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 

上郑玉轩钦使禀文

黄遵宪

编者按z 直言遵宪《上郑玉轩钦使禀文》手稿原件现存广东省梅县档

案馆。

此项手稿由我室钟贤培、汪松涛、谢飘云三同志于1980年 4 月从梅

县档案馆藏资料中发现，并由汪松涛同志于1981年4月全文校点。所发现

的手稿从第十八号禀起至第三十七号禀止。中缺二十七号禀，第十八、二

十八号均有二禀，第二十四、二十九、三十、三十六号禀均有附禀，合计

实有禀丈二十五篇。禀文的起迄时间为光绪八年七月二十兰日至九年二

月二十四日。

手稿正文均用→面十二竖行在丝栏公文笼，毛笔书写，纸长32厘

米，宽23.2厘米，中缝下方印有红色楷体"皇华使馆"字样，对折装订，

共计六十页，一百十七面〈第三十二、三十四、五十八页仅单面)。

全文无标点，多处圈改，多处加注。

黄遭宪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外交家，他于光绪八年(1882) 二

月抵美，出任清政府驻旧金山总领事。时值美国大资产阶级为转嫁经

济危机，缓和国内阶级矛盾而掀起排斥华工恶浪。黄遵宪作为一名爱

国外交官，为保护旅美华侨的正当权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大量

有益的工作。

郑钦使名藻如(1824-1894) ，字志翔，号豫轩，又作玉轩，广东香

山县(今中山县〉得能都i豪头乡人。咸丰元年 0851年)中举。郑藻如

是洋务派集团的重要成员，曾任江南制造局帮办、直隶津海关兵备道等

职.光绪七年(1881年〉五月，被派为第二任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国

〈西班牙儿秘鲁国大臣。据载，他在任职期间，对美国眼禁华工事能

据理力争。他曾致函黄遵究，表示要有"恳切为国为民之心，结为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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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光绪十二年(1886年)四月，因患半身不遂症卸任。

手搞内容涉及当年旅美华侨的内部组织、华侨生活以及黄遵宪为保

护华侨权益所进行的一系列外交与诉讼活动，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

华侨史、中美关系史以及黄遵宪本人的思想，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整理过程中，对原文中明显的错漏字作了订正，订正的字加

。号表明，漏字加口号表明 p 原件中作者所作的按语、眉批、旁注

及写于行间的补充文字，均加( )移入正文内。有的译名，前后有不一

致的，因无据改动，仍按原样刊出。

华南师大中文系近代文学研究室

上郑钦使第十八号 七月二十三日

敬禀者，窃于本月十四日肃呈第十七号一禀，当邀垂鉴。

十八日奉到第七号钩谕，本日又奉到第八号钩谕，并札文一件，

一一读悉。前禀所称延请律师，于各会馆所收回华银内提出二元

五毫支销此项，自庚辰春间以来系如此办毯。查绅董等所刊延请

律师结数，是年延请尊治力律师等项用银万余元，除支取签捐款

项外，总会馆交出银四千五百元，即系此二元半所收之款也。窃

计前总领事当己通禀有案，故一时漏未i丰叙，此项沿收至今。四月

中议延律师，商定于此款支取，但计算不能敷用。查庚辰年绅董

签捐之银，尚有余剩，意欲侯该项不敷时，借签捐之款以接济

耳。各馆收银之数今既详另禀，近来毫无加增。怜悯会所禀系影

响不确之辞，不足信也。(怜悯会当系耶稣教会，向与会馆不

睦，亦知之。此处填发护照由耶稣馆报填者甚多，井未经会馆手

也。)中华会馆与总会馆现议合而为一，既据两馆绅董联名同递一

禀，为之草立章程，亦经与各董商妥，仍声明侯呈请宪台核定后

乃作为定章。此节亦详于另禀。近接欧阳锦堂兄来函，知擅岛亦

设有中华会馆，其规模甚善，但其意欲将该馆章程求宪台照会驻

美檀使转咨其外部，请发唯照，此则未知可行与否?查各国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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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会多系自禀地方官请发准照，会馆本宜仿照办理。(常谓此间

会馆，被贩佣之名，正坐未经禀明地方官之故也。〉惟禀由公使

请其外部，不知于交涉体制何如?若果可行，则该馆藉以增重，

于事亦有神益也。经将此意转告锦堂，锦堂又询伊旧金山一节，

亦以新例第十三条告之矣。再承示总署钞函，窃谓此事不可与

言，容即缮禀详复，余事均侯详后禀。肃此敬请钩安。伏希垂

察， ì盖禀。

上郑钦使第十八号

再禀者，金山一处自咸丰年间始陆续创建会馆有六E 日三

邑、日阳和、日冈州、日宁阳、日人和、日合和。合和复于光蜡

五年歧而为四 z 日肇庆、日恩开、曰余风采堂、日谭怡怡堂。会

馆均系购地自造，馆中各有董事一名或二名、通事一名。其所办

之事，则每次船来，各馆初到之客，馆人为之招呼行李，租赁居

所。遇有事端，董事等为之料理。亦有于病故无依亲之骸骨，为

之捡运伸葬于故里者。(此一事亦有不归会馆办理，各邑自立善

堂代为营运者。)其经费所出，则初到之客挂名于薄，像其回华，

向收数元或十数元(各馆章程不一，从前多系十数元)以供支应。从

前金山矿务正盛，华工不多，华人之旋里者均各有蓄积，捆载而

归。于会馆应出之项亦乐于输将。而会馆复与轮船公司商定，凡

会馆未经收费，未给予出港纸，则轮船公司不卖与船票。园是回

华之人，竟无避匿不捐此款者，沿袭日久，均习为固然矣.然而各

馆办事向少章程，所收银数亦无可稽考，董事、通事得其人，则

办理较善z 否则，族大豪强者盘踞其间，不肖之徒或购产业，从

中渔利，藉充私囊。各馆除建会馆及供给董事等薪水外，亦未尝

有一二善举足以展众望而快人口者。会馆之名称曰公司，公司者

洋人科股经商之名也，洋人知各馆敛钱而未见有医馆书塾之设，

老病贫民流离于道路者，会馆又不为收恤，因疑各会馆贩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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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谓华工日多，均由会馆代出盘)11，从而克扣剥削以为利。

从前屡经地方官提传各馆董事审问，革讯无佐证，而谤雷不体。

习教之人因会馆供神，向不愿隶于会馆，而耶稣馆教规亦于回国

之人敛钱，作为馆费，以会馆收钱之有妨于己也，则益煽布梳

言，以蛊惑洋人。洋人益信其言，故会馆之名声坏。光绪六年二

月嘉利科尼省设立一例，凡轮船铁路公司，不得无故阻止搭客，

不卖船票。因是轮船公司不以会馆出港纸为凭，任凭各人购票，

会馆此项收资遂失所依倚。而近年以来矿衰工贱，获利较难，回华

之人非必有钱，故亦有不愿出资者，各会馆因将此款酌为核减。

现在三邑收银五元，阳和收银六元(曾经出过一次者不再收) ，宁

阳收银八元，冈州收银八元，肇庆、思开、余风采、潭怡怡、人

和各收银十三、四元，十五、六元〈曾经出过者不再收)， (各馆

向规，老病贫民均免收。)向来每馆于每人交出五毫为六公司费

用，而光绪六年春议延律师，各会馆复于所收银内每人提出二

元，合共二元五角交总会馆支销。(各会馆提拨此款时并非加收，

均系于本馆所收之内提出，惟该馆向章有曾经出过一次不复再收

者，此二元五角因系交出总会馆，仍须向收。)年来各馆亦较有规

模，于所收数目均有进支单刊布众览，故各董事除所得薪水外，别

无侵吞亏空之弊。到此伤令各董事随时调处是非，各董事各顾体

面，亦多竭力办公，为人信服，风气亦颇为少变，此自有会馆至

今之实在情形也。伏查从前之会馆进项较大，而不以公众捐资办

公众善事，各馆实有不能辞其责者。其声名之坏且不如外人所

传，然亦实有以面i旁之处，无怪乎人之恶之。于此而欲预其事，

本应加以裁抑，惟各馆创设近者十数年，远者三十年，有馆舍以

办公，亦或有产业以出息〈就中有向来经理得宜，如三邑、阳和

皆有产业可值数万，每岁可收息数千。冈州会馆则以庙中供神灵

应，每岁投充司祝可得数千。馀亦各有一馆为该馆之业)，根深蒂

固，非伊朝夕，欲尽举而裁撒之，势固有所不能。至于今日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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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进项既微(现在回华之人不交馆费，会馆并不能勒收，然幸

