信力已付”和另一类型“已付信资/PAID”戳记来使用。

三环式英汉信力已付戳含CHINESE IMPERIAL POST OFFICE字样，成为

大清帝国的第一枚邮政戳记，但国家邮政未正式开办前，却在这件1897年1月29日海关

邮政末期的实寄封率先使用，令人有点意外。这枚准备国家邮政开办使用的邮戳竟

反而成为“国家邮政时期邮戳率先在海关邮政末期使用”绝无仅有的例子。

34毫米



�

直隶北京 大清帝国邮政早期邮戳

现金十分
已付信资
加贴法国

客邮票25生丁

棕色墨色

北京 (1897 MAY 12/光绪廿三年四月十一日) — 上海 (1897 MAY 16) — 上海法国客邮局 (1897 MAY 19)

— Bruxelles, Belgique (1897 JUIN 25)

“已付信资/PAID”戳与前页之三环式北京信力已付戳应是大清帝国开办国家邮政以来最早

出现的邮政戳式，而且后款“已付信资/PAID”戳式之使用时期较久，最初辅以海关日戳来

标示日期，后来大圆戳启用后取代了海关日戳的功能。1897年下半年时，邮政总局发现有

滥用“已付信资/PAID”邮戳的情况发生，经取缔后邮件须贴上邮票并由正规日戳销票。

“已付信资/PAID”邮戳曾使用棕色和黑色两种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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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大清帝国邮政早期邮戳

北京 (1897 MAY 24/光绪廿三年四月廿三日) — 上海法国客邮局 (1897 JUIN 3) — London, England

现金十分
已付信资
加贴法国

客邮票25生丁

黑色墨色

北京 (1897 JUL 3/光绪廿三年六月初四日) — 上海 (1897 JUL 11/光绪廿三年六月十二日)

— 上海法国客邮局 (1897 JUIL 14) — Denhagf, Holland (1897 AUG)

现金二十分
已付信资
加贴法国

客邮票50生丁

棕色墨色

选用“已付信资”业务寄递时，部分信函会于戳记旁边写上阿拉伯数字资费，如前

第2页写“10”，即未联邮国信函资费10分；而本页下图信函标示“20”，即未联邮国信函

资费10分和超重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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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大清帝国邮政早期邮戳

北京 (1897 JUL 18/光绪廿三年六月十九日) — 福州 (1897 JUL 27/光绪廿三年六月廿八日)

现金
已付信资

棕色墨色

国内信函选用已付信资业务寄递十分罕见，尤其中式信函更为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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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海关邮戳的沿用

北京 (1897 OCT 12/光绪廿三年九月十七日) — 天津 (1897 OCT 13/光绪廿三年九月十八日)

1897年2月20日，国家邮政成立后，邮政公文的盖销，初期仍沿用海关时期之

“I. G. Mail Matter”椭圆戳式，墨色主要是蓝色。

蓝色墨色

北京 (1898 JAN 2/光绪廿三年十二月初十日) — 天津 (1898 JAN 2/绪廿三年十二月初十日)

蓝色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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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海关邮戳的沿用

Lisbon (98.4) — 上海法国客邮局 (1898 MAI 12) 

— 上海 (1898 MAY 13/光绪廿四闰三月廿三日) — 北京 (1898 MAY 18)

葡萄牙进口邮资明信片

台湾“邮文联谊会”出版的《海关日戳（1875-1913）》内记载了北京A型

海关日戳沿用至1897年4月6日，D型更沿用至1897年4月30日。北京的两枚大圆日戳在

1897年5月7日出现后，A和D型海关日戳亦停止使用，但翌年却发现该等海关日戳刮去

CUSTOMS或I. G. of CUSTOMS字样后继续使用。老一辈集邮家均将之归纳为

海关日戳刮字沿用，本人认为这两枚海关刮字戳的身份已变成支局日戳。

 1897年2月20日，大清帝国北京邮政总局开业，局址设东交民巷台基厂海关附近一座庙内，

并设有四处支局分别位于隆福寺内、广济寺内、骡马市庙内和崇文门外蒜市口附近租赁

房屋内。1899年6月份前，该等分局并无邮戳可用，北京总局可能将数款海关日戳刮去有关海关

字样后下发给三个支局使用，待1899年6月份后三个支局自行刻制牌号戳作为国内邮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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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海关邮戳的沿用

天津 (1898 NOV 18) — 北京 (1898 NOV 18)

岸资信函5钱邮资四分

     北京海关（D型）刮字日戳大多作为到达日戳使用，直至1899年较晚期仍见用于进口明信片上。

蓝色墨色

香港 (1898 DE 31) — 天津 (1899 JAN 9/光绪廿四年十一月廿八日) — 北京 (1899 JAN 10)

香港进口邮资明信片

蓝色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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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海关邮戳的沿用

北京就地投递 (1899 MAR 24)

岸资明信片邮资一分
（溢贴21分）

红色墨色

北京海关（A型）刮字日戳，较上页D型刮字日戳稍晚阶段才使用和只发现在

这种集邮品明信片上，但也是经过实际寄发才偶尔盖销到此难得的没年份刮字日戳。

北京就地投递 (1899 MAR 24)

岸资明信片邮资一分
（溢贴7分）

红色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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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海关邮戳的沿用

骡马市街 — 北京 (念五年五月初一日/1899.6.8) — 北京总局 (1899 JUN 8) — 杭州 (1899 JUN 16)  

信 函 每 重 1 / 2 英 两     四 分
超重1/4英两         二分
挂 号                 五 分
                    十一分

大清帝国北京邮政总局开业，局址设东交民巷合基厂海关附近一座庙宇内，并

设有四处支局分别于隆福寺内、广济寺内、骡马市庙内和崇文门外蒜市口附近租赁

房屋内。1899年6月份前，该等分局无邮戳可用，北京总局可能将数款海关日戳刮去

有关海关字样后下发给三个支局使用，并将拨驷达时期的矩形日戳发给骡马市街支局

使用。1899年6月份后四个支局自行刻制牌号戳作为国内邮戳，而骡马市街分局之

牌号戳内没设置日期，故将拨驷达日戳作为标示日期的副戳，本集共录得两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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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海关邮戳的沿用

骡马市街

— 北京 (念五年七月初三日/1899.8.8)

— 北京总局 (1899 AUG 8)

— 扬州

下列信封与前封均同样销盖骡马市牌号戳和拨驷达日戳，从而证实拨驷达日戳

或许暂时作为支局日戳。

信函每重1/2英两邮资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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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大圆日戳

第一型
蓝色墨色

第二型
棕色墨色

北京 (1897 AUG 5/光绪廿三年七月初八日) — 天津 (1897 AUG 7/光绪廿三年七月初十日)

早在1896年底，大清帝国国家邮政已向日本订制英汉双历大圆日戳给所有

通商口岸国家邮政局使用，戳内英文书写西历日月年，同时置入皇帝纪元的帝历

配以阴历月日。据文献记载北京共获发两枚大圆日戳，但字样和式样却仅有难以分辨

的细微差异。1897年5月7日为目前所见最早使用日。下列信函，出现了北京大圆日戳

两枚，庆幸阴历光绪年份“廿三”略有不同，才显示出一、二型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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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大圆日戳

仅存信封背面

由于日本制造商对英文认识不够深入，往往将英文的一月“JAN”刻成

“JA   ”，九月“SEP”刻作“  EP”，颇值得研究和记录。下列信封显示第一型

北京大圆日戳首年英文月份SEP已出现反刻“  ”；而第二型之SEP字钉正确。

第一型
英文月份SEP首字母反刻“  ”

蓝色墨色

第二型
英文月份SEP正确

蓝色油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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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大圆日戳

第二型
月份英文字母正确

蓝色墨色

岸资信函五钱邮资四分

北京 (1898 JAN 6/光绪廿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 广州 (1898 JAN 26/光绪廿四年正月初五日)

下列实寄封和邮资明信片，分别显示第二型北京大圆日戳次年使用的

英文月份“JAN”的字钉正确，并无错误。

第一版邮资明信片

第二型
蓝色墨色

岸资明信片邮资一分

北京就地投递 
（1898 JAN 13 / 光绪廿三年

十二月廿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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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大圆日戳

第一型
蓝色墨色

岸资信函2.5钱邮资二分

天津八卦 — 天津 (1898 JAN 27/光绪廿四年正月初六日) — 北京 (1898 JAN 27/光绪廿四年正月初六日)

这件实寄封所销之北京大圆日戳，可见英文月份之“JAN”已是

反刻“    ”，从而判断应属第一型日戳。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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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大圆日戳

岸资信函每2.5钱邮资二分

第一型
蓝色墨色

宁波 (1898 JAN 26/光绪廿四年正月初五日) — 上海 (1898 JAN 27/光绪廿四年正月初六日)

— 北京 (1898 FEB 11/光绪廿四年正月廿一日)

进入1898年度，第一和第二型日戳之光绪年号“廿四”已无法作清晰区分，但第一型

阿拉伯数字之“98”字钉偏大，而第二型“98”字钉则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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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大圆日戳

请求盖销片

第二型
中文月份用“闰三月”

蓝色墨色

第一版邮资明信片

1898年闰三月时 ，汉文的月份有三种表达方式，其一是标准字号的“闰”字，其二

将戳内“年”字删去后置入标准字号的“闰三”，其三是采用较小字号的“闰三”。

第二型北京大圆日戳内之闰三月则采用上述第二种办法显示。

未联邮国明信片邮资四分
（溢贴1分）
加贴英国客邮
香港邮票4分

第二型
中文月份用“闰三月”

蓝色墨色

北京 (1898 MAY 13/光绪廿四闰三月廿三日) — 上海 (1898 MAY 19/光绪廿四闰三月廿九日)

— 上海英国客邮局 (1898 MY 19) — 香港 (1898 MY 26) — London, 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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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大圆日戳

未联邮国明信片四分
加贴英国客邮
香港邮票4分

第二型
蓝色墨色

北京 (1898 MAY 20/光绪廿四年四月初一日) — 上海 (1898 MAY 24/光绪廿四年四月初五日)

— 上海英国客邮局 (1898 MY 25) — 香港 (1898 JU 3) — Kiel, Germany (1898.7.6)

闰月过了以后 ，北京大圆戳依旧置回汉文“年”字，不像芜湖邮局不能
置回“年”字而索性将年份位置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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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大圆日戳

岸资2.5钱信函二分

天津 (1898 SEP 17/光绪廿四年八月初二日) — 北京 (1898 SEP 17/光绪廿四年八月初二日)

第二型
英文月份SEP反刻“  ”

蓝色墨色

S

 第二型北京大圆日戳于次年又见使用反刻“   ”字钉之错误英文月份“SEP” 。S

植错日期字钉“卅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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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大圆日戳

北京 (1898 NOV 26/光绪廿四年十月十三日) — 上海 (1898 DEC 2/光绪廿四年十月十九日)
— 上海日本客邮局 (1898 DEC 3) — Yokohama (1898 DEC) — Boston, Mass., U. S. A. (1899)

第二型

未联邮国信函邮资二十分
（应欠资10分）

加贴日本客邮邮票10钱

 从研究中得知，北京大圆日戳之墨色最早使用棕色、早中期是蓝色、中晚期才见黑色。

第二型

北京 (1898 DEC 3/
光绪廿四年十月“二十日”

错植为“十九日”）
 — 苏州 (1898 DEC 8/
光绪廿四年十月廿五日)

岸资信函5钱邮资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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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大圆日戳

北京 (1899 JAN 12/光绪廿四年十二月初一日) — 上海 (1899 JAN 23/光绪廿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 上海英国客邮局 (1899 JA 23) — 香港 (1899 JA 28) — Melbourne, Australia

第一型

未联邮国明信片四分
（溢贴1分）

加贴英国客邮香港邮票4分

第一版邮资明信片

 第一型北京大圆日戳，于1899年最晚期仍继续使用反刻“   ”字钉之错误英文月份“JA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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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大圆日戳

北京 (1899 MAR 24/光绪廿五年二月十三日) — 北京 (1899 MAR 24)

第一型
日期“十三”倒置
错误为“三十”

邮资均多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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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汉英半切圆形日戳

各局互寄        二分

超重                二分

挂号                五分

                        九分

(溢贴�分)

北京� ( (1905 JUN 16) �� ��� (�� ��� ( (1905 JUN 26)

φ2�.�

北京� ( (1904 JUN 20) �� ��� (�� ��� ( (1904 JUN 24) �� �������局 (�� �������局 ( (1904 JUN 25) ���� Trenton, New Jersey, U. S. A.

