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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8日，香港文匯報在一系列紀

念辛亥革命百年的特刊中登載了一張珍貴的歷史

照片，原照攝於1912年8月29日，國父孫中山先

生出席郵政協會在北京為他舉辦的返國歡迎會，

在會中國父發表了題為《謀郵政之發達以富國便

民》的演講，圍繞郵政、電報、儲金等問題，將

自己在歐美的所見所聞告知與會的郵務人員。從

此，國父這句「謀郵政之發達以富國便民」的訓

詞便被我國郵政奉為圭臬。而今，這句訓詞也鐫

刻在郵政博物館的外牆上，館內亦隨處可見。由

此可知，郵政及其

文化對一國發展之重要性。

郵政博物館創設於民國54年12月1

日，翌年3月20日即中華郵政70週年紀念

日正式對外開放，它是台灣成立最早的博

物館之一，也是最早的專業博物館。創建

之人是被中華郵政尊為「郵政博物館之

父」的劉承漢先生，他曾任交通部郵政總

局的副局長，在抗戰勝利後奉派出席巴黎

的萬國郵政聯盟第12屆大會，並藉此考察

各國郵政，他看到頗多先進國家都有郵政

博物館的設置，回國後乃倡議籌設我國的

郵政博物館。當時交通部極為重視此一提

案，並成立郵政博物館籌備委員會，著手

於全國郵政系統內蒐集郵政文物，以供未

來典藏展示，可惜後因內戰頻仍，此議亦

隨之沈寂。

直至民國54年，郵政總局辦公地點

自新店遷入台北郵局郵件大樓，乃決定

將新店辦公舊址改設為郵政博物館，首任

館長和副館長由郵政總局的潘安生及林志

夏擔任。草創之初的郵政博物館因係利用

郵政總局舊辦公室改建，所以在布局上因

陋就簡，只有兩層展示館，分別設立「古

代郵政文物陳列室」：以展示郵政歷史文

物為主；「現代郵政陳列室」：展示自

清末新式郵政成立至滿清巡撫劉銘傳在台

興辦新郵政，以及台灣光復後各時期郵政

建設歷程；「郵票展示室」：有陳列室九

間，常態展示中外古今郵票；「郵政專業

圖書室」：以收藏郵政專業性及集郵書刊

為主；「學術演講及電影放映室」：作為

學術研討、集郵座談及放映社教影片之場

所；「郵政國際關係展覽室」：展出萬國

郵盟有關文物、各國郵政信筒（箱）及郵

務士制服等，以顯示郵政之世界性；「郵

 郵政博物館的外觀就像郵票的造型。▲

 我國郵務人員服飾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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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業務設施展覽室」：主要內容為現代郵