而旧章相沿，各工视为固然，仍多收缴者)，而每人交出二元二

毫，以供延聘律师，拿办凶犯之需。各馆董事亦能为人理处争

端，于事颇著成效之意，乃转欲暂为维持。凡办一事必准情度势

而后能行，势不能改弦而易辙，惟当握其枢而潜转之，就其隙而

弥补之，但使会馆所收之钱，所用之人有益于公，要无妨听其自

立。近来资送贫病老民一事，为向来所有，四面游说，方劝胁固，

系怂恿华人有益之事，亦欲挽救会馆既坏之名，而归功于各董各

商，兼使此辈藉以增重，诚能奋勇为善，于公事大局不无搏补。

惟查此次会馆除三邑一馆现有款项外〈此事三邑会馆倡办，该馆

除捐送船票外，每人尚各给予三元，前禀漏未声叙。又轮船公司

国系捐送，船价从而减损，地方之收年税者经请其优兔，亦喜免

收。附陈于此)，其他各馆均系东挪西借，或指会馆所出以为还项，

或借善堂他款以应急需，即可知会馆之井无余蓄，欲豆令其出专

款奉公，诚恐非易。况现在限禁华工，往来之人日少，款项必随

日而姐，将来各馆有无变局，此刻未敢预知。亦惟酌度情形，随

时商办，以冀其有益而已。所有各邑会馆情形， ~基缕陈宪鉴，伏

求察核。又禀。

又禀者，合和会馆之分而为四也，其始不过一二人与余姓有

隙，从中鼓弄，欲使分出两馆，以便自充董事之私。当时息、开

两邑与谭姓之人均意不愿分，倡言苟分余姓，则渠两馆亦必分

开，其意原藉以牵制，使之不分。不意无人调合，遂尔成事。白

分开四馆之后，费用骤增，恩开与谭怡怡均负债累。询之各邑绅

董，皆谓该馆产业并未分各，且分馆之时亦未有斗殴讼狱之事，

各人多愿复合，不如合之为便。念现既限禁华工，往来人少，则

款项豆姐，城虑该馆复加收出港之银，且会馆近多，遇事亦多不

便，因先托人游说各处，后复陆续传到各族长乡望共十八姓三十

七人到署询问，皆谓愿合，均令当面签书允字。现惟周姓以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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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弟为辞，谅亦不能以→人违众也。此事拟伤令他馆董事，妥为

调处，傅使照旧。谨禀。是否有当，并求训示。又票。

上郑敏使第十九号 八月初三日

敬禀者，窃于上月二十三日肃具第十八号一禀，当邀垂鉴。

旋于二十四日接奉批谕一件，又第九号钧函。二十七日、二十九

日又奉到第十号、第卡一号钩函，一→捧读抵悉。兹将应禀各

事，条具如左。

上月十三日电禀巴拿马华商一事，户部电告税关，伤令查照

巡察使费卢所断办理(即指阿胜一案也)。因华字误拆戏字，税关谓

并无戏班来此，无须查办。后经宪台再告外部，税关接到第二次

电报，仍谓费卢所断系船工，难以援照，而该商未领有华官执

照，殊难确信为商人，扣留如故。意欲写单认保，且谓给发护照

系证明其为商，保单事同一律，而关吏谓无此例，只可提讯。乃

商之律师，在合政C众1 国衙门按察司哈门处提讯。(此处合众国

衙门有两官E 一名哈门，系专管加利科尼一省者E 一名苏耶，系

兼管数省者。至前次审洗衣案及船工之费卢，系问年派来巡按数

省者.)二十日递呈，二十一日提讯。哈门因公家律师驳辩甚力，不

欲遮断，遂谓侠后日会同费卢，再行讯判。延至二十四日，哈门、

费卢二人会审，此处律师略说数语，官谓此案我已了然，只问公

家律师有何辩论。公家律师乃大张辩口，大意总为无凭指为商

人。哈门随辩随驳，彼此声色俱厉。费卢则谓:新例是禁工人，

非禁商人，若商人不准上岸，是绝通商也，于中美条约未合。律

师已熟悉新例，持之甚力，亦宜复按条约主持公道。且如律师

言，商人亦须有执照方许上岸，是也，然例中所言系指自中国前

来之商人。若从他国前来之商人，彼等于新例未行时，久在异

国，今欲来美贸易，而令其先返中国请领执照，然后可来，有是

理乎1 若律师疑商人无照，华工亦可冒认，不知工人商人，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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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条约主于通商，新例主禁工人，因禁中国前来之工人，遂

祟及往来美国之商人，本官断不谓然也!于是断令该商上岸。当

堂听审者数十人，官与律师驳i吉甚力，合堂屡为哄然。窃观费卢

为人刚强公正，当辩驳时仍谓美国地大人众，何以不容为数无多

之华人!当道巨公，不避嫌怨，倡言于众，其胆识甚足钦佩。第

其判词至今尚未宜布，费卢嘱此处将华人历年出人口货税开报，

始欲考究华商有益美国之处，将利害i羊切言之，亦未可知也。行

例以来，因商工事屡次兴讼，实出于不得已而为之，然四人通例

以兴讼为辨事，非以为争气，每遇公事彼此不知适从者，莫不藉

律师驳辩以剖其理，经长官断定以行其是。况此间之事无不与税

关先行商定而后提讯，亦无干碍。美国政体议例官、行政官、司

法官各持其一，往往有议员议定，总督签行之事，而→司法得驳

斥而废之。故审官(审官不由民选，有任之终身者)、律师最为人

所敬畏，其政体然也。照费卢当堂之言，此后自他国前来之商

人，不领执照亦能上岸。此事曾于二十五日寄电禀明，早欲驰

琪，因待官批词，迟迟至今，仍侠全案批出再行详禀。

船工一案，自费卢判断后，所有美国船工均经上岸，惟他国

之船，船主仍不敢照行。欲请税关在名唯其上岸，而关长则谓无

签名登岸之例，不准所i青。船主各怀小心，仍恐将华工放行，关

克扣留其船，斥为犯例，仍复狐疑不敢。近布一英国船名柯土突

利亚，有华工五十四人，船主自请律师提讯，本月初二日又经官

断， f住之登岸矣!

前禀所述秘鲁之乱，近闻智军获胜。此间商店有接到七月初→

日自利麻来函，称现经智军调数千人与乱民战，大捷，乱民逃遁，势

将离散，利麻安堵如故。近日自巳拿马来之商人名刘荫周在秘鲁

七、八年，据述智军所获之地，其要隘处皆屯以精兵，悉张挂智国国

旗，所有赋税讼狱等事，皆归智国官办理。各国公使领事交涉之

事，亦与智国往来。前禀欲与智利结约，未卡可行否?然欲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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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将来，似舍此更无苦站。前有商人黎省三自秘鲁归，云秘鲁商

家所联集者，系远安公所，中华会馆之人与众商无f步。 'It查迭次

所来禀多系中华会馆之名，是以函托该馆后，复害信铺户，询问

→切，以广耳日。近问刘荫周云，是处商人与中华会馆不能→气。

前奉批粟，业经寄去矣，并以附陈。

昨奉札文，内有二件寄欧阳随员、赖随员者。往檀香山之船

于前数日开行，一时无从寄去。查新例第十三条，出使人员以官

凭为掘，谅伊随身尚无他项文凭，否则亦能设站，当不致阻滞

也。至商人王香谷欲来金山，既以费卢所断告之，仍嘱其领一檀

岛外部护照前来为妥。

马典一案，嘉省总督复外部文所述当时情节，自系粉饰之

词。惟云滋事之人多系希腊、葡萄牙、意大利人，访问实然。现

在该处地方官查拿凶犯颇属尽力，自因外部行文之故。惟此案尚

未审结，闻将移嘉省桌署审讯，侯将来如何审断，再行禀陈。以

上五事伏希察核。敬请钩安。

再陈i青拨汇银查万元。

上郑钦使第二十号 八月十五日

敬票者，窃于本月初三日肃呈第十九号一票，当邀垂鉴。初

六日奉到第十二号钧函，捧读之余，一一概悉。兹谨将应禀各

事，条具如左。

巴拿马华商一案，前经官断，准令登岸，前禀既详陈大慨，

'1'Üi久待判词，未经批出。至本月十二日，审官始将判词宣布。因

系巡察使与按察司合审，故二人各有判词。查按察司哈门所断，

凡自他国来此之华商，均无须执照，准其上岸，且谓由此前往英

属墨西哥等国，如不久即回，即不领护照，亦听其往来自便。巡

察使费卢所断，大意一则谓中美续修条约，所谓准其整理酌中定限

者专，系指续往承工者而言，其贸易游历人等本系声明往来自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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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享受优待各国最厚之利益。今新例于第六条乃云华商须凭执照方