�会各国

信函�资十分

�期“20”倒置

φ26

1899年4月份大清邮政总局开始下发汉英半切日戳给各省邮政总局和一等分局。据

资料记载，北京的最早使用日期是1899年5月13日，一直沿用至1927年。在1899至1911年

大清国家邮政时期而言，北京使用的汉英半切日戳除了字体不同或植入数字外，并无其他

演变，例如用地支或数字代替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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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汉英半切圆形日戳

天津城� (��/1911) — 北京 (��/1911) — 北京��/1911) — 北京) — 北京北京

φ26.�

���������

各局互寄明信片

应贴�资一分，

却不明�为何没贴�票。

北京 (1911 SEP 18) — 青岛

��环内北京�下植入

中文数字，下�环内之

PEKING 后加入(�)。

各局互寄明信片邮资一分

到了1909年时出现了些微的演变，于中文北京下植入“一”或“二”，在英文后括号居中

加入阿拉伯数字“1”或“2”，成为“北京一/PEKING（1）”和“北京二/PEKING（2）”支

局日戳。究其原因，可能是不同类型的干支日戳因已演化出区分和指示，例如支局、业务

等等，间接减轻了汉英半切日戳需要演变来配合业务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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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规范和不规范分局牌号戳

骡马市街

— 北京 (念五年七月初三日/1899.8.8)

— 北京总局 (1899 AUG 8)

— 扬州

岸资信函每重1/2英两邮资四分

大清帝国邮政总局于1899年6月26日向内地邮局发出通告，嘱其自行制造矩形两格式

木质牌号戳，上格置所在局地名，下格为“邮政局”三字，直隶省内地邮局中最先采用者

为保定和北通州，山东省各分局亦相继跟随。上格地名字号较小，着墨太淡或太浓时均不

能阅读，故此各分局自行演变，将邮政局三字放在上格而大字的地名放置下格，北京各

支局也借镜这种措施，将北京或京都字样放在上格，并进一步将详细地址置入牌号戳中，

例如：骡马市街、打磨厂街、地安门外吉祥寺内、西四牌楼、正阳门外东/西火车站等等。

孙君毅先生所著《清代邮戳志》（孙志）在123页、128页-131页，详列了各类型的牌号戳，

虽无区别支局、代办所/信柜，明显地仅123页所列者为支局。这类牌号戳为国内

邮戳，不能显示日期，最终在1904年间被三格式汉文干支日戳所取代。

22.5毫米×29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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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规范和不规范分局牌号戳

西四牌楼 — 北京 (1900 FEB 6) — 上海 (1900 FEB 13) — 上海法国客邮局 (1900 FEVR 16)

— London, England (1900 MR 23)

联邮国信函邮资十分

（加贴内陆冬季邮件资费2分）

22毫米×29毫米

1897年10月25日总理衙门箚行总税务司，在冬季塘沽海口封冻期间，准用开平煤矿公司

轮船载运邮件，自阳历十二月一日开始至转年二月每周由烟台至北戴河往返一次，运送上海寄

北京、天津、牛庄等处邮件，返程运送上述地区寄往上海的邮件，由上海轮船在烟台接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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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规范和不规范分局牌号戳

北京拾贰信箱 — 北京廊房头巷邮政分局 — 北京总局 (1900 MAY 3) — 保定府

红色墨色

也有小数邮政分局，不依通令规定，自行以

代表铺商或代办所代理邮政商号式样制造，圆形双圈取代矩形。

岸资信函每重1/4英两邮资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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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规范和不规范分局牌号戳

北京骡马市 (1902 MAR 11) 

— 北京总局 (1902 MAR 11)

 — 上海 (1902 MAR 17) — 扬州 

岸资信函每1/4英两邮资二分

福州城�内分局 (1902 AUG 27/

光绪廿八年七月廿四日)

— 上海 (1902 SEP 4) — 北京 (1902 SEP 9)

     减资时期资费
各局互寄         一分
挂号                五分
                       六分

24.5毫米×32.5毫米

18.5毫米×31毫米

骡马市街邮政分局和西四牌楼邮政分局各持两种不同尺码、式样之牌号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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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规范和不规范分局牌号戳

安庆（1903 SEP 21）

— 上海（1903 SEP 23）

— 北京（1903 SEP）

— 地安门外

 减资时期资费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一分

邮政分局牌号戳式样中出现了双框两格式和双框四格式的碑形戳式。

骡马市街 — 北京 (1904 APR) 

— 镇江 (1904 APR 8) — 扬州 

减资时期资费
各局互寄           一分
挂号                  五分
                         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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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规范和不规范分局牌号戳

北京正阳门外东火车站邮政分局 — 天津 (1904 FEB 21)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二分

另有单框四格的碑形戳式。

剪片，销“十三号/苏州养育巷中/
芸兰阁纸铺内”红色牌号戳及“京都/

地安门外/吉祥寺内”牌号戳。



30

直隶北京 规范和不规范分局牌号戳

灯市口 — 北京 (1906 SEP 12) — 上海 (1906 SEP 17) — 上海英国客邮局 (1906 SP 17) — London, England

联邮国明信片邮资四分

灯市口邮政分局是双圈三格式，十分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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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椭圆形日戳

  

大清帝国国家邮政开办初期，也曾在山东和直隶等地试办内地邮局，登州、青州、威

海卫和保定为其先驱者。后因威海卫一地洋人聚居，逼切需要一枚汉英日戳配合业务，唯有

自行制造，如参考大圆戳之公历与帝历对照刻法，似嫌体积过大不甚适合，反之参考初期

椭圆形的英文帝国日戳稍加修改就可以了，英文局名取替了IMPERIAL POST OFFICE

（帝国邮政）字样而汉文局名置下端，日月年放在中间，大清国家邮政第一枚汉英

椭圆形日戳于1899年4月22日在威海卫面世了。到了1899年6月，山东莱州邮局开始沿用

同类型汉英椭圆日戳，山东其他邮局也纷纷仿效，其中胶州邮局更演化出十余款汉英

椭圆日戳，各含些微不同而容易区别的特徵来配合管理上的需要。

北京邮局迟至1901年1月才开始采用这种汉英椭圆形日戳，有些令人费解，其实只要以

持平态度去研究这项演变的背后动力，不难找出演变后希望达到的目的。大清帝国邮政开办

伊始，北京除总局外已有四个支局开业，初期无日戳可用，可能只沿用有框的“已付信资/

PAID”戳记。1897年5月中，日本订制的大圆戳开始启用，北京总局又将三款海关日戳内的

I. G. OF CUSTOMS或CUSTOMS字样刮去，下发三个支局，另一枚矩形的拨驷达日戳发给

骡马市街支局，皆作为辅助日戳之用。这几枚日戳始终有些不伦不类的感觉，到了十九世纪

末，终难逃淘汰的命运，代之而起的是汉英椭圆形日戳，可以自行制造，戳形大小、戳内

花饰形状及位置，日月年或月日年的排列将“个性”赋给每枚日戳，最适宜给众多支局运用。

骡马市街这个支局与别不同，自行采用单线和双线的“PEKING SUB-OFFICE NO.1

（北京第一支局）骡马市街邮政分局”的椭圆日戳，其他省份的邮局也纷纷跟随。

哪一枚椭圆日戳在哪间支局使用，是个不能解答的迷，存世的相关邮品，以洋文书写的

明信片居多，没有回邮地址，无法将日戳与支局配对，令人懊恼。本章提供的   枚邮品上

的北京椭圆日戳可分为   枚不同的戳型，并列出微小的区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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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椭圆形日戳

直隶北京�英汉椭圆�戳图谱

36.5毫米×22.5毫米 37毫米×22毫米 36.5毫米×22.5毫米 38.5毫米×23毫米 39毫米×23毫米

39毫米×23.5毫米 39毫米×23.5毫米 37毫米×22.5毫米 38.5毫米×22.5毫米 38毫米×23.5毫米

40毫米×26毫米 40.5毫米×26毫米 41.5毫米×26毫米 37.5毫米×25毫米 38.5毫米×21毫米

38.5毫米×24毫米 38.5毫米×24毫米 45毫米×23毫米 38.5毫米×22毫米 36.5毫米×23.5毫米

36毫米×22.5毫米 38毫米×XX毫米 36毫米×23毫米 38.5毫米×24.5毫米 37毫米×23.5毫米

43毫米×25毫米 39毫米×23.5毫米 39.5毫米×24.5毫米 38毫米×23毫米 41毫米×25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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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椭圆形日戳

北京 (1901 JAN 1) — 天津 (1901 JAN 23) — 保定 (1901 JAN 27/光绪廿六年十二月初八日)

各局互寄明信片邮资一分

月日年

36.5毫米×22.5毫米

第二版邮资明信片（双片）

第一枚最早出现的英汉椭圆形日戳是1901年1月1日，估计当事人于日戳启用当天盖销预留

纪念，不久之后，同月23日以实寄方式寄往保定联军驻军处，转经天津邮局盖汉英半切日戳

和到达保定盖大圆日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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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椭圆形日戳

南京 (1900 DEC 12) — 镇江 (1900 DEC 12)

 — 上海 (1900 DEC 14) — 北京 (1901 JAN 2)

岸资信函每重1/2英两      四分
超重每重1/2英两             四分
挂号                                五分
                                    十三分

月日年

37毫米×22毫米

本页上图北京汉英椭圆形日戳启用翌日之实寄封，但小横线改为放置日期“2”前，

与前页首日戳将小横线置日期后，显然不同，第一型最早的英汉椭圆形日戳，

直径横向36.5-37毫米，纵约22-22.5毫米；应以八角“米”字花饰为准，

却不明为何删掉右下1粒米饰，故变成7角“   ”字花饰。

北京 (1901 JAN 12) — 德国轮船客邮局 (1901.2.14) — Bielefeld, Germany (1901“2”错误为“12”22)

未联邮国明信片邮资四分
（应欠资1分）

月日年
36.5毫米×22.5毫米

第一版邮资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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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椭圆形日戳

北京 (1901 JAN 8) — 北京德国客邮局 (1901.1.8) — 德国

北京 (1901 JAN 30) — 北京德国客邮局 (1901.2.1) — 德国 (1901.3.30)

月日年

38.5毫米×23毫米

联邮国明信片邮资四分

（溢贴1分）

月日年

39毫米×23毫米

第一版邮资明信片

第一版邮资明信片

第二型最早出现的英汉椭圆形日戳，直径横向约38.5-39毫米，纵约23-23.5毫米，也是

月日年排列，八角“米”字花饰为准。

联邮国明信片邮资四分

（溢贴款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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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椭圆形日戳

北京 (1901 FEB 6) — 上海 (1901 FEB 22) 

— 上海法国客邮局 (1901 FEVR 23)

 — Mannheim, Germany (1901.3.30)

未联邮国信函      二十分
挂号                        十分
                          三十分 

月日年
39毫米×23.5毫米

（不明为何挂号亦少贴1分）

加贴
法国客邮50生丁

北京 (1901 FEB 22) — 上海 (1901MAR 1) — 上海英国客邮局 (1901 MR 1) — Milano, Italy

未联邮国明信片邮资四分
（溢贴1分）

加贴英国客邮
香港邮票4分

月日年

39毫米×23.5毫米

第二型北京英汉椭圆形日戳用于国外客邮混贴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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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椭圆形日戳

未联邮国明信片邮资四分

加贴英国客邮
香港邮票4分

月日年

37毫米×22.5毫米

北京 (1901 APR 13) — 上海 (1901 APR 20) — 上海英国客邮局 (1901 AP 20)

— Thorn, Germany (1901.5.30)

北京英汉椭圆形日戳除了米字花饰外，也不乏风轮花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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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椭圆形日戳