政事業特性與新式郵政設施之展示。

12年後的民國68年5月3日，郵政總局

決議將郵政博物館遷移台北市區，館址選

在有「台北書香街」之稱的南海學園，新

建10層館廈，歷時5年，民國73年新館竣

工落成，其外觀四四方方，每一個面都好

像被「框」了起來，讓人很容易聯想到郵

票，而郵政博物館外觀的設計理念就是發

想於郵票的造型。郵政博物館以10月10日

國慶日作為新館的落成開幕日，為紀念郵

政博物館新館落成，中華郵政還特別發行

《郵政博物館新館落成紀念郵票》１套３

枚、小全張１張，以及紀念明信片１組，

郵票上孔子和國父像並列，兩位相隔千年

的偉人在郵票上「相逢」，不由得讓人眼

睛為之一亮。

為了紀念我國郵政博物館之父劉承漢

先生，館內3樓的展廳為他設立了展區，有

他的半身銅像以及生平簡介，兩隻展翅的

鴻雁銅雕立於左右，象徵著郵政的傳承。

而背景圖片就是早期位於新店的郵政博物

館舊館的樣貌，睹物思人，讓參觀者了

解他為郵政博物館的創建奔走所付出的心

力。

大家都知道寄信是離不開郵票的，

郵政和郵票的關係密不可分，可以說一頁

郵票的歷史就是郵政發展的縮影。郵票雖

被集郵人士親暱的稱作「方寸」，卻可以

從中看到大世界，說郵票是迷你的「世界

之窗」一點不為過。已故的美國總統羅斯

福，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他的另外一個身分

是熱中郵票收藏的集郵家，他曾形象的將

郵票比喻為「國家的名片」，因為郵票包

羅萬象，從郵票上就可以認識一個國家。

小小郵票在中華民國的歷史上也曾小兵立

大功，那就是抗戰時期蔣宋美齡夫人將全

套的珍貴中國郵票作為禮物致贈與美國總

統羅斯福，開創了中美關係最好的合作時

期，成為一段外交佳話。

「郵」味十足的郵政博物館

走進郵政博物館，就隨處可見郵票的

身影，一張張絢麗的郵票被放大張貼在大

廳的牆上，好像走進了美術館。館內也銷

售各時期中華郵政發行的郵票和集郵品，

還有頗受民眾喜愛的個人化郵票，參觀者

在現場拍攝就能製作出一張專屬於自己的

個人化郵票。

郵政博物館的參觀券「郵」味十足，

它本身就是一張明信片，館方依據不同的

特展主題來印製參觀券，現在的參觀券主

題是「99年生肖郵票特展」明信片，討喜

的剪紙兔造型貼上郵局發行的兔年郵票，

再蓋上館內的郵戳，就是一張很特殊又有

紀念意義的「原圖卡」，這比一般參觀券

蓋戳章更有價值，因為發行郵票可是一國

郵政專屬的權利，這也是郵政博物館與一

般博物館最大的不同。

郵政博物館的參觀券有兩種，全票5

元、半票3元，每年「郵政紀念日」（3月

20日）或「國際博物館日」（5月18日）

更免費參觀，堪稱是全台門票價格最低的

博物館，目的當然是藉此吸引民眾，來瞭

解郵政的發展並延續郵政文化，並打造一

個屬於全民的歡喜「郵樂園」。

參觀前，工作人員會貼心的在參觀

明信片的左下角蓋一個主題戳章，如星座

或生肖圖案，不打洞不截角就是希望保

留參觀明信片的完整性，讓遊客可以好好

收藏。遇到集郵特展，館內還設置臨時郵

局，鐫刻紀念郵戳，供集郵人加蓋或實

寄，現場贈送館方特別印製的信封，讓民

眾蒐集以增添集郵的樂趣。

郵政博物館的2樓是郵政歷史部，主

要講述我國古代的郵驛制度，並以此為

主軸展示從周代到晚清的郵史以及人類通

信的文物。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個巨大的

仿樹木年輪的模型，標示著上自周朝、下

至明清源遠流長的郵政年表。展廳中最具

代表性的當屬巨幅的浮雕壁畫「孔子講學

圖」，上書孔子的名言：「德之流行速於

置郵而傳命。」由此可知在2,500年前，古

人就已經有置郵之事了，這是有史料可考

的最早郵驛制度在周朝即已建立的證明，

孔子並以此譬喻德化的播揚。我國古代的

郵遞是由驛站和驛道所組成的通信網路，

最初設置的目的在於「通達邊情，布宣號

令」，也就是專供官方文書傳遞，驛使是

▲ 中華郵政於民國73年發行的《郵政博物
館新館落成紀念郵票》小全張。

▲ 館內有郵政博物館之父-劉承漢先生的銅
像。

▲ 2樓巨幅「孔子講學圖」浮雕，上有孔子的名言：「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是
為我國最早郵驛制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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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使用綠色系，其他如郵政的標誌、郵