准入境，考新例亦专为限制华工而设，新例条中未明文意，皆可

引条约善为解说，盖国会立例断无违背条约之理也，华商既准往

来自使之人，自可无须执照。→贝IJ谓中国发给商人执照，原不过

藉以表明此人系不在限制之内者，故借之为凭据，并非为禁止彼

寺前来。彼等如未持执照，其所执职业亦可以言语证明。而其批

词末段又明言，以本官之意，按照新例，华商来美须凭护照，然

未行新例之前，其人不在中国(意谓其人既在外国，则其家即在

外国。又其人曾来美国，则其所能之业所识之友亦在美国，故

可无须中国官给照。此语含有续约文意。据律师麦嘉利士又云 z

泰西律搓，以其人寓居之所即认为其人住家之所，律意本如此

也。至新例以后，新来客商则必须持照)，贝iJ彼等来美无须执照。

读其批词，似乎所包甚广，非特由域多利、檀香山、秘鲁、古巳

前来之商人无须持照，即前在美国，现返中国，再由中国来美，

似亦可无须持照。当经详细查询，复函问律师麦嘉利士是否如

此。本月接麦嘉利士复函，谓按照判词，则华商于未行新例之前

曾在外国居住者，如再由中国来，虽未领取中国执照，照新例而

行，彼等亦可前来美国云云。据此，则华商之自他国前来及曾居

美国再来者，均无须持照，是新例于商人领照一节，几几废其半

矣。现以判词及麦律师复函告轮船公司，轮船公司即i午寄电前往

香港，令船主搭载此项曾居美国之商人矣。伏查此案初议提讯，

原因税关接户部来电仍复扣留，无可如何，而税关钞示户部电文

乃系令其查照巡察使费卢所断船工一案办理。(当户部寄电时，华

盛顿尚未知船工一案费卢如何判断也。)窃念户部寄电不告以主

意，转令其查照审官所断，是直以审官为折衷是非之准。今华商

提i乱即系户部主意，似于两国交谊无干碍。又念巳拿马等处中国
无宅，无队结~'t'而年前立来也老甚多。说而不胜，不过m~新

例，无照不许j二岸 J 1公而获胜，贝il或藉判词以驳新例，以后不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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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照，大可为商人开一方便之门。当即先与律师商榷，复查该商

所携带之汇票，所认识之友人，所住居之铺店，均确有业商的

掘，始行提讯。现经官断，华商由他国来者，均无须执照，适符

初愿，良足欣幸。而判词更谓曾居美国之人来美亦无须执照，则

更始愿所不及者也。此案判词经半月始行宣布， 闻费卢脱稿屡

改，盖一经成案，即可据以废新例，故郑重如此。而哈门判词

中，复萨陈华商出入口货税之数， i冒商务优于他国，不应阻滞其

人。且谓新例以刻薄行之，乃系下等人举动。自新例以来，所蒙

之耻辱，亦赖以一洒，差强人意。现拟将判词洋文刊布，分交各

轮船公司，寄与各国，以使各处船主搭载，侯详细译就后再函告

各处华商，令其知悉。兹谨先将洋文呈览，律师麦嘉利士复函并

以附呈。

前次费卢所断洗衣馆判词及船工二案判词，现经黎随员子祥

译出，黎随员所习西文远胜于语言，选与反复详细查校，或可无

误。惟西文实不容易，官府文书微婉曲折，尤不易寻其旨趣。兹

谨照录，呈求交钩署翻译各员，细为校勘改正掷回，是所恳望。

金山本埠华商有三、四家，为有要事，急欲来此者，久在香

港守候，其伙伴迭经来署催问何时有照可锢，既经告以不久即当

派员。本月初四日复据各铺户一百二十余家联盖图章求为转禀宪

台，早-日设官给照，不敢塞于上闻，困即缮具公牍转呈，谅邀垂

鉴。本月初六日奉到钩函，云既函催裕泽生制府早日报员，并将

款式寄去，亦以密告各商令其静候。现据费卢所断，曾来美国者

无须持照，既由轮船公司电告香港铺家，亦有自行寄电者，谅此

数商人即可动身矣。以上三事，统求察核。敬请钩安。谨禀。

上郑钦使第廿一号

敬禀者，窃于本月十五日肃呈第二十号一禀，附呈巡黯佳费

卢洋文判词，又洗衣馆及船工案译汉判词，想邀垂鉴。嗣于十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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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奉到十三号，二十日奉到十四、十五号，二十二日奉到十六号

钩函，敬谨捧读，抵悉一一。兹将应禀应复各事，条具如左。

巳拿马华商一案，经费卢判寇，商人无须护照，亦准登岸。

现既托傅领事将洋文判词分寄秘鲁、擅香山、域多利、巳拿马各

轮船公司，以便船主揽载。昨与欧阳锦堂兄商，锦堂谓宜请宪台

将费卢所断持见外部，在其转交户部，请户部伤知各处税关一体

遵办，井请其出示布告，庶各国船主闻知，更无推语。思其言，

极为有理，可否请宪台与柏立商行。

巴拿马商人一案，于八月十二日批出，即于十三日将洋文驰

寄张芝轩兄，拉其先行禀呈钧听，后又寄交十本，嗣又寄柏立一

本。现经译出汉文，祈交翻译各员校正掷回。尚有哈门判词侯译

就再呈。

捧读钩示拟为各国来往华商给发护照，具仰护商至意无微不

到。惟现据费卢所断，自各国来此之商无须持照，则此照似可毋

庸发给，仍侯后体察情形，再行详复。至古巴刘总领事处，自应

给发为便。

前承钩札，令议复余主事条奏四件，两承俯询，殊切惶悚。

兹谨将拟议各节，缮擂敬呈，是否有当，伏求察核训示。所以申

复迟延者，缘原奏第一条有设立义学等语，意谓可行，月来议合

中华会馆，即选与各绅商等商榷此事，现正议有头绪，拟侯后举

行。如果将来能将学成者考取生员，一体乡试，则义学不日可

成。因欲侯绅商等拟有端倪，庶不至空言徒托，是以具复较迟，

尚求鉴察。以上四事，伏希垂察，敬请钧安。八月二十四日谨

禀。第二十一号。

再禀者，'承掷下汇票八纸，计银二百八十七元。遵即以一百

八十七元交销除支借买物之数，另金钱百元并谭悦信一封，托鲤

侣安寄，并将换金汇水一节告之，必能妥办也。

再禀者，朝鲜近状，承示总署来电，知已妥结，极为忻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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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此事，丁马诸公所携兵船先日本入境，朝鲜大院君闻大兵到，

款接优隆。七月十三日马君设宴邀大院君饮，酒酣起宜上谕， i盛

以兵二百余人拥之登船，丁军门伴守之，随即展轮驰往天津，一

面复分派各兵守护王宫及诸城门，出示安民，现己一律安堵。此举

智勇非常，甚快意，惟赔偿日本之款殊情其过多耳。

自花房公使复率兵舰前往，大院君亦遣使迎接。花房请渴国

玉，国王曾一见之。十三日大院君被掳去，十七日朝鲜与日本寇

约，凡七款:一、朝鲜国自定约日起，限二十日将逞凶首犯拿

办，与日本官会审s 二、日本被害之人，朝鲜妥为营葬，并给与抚

恤家族银五万元，三、朝鲜国偿日本国费用银五十万元，每年交十

万元，四、自今日本使馆派兵防护，一年后撤退。所有修缮使馆

井建筑兵营费用由朝鲜措办F 五、朝鲜特派大员充使往日本谢

罪z 六、元山津、东莱府、仁川港(皆通商地方〉商民游历里数自

今扩为五十里(原约十里)，二年之后扩为数百里，又二年之后，以

扬华;若为j!商地方F 七、日本公使领事并其属员家属，朝鲜给以

护照，许其内地各处游历，各地方官见此护照即妥为保护云云。

现此约章，直与前泰西各国要挟东方者无异。日本自得此约，喜

出望外，而一二识者亦颇有议其政府，谓不应受此偿金，且谓今

日威逼朝鲜，朝鲜积恨愈深，将来必不免祸患，此言深有益于亚

洲大局。然而中国、朝鲜之人畏日本过甚，不悉其内惰，殊可惜

也。此事谅钩署一时未详，故敢以搂陈4 马丁i茜公告谕措词甚得

体，井钞呈钩览。又禀。

上郑敏使第二十二号 八月廿八日

敬禀者，窃于本月廿四日寄呈议复余主事条奏请擂→件，又

呈第二十一号禀一件，谅既均邀垂鉴。主主谨将应禀各事，条具如

左，敬求察核。

巴拿马华商一案，自经巡按使县司审断，谓商人无须护照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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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上岸。本月廿六日，有华商七名，自巴拿马搭船到此(有自秘