月日年

38.5毫米×22.5毫米

K. D. FELD. POSTSTATION NO.2 (6.5) — Berlin, Germany (1901.7.22)

第一版邮资明信片

第二版邮资明信片（回片）

月日年

约38毫米×23.5毫米

 K. D. FELD. POSTSTATION NO. 2 (6.24) — Osterburg, Germany (1901.8.2)

虽然花饰不清晰，经过细心观察后，认为也属实心风轮。下列两件清一、二次片，均是事先

盖销北京椭圆形日戳，相隔半个多月后才于德国在华军邮局寄出，军邮免资，因此无需补贴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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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椭圆形日戳

天津宫南 

— 天津 (1901 SEP 14)

— 北京（1901 SEP 14)

天津针市街

— 天津总局 (1901 NOV 9)

— 北京 (1901 NOV 9)

月日年

40毫米×26毫米

岸资每重1/4英两邮资2分

月日年

40.5毫米×26毫米

岸资每重1/4英两邮资二分

下列两枚英汉椭圆日戳，

也是实心风轮，但直径

却与前页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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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椭圆形日戳

汕头 (1901 SEP 7) — 北京 (1901 SEP 18)

岸资信函每重1/2英两  四分
挂号                             五分
回执                             五分

十四分

月日年

41.5毫米×26毫米

目前仅见的单线英汉椭圆形日戳，花饰是5角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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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椭圆形日戳

北京 (1902 AUG 5) — 上海 (1902 AUG)

— 上海法国客邮局 (1902 AOUT 20) — Cheadle Staff, England (1902 SP 25)

联邮国明信片邮资四分
（溢贴1分）

北京 (1902 DEC 16) — 上海 (1902 DEC 22) — Yokohama, Japan (DEC 30)

— Oberlin, Ohio, U. S. A. (1903 JA 24)

联邮国信函邮资十分

月日年
37.5毫米×25毫米

月日年
38.5毫米×21毫米

花饰是6角星的占极多数，直径由横向36-45毫米至纵21-25毫米间，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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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椭圆形日戳

北京 (1903 JAN 3) — 上海 — 上海法国客邮局 (1903 JANV 12)

— San Francisco, Cal. (1903 FEB 7) — Oberlin, Ohio, U. S. A. (1903 FEB 11)

北京 (1903 JAN 18) — 烟台 (1903 JAN 22) — 青岛德国客邮局 (1903.1.25)

联邮国信函邮资十分

香港、澳门、青岛、
威海卫等处

第五资信函邮资四分

月日年
38.5毫米×24毫米

月日年
38.5毫米×24毫米



4�

直隶北京 椭圆形日戳

河间府邮政局 — 北京 (-- 14 --) — 上海 (1903 MAY 20) 

— 上海俄国客邮局 (1903 Ⅴ 22) — 俄国某邮局 (俄历1903 Ⅴ 19/1903.6.1) — Seclin Nors, France (JUIN 17)

未联邮国明信片邮资四分
加贴俄国客邮邮票4戈比

45毫米×23毫米

第二版邮资明信片（双片）

下列二版邮资明信片（双片）上所销盖的北京汉英椭圆日戳是唯一发现直径横向达45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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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椭圆形日戳

38.5毫米×22毫米

减资时期资费            
各局互寄              一分
挂号                     五分
                            六分

北京 (1903 JUN 4) — 天津 (1903 JUN 4)

  这枚有赫德（Robert Hart）个人标志实寄封所销的五角星花饰汉英椭圆日戳，日、年
采用手填式，为目前唯一发现。椭圆日戳内日期和年份留白，是否为方便赫德自己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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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椭圆形日戳

日月年
36.5毫米×23.5毫米

北京 (1903 JUN误植为JUL 23) — 上海 (1903 JUN 29) — 上海法国客邮局 (1903 JUIL 4)

— San Francisco, Cal. (1903 JUL 30) — Jafferson, Ohio, U. S. A. (1903 AUG 4)

联邮国信函邮资十分

下图实寄封由北京寄美国俄亥俄州，6月29日经上海邮局，再于7月4日经上海

法国客邮局并于7月30日转经美国三藩市，8月4日终到达目的地。而北京英汉椭圆

形日戳所标示的7月23日，明显把月份弄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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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椭圆形日戳

辽阳 — 牛庄（1903 AUG 13）
— 北京（1903 AUG 15）— 保定

减资时期资费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一分

日月年
36毫米×22.5毫米

日月年
38毫米×XX毫米

紫色墨色

顺德府 — 北京 (1903 AUG 26) — 上海 (1903 AUG) — 上海法国客邮局 (1903 SEPT 1) — Paris, France

邮会各国明信片邮资四分

第二版邮资明信片（双片）

下列两件1903年8月份邮封所销盖之北京英汉椭圆日戳内之花饰图极不清晰，故只能以

小实心圆点说明；但日期排列却由月日年改为日月年，两戳直径也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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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椭圆形日戳

北京 (1903 OCT 10) — Rivesaltes, France (1904 JANV 4)

日月年
36毫米×23毫米

紫色墨色

联邮国明信片邮资十分
（应欠资2分）

而本页上图这枚实心风轮花饰的北京汉英椭圆日戳，跟随前页的实心圆点花饰椭圆日戳

于1903年下半年开始日期采用日月年排列，各种大小、直径不一的北京英汉椭圆日戳日期，

亦于1903年下半年开始采用日月年排列。

苏州 (1903 OCT 23/光绪廿九年九月初四日) 
— 北京 (1903 OCT 28)

 减资时期资费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一分

日月年
38.5毫米×24.5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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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椭圆形日戳

日月年
37毫米×23.5毫米

成都肆代办 — 成都 (1904 APR 14) — 上海 (��三月十九日/1904.5.4) — 北京 (1904 MAY 7) (1904 APR 14) — 上海 (��三月十九日/1904.5.4) — 北京 (1904 MAY 7)1904 APR 14) — 上海 (��三月十九日/1904.5.4) — 北京 (1904 MAY 7)) — 上海 (��三月十九日/1904.5.4) — 北京 (1904 MAY 7)— 上海 (��三月十九日/1904.5.4) — 北京 (1904 MAY 7) (��三月十九日/1904.5.4) — 北京 (1904 MAY 7)��三月十九日/1904.5.4) — 北京 (1904 MAY 7)) — 北京 (1904 MAY 7)— 北京 (1904 MAY 7)

减资时期资费各局互寄
每重�英�(��二��分) 一分�英�(��二��分) 一分英�(��二��分)     一分

超重×�0单位                             十分

挂号                                           五分

回执                                           五分

                                          二十一分

1904年4月份，全国各地邮局开始采用三格式干支日戳，但北京邮局却

迟至阴历四月（阳历5月）才采用，一来可能椭圆形日戳用了三年多，不想

改变，二来要将数字加入三格式干支日戳来区别分局。1904年5月7日作到达用途的

椭圆形日戳可能是支局较迟使用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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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椭圆形日戳

日月年
43毫米×25毫米

紫色油墨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二分
加贴蟠龙加盖欠资票

2分和10分三枚（合共32分）

天津 (��冬月廿一日/1904.12.27) — 北京 (1904 DEC 28)

至于1904年12月28日最晚发现销在欠资封上的下列另一例，可能是总局内业务调度使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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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椭圆形日戳

北京骡马市 (1902 JAN 1)
 — 北京总局 (JAN 1) 
— 天津 (1902 JAN 2)

 — 秦皇岛

岸资明信片邮资一分

月日年
39毫米×23.5毫米

北京骡马市街邮政分局
PEKING SUB P. O. No. 1

骡马市街邮政分局获得下发四枚英汉椭圆日戳分别为双线和单线，
本页为两件不同尺码的北京骡马市街邮政分局英汉椭圆日戳。亦证明了该局邮件量大，

需要多枚日戳同步处理。

第一版邮资明信片

北京骡马市 (1902 MAR 11) 
— 北京总局 (1902 MAR 11) 

— 上海 (1902 MAR 17) 
— 扬州

岸资信函邮资二分

月日年
39.5毫米×24.5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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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椭圆形日戳

北京骡马市 (1902 JUL18) 

— 北京总局 (1902 JUL 18) 

— 上海 (1902 JUL 24)

 — 广州 (1902 AUG 1)

北京骡马市街邮政分局
PEKING SUB P. O. No. 1

 减资时期资费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一分 

骡马市街邮政分局于1902年下半年又采用两款不同尺码单线戳式，
骡马市街邮政分局为北京第一支局，邮件量众多，所以采用与别不同的

椭圆形日戳，与锥形牌号戳同步使用。

月日年
38毫米×23毫米

北京骡马市 (1903 JUN 8) — 浙江嘉兴

大清挂号执据

41毫米×25毫米

（两戳左右花饰均欠清，估计是八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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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小圆形干支日戳

双���和���的�����和���的���和���的��和���的��

这件贴两枚蟠龙图1分的剪片，
双圈之间充塞了浓厚的油墨，

容易误为粗单圈。

这枚高额飞雁图一元票，左下
双圈之间也充塞了大量的油墨，

所以极易误为粗单圈。

一件贴两枚蟠龙图1分的剪片，左枚票的
销戳明显清晰属单圈，但右枚却因用戳时

把持不定，看来形似粗单圈。

戊申和己酉两枚直隶北京日戳，在长时间使用后，
已分不清究竟因单或双圈的使用不当，

而渐渐变化为粗单圈。

这四枚丁未、戊申、己酉（2）的单圈日戳，因长时间使用仍没清除沾满了浓厚的油墨，
将于不久后也演变成粗单圈的问题。

单圈 单圈 双圈 双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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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小圆形干支日戳

各局互寄信函�资一分�资一分一分

双�干支小日戳在直隶省的早期�用期�用�用

双�—直隶北京二直隶北京二北京二
甲 辰

直隶北京二 (��四月廿一日/1904.6.4) — �东烟台 (��四月廿三日/1904.6.6)北京二 (��四月廿一日/1904.6.4) — �东烟台 (��四月廿三日/1904.6.6)二 (��四月廿一日/1904.6.4) — �东烟台 (��四月廿三日/1904.6.6)��四月廿一日/1904.6.4) — �东烟台 (��四月廿三日/1904.6.6)

�8���6�������������各分局�����������“�号戳”���6�������������各分局�����������“�号戳”��

数�后难逃淘汰�命运，因为戳内并无显示�期，如有延误亦无从追究，使许多��者转托民信局

寄送。大清��总局有见及此，采取双管齐下�措施，一方面在��04�2��开始采�小圆�三格式

干支�戳使发件者�收件者明确掌握�递时间，另一方面�设��铺商�信筒来扩大覆盖网。

在�����干支�戳于阴历甲辰（��04�）二�底送达���率先使�，但已经比

山东省��干支戳�周村�长山迟�二十天，前者双线而后者单线。��0��初北京�总局

�支局采�英汉椭圆��戳后不思改变，集内最早�干支戳封是北京�“二局”

甲辰�四�廿一�，较其他省�迟��个多�。

�书第4�页展示�北京�椭圆��戳在��04�����（�甲辰三�廿二�）�较�使���，三�廿二�）�较�使���，�廿二�）�较�使���，廿二�）�较�使���，�）�较�使���，较�使���，使���，

而下��寄封��之北京�第二支局双�干支小�戳迟�二十�天（甲辰四�廿一�），下��寄封��之北京�第二支局双�干支小�戳迟�二十�天（甲辰四�廿一�），二十�天（甲辰四�廿一�），天（甲辰四�廿一�），

但已是�人目前记录到直隶省干支�戳在�寄封�最早使���。在�寄封�最早使���。最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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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小圆形干支日戳

�会各国明信片�资四分

河南卫辉府 — 直隶北京六 (��五月七日/1904.6.20) 

— 上海 (1904.6.24) — 上海法国客邮局 (1904.6.24) — Paris, France

第二版邮资明信片（回片）

下列之二版邮资明信片由河南卫辉府寄往法国，途径北京，盖上这枚北京第六支局全汉文

双圈小圆国内日戳，却不采用汉英半切日戳销盖，到达上海后才盖上国际日戳。

双�—直隶北京�直隶北京�北京��
甲 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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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小圆形干支日戳

直隶北京十二 (��冬月三日/1904.12.9)