筒等相關設施也都以綠色為基調，成為我

國郵政獨樹一格的特徵。郵筒雖是我們日

常生活中常見的郵政設施，但郵筒的家族

一百多年來卻不斷的變化著樣貌。展館內

有一只最古老的郵筒，是1906年大清郵政

的產物，距今超過一百年的歷史，它的外

觀也是綠色，繪有兩條龍代表大清國。此

外還有民國36年使用的趕班郵筒、民國45

年使用的銀藍雙口限時郵筒、黃綠雙口普

通郵筒、民國55年使用的琺瑯質信筒，以

及民國47年使用的平包郵筒等，如今這些

郵筒雖已走入歷史，卻見證著台灣郵政的

發展過程。其他像是區分郵件種類的專屬

郵袋和吊牌，每一個年代也都有著不同的

樣式，連同蓋銷郵票的機具、郵件秤重的

器具都在這裡尋得到它們的蹤跡。

展廳中頗引人注目的是一座古色古

香的六角亭，叫做「自助郵亭」，是民國

41年時設置於台北市多所大學校園內的簡

便郵局，學校師生買郵票、找零錢都自已

動手，所以又有「良心郵局」之稱，這在

當時是蔚為風潮的郵政新設施。此外，展

館內還有好幾個寫著「發揚民族正氣、重

振革命精神」、「不聽信謠言、不傳播謠

言、要安居樂業、先肅清匪諜」等標語口

號的郵筒，留下那個時代的印記。

軍郵對很多人來說可能比較陌生，它

是郵政業務中一個很特殊的分支，早期在

戰爭年代，為了保障郵路的暢通和郵件的

安全寄達，軍郵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政

府遷台後，民國45年春復辦了軍郵業務，

主要是因應金馬前線的軍事通信需要。館

內所展示的信箱和郵包上處處可見彈痕，

是那段烽火歲月留下的深刻烙印。

館內還展示了一位郵差因送信而殉職

的事蹟，民國62年娜拉颱風肆虐東部，台

東太麻里的郵差溫勇男先生在執行郵務時

為搶救郵件而不幸殉難。台東縣民眾感念

他的英勇事蹟，在他殉職的知本溪畔豎立

了紀念碑和他的銅像。溫勇男並入祀

忠烈祠，成為中華郵政歷史

上首位入祀忠烈祠的

郵務人員，觀之令人

動容。

身處地球村，郵政

也離不開國際間的合作

與交流，各國間郵政的

往來都是通過萬國郵政

這項工作主要的人事，其他還有驛臣或驛

卒，稱謂隨著各朝代而有些許不同。詩人

杜甫的「春望」以「烽火連三月，家書抵

萬金。」道出書信在古代社會是何等的彌

足珍貴，尤其對離鄉背井的遊子，與家鄉

親友的聯繫只能透過書信。然古時郵驛制

度專供政府使用，民間私人信件卻不得使

用，這種可望而不可及著實令人嗟嘆。展

品中幾則為後世人熟知的民間郵遞故事，

如「紅塵驛騎」、「黃耳尺素」、「雁足

寸心」、「青鳥傳書」等都入詩入畫，道

出古人對書信的渴望。而先人的通信文物

如秦代用來保障通信秘

密的封泥、古竹簡、

名家書信等也都是郵

驛史重要的遺存。

直至明清，屬於

民間的通信事業興起，稱

作民信局或民局。1840

年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

在我國一些通商口岸，建

立「工部局」，開辦書信

館，收寄華南、日本、歐

美的信件，1865年並發行

我國第一套商埠郵票《大

龍郵票》。1896年，清總

理衙門奏請設立郵政，3月

20日正式開張，官營民享的大清郵政得以

建立，開啟我國近代郵政。其中值得一提

的就是親自訂定我國郵政章程，建議開辦

新式郵政的英人赫德。

清代台灣郵政因襲明代舊制，施行

「舖遞」，先後於台南、台北設立「文報

局」。1888年台灣巡撫劉銘傳開辦台灣

新式郵政，改台北文報局為「臺灣郵政總

局」，設台北和台南兩總站，總站間為幹

線設正站及腰站，旁線則設傍站。除傳遞

公文之外，亦收送私人書信。劉銘傳開風

氣之先，首創台灣新式郵政，為我國郵驛

現代化的先驅，甚至比大清郵政官局還早

了8年。劉銘傳創辦台灣郵政之初以民間

農曆年流行的龍鳳銀馬貼紙圖案為基礎，

繪成龍馬圖案印製郵票，世稱為「龍馬郵

票」，但卻未能發行與使用，後逢台北基

隆間鐵路完成通車，火車票趕印不及，便

以龍馬郵票充作火車票來使用，成為郵史

上很特殊的情形。

特色郵筒收藏  大開眼界

來到3樓郵政歷史二部，這裡展示自

清末新式郵政至民國時期郵務的重大歷程

與發展，尤其歷年郵政所使用的機具、郵

政相關物品是展示的重點。今人將郵差譽

為「綠衣使者」，是因為我國郵差的制服

▲ 清代台灣地區早期通信的「舖遞」樣貌。

 有「良心郵局」美譽的早期自助郵亭。

▲

 我國最早的信筒大清郵政的郵筒跟現在

的郵筒是不是很不一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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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這一國際性組織，其章程是各國郵政