鲁来者，有自智利来者，有自巴拿马来者)，均未持照。此间铺户

到署询问，当即由德律风告知税关， ì青其遵照官断办理。税关行

派人查询，其查询之法系关其寓居何国，作何买卖，由彼处出港

携凭否，一一问明之后， i方令本埠铺户递一结状，证明其人系属

商人，即于廿七日早，一慨俱令上岸矣。此为第一次无照放行之

始，似此办法，则以后自他国前来之商人均可免阻滞矣。又本日

见此间新报云，户部将巡按使费卢审断华商一案，公同查验，均

以为然，盖谓费卢所断有合条约且善解新例之意云云。附钞呈览。

费卢判词译汉，前禀业经寄呈，兹复将哈门判词译就，谨呈

钧鉴。哈门所断，竟于新例倡言抨击，读之殊快。此案判词经半

月之久始行宣布，闻二君脱稿屡改，盖一经成案即可据以废弃新

例，故郑重如此。自新例颁行以后，探愧无颜见人，而关吏等复

于例所未详者以刻核行之。前有自域多利经此回华之商人，两船

俱傍岸，而关上人等令其以小艇驳运，缘绳而上，不许踏岸一

步，闻之佳人伤心。此次哈门所断，乃谓新例背国例、违条约、

妨商务，又谓其不公、无理、苛刻、残虐。自新例以来所蒙之耻

辱，赖以一洒，差强人意。

廿六日接到秘鲁中华会馆函一件，云潘宗本既被人杀死，又

有商人来信，且谓井戳其尸，陆而食之，足见其罪恶贯盈，人人

切齿也。兹原函钞呈。

此间自抵任以后，屡月未有命案，昨廿六日晚七点钟，有赵

阿卓被人嗤死，凶手即逃未获。方拟严为踩缉，旋闻此赵阿卓无

恶不作，前后经其手毙者数人，是人串通洋人巡捕，终日搜剔华

人短处，行其说作勒索之诡计，亦系无人不恨恶之者，伏诛之

夕，人人称快。凶手能否拿获尚未可知也。

以上五事，伏希垂鉴，敬请钩安。谨禀。

马典一案，据新闻谓有一是推倒华人者，据嘉省上等司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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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以罚银五千元之罪，惟此刻尚未审定也。

附呈 z 按察哈门译rx..判词一件s 秘鲁中华会馆来函一件s 译

钞新闻二件。

上郑敏使第二十三号九月初五日

敬禀者，窃于八月廿八日肃寄第二十二号一禀，当邀垂鉴。

廿九日奉到十七号钩函，外寄锦堂要信一封，登即转变。本月初

三日又奉到十八号钩谕并批禀一件，一一捧读抵悉。

自华来美之商，以→时无从领照，盼望甚亟。伏读手示，即

将屡次函促粤督及现在电催总署情形转告各商，以慰其望。商人

自各国来此者，方经官断，无须持照，业无阻滞。前呈哈门译汉

判词，以匆匆译就，颇有谣误。因复烦口详阅洋文，文山细翻汉

字，复即其未易解者就二人详细查问，加以润色。现其文意，批

部导寐，微婉曲折，大足以间执异议之口，兹谨以钞呈。各处商

人叠有函问，不日拟即刻印，分散各国，以便来往也。承钞示秘

鲁施思行善会禀词十一款，此间亦于初三日接到中华会馆一禀，

谨录呈钧览。寓秘华人不睦，初未闻知，后询之华商，则丑诋会

馆各人，然亦云欲访各事，则彼辈闻见较广。再询之自巴拿马来

之刘荫洲，则云伊寓秘十年，是处商家势如传抄，近年联合于一

远安公所，亦复无人理事。然商人各有身家，遇有事端，究属可

靠。至中华会馆之董事，各人初亦业佣，后积有资财，变而为

商，论其身分，本不足以展众望，惟奋力为公，亦不无益处，若

诋毁之词，则出于爱憎者之口，不可尽信云云。思其所言，似颇

平允。观会馆所禀，谓是处有土客之分，有商工之别，各怀意见

固昭然若揭，惟托其打探各惰，业经函嘱，不便再豆，且只系托

其探事，未托其办事，似亦无妨耳。承示偶患目疾，不审痊愈

否?企念之甚。专肃，敬请钩安。伏希俯鉴，谨票.九月初五

日。二十三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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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呈 z 按察使译仅判词一件，照钞秘鲁中华会馆来函一捕。

再上月廿四日另寄巴拿玛华商案洋文判词三十本，未卡赐收

否?又禀。

上郑敏使第廿四号 九月十五日

敬禀者，窃于本月初五日肃呈第二十三号一票，当邀垂鉴。十

之日奉到第十九号赐谕，敬谨读悉。兹谨将应禀各事，条具如左。

本年二月新例将成之际，有回国华人请领执照，当由按照条

约酌拟给发，其i芋具于二月二十二日申文及第三号禀中。自二月

二十日起至四月初七日止，共发去五百一十八张。前于六月中具

卡四号禀，曾请将此款式商之外部，请其准行，未承赐复。旋有

香港轮船公司寄函来询此照可否作准，能否搭载，函复令其载

来。本【月】十二日阿拉碧船到此，载有一人持照者，当问税关如

何，税关谓伊不能作主，或由户部指挥，或由桌司审断，方能上

岸。即于十三日寄电请示，蒙复电谓坊洋员往商。本日未初复奉

钩电，孟户部电伤税关椎华人上岸，税关接电，旋于申初许其人

上岸矣，忻慰之至1 查此项执照，户部既准其一张登岸，谅必其

余五百一十余张亦不复扣留。宪台既密商户部，应请其函饰税

关，以后见有此照一概放行为恳。此照初约税关签押盖印，税关

未允，旋送一款式并修一文书i青其存案，昨日因域多利商人事，

见关长些卢云，谈及此事，亦云当为代请户部示遵云云。并以附陈。

例所不禁之华商人等，由此往域多利、擅香山、巴拿马、秘

鲁等处，税关按第四条，以其非工人，不肯给照。华商因来署请

求，不得不给予执照以为凭据。前有一商人领照由金山出口，后

由域多利绕飘地桑进口，该处关吏业经放行。遵宪当于十四、十

五号两禀中陈叙一切，并寄款式，蒙复谕令扩充办理，回华商人因

亦照发。不意昨有一商人由域多利回来，领有领署执照，税关仍

复扣留。十四日午后，往见关长些卢云，请其放行。关长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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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系属商人，既承面商，吾意原i午放行，但谓领事发商人执照，