— �东烟台 (��冬月七日/1904.12.13)

— 黄县 (��冬月十日/1904.12.16)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二分

直隶北京十三 (��八月十四日/1904.9.23)

— 江苏苏州 (��八月廿日/1904.9.29)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二分

北京全汉文小干支日戳于甲辰年间已见使用双圈日戳，而北京所有分局亦获配发而广泛使用。

双�—直隶北京�二���直隶北京�二���北京�二����二���
甲辰



5�

直隶北京 小圆形干支日戳

直隶北京 (乙巳七月九日/1905.8.9)

本埠信函邮资一分

直隶北京 (丙午七月廿六日/1906.9.14)

本埠信函邮资一分

北京各分局之全汉文双圈小干支日戳，在乙巳（1905年）和丙午（1906年）继续使用。

双�—直隶北京���二直隶北京���二北京���二���二二
乙巳�丙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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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小圆形干支日戳

双�—直隶北京

甲辰�乙巳�丙午

上格直隶、下格北京之日戳，虽最早只见甲辰八月，但判断应为北京总局使用。惟下图

自骡马市寄出的实寄封，挂号手戳内相应显示了骡马市这个分局局名，因此相信本人仍需努力

不懈去寻找充分资料解答才成。

甲辰 乙巳

�埠信函  一分

挂号          五分

                  六分

直隶北京 (丙午六月十一日/1906.7.31)

“挂号”误为“卦号”

丙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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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小圆形干支日戳

双�—直隶北京

丁未�戊申

各局互寄信函�资二分

直隶密云 (丁未六月廿五/1907.7.5)

— 直隶北京 (丁未六月廿八日/1907.7.8)

— 直隶天津 (丁未六月廿八日/1907.7.8)

大清快信函件

另贴快信资费凭证

上海丙 (戊申四月初一/1908.4.30)

— 直隶北京 (戊申四月六日/19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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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小圆形干支日戳

双�—直隶北京

己酉 庚戌

大清快信函件
另贴快信资费凭证

直隶北京 (己酉正月廿八日/1909.3.4) 就地投递

己酉�庚戌

贴大清快信
资费凭证痕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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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小圆形干支日戳

北京��“宋体”干支小�戳在乙巳�尾出现，�人记录到三件�封，以�件

乙巳冬�初四为最早，另�件为乙巳冬�初五及乙巳腊�某�。此外，�书附录之

“��局�”亦证��采�“宋体”干支小�戳之�局分���，但不�����。采�“宋体”干支小�戳之�局分���，但不�����。�“宋体”干支小�戳之�局分���，但不�����。

宋体双�—直隶北京直隶北京北京
乙 巳

本件邮封另有一个特色：寄信者托文报
局转交邮局寄递，封背“人字第十五号
十一月初一日辰时接发马号”及封面的
批注：“文报局乙巳冬月初五日到”是
最佳佐证，可以说是文报局及邮政官局
合作投递之佳封。

各局互寄                   二分
超重                          二分

 四分

奉天 (乙巳冬月/1905.11)

 — 直隶北京 (乙巳冬月初四/1905.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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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小圆形干支日戳

单��北京�城干支小�戳已十分罕见（见第6�页），见第6�页），页），

意想不到还有双�“宋体”型�北京�城干支小�戳，更是可遇不可求��品。

宋体双�—直隶北京�双�—直隶北京�直隶北京�北京�
丙 午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二分

直隶北京城� (丙午七月十二日/1906.8.31) — 天津北京城� (丙午七月十二日/1906.8.31) — 天津二日/1906.8.31) — 天津日/1906.8.31) —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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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小圆形干支日戳

直隶北京寅 
(庚戌三月十八/1910.4.27)

— 延寿寺街

本埠信函邮资一分

直隶北京卯
（庚戌腊月廿二/1911.1.22）

— 河南郑州（庚戌腊月廿六/1911.1.26）

各局互寄            三分

超重                   三分

挂号                   五分

回执                   五分

                       十六分

（掉1分票一枚）

双�—直隶北京���直隶北京���北京������
庚 戌

        北京某些分局之全汉文小干支日戳下格不采用数字而改为植入地支来代表分局，
目前双圈日戳只记录得“寅”和“卯”字两个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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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小圆形干支日戳

下格植入特殊文字—“文”

双�—己 酉

大清快信函件

另贴快信资费凭证

直隶北京文 (己酉十月廿二日/1909.12.4) — 上海

北京�小干支�戳下格居中植入“文”字，最早出现于加紧信件函件�，可能是专责处理加紧公文投送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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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小圆形干支日戳

双�— 北京快信

《清��戳志》提及“��0����事务报�（英文版）中有一段述及快递函件”，大清

开�快递业务�发�快递�资凭证始于��0��间，而大清时期唯一以“快信”字样作

���戳�，只见�格“北京�”，下格“快信”一种，约于己酉（��0��）下��开始使�。

己 酉

大清快信函件
另贴快信资费凭证

 湖北沙市收快信差 — 北京 (己酉八月十六日/190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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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小圆形干支日戳

双�—北京派信处
己 酉

 重庆 — 北京 (己酉十月廿九日/1909.12.11)  

大清快信函件
另贴快信资费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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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小圆形干支日戳

直隶北京�有一种����线型单�干支小�戳，��双�之间�����而变�单��北京�有一种����线型单�干支小�戳，��双�之间�����而变�单��有一种����线型单�干支小�戳，��双�之间�����而变�单��

经过研究后，认为有可能因双�之间�����而构�或单�因�务员�盖时把持

不定�����肥现象。

各局互寄信函�资二分

���—直隶北京�直隶北京�北京�
甲 辰

浙江百宫 (��九月四日/1904.10.12) — 浙江 (��九月/1904.10)
— 江苏上海 (��九月六日/1904.10.14) — 直隶北京六 (��九月十一日/1904.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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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小圆形干支日戳

北京（乙巳八月六日/1905.9.4）
— 北京（卅一年八月初六/1905.9.4）

直隶北京�“宋体”双�干支小�戳较早期出现于乙巳�，但同�出现�“宋体”�单�

小干支�戳，惟已将“乙巳”改为光绪“卅一”�。

宋体���—直隶北京
光绪“卅一”

��改为“光绪卅一”�为“光绪卅一”�光绪卅一”�卅一”�

各局互寄信函�资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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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小圆形干支日戳

宋体���—直隶北京
光绪“卅一”

�页再展示�件直隶北京��戳��改为光绪“卅一”���品供各位参阅。

宋体单�下格植入地支来�表分局，只记录得“午”�“申”�种。

 地支：午  地支：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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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小圆形干支日戳

各局互寄信函

�资二分

���—直隶北京直隶北京北京
丁未�己酉�己酉

河南 (丁未正月廿一 /1907.3.5 )正月廿一 /1907.3.5 ) /1907.3.5 )
— 河南卫辉贰贰

— 直隶北京 (丁未正月廿三日/1907.3.7)直隶北京 (丁未正月廿三日/1907.3.7)北京 (丁未正月廿三日/1907.3.7)

直隶北京 (己酉二月十三日/1909.3.4)

�埠信函�资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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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小圆形干支日戳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二分

直隶北京丑 (庚戌四月十六日/1910.5.24) 
— 枕头 (庚戌四月十六/1910.5.24) — 太原 (庚戌四月十七日/1910.5.25) — 文水 (庚戌四月十八日/1910.5.26)

���—直隶北京���—直隶北京�直隶北京�北京��
庚 戌

北京一些支局的全汉文小干支日戳下格不采用数字而改为植入地支来代表分局，
目前粗单圈只记录得“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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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小圆形干支日戳

如果�单��戳确�存在，那么单��戳稍�期才开始使�。        

�页展示之“北京�城”�第60页之双�宋字“北京�城”干支小�戳�寄封��罕品。展示之“北京�城”�第60页之双�宋字“北京�城”干支小�戳�寄封��罕品。�第60页之双�宋字“北京�城”干支小�戳�寄封��罕品。之双�宋字“北京�城”干支小�戳�寄封��罕品。

��—直隶北京�直隶北京�北京�
戊 申

四川荣邑 (丁未腊月十日/1908.1.13)）
— 四川重庆三 (丁未腊月十五日/1908.1.18) — 直隶北京城� (戊申正月八日/1908.2.9)十五日/1908.1.18) — 直隶北京城� (戊申正月八日/1908.2.9)/1908.1.18) — 直隶北京城� (戊申正月八日/1908.2.9)直隶北京城� (戊申正月八日/1908.2.9)北京城� (戊申正月八日/1908.2.9)

各局互寄          二分
超重                 二分
挂号                 五分

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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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小圆形干支日戳

北京（戊申二月廿九日/1908.3.31）
— 上海（戊申三月初四/1909.4.4）

“戊申”误作“戍申”��子，在其他省�十分罕见，想不到北京��局又将错字植入�戳。

��—直隶北京直隶北京北京
戊申误作戍申

“戊申”误作“戍申”戊申”误作“戍申”误作“戍申”戍申”

各局互寄         二分

挂号                 五分

                         �分

直隶北京 (戊申腊月二十日/1909.1.11)

�埠信函�资一分

戊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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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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 (庚戌三月廿八/1910.5.7) 

— 直隶北京 (庚戌四月四日/1910.5.12)

��—直隶北京直隶北京北京
己酉�庚 戌

直隶北京 (己酉五月廿一/1910.7.8) 

— 天津城� (己酉五月廿一/1910.7.8) 

大清快信函件

另贴快信资费凭证

“己酉”误为“巳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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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小圆形干支日戳

单圈干支日戳下格植入地支来代表分局，只记录得“未”一种，但分别有宋和楷体字。

楷体字宋体字

本埠信函邮资一分

北京未就地投递 (戊申正月十二/1908.2.13)

楷体字

��—直隶北京未直隶北京未北京未未
丁未�戊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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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小圆形干支日戳

左件发出时为
四月三十日， 
即临时参议院
开院之次日，
而日戳中的

三十是由十三
倒置而成。

下格植入特殊文字—“ ”（参议院）
民国元年四月廿九日，临时参议院开始在北京议事，议院内所设之临时邮局

将“ ”字嵌入单圈型正规日戳以资识别。这种嵌有“ ”字的单圈型正规日戳

在元年五月中继续使用，如右图的收信者是另一位蒙古议员。

直隶北京  (元年四月三十/1912.4.30)

本埠信函邮资一分

直隶北京  (元年五月十五/1912.5.15)

本埠信函邮资一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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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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腊月十五/1908.12.8)��腊月十五/1908.12.8))
— 杨村 (��腊月十七/1908.12.10)��腊月十七/1908.12.10))

— 北京甲 (��腊月十八/1908.12.11)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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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分明信片�资�分�资�分�分分

各局互寄信函�资�分信函�资�分�资�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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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三分信函�资三分�资三分三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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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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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各国信函   十分

超重                 六分

挂号                 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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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十一/1908.5.10) 
— 秦皇岛

各局互寄          �分
挂号                 五分
                        七分

左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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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腊月廿二/1909.1.13)
— 四川成都

地支—寅

各局互寄          �分

挂号                 五分

回执                 五分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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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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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分信函�资�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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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三分信函�资三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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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超重                 �分
挂号                 五分
回执                 五分
                     十四分

各局互寄信函�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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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地支—巳、午

本埠信函�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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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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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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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腊月十一/1909.1.2) 
— 九江 (��腊月廿八/1909.1.19)

— 南安府 (己酉正月初十/1909.1.31)

各局互寄          �分
挂号                 五分
回执                 五分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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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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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分

北京戌就地投递
(辛亥十月十七/1911.12.7)

本埠信函�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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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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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本埠信函�资�分

民国初年沿用地支—申

北京第六号信柜 —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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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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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志》记录了北京�局在1907年至1909年间已设置收信班次手戳 
  大  清  �  政（见289页），到了己酉年底或辛亥年初，又将  “大”、“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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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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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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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英汉腰框干支日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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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的收信班次。以本人见闻，第�班的“大”字较罕，而“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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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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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三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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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三分