交流的準繩。館內所展示的萬國郵盟的標

誌以及各國郵徽、郵筒、郵務士制服等可

使參觀者對國外的郵政也有所認識。

沿著貼滿郵票的牆壁來到4樓，看到

特大號的郵政寶寶招手歡迎，呈現在眼前

的是生動活潑的「兒童郵園」，這裡主要

是透過寓教於樂的方式向小朋友介紹我國

現代郵政的業務及服務。像是牆壁上「一

封信的旅程」就以繪本的方式，描述一封

信從寄出到送達的過程；還有仿照真的郵

局設立的郵政窗口，雖然不能承辦業務，

但旁邊的兩只郵筒卻是如假包換，真的可

以寄信唷。

為了不斷縮短郵件遞送的時程，台北

郵局在民國51年就率先啟用以機械式分揀

及分發郵件的作業；民國59年，台灣第一

部電子理信機安裝於台北郵局，從此郵件

可以通過郵遞區號來進行分發投遞，這也

就是為何寄信要寫郵遞區號的重要性。民

國89年台灣郵政邁入電腦化，隨著台北、

桃園、台中、台南和高雄5處郵件處理中心

成立，通過自動化郵件處理系統，郵件的

遞送更迅速安全，我國郵政跨入了一個嶄

新的紀元。

花樣郵票 琳瑯滿目

了解了這麼多郵政的知識，接下來就

到5樓的「郵票世界」去看看多采多姿的

郵票吧。入口的一張「大郵票」浮雕是我

國郵票的鼻祖—大龍郵票。蒐集郵票可以

怡情、益智、交友，所以集郵被譽為「王

者之好」。郵票能在方寸間反映出一個

國家的歷史文化、風俗民情以及各項政經

建設，所以「國家的名片」當之無愧。郵

票也是有價證券，印製郵票和印製鈔票一

樣非常嚴謹，第一步要先設計出郵票的原

稿，然後送專門的印刷廠，經過製版、印

刷、打孔、封裝，並在指定的日期發行，

才能在郵局銷售。參觀者在這裡可以動手

拉出拉頁式的展框，欣賞全世界各地120

多個國家、近8萬枚的郵票，還有琳瑯滿

目的各種集郵品，如明信片、郵封、郵簡

等，集郵天地讓人大開眼界，方寸郵海也

可以遨遊全世界。

蒐集郵票離不開專業的工具，像是郵

票夾、放大鏡、量齒尺、郵票冊等，這些

都是不可或缺的集郵用品，可以一窺集郵

的奧妙。

6樓是特展室，郵票就像一般的藝術

品，可以做成郵集給普羅大眾欣賞，同

時配合國家重要慶典、新郵發行以及民俗

節日，郵政單位或集郵組織也會在這裡舉

辦集郵展覽。剛剛結束的是民國100年生

肖郵票特展，這是每年固定推出的特展主

題，讓觀眾知道不只華人國家發行生肖郵

票，越來越多的歐美國家也會發行生肖郵

票向華人恭賀新年。即將登場的特展是為

迎接辛卯兔年春節推出的「臺灣民俗節慶

郵票特展」，展期到3月，展出各種民俗節

慶的郵票，很值得一看。郵政博物館每年

約舉辦10至15次不同主題的特展，所以特

展題材相當廣泛多變，不管是否集郵，參

觀者都可以找到自己感興趣的主題。

郵政博物館7樓為郵政專業圖書室，

備有寬敞的閱覽空間，這也是跟一般博物

館不太一樣的地方，這裡收藏了各國有關

郵政的專業圖書約1萬5千冊，還有各種集

郵書刊及參考書籍，供作研究郵政學術之

用。在這裡也可以看到數10個國家發行新

郵票的「集郵報導」，讓集郵人隨時掌握

新郵資訊。

一趟郵政博物館之旅，不但讓大小朋

友了解到古人的通信歷史，更看到百年老

店的中華郵政無遠弗界、安全可靠的郵政

服務，還有郵政人員不畏艱苦、使命必達

的敬業精神。

國學大師胡適為郵政講過這樣一段

話：「古人說：『家書抵萬金』，郵政局

做的事是替千千萬萬人傳達他們的心靈、

傳達母子之間的慈愛、男女之間的恩愛、

朋友之間的敬愛，每20公克何止萬金，所

以每一個郵差的勤勞、每一次郵政業務的

改進、都在你們的心裡看得見，獻上最誠

摯的感謝。」這由衷的讚美也是我國郵政

走過百年最佳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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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複製的郵局就跟真的郵局一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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