即能作唯与否，吾不敢知，仍须户部指挥或枭司判断为准云。按

新例第六条，商人等照由中国朝廷给发，领事系中国朝廷所派之

员，且既奉钦宪命准发此项执照，应请J住行。些卢云又云，虽如

此说，尚须请示户部，此一人先令其放行，当即招〔照〕笔记所

语，云己函问户部，一面复嘱令是人放行。致谢而去。乃本日仍

不令登岸。(关长为人无他肠，但多病，少理事，而所用幕友朱霖

及总巡冒顿博郎等，皆系十分憎恶华人，此事既承其面i午，忽又

变局。此间与税关交涉事，不见关长，百无一允，此事乃允而复

悔，一傅众琳，其难如此。〉现与傅领事商量，拟即提之审讯，谅

经哈门审断，万无不准之理。且一经官断，便可成案，较为直

捷。刻即与律师麦嘉利士大商明→切，容后再i羊禀。

本月初七日有檀国驻扎日本公使名间分擎借其领事未见3 据

云到日本后约驻半月，要往天津南见李相，渠带有→擅国文书呈

李相者，又带一二学生欲在中国读书。前闻擅岛有欲求结约之

事，且窥其意旨，似乎不肯明言，因亦不复细询。客退之后，复

思究不如探其口气，得知其实在消息。初八日前往答拜未遇，十

→日北京轮船展轮，因又往送行。谓到日本后，若耽搁经句，即

恐天津冰冻不能前往，即能往天津，如有事耽搁，亦虑冰冻无南

下之船，渠谓吾只带一文书呈李相，至如何办事，尚无一定意

见，即使商办，亦系交带驻札香港之檀国领事为之周旋，伊→见

之后仍归日本云云。观此则欧阳锦堂兄所闻檀岛欲求结约，又虑

中国不允，不敢谴行开口之说，似不为无因。至其所责书，或即

为擅国学生留学中国，或自行表明檀国厚待华，均未可知也。并

顺以陈明。

以上三事，伏希察核。敬请钩安。谨禀。九月十五日。第二

卡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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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郑钦使禀附第二十四号 九月十六日

再禀者，由域多利前来之华商，初见关长，既面允其土岸，

不意仍复扣留。据其幕客朱霖云:若有商人出证来者系属商人，

便即放行。谓护照中明云是商，何须更觅商人作证?如果不允，

当提之审讯，听凭官断耳。旋与律师商量，告以此事，一则领事

发照系各国通例F 二则按例第六条，商人照由中国朝廷给发，领

事亦系中国朝廷所派之宫，且既奉钦使命，有发给i比照之权F 兰

则按例第四条，税关只给工人执照，华商由此往域多利、巴拿玛，

如不领领事照，该处船主若不搭载，何以再来。律师麦嘉利士大

亦云此案必胜，万无不准之理。当即将呈禀作就，拟于本日提

讯。乃本早税关忽又将商人放行。傅领事又往见关长些卢云，谓

以后见照仍复留难，则不如将此案审讯。关长乃复云 p 吾再思

之，毋庸提审，此后见有领署所发之商人执照，即令放行可也。

此事算既了结矣。再禀中所云五百十八张之照，本日向税关钞到

户部来电，知既一概允准，无须再与商议，兹将原电并译文钞呈

钩览(或云寄电系外部大臣之名，原文寄呈，并求一查)。再i青崇

安。又禀。九月十六日。

上郑钦使第二十五号九月十八日

敬禀者，本月十六日肃呈第二十四号一禀，内述未行新例以

前所发护照，户部己电伤税关准行，及例所不禁人等由此出口，

所发护照，税关亦复J佳行等事，想邀垂鉴。户部寄关电报亦己钞

呈。本日又见新闻知此项行例以前之照，户部曾于西历十月二十

号〈即中历九月十日)会议行知税关，谓此照理应推行，其辞意

与费卢、哈富文所判巴拿马华商案大意相同。观其所谓奉行新

例，不能违约，又似乎于续修条约以前，曾在美国之各项人等，

以后再来，即无执照亦许上岸。今将汉、洋文并呈，求为查询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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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为幸。至商人来往执照，关长既面云不再留难，应否再与户部

表明，尚求酌裁。本月十六日晚奉到第二十号赐谕，敬i董读悉。

承掷示所译巴拿马案费卢、哈富文判词，明畅详尽。近日将此间

所译者缮印，正在刻板，兹即令其改刊矣。洗衣馆案判词，容再

呈上。又秘鲁中华会馆之第一号来函，曾于本月初五日钞呈，今

于十六日复收到第二号来函，附钞呈览。肃此敬请钩安。伏希垂

察，谨禀。

上郑钦使第二十六号 十月初六日

敬禀者，窃于上月十八日，肃呈第二十五号禀，当邀垂鉴。

廿七日奉到第二十一号、二十二号钩函，又摊认汇水钩札及不列

号一函，本月初四日又奉到第二十三号、二十四号钩函，敬i董捧

读，被悉一一。兹将禀复各事，条具如左。

前拟将巴拿马华商案判词，请户部出示，后读新闻，知户部

佛兰治既撮其案中要语，加以断词，刊布新闻。如此，则各处税

关自必一律遵照，诚如钩谕，甚为得要，自无须再向外部提及矣。

前奉第十四号第十五号钧函，命代别埠华商给发护照，原属

无可如何之办法。论各国通例，公使、领事均有给照之权。惟远隔

他处，寄照代发，既虑华工不免假冒别项人等以苦相要求，又恐

彼国以何从确知为某项人，举以驳沽，于事究多窒碍。现自巳拿

马一案断定之后，凡华商自外国来美，无须执照均许上岸，此项

代发护照既毋庸再议，惟古巴刘总领事处，似仍以给友为便。

商人出港往来护照，前见税务司些卢云云，此后见此执照，

即令放行，前之由域多利回来者业既上岸。嗣又有由檀香山回来

者，税关亦无复留难。谅可免反复矣!

未行新例之前，所发五百一十八张之照既承户部电嘱税关放

行，以后谅当照办。柏立谓恐成例后十余日所发者，不免挑剔。

此事初亦念及i 故前次寄电，不云未成新例之前，而云税关未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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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照以前，正为此也。此间关吏博郎亦有此话。惟亚拉壁船载来

之华人，即系回历五月六号既成新例以后所发之照，业既放行，

谅不敖复以此事挑剔也。

现在新例于发照验照各节，本由户部主政。户部佛兰治处事

公平，平时以时联络，遇事默为嘱托，极中霖要。各国公使办事

每有如此者。

现奉钩札命自冬季以后，将停薪摊入汇水，谨当遵办。查向

来章程，每百两库平，领金钱一百五十二元有奇，原属过优。乃复承

函示，命将存款生息句摊帮补，体恤至周，各员无不感激。惟公

款各项汇水，节节摊入核算，稍为繁难。拟欲筹一简便之法。容

再i羊呈。

现奉钧示，命自到任日起每月薪水按五百两库平支报。优遇之

隆，有逾常格，惟有尽心竭力，以图报称耳。

承寄来棉种二箱，命分寄香港蝴行梁辑巢兄及上海商局郑陶

斋兄，又五箱命寄上海商局，提单现均照收。侯慢车寄到之日，

即当一一妥为分致。幸舒厘念。

承示曾袭侯有议复余主事条奏文稿，可否馆人钞示?不胜

恳望。

以上九事，伏希察核。敬请钧安。谨禀。

再禀者，自巴拿玛案审断以后，据巡察使费卢所断，谓新例

所云护照，非指定例时其人曾居美国者而言。读其批词，似乎前

在美国，现由中国复来之商人，似亦可无须执照。当据以问律师

麦嘉利士大，律师复函谓此项商人实可无须执照。当将判词及律

师复函告知轮船公司，轮船公司即寄电往香港，令轮船搭载。近见

户部致税关函亦有本署断得于续f彦条约之时其人在美，未行新例

之前既返中国，可无须按照新例，领照呈验等语，以为有此项人

等自香港再来，谅可免留难矣!本月初二日级摘轮船到埠，有前

在美国之华商三名复来者，巡查关吏始云放行，后复阻留。初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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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电求宪台商之户部，继念户部既明明有函告知税关，而税关乃

竟不遵办(关长适他出，由幕友查、霖主政)，彼必有辞以蛊惑户

部者，恐由户部行查，反致不免窒碍。又念此商人系来自广东，

按照新例，以领明〔照〕为便。禀由宪台商之户部，如彼谓该商

何不领照，又虑难于回答。为此二端，诀意以提讯为便。本【月 1初五

日经桌司哈富文审断，又复放行。(律师具禀之时，哈富文即谓税关

办事竟不遵照泉司所断及户部来函，殊不可解。)审讯之时，税关

律师非立提亚仍极力驳话，哈富文即以巳拿玛案中所驳各节重复

申述，谓税关不应阻难。断寇之后，同船尚有华商二人，即经税

关询问证人，一概上岸矣。兹将判词大意译呈钩览。再将〔请 1

崇安。

上郑敏使第二十八号 十月二十九日

敬禀者，窃于本月初五日肃呈第二十六号禀，初七日又肃呈

第二十七号禀，又呈刊刻巴拿马案判词公文一件及判词五十本，

想均邀垂鉴。二十二日奉到二十六号赐谕并户部译文，敬谨读

悉。兹谨将应禀各事条具如左。

所刻巴拿马一案判词，均系遵照钧署所译原稿，惟字句间有

未甚明显者。略为点窜耳。所引续约第二款译作"可以整理，可

以立限或可以暂停前来飞比原文为明确，第以续约业既颁行，故

仍用原文，非敢妄为更易也。

巡察使费卢既于两月前归华盛顿，漏未禀明。限禁华工新例

驳正各节，最以此公为得力。后来泉司哈富文之判案，户部佛兰治

之公版，皆根源于此。渠将巴拿马案刊数百本携归，当时告以将

译仅文普告华人，渠闻之甚喜。现既刊就，望以数本赠之。此公

秉正不阿，甚负物望。亦望宪台与之往来，彼必愿为勃助。此间

公家律师非立提亚遇事务与华人为难〈船工阿胜各案，税关均听

此人主持。即后来香港霍谦一案，其时既在巡按使断窟，户部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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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后，税关初云放行，闻亦系该律师主意扣留也).闻系由华盛