“�”字特大

各局互寄信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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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次”、“三次”和
“四次”，来代替“大”、“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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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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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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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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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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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脱离海关，帛黎继任�政总办后，为了挤垮民信局在�务上的竞争，于同年六月
指令北京�政总局改订�政新章程，将京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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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总办帛黎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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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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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陷于瘫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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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日在取消加班的条件下，北京信差才复工。
虽然北京�工的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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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投递 (八月/8)

本埠信函�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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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上“京都西城”确定了�局位于城西。

这两件的“西”字嵌在中格右方，略有不同，上�件删去年份，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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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三分

各局互寄信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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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字改作�字改作�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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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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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分

本埠信函�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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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分

北京十六
（二年六月初二/1913.6.2）

本埠信函�资�分

元字改为�年

北京十六
（二年四月十四/1913.4.14）

本埠信函�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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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实“参”字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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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九�○）九月初�日举行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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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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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全汉文腰框干支日戳 

本埠信函�资�分

“……且政府不经院议而拟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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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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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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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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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廿八日至�年四
月八日，历时�年另两个多月，
提供了三种日戳给�友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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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全汉文腰框干支日戳 

北京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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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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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较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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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隶北京东 
(��八月廿九/1908.9.24)

本埠信函�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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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分

下格植入特殊文字—“东”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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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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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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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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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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各国信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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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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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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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奉线
    

        1877年，李鸿章委任怡和洋行买办出身的轮船招商局总办唐景星招股组织“开平煤矿公司”

在直隶东部开平县唐山采煤供应北洋海军、轮船招商局和天津机器局(兵工厂)。该公司1879年

请求建筑一条从唐山到北塘的铁路，为清朝政府内部的守旧势力反对。由于利用运河来代替铁路之

措施，经地形勘测后不可行，所以重新申请建筑较短的铁路，由唐山至胥各庄(今丰南县)，胥各庄

到阎庄(芦台—今宁河县附近)则开掘运河，连接已有的蓟运河，通至北塘海口。这个新申请总算

勉强被批准了。这条铁路长10公里，1881年初开工修建，同年6月9日开始铺轨，11月8日举行

通车典礼，命名为唐胥铁路，为中国自办的第一条铁路。

1885年清朝政府在中法战争中失败后觉得海军力量的薄弱，引起“铁路开通可为军事上之

补救”言论，李鸿章也乘机在1886年奏准把唐胥铁路延展至芦台，并于1887年筑成，两段共长

45公里，称唐芦铁路。同年，总理海军衙门奏请修筑津沽铁路，把唐芦铁路向南展筑至大沽，再

到天津，并拟向北展筑至山海关，这个比过去规模大得多的筑路计划，也在巩固海防和东北边防

的名义下获得批准。前述的“开平煤矿公司”也逐渐发展至“开平铁路公司”后再改组和扩大

为“中国铁路公司”，添募商股，另辅以官款，积极施工筑路，到了1888年秋完成了芦台

到塘沽和天津的一段，长86公里。至此，东起唐山，西至天津全线130公里通车。

按原定计划，唐山天津间铁路筑成后向东延长到山海关，铁路公司决定把铁路从天津修到北京

附近的通州，称为津通铁路，虽然获得了批准，但反对声浪抬头，反对派认为一旦外国军队从大沽

口登陆，就能利用铁路长驱直入，攻进清朝统治的心藏，这等于是“开门揖盗”。经广泛议论后

津通铁路被搁置，改修腹地铁路，从北京附近的芦沟桥起到汉口止，简称芦汉铁路。

李鸿章不甘心他一手垄断的唐津铁路从此停工，他转而策划修筑唐山到山海关的铁路，1889年由

唐山向北展筑，1890年修成24公里到古冶林西煤矿。1891年4月清朝政府派李鸿章督办关东铁路，把

原拨给芦汉铁路的官款改拨给关东铁路，并在山海关成立“北洋官铁路局”。筑路工程在1890年就

从古冶开始向东进行，因滦河大桥所处之河床沙层很深，工程缓慢，直至1894年关内铁路才告完工

通车，同年再修至中后所(今绥中县)，但未通车营业，8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工程被迫停顿。至

中日甲午战争为止，山海关内外铁路，西起天津，东到中后所，共长348公里，后来发行债券集资，

其中之一是1899年2月6日大清帝国以年息5厘债券集资230万英镑，以最低面额100英镑不记名债券方

式进行，为期45年。发行债券的公开章程和表格，使认购者充份掌握相关的资料和数据。债券集资

后延长的铁路成为“津榆铁路”，继改为“关内外铁路”，后又称“京奉铁路”和“北宁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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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奉线

69津京邮政车、京津铁路邮政信箱
69津京邮政车戳记为中国最早期采用的火车邮戳，用于天津至北京段，1900年初

已见使用，因义和拳运动拆毁该段铁路，此戳只用了数月。张著Ⅶ/77页

展示一件一次邮资片，年份不详，内圈的数字是70而非69。

本件明信片先贴蟠龙四分票，请求盖销Ⅰ型邮政车戳（1900年），数年后在1904年3月

时加贴德国邮票经北京之德国客邮寄至德国。

孙志，张著均无此型木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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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奉线

北京—山海关第一号
1903年6月份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一分

北京—山海关第二号

请求盖销片

孙志267页记载北京—山海关邮政信车邮戳最早见1903年5月，同式有二号，以及

塘沽、天津等往返地名。多种戳记外圈直径约40-41毫米，内圈约27.5-28毫米，上环

英文 I.P.O.—R.M.S.是IMPERIAL POST OFFICE—RAILWAY MAIL SERVICE

（帝国邮政局—火车邮件服务）的缩写，下环中文“北京—山海关第一号或第二号”，

内圆为下环之英文意思。张著及本人均无此型北京—天津邮政信车邮戳之记录。

北京—山海关第一号

铁岭 — 牛庄 (1903 JUN 12) 
— 北京/山海关第一号邮政信车 

— 山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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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奉线

北京—塘沽第一号

邮会各国明信片四分

 本页展示两件明信片，上图1904年，由北京—塘沽第一号的邮政信车戳记销票，

下图1905年，邮政信车戳记比较清晰，也是一号戳式。两件明信片皆由塘沽

投递至天津再经海路送往上海转交上海之法国客邮投送至德国。

北京/塘沽第一号邮政信车 — 上海 (1904 OCT 12) — 上海法国客邮局
 (1904 OCT 13) — Zittau, Germany (1904.11.17)

北京 (1905 MAY 13) — 北京/塘沽第一号邮政信车 — 直隶塘沽 (乙巳四月/1905.5) 
— 上海 (“19”MAY 18) — 上海法国客邮局 (1905 MAI 19) — Mulheim, Germany (190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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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奉线

北京丑 (丁未腊月初九/1908.1.12) — 北京/塘沽第一号邮政信车 — 天津 (DEC 31)

本页上图展示国内段的明信片业务使用；下图则为第二号信车的戳式。

各局互寄明信片邮资一分

北京—塘沽第二号

各局互寄明信片邮资一分
（溢贴1分）

北京/塘沽第二号邮政信车 — 天津 (甲辰九月十九/1904.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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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奉线

本页展示之两件明信片，由北京至山海关第一、二号邮政信车牌号戳销票，

两者均为1905年，与140页两件明信片相同，俱由天津转上海后由海路投递。

邮会各国明信片邮资四分

邮会各国明信片邮资四分

北京至山海关第一号邮政信车 — 直隶塘沽 (乙巳七月十四/1905.8.14) 
— 上海 (1905 AUG 18) — 上海英国客邮局 (1908 AU 21) — South Lambeth, S. W., England (1905 SP 25)

北京至山海关第二号邮政信车 — 直隶塘沽 (乙巳七月十二/1905.8.12) 
— 上海 (“13” AUG 16) — 上海法国客邮局 (1905 AOUT 17) — South Lambeth, S. W., England (1905 SP 22)

第一号、第二号北京至山海关

（孙志266页据国外邮刊报道，上行为“第二段”，这种用段代替号的手戳，孙志、张著及本人均无实物记录，恐怕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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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奉线

第三号北京至山海关

 北京至山海关第三号邮政信车 — 直隶某局 — 广东广州 (腊月十八日/1905.1.23)

各局互寄明信片邮资一分

(图片由祝业平先生提供，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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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奉线

圆形四格式邮政信车戳记较为普及，起点及终点变化多端，

本页展示的明信片，销山海关至北京邮政信车戳记，上格分别为第一和第二。

山海关至北京第一邮政信车 — 天津 (APR 6)

各局互寄明信片邮资一分

各局互寄明信片邮资一分

山海关至北京第一、第二邮政信车

山海关至北京第二邮政信车 — 天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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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奉线

山海关至北京第三邮政信车 — 天津 (AUG 11) — 天津法国客邮局 (1908 AOUT 11)

各局互寄明信片邮资一分
（溢贴1分）

山海关至北京第三邮政信车
张著Ⅷ/17页记载山海关至北京邮政信车有第三号，但无实物佐证，而孙志并无记录第三。

各局互寄明信片邮资一分

山海关至北京第三邮政信车 — 天津 (1907 OCT 12) — 天津德国客邮局 (1907.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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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奉线

北京至山海关邮政信车邮戳，出奇地稀少，孙志及张著均无实物。这件为本人所见的第二件

北京至山海关第一邮政信车戳记，下页更是唯一所见之第二号邮政信车戳记。推测北京至山海关

第三号邮政信车应与山海关至北京第三邮政信车并存，遗憾暂时无实物佐证。

邮会各国明信片邮资四分

北京至山海关第一邮政信车 — via Siberia — North Wales, Great Britain

北京至山海关第一邮政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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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奉线

北京至山海关第二邮政信车

各局互寄明信片邮资一分

北京至山海关第二邮政信车 — 正定府 — 保定府

(图片由祝业平先生提供，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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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奉线

由塘沽至北京第一邮政信车 — 天津 (1907 SEP 9) — 上海 (1907 SEP 14) 
— 香港 (1907 SP 20) — Dapcau, Tonkin, Indo-Chine (1907 SEPT 24)

由塘沽至北京第二邮政信车 — 天津 (1908 JAN 26) — 上海 (1908 JAN 29) 
— 上海法国客邮局 (1908 JANV 29) — Tonkin, Indo-Chine

邮会各国明信片邮资四分
（欠资2分）

邮会各国明信片邮资四分

由塘沽至北京第一邮政信车
张著Ⅷ/17页记录了由塘沽至北京第二邮政信车木戳，但无实物佐证。

同时，张著Ⅷ/73页之手绘手戳，应为第二而非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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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奉线

由北京至塘沽第一邮政信车

各局互寄明信片邮资一分

由北京至塘沽第一邮政信车 — 塘沽

(图片由祝业平先生提供，谨致谢意！)



152

直隶北京 京奉线

各局互寄明信片邮资一分
（溢贴1分）

京至津信车一 (丙午腊月初二/1907.1.15) — 天津 (1907 JAN 15) 
— 上海 (1907 JAN 19) — 上海工部间 (1907 JAN 19) 

京至津信车一、京津火车一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三分

京津火车一 (七年三月二十/1918.3.30)
— 直隶 (三月二十/3.20)
— 北京 (三月廿一/3.21)

— 京奉慢车天津二 (七年三月廿二) 
— 天津 (1918 MAR 22) 

— 大通 (七年三月廿七/1918.3.27) 
— 徽州 (七年三月卅一/191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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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奉线

腰箱型干支纪年的京榆快车和慢车邮政信车日戳，派押局己改为天津总局。

京榆快车天津一 (辛亥三月廿五/1911.4.23) — 天津 (1911 APR 23) — 天津法国客邮局 (1911 AVRIL 24)

京榆快车天津一、二

各局互寄明信片邮资一分

京榆快车天津二 (庚戌九月廿九/1910.10.31) — 天津 (1910 OCT 31) — 天津法国客邮局 (1910 OCT 31)

各局互寄明信片邮资一分
（溢贴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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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奉线

直隶胥各庄 (辛亥三月初十/1911.4.8) — 京榆慢车天津一 (辛亥三月初十/1911.4.8) — 天津 (1911 APR 8) 
— 天津 (辛亥三月初十/1911.4.8)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三分

(图片由祝业平先生提供，谨致谢意！)

京榆慢车天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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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奉线

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日军擅自建成新民屯至奉天省城（今渖阳）以西的皇姑屯一段窄轨

轻便铁路。1907年3月，中国备价将它赎回后改为标准轨距，是年8月，关内外铁路改称为京奉铁

路，但京奉字样并未在日戳中出现，该时沿用的火车日戳以腰箱型京榆（北京/山海关）、津榆

快车或慢车干支日戳居多。1911年8月，中日两国达成京奉铁路与南满铁道用立交桥相互通过的办

法，前者由桥下通行，后者由桥上通行，迨后清政府更将皇姑屯铁路展筑至奉天省的小西边门

（称奉天城站），1912年北京至奉天开行直达列车，而日戳亦开始用京奉代替京榆或津榆。

京奉快车日戳为京奉日戳中之最早出现邮戳，
本件日期为元年（1912）六月廿六。

北京 (1912 JUN 26) — 京奉快车一 (元年六月廿六 ) — via Siberia — Berlin，Germany

各局互寄明信片邮资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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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奉线

到了民国二年（1913），日戳下格内“快车”字样改为分段所取替，第一段

有三、四、五、六、七、十一及十三，第二段有十五、十六及十七，第四段见十八及十九。

有关邮封已在拙作藏品集第2集《东三省》内披露，请参阅。

拙作Ⅱ/202页 拙作Ⅱ/203页 新增 拙作Ⅱ/205页

拙作Ⅱ/205页 拙作Ⅱ/206页 张著Ⅶ/93页

张著Ⅶ/21页，无
实物，未注明出处

拙作Ⅱ/207页 拙作Ⅱ/208页 张著Ⅶ/101页祝业平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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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奉线

京奉第二段十六 (二年一月十日/1913.1.10) — 奉天 (1913 JAN 11) — Indiana, U. S. A.