顿之刑部派来，便中或与之言及，尤所企祷。

自新例颁行，例中护照各节，屡经官断，声明各项护照系为

往来自便之据，非以禁其前来之据。自巴拿马华商一案，不特从

外国来美无须执照，而桌司断词即更推及于华商曾寓美国者，再

来亦无须护照。自阿拉璧船载来华人，不特有领事执照者准令上

岸，而户部布告更推及于换约之时华工之在美国者，再来亦准上

岸。此外，则华商由美国出口往来，领有领事执照，税关亦准放

行。凡此各条皆较前方便。奉行新例者，既不能藉口于无照不许

上岸之条，格外留难矣。惟是由中国新来之商，现在尚无从领

照，为之阻滞。此事屡经宪台电请总署函告粤督，尚未举行。此

间铺户屡有来署催问，求为设总者。伏念旧商之所以不须执照

者，乃因其人久在外国，按新例执照款式，无从而知其在中国作

何事业、何处住趾耳。若新商则除领执照更无他沾。日;来孰〔熟〕念

此事，中国官员不甚以出洋谋生之事为意，且执照兼用英文，故

办理更觉为难。伏查中国各口税关，皆有洋人，皆亦通习汉、洋

文之人，若由总署伤令总税司札行各海关发给此照，则易于集事

且无错误。前拟在广东香港专派一员发给此照，继思有由天津、

上海来者，则仍有不便。若由海关办理，则随处可领，似更方

便。是否可行，务求察核。

新例中所最不便者，不许假道一节。此事背条约，妨国例，

且有违公法。终必与之力争，争之谅亦终必收效。新例颁行以

来，有华人由金山出口，船经英属域多利，绕至飘地桑，当时关

吏阻之，后经此间电报告以其人系由美境过美境，乃许放行。又

有华人由呢托来出口，车过英属问拿打，行至亚加拉桥，亦被关

吏阻留，后经户部出示，亦谓其人由美境至美境，不能作为犯例

(户部命以车票为凭〉。此二节事亦系将新例通融办理，可以引作

华工假道榜样。古巴刘总领事处，曾经宪台颇发执照款式，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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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与商人。近日有商人自古巴领照来者，询问其人，据称持照到

纽约，关吏验照，即许放行。此一事亦可作华工假道引线。不许

假道，彼国亦多有知其不可者，第藉口于逗留不归，故敢于行此

苛政耳。不知华人之来美业工者，多系极贫下户，至由古巴返国

之人，则皆帝有积蓄，乃作归计，断无有舍其向来所执之业，费

百数十舟车之资，来此图工人微利者。此理甚明，无须疑虑。即

谓虑其假冒逗留，亦尚可另筹他站，以直抵香港之船票为凭。至

不许假道，则于事理均大不便也。闻近日总统集议员，曾谕以妥

议此事，议官中如陆根辈亦有昌言抨击。日来有无与外部议论，

便望示悉，至为企幸。

未行新倒以前所发执照，自户部电馈税关准行，近日东京

船、伽力船由香港来此，均有持此项执照者。且有一张系西历五

月六号成例以后所发者，税关均即查验放行，谅此更无留难矣。

前承钩谕以前寄款式既交户部，命再寄呈，今谨寄来。此案前经

诸文申报，现既准行，故亦谨缮印文呈送钩案，伏乞察存。

近日有船自巴拿马来，有华商五名来自秘鲁，均领有美国公

使文凭，到即放行。另有数名从智利各国来者，因未闻此处消

息，并未携有各样业商凭据，故关吏扣留在船。后经傅领事面求

关长，亦伤令本埠铺户认识放行矣。

近日连接秘鲁中华会馆第三、第四两号来禀，今将原禀寄

呈，所许写信人笔金，近经汇去一百元作为五个月分工资。

前驳洗衣馆苛例，现将译汉判词刊印，兹谨寄呈二十五本，

巡察使费卢亦望以一、二本赠之。西历八月中，本处议例局又议

成洗衣店新例七款，虽不如前此之刻核太甚，亦甚觉其繁重难

行。此例定于西历明年正月一号启行。现在既与律师麦嘉利士大

商榷，届时妥为经理。新例七款井呈钩览。

马典→案，近日在该府地方审讯。一名奄闻，系从楼上推坠

华入l ~~美亚，系鸣喂聚众，并以巨绳牵倒房屋。西入有目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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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借以锣者，有借以绳者，均来作证，实均系众供确菌。而

承审官竟尔放释。闻此二人重资延聘律师，所有问官均得贿赂，

是以释放勿罪。现尚有三四人未经审明者，谅亦必行放兔，容侯

结案后再以i芋呈。

以上八事，分条萨陈，伏希垂鉴。敬请均安。谨禀。

再禀者，承命寄来棉种二箱，一寄香港梁鹤巢兄，一寄上海

郑陶斋兄。又承寄来五箱寄上海招商局，均经陆续收到。本月廿

七日，东京船开行，即为转换提单，并由加用信函，分别妥为寄去

矣。第二次所寄之五箱，据汽车公司交到浮收运费一十三元七角

九分，除支取驳运各款外，尚余银元九元六角五分。现将清单另

函寄交翰屏兄收查。附此禀明。

再禀者，前承钧谕，命具印领支领整装银两，今谨以具呈。

去岁星相过日本时，承面谕向何铁宪借支规银一千两。本年正月

经向借支，复由函告招商局总办，请其划还，并请其归入宪台存

款核销，算此款于整装项下扣除，较为方便。计规银→千两应伸

库平九百一十二两四钱一分，馀银五百八 f七两五钱九分，可否

请饰帐房掷下。谨此附禀。又禀。

上郑钦使第二十八号 十月二十九日

再禀者，前禀中华会馆与总会馆合为→馆，现既于十月初十

日举行，将总会馆匾额撤除。是日复各绅商会饮，各商皆甚为欢

惬。前于庚辰年，旧中华会馆各绅劝捐延聘律师费，共捐得银一

万余元，除是年支销各款外，馀银五千余元。该商等初以此款专

系商捐，故另行存储，不许动支。本年聘律师麦嘉利士大，初虑

总会馆所收回华银，不能敷用，届时当向该商拨支。现在两馆既

经合井，劝令各商将是款交出。该商等旋于十月二十日集众交出

共银六千二百七卡余元，经照新章交与各会馆铺户轮流管理，以

备公用，所有合并会馆一事，除缮呈公禀外，附此禀陈。至合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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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事，有一二小人簧鼓其间，尚未办妥，并以声明。