京奉第一段五、第二段十六

邮会各国明信片邮资四分

(图片由祝业平先生提供，谨致谢意！)

京奉第一段五 (二年一月十三/1913.1.13) 
— 天津 (1913 JAN 13) 

— 葛沽 (二年正月十四/1913.1.14)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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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奉线

各局互寄明信片邮资一分

京奉信车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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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奉线

本页之京奉快车日戳与第152、153页相同，只是京奉代替了京榆或津榆，

民国年份代替了干支纪年，但派押局仍是天津总局。

京奉快车天津二 (八年一月十四/1919.1.14)
— 直隶丰台 (八年一月十四/1919.1.14)

— 张家口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三分

京奉慢车、快车天津二

京津火车一 (七年三月二十/1918.3.30)
— 直隶 (三月二十/3.20)
— 北京 (三月廿一/3.21)

— 京奉慢车天津二 (七年三月廿二) 
— 天津 (1918 MAR 22) 

— 大通 (七年三月廿七/1918.3.27) 
— 徽州 (七年三月卅一/1918.3.31)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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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奉线

1914年7月，中华邮政创办火车行动邮局，大清时期只刻“邮车”或“信车”的

邮政信车邮戳陆续统一用“火车邮局”字样，但京奉邮戳却改为腰框型行动邮局日戳，

上格为 BUREAU AMBULANT NO.1 行动邮局（1、2或3），下格为 PEKING-MOUKDEN 

京奉，中格用英文标示月份，年份及日期用阿拉伯数字。

 1916年由天津寄出的4分帆船邮资片，加盖了
Service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俘虏邮件）字样，

循京奉铁路到达哈尔滨后再经满洲里及俄国。

天津 (1916 JAN 15) — 天津府 (洪宪元年一月十五/1916.1.15) — 京奉行动邮局3 (1916 JAN 18)
— 哈尔滨Ⅱ (1916 JAN 19 ) — 满洲里 (1916 JAN 21) — via Siberia — Copenhagen, Denmark 

邮会各国明信片邮资四分

京奉行动邮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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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奉线

全国的火车邮局日戳渐渐统一成为腰箱型英汉或汉英文日戳，上格为BUREAU AMBULANT No_，
火车邮局（  ），中格日、月、年，下格为中英文起站及终点站。

京奉行动邮局日戳竟然用至1930年间，及发现极小量在封上作销票之用。

京奉行动邮局1-2 (1930 SEP 14) — 南京甲 (十九年九月十九/1930.9.19 ) — 机盖戳 (1930 SEP 20)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四分

京奉（英文奉京）行动邮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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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奉线

第三十七节 京奉铁路（节录自《中国铁路史》）

京奉铁路即关内铁路，后改名北宁铁路，即宁沈铁路。

我国筑路之成功，以河北唐山至胥各庄一段为最早，此为京奉即北宁铁路干线发轫之始。此

段之兴筑原是由开平矿物局主办、以运煤为主。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另组开平铁路公司、由

伍廷芳氏任总理，向矿物局收买已成的唐胥一段铁路，并展筑至卢台，成为完全商办且系专用性

质之铁路。

一八九○—一八九一年军事当局因山海关驻有军队，建议铁路展筑至关。李鸿章且为经营东

三省及巩固国防起见，拟有关外铁路计划，因此清廷特派李鸿章督办关东铁路（包括关内外），

设局于山海关，名曰北洋官铁路局。一八九二年通至滦州，一八九四年通至山海关。同时关外亦

开始动工，修至绥中县（中后所）而中日第一次之战发生。迨中日和议告成，李鸿章复请准将路

由天津向西展筑至卢沟桥，以达北平。同时将天津至古冶一段之商路收归国有。从前商股均换发

五厘公债。津卢一段旋于一八九七年七月接通至北平之永定门，自是关内一段铁路粗告完成。

关外一段，俄人对用英籍工程师之修筑曾出而阻挠，后经英俄两方另为其他利益的协议，始

继续修筑。但以工款困难，工用浩大，遂从事借款。其时外人正拟投资于我国始其经济侵略，乃

由关内外铁路督办大臣胡燏棻与中英公司代表谈判，于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八月订立借款

合同。其大要如下：

一、借款英金二百三十万镑（约合银币一千六百万两）。其用途为： （一）备还津榆津卢

路所欠各款约三百万两。   （二）备天津至山海关段三年内应添各工程，及增造车辆之用，约

一百五十万两。 （三）继续展筑由中后所至新民厅一段铁路，于三年内完成。

二、以路产及收入为担保。如展筑路线或兴修支线款项不敷时，应向中英公司筹借。

三、借款本息由中国国家作保。如本息未能依期偿还，应将全路及其产业交公司派人暂代管

理，至本息归还为止。

四、在借款期内，总工程师应用英人。办事首领人员均用干练欧人充当。

五、借款九折实付，年息五厘。

六、借款以四十五年为期。自第六年起，平均分四十年归还。

按清政府自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设立铁路总公司之后，一切铁路向外错款均由督办大

臣盛宣怀统筹，惟关内外铁路不在总公司范围内，单独由胡燏棻办理。

借款订立后，路工即继续进行。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通至锦县沟帮子，翌年完成沟

帮子至营口支线，六月通至大虎山，而拳乱发生。嗣联军登陆，关内一段由英军派员管理，将北

平车站由永定门展至正阳门。关外一段则由俄人管理。和议成后，关内段由英军归还，关外段则

俄人擅将铁路车辆及器材运走，并尚向我索取占路时修养铁路各费，其后亦退兵交还。我国接管

后，铁路重复继续进行。沟帮子至新民厅一段遂于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十二月竣工。

光绪三十年（一九○四）日俄战起，日本为谋军事便利，擅自接筑奉天（沈阳）至新民一段

狭轨轻便铁路。翌年中日议定由我备价日金一百六十六万元，将其收回，并由我向南满铁路会社

借日金三十二万元改新奉一段为标准轨，而以由南满借款半数兴筑吉长铁路为交还新奉段之交换

条件。此段改轨后复于宣统三年接筑至沈阳城根，自是全线告通。正名为京奉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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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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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奉线

天津至唐山或唐山至天津圆形四格信车邮戳，孙志、张著及林稿俱无实物佐证。

张著Ⅷ/17页记录了第二邮政信车由塘沽至北京木戳，但无实物佐证。
同时，张著Ⅷ/73页之手绘手戳，应为第二而非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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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奉线

北戴河邮局在戊申年（1908）广泛地利用火车邮局投递邮件，并在邮件上盖上Ⅸ型木戳，FT
是指FIRST TRAIN（下一班火车），5.00AM是指早上五时，原是指示邮局工作人员将邮件交

翌晨五时的火车投递。

各局互寄明信片邮资一分

直隶北戴河 (戊申六月廿三/1908.7.21) — 火车邮局FT — 天津 (1908  JUL 21)

各局互寄明信片邮资一分

直隶北戴河 (戊申六月廿三/1908.7.21) — 火车邮局FT — 天津 (1908  JUL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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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奉线

本页上封记载原来下午一时半也有火车班次。
估计最迟一班火车在下午五时驶离北戴河车站。

直隶北戴河 (戊申七月十五/1908.8.11) — 火车邮局FT — 奉天 (1908 AUG) — via Siberia 
— Saalfeld (1908.8.29) — Berlin, Germany (1908.8.29)

直隶北戴河 (戊申六月廿三/1908.7.21) — 奉天 (1908 JUL 22)   
— Amherstrmass (1908.AUG.15) — Massachusette, U. S. A.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十分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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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本件邮资片由上海寄北京，误投北戴河后盖上 FT 木戳后送回北京，但无加盖火车时间的手戳。

上海甲 (廿八) — 上海 (“15” JUN 26) — 北京 (8 JUL 1) — 直隶天津 (戊申六月初四/19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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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汉线

京汉铁路又名芦汉铁路，由北京芦沟桥至汉口，全长1214.5公里（北京前门西站至汉口玉带门

车站），在1906年4月1日黄河大桥尾段工程完成后全线通车。根据1896年6月26日盛宣怀与比利时

合股公司签订之《芦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及《芦汉铁路行车合同》，借比款112,500,000

法郎（合450万英镑），息五厘，九扣，以芦汉铁路及其机车车辆、料件、行车进款为担保，期限30

年，前十年付利不还本。《行车合同》规定在借款期中，一切行车事务由比公司代理，因比公司急

于达到分占余利，获取最大利润的目标，但求铁路早日建成，不顾施工质量的次劣，加上工程技术

标准低及设计不合理，以致通车后的几十年里，使中国蒙受不应有的营运损失极为严重。

 

京汉铁路地处中原，为南北交通要道，沿线人口绸密，物产丰富，大量的煤炭和河南的大宗

农产品都需由该路运输，客货运业务十分发达，营业盈余逐年增加，1907年财务统计时，总收入

为980万余元，支出为669万余元，盈利已达221万余元之多。由于《借款合同》第5条明白确定：

“在1907年以后，中国无论何时，可将错款还清，一经全述，所有合同即时作废”。大清政府

不甘心让比利时这个债主分取二成余利，在1908年筹足还款并于1908年12月28日将还款统在巴黎

交付，自1909年1月1日起，所有点收及交收工作完成后，中国收回了京汉铁路的管理权。

京汉线由北至南的大站名称如下：

北京——保定——正定(石家庄)——彰德(郑州)——驻马店——信阳——汉口

彰至驻大清邮政信车一、二
彰（彰德，今郑州）至驻（驻马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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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汉线

彰至驻大清邮政信车三
彰至驻的信车戳记有小号的，也有如本页稍大型的，惟孙志和张著均没详细分别记载。

此特殊信车戳式，民国成立初期仍继续沿用。

彰至驻信车三 — 北京 (1910 DEC 7) — 北京法国客邮局 — via Siberia — Etranger, France (1910 DEC 24)
 — Chicago, U. S. A. (1911 JAN 6)

      (上图由祝业平先生提供，谨致谢意！)

邮会各国信函邮资十分

邮会各国信函邮资十分

彰至驻信车三 — 某局 (三月初八/3.8)— 北京 (1912 MAR 10) — 北京法国客邮局 (1912 MARS 12) 
— via Siberia — Paris, France (1912 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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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汉线

京汉铁路邮政局 — 汉口（1904 JUN 4） — 上海（1904 JUN 8）
— 上海法国客邮局（1904 JUIN 8）— Gand, Belgique

邮会各国明信片邮资四分

京汉铁路邮政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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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汉线