上郑钦使第二+九号 十一月三十日

i投票者，窃于本月初九日奉到第二十七号钧函，二十五日、二

卜，七日又叠奉到二十八号二十九号钩谕，敬谨捧读，抵悉一一。兹

谨将应禀应复各事，条具如左。

华工假道一事，敬言在宪台复照会外部与之商论，顷闻华盛顿

之司法总长函告外部，谓以新例及续约，互相参观，凡华工假道

美境者，与续来佣工不同，不能作为有犯限禁华工新例等语。若

是，则假道→层得以允行。凡寓居南美洲及西印度工人，无不感戴

恩泽，往来便利矣，忻慰之至。刻下钩署不审既接J佳外部复文

否?其中有无另设章程，尚求详示。

限制洗衣馆新例，前经律师驳除，后议例局复于回历十月中

另立新例七款。查华人来美佣工，除开矿造路及供厨役外，其足

以夺西人生业者，莫如洗衣馆，分散各邑，随处多有。即以金山

一埠论，业此者，既有五六千人。而洗衣馆堆积衣服，易于燃

火，用水过多，或不干净，业工之人又间或歌呼达且，喧扰居邻，

亦不免有招忌面恶之处，因屡为人控。去年曾设一例，非砖屋不

能开馆。本年又设一例，非有近邻十二名实业土人荐引，不能营

业，均经驳除。此次新例七款，如第五款之晚十点钟后，早六点钟

前不能做工F 如第六款之不许容留传染病人，原应遵行。即三、

四款之防火灾、修水渠，意亦不诲。惟必须议局领取牌照，诚虑

借领照之名，苛刻挑剔，加以驱逐，故仍不能不与之争讼。现业

协洗衣馆仍照前时联合章程料理，并烦律师预为经画，刻已到行

例之期，不日即应审判。某之意，如果幸而驳除，仍当令洗衣馆

妥立章程，自行检点，庶冀兔再兹事端也。

马典一案于中历十月底在该府地方审讯，一名奄闻系从楼上

性坠华人，一名美亚系。鸟锣集众，并用巨绳牵倒房屋。因人有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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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者，有借以锣者，有借以绳者，均未作证。实系众供确凿，丽

承审官竟尔择放。(此案曾遣麦嘉利士大往办，而彼不肯住。)据律

师利亚顿云z 闻此二人用重资延律师，所有问官均得贿赂，是以

释放勿罪。利亚顿又云z 此案彼辈亦受累不浅，亦稍足以惩后

至，惟欲使成罪，实属万难，缘是处地方狭小，甚少上等公正

人。所谓官长者，即彼辈耳。又工头司徒日前报失单，约计千余

元〈度之实在损失无多)。该处官长指为无凭。利亚顿又云:如欲

追偿，须移出本处衙门审讯，但恐使费多，得不偿失。现犹有与

奄闻美亚同获之三人，未经审明，然大概必行释放，其司徒之失

物应否再为抖理，刻下尚未有定见也。此案侯一概审结后，再将

审案情节，烦律师抄齐，续以寄呈。

近阅新闻，云户部派一官名同慎，往钵当臣地方查办华工及

下等华妇犯新例潜入美国者。按钵当臣即系与英属域多利相连。

近闻有华妇十余人，由香港载至域多利。该处华商控于英宫，指

为娼妇，且经官审无凭，而新闻传说谓该娼妇实系欲来美国者，

故户部派官并及此节。查新例限禁华工，原未谋及妇人，近日钵

仑华妇→案，既经户部允行，且谓妇人权利与其夫一律，似华工

在此，其妻女均可以来。惟是金山妇女，娼妓多于良家，此处三

合会党，每有一娼妇来，说索分肥往往哄斗，甚至有拐诱掳掠

者。而蛋户穷民及无赖奸商，以重利所在(一妇女到金山可卖

千余金，香港之梁泰记亦即贩卖营业。本年正二月载来妓妇，即

系伊贩来者。闻其人旧日稍有身家，本年因箱馆坏船事贻累，益

至无所不为)，百计营谋。常念此事，论限禁新例，实不愿其并

禁妇人。而ìt金山情形，又实不愿娼妓假借而来，至滋事故。前

呈拟驳新例，说帖中拟侠中国设官发给护照之时，凡有妇女欲来

美国者，馈令金山铺户取具保结，由总领事查验，发给凭单。其

人持取凭单，方能向发照官员请领执照，如此可以杜拐骗而省事

端，是否可行，尚求ìJ11示q



56 近代史资料

以上四事，伏求察核。敬请钩安。

再禀者，近又陆续接到船鲁第五第六号来函，兹仍将原禀寄

呈(因来函另有附信存此，故将原禀寄呈)。顷承欧阳锦棠〔堂]兄出

示宪台复秘鲁函，知是处为请延写信人事，不免阻船。查此事初

承钩命，并未知秘鲁华商不睦情形，询之郑翻译云z 无人可用。

又见中华会馆来函，尚属明白，故即以托之会馆。又询悉是处

华商之有名望，成称有永安昌之刘家露，广利号之叶简卿、黎省

三等(后乃知此数人即系远安公所之值理)。故当时寄函，外书

中华会馆列位，内即书刘、叶等名。现又据该馆古德函称，司笔

写信人，名黎普煌，号朗轩，系与刘叶诸君集议延请者，可知此

人并非向在会馆至招众恶之人，不知何以尚各怀意见。现经宪台

谆切劝谕，谅当各顾大局矣。至该馆情形，八月中黎省三归国过

此，甚为丑诋，其后询问刘荫洲、区伟卿各人，又颇为持平之论，

谓殊不尽然。附此禀明。 又禀。 十二月初三日。

再承示日本有栖亲王道过华盛顿等因，其人到此，寓巳黎斯

酒馆，亦穿一裹圆袍对襟马褂小帽，往拜，未遇。昨接其来函

云:初二日晨有暇，在馆拱候，亟欲-见云云。复往见面，甚为

款拾，并述及在伦敦曾见曾侯，在华盛顿曾见宪台，甚为忻慰等

语，濒辞复索手书，因赠以斗寺并规土物，于本日前往送行。其

在日本颇立功业，兼充左大臣〈即军机大臣) ，亦为民望所归，人

素温厚，此间新闻或讥其骄做，大约简于酬应，则有之也。附此

禀复。又檀香山所派驻日公使近复由日本归来。询其行踪，据称

未到天津，侯此次归国后，将再启程前往天津。云日本亦派一公

使，名杉孙七郎，借住檀岛，云系往贺檀主、檀后新宫之礼。而

新闻戎言檀使欲招日本工人，日本未允。杉使往檀，乃系查察檀

岛如何情形，再行定议云云，未卡信否?井以附陈，统求俯鉴。

又禀。 十二月初三日。

再承询寄香港上海棉花水脚及寄秘鲁汇水，前复翰屏兄，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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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转禀，想邀鉴察。又承命择寄金山洋文新闻。从前金山新闻均

由经领事署转寄钩署，惟本年每将新闻择译，因遂有抽出遗忘未

寄者，现经妥嘱江的古卢报馆按时寄去。每岁并信资共六元七角，

因综购一年，故价较廉，经由支付矣。又禀。 十二月初三日 o

上郑钦使附二十九号

再禀者，中华会馆合并以来，当即查照会馆规条，将各会馆

董事派充中华会馆董事，又另派绅董六十名，所以多派者，因遇

有事端，则各坊令各乡望族长妥为抖理，易于措手故也。因念此

间铺户时有更易，即绅董亦时有更易，故未便将选派绅董各名禀

呈。兹谨将所刻名单呈览。又合和会馆一事，以该会馆分而为

四，骤增无益用项，致有亏空，而该会馆馆舍又并未分拆，将来

议分终必争兢。因陆续遍传各姓父老三十余名到署询问，当经金

称允办。惟肇庆会馆有-黄秀珊，不愿举行。(此人最为狡猜，向

居金山，专以鱼肉小民为业，从前议分会馆即系经伊一人播弄而

成，闻彼与肇庆会馆密议分馆之后，谢伊千金，现只收到三百余

元。知其如此，预为笼络，百方劝说，而彼终不愿者，则以实利

所在，不能不力争也。闻锦堂兄云:前任时所有匿名帖，多系伊

摆布者。〉八月间谕彷冈州董事陈文泉等，妥为联合，初意侯合

和会馆合并以后，再合中华会馆，乃陈文泉因伊另有私事，延未

经理，黄秀潮复乘间蛊惑，到处谣啄，甚至谤毁中华会馆新章，

谓将伊会馆斥之在外。且不为众论所容，而肇庆馆中→二姓亦有

受其愚弄，先允而后悔者。因将中华会馆联合妥，将合和一事暂置

后图。现拟于日间再行传齐该馆绅董，当众晓喻。如果多不愿合

者，则此事作为罢论，如果三馆金愿，惟肇馆不愿，则或将三馆

先行合井。又或肇馆愿者亦十居其六七，则实未便以公众之事竟

容一二人抗阻，再当设主主禀i青办理。谨此禀明，再请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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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郑钦使第三十号 十二月二十五日