备注：孙志、张著均无记录
V型正至京日戳

京至正信车五、正至京信车五

京（北京）至正（正定、今石家庄）、正（正定，今石家庄）至京（北京）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二分

京至正信车四 — 直隶丰镇 (丁未四月十一/1907.5.22)— 直隶天津二 (丁未四月十一/1907.5.22) 
— 直隶天津五 (丁未四月十一/1907.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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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汉线

京至彰信车三
京（北京）至彰（彰德）

京至彰单圈小干支日戳在丁未年1907年已开始使用，到了1909年1月1日，

京汉线全线通车应改用京汉日戳，但后页信封庚戌（1910年）仍沿用旧款的京至彰小干支日戳。

京至彰信车三 (戊申二月初五/1908.3.7) — 北京 (1908 MAR 7) — 北京法国客邮局 (1908 MARS 8 )
 — via Siberia — Beauvais, Oise, France（1908.3.30）

京至彰信车三 (戊申二月初五/1908.3.7) — 北京 (1908 MAR 7) — 上海 (1908 MAR 12)
— 上海法国客邮局 (1908 MARS 12) — Beauvais, Oise, France

邮会各国明信片邮资四分

邮会各国明信片邮资四分

两枚由同一人同时寄出同一地址的明信片，均销“京至彰信车三”戳记，上枚由于写上“via Siberia”，北上

经西伯利亚铁路；另一枚没注明“via Siberia”，却南下到上海走海路。(图片由祝业平先生提供，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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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汉线

京至彰单圈干支型日戳目前共记录到一、二、三、四、五的编号。

京至彰（庚戌七月初六/1910.8.10）— 北京（1910 AUG 10）
— 北京法国客邮局（1910 AOUT 11） — via Siberia — Bruxelles, Belgique（1910 AOUT 25）

年月日左读

邮会各国明信片邮资四分

京至彰信车四、五

京至彰信车五（丁未七月初七/1907.8.15）
— 直隶北京（丁未七月初七/1907.8.15）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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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汉线

孙志、张著俱无记录到“彰至京”单圈干支型日戳

彰至京信车一 (庚戌七月初七/1910.8.9) —北京 (1910 AUG 11)
 — 北京法国客邮局 (1910 AOUT 12) — via Siberia — Targoviste，Romania (1910 AUG 28)

邮会各国明信片邮资四分

彰至京信车一、四
彰（彰德）至京（北京）

邮会各国明信片邮资四分

彰至京信车四 (庚戌八月初十/1910.9.13) — 北京 (1910 SEP 13)
 — 北京法国客邮局 (1910 SEPT 14)  — via Siberia — Broxelles, Belgique (1910 SEPT 29)

(下图由祝业平先生提供，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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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汉线

彰至京信五
彰（彰德）至京（北京）

彰至京信车五 (庚戌七月初五/1910.8.9) — 北京 (1910 AUG 9)
 — 北京法国客邮局 (1910 AOUT 10)  — via Siberia — Targooiste, Romania (1910.9.6)

彰至京信车单圈干支日戳与京至彰信车日戳应有1-5种列车编码共同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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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汉线

京汉第一段三 (元年冬月廿一/1912.11.21)
 — 北京 (1912 NOV 22) — 北京法国客邮局 (1912 NOV 22) — Oise, France (1912.12.5)

邮会各国信函邮资十分

辛亥年间，日戳上格开始正名京汉，下格改变为“第X段”，稍后又出现下格“快车”和“慢车”等。

京汉第一段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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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汉线

京汉第一段二 (二年四月初一/1913.4.1) — 北京 (1913 APR 1) — Nobraska, U. S. A.

邮会各国明信片邮资四分

京汉第一段二、九
京汉日戳在1919年仍然使用，由于班次增加，下格的日戳戳号已排到九字。

笔者注：早在1911年，广东商办之广州至韶关铁路（10.58公里)已建成通车，若能将之接驳京汉铁路，

                                       可以成为中国南北方向的运输大动脉。

京汉第一段 (八年一月廿九/1919.1.29) 
— 良各庄 (八年一月廿九/1919.1.29)
— 广昌县 (八年一月三十/1919.1.30)

各局互寄明信片邮资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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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汉线

1916年1月1日，袁世凯窃国称帝，将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历时仅83天，

京汉火车日戳亦相应将五年改为元年，但这个“洪宪元年”和“民国元年”不同。

孙志在268页将“道至清”，“河南郑洛火车”及“郾顺邮政信车”三种手戳及日戳归纳在京汉线内
道口至清化，东西向          郑州至洛阳，东西向

上述两条支线东西方向，接驳京汉铁路，由于在直隶（河北）境外，所以不予展示。

各局互寄明信片邮资一分

京汉第一段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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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汉线

补充

此类型小双圈上格空白，下格“火车”之小干支日戳在汉口使用，林志明先生

收藏的一件双片(丙午三月廿四日)与本件双片相同，两件均经上海寄比利时，由于南行至

上海的缘故，可能不属于京汉支线。

京汉火车 (丙午正月廿五日/1906.2.18) — 汉口 (丙午正月廿五日/1906.2.18)
— 汉口 (1906 FEB 19) — 上海 (1906 FEB 22) — Anvers, Belgique (MARS 28)

邮会各国明信片邮资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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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汉线

比利时的铁路贷款中，法国暗里参与，甚至打算发行一式三款的“京汉铁路”邮票，
票面分别为0.10、0.20及0.40法郎，在京汉火车上发售使用，但大清帝国对此辱国

夺利的措施坚决反对，上述邮票未能正式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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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张线

第三十八节 京汉铁路（节录自《中国铁路史》）

前清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建筑卢汉铁路。其时筑路之议方开始，

此路未敢遽言筑至京城北平，故以北平城外十余公里之卢沟桥为起点，清廷始可其请。并调张氏

为湖广总督，以便就近筹划。翌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以东北防务吃紧，请准移用卢汉专款，先修关

东铁路，卢汉计划因此搁置者数年。

甲午中日战后，筑造此路之议复起。惟工款难筹，国内外招股均无应者。二十二年

（一八九六）盛宣怀建议筑路采用官办、商办、洋股、洋债各办法，为直鄂两督所赞同，遂奏准

设立铁路公司，即派盛宣怀为督办铁路大臣。由户部拨官款银一千万两，南北洋存款银三百万

两，先从卢汉入手，始将卢沟桥至保定一百四十余公里一段先令津榆路英工程师金达测勘兴工。

此外另拟招股银七百万两，再由铁路总公司筹借洋款银二千万两，以期速成钜工。后以商股久无

成议，官款亦再无余力，始决定借用外债。

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盛宣怀与比国银行工厂合股公司在武昌订立卢汉铁路借款合同

十七款，其大要如下：

一、为筑造卢沟桥至汉口铁路，除官款一千三百万两外，比国公司允备借款四百五十万镑，

九扣实付，年息四厘。

二、借款于前十年只付利息，以后分十年还本。

三、借款以铁路财产作抵。

四、比公司举荐总工程师监修路工，于五年内竣工通车。

五、铁路材料除中国自行制造外，以不超过一半之数招商投标，其余由比公司承办。所有比

公司代办外洋材料除卢保段所需用外，按实值另给五厘酬金。

是年中比又续增合同专条，将材料酬劳利益删去，而将借款利息改为四厘四毫。以上合约不

但为盛宣怀所经办一连串铁路借款之第一次，亦即中国向外国借债筑路之首次。借款合同条件为

日后借款的蓝本。

嗣德国占我胶州事起，各国对我态度不无观望，比公司拟翻前议，对于首批应付之款逾期

未付。再由盛宣怀于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与比公司代表在上海续订卢汉铁路详细合同及行车合

同，将借款总额改为一亿一千二百五十万佛郎，利息改为五厘。至行车合同则有如下之规定：

一、中国政府委托比公司，由公司选派妥人将卢汉路代为调度，经理行车生利，每段工程验

收后，即由比公司派人经理行车之事。

二、行车进款除开销外，每半年提取应付之本息。

三、行车合同以三十年为限，届时借款如未清还，则代办行车有展限之权。

四、在代办行车期中,第年结账除开销及摊还本息各费外，在余利中提十分之二酬给比公司。

上项合同将行车事交由外人经理，并分享行车余利，为后来正太、京沪、汴洛等路借款所仿

行，为世所诟病。

光绪二十六年拳乱发生，其时卢保段已通车，联军要求将北端由卢沟桥展筑至北平正阳门，

于二十七年接通，于是正阳门外有东西两站，东站为京奉路终点，西站为京汉路重终点。此路自

是改称京汉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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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张线

张家口是从北京通往蒙古必经之地，从蒙古运入北京的皮毛、驼绒以及运往蒙古和沙俄的茶叶、

煤油、丝绸、布匹及纸张等都是大宗货物。丰台至张家口相距370余华里（合201公里），经勘测后

分为三段建造：第一段自丰台至南口，由“铁路之父”詹天佑督办，第二段自南口至岔道城，第三

段自岔道城至张家口，1905年10月动工，至1909年9月全线完工，是中国自资自建的第一条铁路。

京至张信车二
京（北京）至张（张家口）

京至张信车二 (辛亥五月廿一/1911.6.17) — 北京 (辛亥五月廿一/1911.6.17)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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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张线

1912年民国成立后改用民国
纪年腰箱型日戳。

1909年9月京张铁路通车后
“张绥铁路”亦开始动工，
1911年11月，张绥线已通车
至山西境内的阳高，因武昌
起义而停工，1914年通车至
大同，1921年通车至绥远，

1923年通车至包头。

京张第一段一 (二年正月卅一/1913.1.31) — 北京 (二年正月卅一/1913.1.31)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三分

京张第一段一
京（北京）至张（张家口）

京张第一段二 (五月六日/5.6) — 北京 (1913 MAY 6)— Seattle, Wash., U. S. A.

邮会各国明信片邮资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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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张线

京张第一段三
京（北京）至张（张家口）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三分

京张第一段三 (七月廿五/7.25) — 天津 (二年七月廿五/1913.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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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快信日戳、挂号手戳与铭字研究

大清邮政局的快信服务可追溯至1905年下半年，邮政总局将千字文内的一千个字

分配给各地邮局，加盖在快信资费凭单上，并将龙头及龙身两联粘在快信函件上，到达

目的地后由该地邮局加盖日戳后送至收件人签收才将龙头寄回原寄局存档。当投送过程中，

粘在快信上的龙头和龙身两联时常遗失，邮政总局在1907年左右采用了快信挂号手戳，

将铭字和快信票号码填入手戳内，如此一来，就算龙头和龙身两联遗失，目的地邮局仍

可要求收件人签收铭字加快信号码的快信存档。

以千字文内的一个字来代替一个邮局，并无特殊效益，所以天津有些分局索性

不用铭字而将邮局的详细名称嵌入快信挂号手戳内。1912年中华民国推翻了大清

帝国，这种效用不大的措施因北京邮局的继续采用而因循地保留下来。

千字文内第1至40个字配给上海，直辖省的天津配到41至80字，北京配到81至112字，

保定配到113至120字，张家口配到281至288字。其中，比较有趣的事件为借用铭字的

措施：保定为大清帝国军营所在地，保定总局分配到的8个字因不敷应用，向北京总局

借出“垂拱平章”4个铭字使用（见第    及    页），为千字文铭字增添趣味。

1913年民国第一次快信资费凭单发行后，铭字依旧规加盖在快信资费凭单上并将第三联

贴在快信上，而快信挂号手戳渐渐已停止使用，因为最后的一联可以牢牢地贴在快信上而不虞遗失

所致。直至1916年初，快信制度推行改革，快信邮资费凭单遭废除，快信资费以普通邮票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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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快信日戳、挂号手戳与铭字研究

双、单圈—北京快信

《清代邮戳志》提及“1905年邮政事务报告（英文版）中有一段述及快递函件”，大清

开办快递业务和发行快递邮资凭证始于1905年间，而大清时期唯一以“快信”字样作

邮政日戳的，只见上格“北京”，下格“快信”一种，约于己酉（1909年）下半年开始使用。

己 酉

大清快信函件
另贴快信资费凭证

 湖北沙市收快信差 

— 北京 (己酉八月十六日/190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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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酉”误为“巳酉”



192

直隶北京 快信日戳、挂号手戳与铭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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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格“北京”，下格“快信”的日戳，分别有双圈和单圈两种，双圈只见于己酉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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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快信日戳、挂号手戳与铭字研究

芜湖 (庚戌十月十一/1910.11.12) 
— 北京 (庚戌十月十七/1910.11.18)

 重庆 — 北京 (己酉十月廿九日/1909.12.11)  

大清快信函件
另贴快信资费凭证

为了加快及专注处理国内其他邮局寄入之快信，北京邮局成立了“派信处”这个专责小组，并

采用双圈或粗线三格全汉文小干支日戳。这个小组如何运作不得而知，存世的派信处日戳只见数例。

双圈—北京派信处     粗单圈—北京派信处
己酉                                        庚戌

大清快信函件
另贴快信资费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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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快信日戳、挂号手戳与铭字研究

到了1915年，快信手戳开始停用，但铭字系统运作如常，邮局将铭字加盖在快信资费凭单的

号码之前，但这种措施与快信手戳同时使用的实例，十分罕见。天津只见“金”（本件），

“水”（第  页）及“巨”（第192页）加盖在快信票上。北京的到达戳为腰箱型“快信”日戳。

天津城 (四年六月十三/1915.6.13) — 北京 (四年六月十四/1915.6.14)

“北京/快信”腰框日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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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快信日戳、挂号手戳与铭字研究

“北京/加紧信件/制字”挂号手戳

北京快信 (辛亥正月初九/1911.2.7)
— 天津子 (辛亥正月初九/1911.2.7)

北京分配到千字文第81至112字（32个字）作为快信铭字之用，而且较广泛地为各分局采用。

始制文字          乃服衣裳         推位让国          有虞陶唐

吊民伐罪          周发殷汤         坐朝问道          垂拱平章

本页上图是目前记载较早日期使用的加紧信件手戳实寄封。

直隶北京 (己酉五月廿一/1909.7.8) 

— 天津城 (己酉五月廿一/1909.7.8) 

大清快信函件

另贴快信资费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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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快信日戳、挂号手戳与铭字研究

“北京/加紧信件/衣字、周”字挂号手戳

北京 (庚戌冬月十五/1910.12.16) 
— 苏州 (庚戌冬月廿一/1910.12.22)

北京 — 汉口辰 (庚戌正月廿八/19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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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快信日戳、挂号手戳与铭字研究

“北京/加紧信件/陶字”挂号手戳

北京已 (八月廿八日/8.28) — 武昌

北京巳 (闰月初十/8.4) 
— 天津子 (辛亥闰月十一/19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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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快信日戳、挂号手戳与铭字研究

北京子 (元年四月十八/1912.4.18) 
— 保定 (元年四月十八/1912.4.18)

北京 (九月初一) 
— 奉天

“北京/加紧信件/始字、有字”挂号手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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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快信日戳、挂号手戳与铭字研究

北京 (元年十一月/1912.11) 
— 奉天 (元年十一/1912.11)

北京（1913 AUG 23）— 北京

“北京/加紧信件/发”、“北京/国字快信”挂号手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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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快信日戳、挂号手戳与铭字研究

北京文 (辛亥七月廿一/1911.9.13)
— 上海 (辛亥七月廿五/1911.9.17)

“北京/加紧衙门公文函件/虞字”挂号手戳

北京 (二年五月廿九/1913.5.29)
— 牛庄 (六月初一/6.1)

— 奉天 (二年六月初一/19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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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快信日戳、挂号手戳与铭字研究

北京 (二年十月十七/1913.10.17)
— 牛庄 (十月十八/10.18)

“北京第三支局/加紧衙门公文函件”挂号手戳

本件快信手戳封于1914年11月17日
寄出，可能是北京快信手戳

最迟使用的例子，封背的快信条上加盖
铭字“制”。在第  及  页显示，

快信手戳停用后，铭字系统依然运作，
直至1916年“洪宪帝国”崩溃后才正式停止。

北京三 (三年冬月十七/1914.11.17)
— 天津城 (三年十一月十七/1914.11.17)



202

直隶北京 快信日戳、挂号手戳与铭字研究

北京癸 (三年三月初九/1914.3.9)
— 宁波 (三年三月十三/1914.3.13)

北京癸 (三年正月卅一/1914.1.31) — 上海

“北京/加紧信件/问”字挂号手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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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快信日戳、挂号手戳与铭字研究

大清国家邮政开办后，七次发行了四联式加紧信件资费凭单，多种凭单下部均预留千字文

方位，留待以后盖用。而中华民国在1912年元旦正式成立，有些邮局在快信资费凭单“大清”

字样上加盖“中华民国”、“中华”或市名。直隶省也不例外，但铭字系统不受影响。

大清、民国初期沿用大清邮政之地方邮局加盖加紧信件资费凭单

 此件在丙午
（1906年）五月份使用

千字铭文：虞

同年4月和8月份，
北京邮局又用“中华”
和“北京”两字加盖
在“大清”字样上。
千字铭文：制和文

辛亥（1911年）
千字铭文：字

已酉（1909年）
千字铭文：有

1912年3月份，北京
邮局用“北京”两字加
盖在“大清”字样上。

千字铭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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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快信日戳、挂号手戳与铭字研究

同年4月3日，北京邮局也有不采用地方加盖的措施和情况。

千字铭文：发

除北京邮局外，其它
地方邮局也有不同加
盖方式，如天津邮局

即加盖“民国”
或“中华民国”
在“大清邮政”

字样上。
千字铭文：容、巨

元年（1912年）四月十八日
千字铭文：国



205

直隶北京 快信日戳、挂号手戳与铭字研究

洪宪元年（1916）二月廿五日
加盖手戳“D”代替铭字。

过了数天后在二月廿九日，除了加盖“D”字外
再加盖“PEKING 2”来表明北京第二分局。

三月十五日情形亦如此，
铭字系统正式被弃用。

1916年（洪宪元年）2月1日开始，快信资费凭单已被取消，壹角的快信邮资开始用普通邮票支付，

到了2月尾，北京邮局停止将铭字加盖在快信凭单上而改为每联加印手戳 A、B、C、D 木章作为快

信收据，通令各地邮局自行刻章，更有些邮局将局名加盖在快信凭单上，铭字系统正式式微了。

千字铭文：制

（1915）
千字铭文：制 

洪宪元年
（1916）

一月二十日
千字铭文：制

洪宪元年
（1916）

一月十七日
千字铭文：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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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快信日戳、挂号手戳与铭字研究

天津总局分配到千字文第41至80字(共40字)作为快信铭字之用，由于天津邮局属下各分局之职责

分配十分精密，这种用一个铭字来代表一个分局的措施，不为天津各分局所接受，只有一个邮局

使用“金”字第？页另一件，其他分局采用之快信手戳与北京截然不同。

金生丽水          玉出昆罔          剑号巨阙          珠海夜光

果珍李柰          菜重芥姜          海咸河淡          麟潜羽翔

                                   龙师火帝          鸟官人皇 

天津 (辛亥正月廿六/1911.2.24) — 北京 (辛亥正月廿六/1911.2.24)

“北京/快信”日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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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浦线

津浦铁路全长1009.5公里，北段自京奉铁路天津总站（今天津北站）至山东峄县韩庄，

长626.1公里，南段自韩庄至浦口，长383.4公里，在工程期间分设南北两个总局，由两个

总办（局长）主持，聘有德、英两个总工程师，呈现出南北两段竞赛的气氛。1908年7月在天

津，1909年1月在浦口分别举行开土典礼，至1911年9月铺轨完毕，工程进度的迅速在国有

铁路上可称首屈一指。天津至德州段是津浦线最先完成的一段。

Ⅰ Ⅱ

孙志269页记载1908年已开始沿用I及II型圆形信车戳，并在270页记录了两款邮戳的影印图。本人记忆所及，

在香港某拍卖会时目睹一件I型实寄封，本人竞投至不合理高价后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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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浦线

VI型与V型不同之处是V型用
干支纪年，VI型用民国纪年。

津浦快车（元年十月十七/1912.10.17）

林稿图31展示了一件由II型手邮车戳销票的实寄封，可惜年份不清晰，又无法确定由何处寄出。

孙志270页记录了III型邮车戳及IV型干支邮车日戳，两者均十分罕见，未见实物的影印本。

Ⅲ

Ⅵ

Ⅳ Ⅴ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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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浦线

本件津浦日戳内年份不
清晰，虽然贴蟠龙三分
票，但感觉上是民初

邮品

林稿图43展示了一件民初实寄

封，由津浦/第二段/四邮戳销票

ⅧⅨ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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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浦线

红色油墨比较特别

津浦铁路T.P.R. — 天津（1913 DEC9）— 天津法国客邮局（1919 DEC 9）— via Siberia — Surrey, Enpland

邮会各国明信片邮资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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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浦线

本件与上件相同，用于1913年，黑色油墨，字体相若，但中间横线距离较阔，显示有两枚
或以上同型邮戳同期使用。

津浦铁路 — 某局（二年六月卅十/1913.5.30） — 直隶葛沽（二年六月卅一/1913.6.31）
— 天津（二年五月卅一/1913.5.31）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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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浦线

本件双圈津浦铁路/T.P.R手戳虽然同列为IX型，但中文字较大，黑色油墨，
用于1914年在实寄封上销票。

各局互寄信函邮资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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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浦线

本件明信片贴帆船一分票，北京寄至天津，同日（1915年4月23日）到达，但
因何坐上了唐津慢车，有些奇怪，更怪的是P.T.L浦口/天津线根本不接连唐（山），

但由于含英文缩写P.T.L的关系，列入津浦线邮戳内。

北京 (1915 APR 23) — 津唐P. T. L.慢车 — 天津 (1915 APR 23)

各局互寄明信片邮资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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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浦线

津浦行动邮局日戳，终于为正规化的火车邮局日戳所替代，这段期间却出现了特殊的

称谓日戳，上格津浦，下格通车而居中英文“D”。本人查阅许多有关书籍，始终没法找到

津浦铁路有停驶或中止服务事件，故此日戳内“通车”所指为何？

津浦通车D（六年三月廿一/1917.3.21）— 济南（1917 MAR 21）
— 天津府（1917 MAR 22）— 京奉行动邮局（1917 MAR 24）— via Siberia — London, England  

本件明信片由德州寄出，不知
何故南下至济南，再循津浦线
至天津后转由京奉线交中东及
西伯利来铁路投送至英国。

邮会各国明信片邮资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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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浦线

山东省沂州府寄丹麦的邮封先经津浦，后经京奉行动
邮局交至奉天再由中东及西伯亚铁路投送。

沂州府（三年十月十日/1914.10.10）— 津浦行动邮局（1914 OCT）— 天津（1914 OCT 17）
— 上海（1914 OCT 15）— 京奉行动邮局（1914 OCT）— via Siberia — Copenhagen, Denmark（1914.12.5）

备注：津浦线的济南站接驳东面的胶（州）济（南）线，因两者均在山东境内，不属本集范围。

1914年7月，中华邮政创办火车行动邮局，陆续统一启用火车邮局字样，但“京奉”及
“津浦”邮戳却改为行动邮局腰框型日戳。“津浦”线被编为BUREAU AMBULANT NO.2，

而所用之日戳在上格“行动邮局”之下另嵌1、2、3号以资区别较早日期的行动邮局日戳实寄封。

邮会各国信函邮资二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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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北京 京浦线

这型行动日戳的规律，不
论 从 津 至 浦 或 浦 至 津 ，
日 戳 的 下 格 均 固 定 为
“PUKOWKU-TIENTSIN

/浦津”不变动

牯岭（八月十六/8.16）— 九江（1915 AUG 17）— 汉口（1915 AUG 19）
— 上海（1915 AUG 21）— 津浦行动邮局（1915 AUG 22）— Salisbuly, England

南宁（1915 SEP 9）— 上海（1915 SEP 10 — 津浦行动邮局（1915 SEP12）
— Tunbridge Well, England

邮会各国
明信片邮资四分

邮会各国明信片邮资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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