敬禀者，窃于本月初旬寄呈第二十九号禀，想邀垂鉴。本月

十三日接奉第三十号钩谕，十六日曾容川到舍，复奉第三十一号

钩谕，敬谨读悉，兹谨将应禀应复各事，条具如左。

据户部佛兰治寄税关文开，本署判凡华工于一千八百八十年

更换续约之日在美国者，应准任便来美。倘于一千八百八十二年

新例未批准之前离美国者，可不须按照新例领照呈验云云。本月

中有一华工由香港至域多利来金山，查得其人系于一千八百八十

一年九月由美回华，系应准其登岸者，不意税关仍然阻留。询其

阻留之故，则称续约于八十一年十月五号由总统批准宣布，应以

是日为断。此华工在八十一年十月五号以前离美，不能任便来美

等语。复向税关钞得关上通伤关役文一通，内称接户部函，华工

于八十一年十月五号以后离美者，方i午登岸云云。阅之甚为疑

惑，当与辩论，谓此项不在禁内华工，载在新例及户部函，均以

八十年十一月十七为准，何以办理忽又两歧?而税关仍置若罔

闻，不得己于十九晚电请宪台察核商度。(此船运于二十二日开

行，而二十日为礼拜六日，虑各署无人办事，所以将电报径寄洋

文者，冀其便捷，且电文中可以节佛兰治函，庶便将此电持示外

部也。嗣后仍当遵用码号电报，以寓慎密。)旋于二十日午后，税

关接户部电，谓订约之日应于八十年十一月为准。税关即许是华

人登岸矣。此为第一次华工无照上岸之始。初闻税关语，尚疑该

关另奉有户部文函，及见其通访文，援据户部来函， NP系佛兰治

所断各话，乃知关吏系凭空伪造，盖关上人役均系百方憎恶华

人，意欲尽行驱逐而后快者。照佛兰治函，则自八十年十→月十

七以后，八十二年五月六号以前，华工离美者，皆可复来，通计

此项华工，应有数千人，故将八十年十一月结改为八十一年十

月， \j\l\此项入数较少，其诈伪巧精如此。〈税关之通饰文系其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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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朱霖签名，此人最为狡猾。)兹谨将来往电报及户部寄税关电

钞呈钧览。

马典一案，现据律师利亚顿将此案审断口供各项，详细函

知，谨先将译汉呈请祟核，详文随后钞呈。

洗衣馆新例七款，于西历正月一号举行。因未j重新例向议局

领照，被巡捕拿办者，有十余间，概行保出，既于本月二十二日

在合众国衙门，经按察司苏耶、哈富丈审讯， ，现未判断。其第

五款之夜十点钟后，晨六点钟前不准做工，亦有被拿者。现在概

令遵照新例于十点钟停工，亦未交律师争辩此节，盖比节本应遵

行也。

在嘉省之轩佛地方，因番禹杨某家养小猪，跺躏新宁李某菜

园，当经彼此口角互殴，旋至各集徒党哄争，刀枪林立，竟似械

斗，所幸未曾伤人。而彼此两造各禀巡捕，各出票拿禁十余人，

附近各埠，闻风响应，互相帮助，几酿大变。此间闻信后，惧其

分邑树敌愈闹愈大，立适中华会馆司务赵文功并三邑会馆通事周

邦礼前往词 f;芋，并给予一函，吉IJ切劝谕。现在既于十九日照公议

办妥，两造共订约各将被拿之人保出，现在既经息事矣。

上郑钦使附三十号

再密禀者，伏承密示详药一事，敬谨读悉。查中美续约第=

款，内开中国与美国彼此商寇不准贩运详药等语。牛二年二月底，

甫经接任，正恒议院议立华工新例，其时税关接户部电报，访令

:1守华人远未洋药，暂勿报税，时有华商求领事傅烈秘电询外部，

i也以不可， i自此系照约，应侯户部颁发章程切华商进行。乃嗣后

接户部边章，自回历八月一号(限禁华工例于八月四日举行〉不

许华商运详药入口。然他国商人运来如故，久之而美国船、美国

商运来亦如故。(盖谓条约只禁华商运洋药入美国，且只禁美国

船美国商运详药入中国，未尝禁美国商运洋药入美国也。〉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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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为详药→切贸易者亦如故，颇为疑惑，复将约中英文详加询

问，则系将中国商民不准贩运洋药入美国口岸作一节，美国商亦

不准贩运洋药入中国通商口岸，并由此口运往彼口，亦不准作一

切买卖洋药之贸易，又作一节。以是始知美国立约之意，并非惧

美人沾染，欲行禁令，徒以方订整理华工之约，欲借美国不运洋

药入中国一语，以见好于中国耳。本年西历十二月四号，本省议

例局绅，议立一例，凡贩卖鸦片者，须在此巡捕局领取牌照，每

季卖烟三千元以上者，纳照费四十元，三千元以下者，纳照费二

十元。议此例时，正在新旧议绅前后接任之际，当有局绅托人密

询华商，如华商肯出银一千圆，则比例便不能议成。华商惧开说

索之端，效尤日甚，不肯答应，此议遂成。(十二局绅签名者七

人，四人不允，一人不在场。〉窃念此事，彼国不议禁而议加收牌

照银，此例一行，每岁华商又吃亏数千元。顾华商在此贩烟一

事，不免招恶，又碍难使律师控告驳除，因与傅领事默商消弥之

怯。傅领事乃往见本府知府(局绅议例，须经府官批准)，先论及

此例之不合，复告以议绅议此，本为宗钱不遂云云。府官乃谓如

此殊属不公，次日遂将例批驳。谓经由巡捕领取牌照，向无比

例，故不准行。不意局绅即日又集众公议。(在西历正月六号、

正月八号，即新局绅接任矣。)因又设法要i吉一二局绅，遂不能

成议，现既作为罢论矣。此事甚赖傅领事之力也。至于议禁一

节，彼国如设立章程，领事自当竭力帮助，彼国不禁而领事议

禁，贝IJ徒托空言，势不能行。是否有当，伏祈察核训示，再请钩

安。

上郑钦使第三十-号 十二月三十日

窃于本月廿五日肃呈第三十号禀并钞电报各件，当邀垂鉴。伏

读第三十号密谕，以上海美商拟用机器纺织绸缎，经护关禁止，

而美使杨越翰照会总署，指为违约，总署欲与外部论说，因馆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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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华商购买土靠制造销售若何情形，各敬读抵悉。伏查华商在

此制洋鞋者，约有数十家。(亦有东主是洋人者，然多华人自为

之，惟制洋衣者，则多系洋人为东。)制吕宋烟者，约有百家，

均系购买土货制造销售。他国不得而知，就美国而论，尚无禁他

国商民购土货制物在本地销售之例。伏念此事，在他国则可，在

中国则不可，在中国地方容外国商民以手艺改造土货销售犹可，

用机器则万万不可。何也?西人之于商务，考求日精。其业商者

流，类皆能竭尽智能，以争锥刀之利，故虽许外国商人购土货制

物，在本地销售，而本国商人各挟其雄资以相兢，断不至将利权

拱手让人。华商富厚既不如西商，人而分门别户，各业其业，势

如传r&。团结又万不能敌西人纠股公司之力之大。又况泰西通

例，凡外国商民，均归地方官管辖。商人有蓓地税，有牙帖税，

官皆得而约束之。只有本国利权许本国人独占之事，断无本国商

人反不如外人优待之理。今中外和约，税权既不能自主，洋商又

无从管辖，如子口税等事，久听其纵横。通商至今三十余年，外

国之货入口侵灌，至令吾民失业者，既不知凡几。而西人贪欲不

己，乃更欲操中国货物之利权。然使仿照中国之站，以手艺制

物，则中国商民，工贱耐劳，犹可以争。兹欲以机器制造，织绸

缎之不己，将进而缝衣棠，缝衣裳之不已，将进而制靴帽，乃

至→切以人工制造之物，均可以机器夺之。中国商工恐将尽失其

业，流离失所。总署坚持不许，所以为吾华吾民计者，至深远矣。

然现以此事商之外部，骤谓中国不许外人购土货制物在本地销

售，则似与通商通例有所未符，彼必以为逆耳之言，而反誓

议。展转筹思，虑难启口，惟所幸中美条约并未载及，即美使所

引陆、比等约所载唯其工作等字，自不能指机器，引此为解。此

节尽甚可据以相争，以愚虑未使举行之，实况所及似宜专以不许

机器制土货为词，缕陈情况，专与言惰，或易动听。查各国机器

韧兴，亦时有工人纠众忿争之争，今中国风气未开，岂容遁许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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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机器夺吾民之业!此局若开，诚虑小民滋事。华工来此，脐

手眠足，拮据劳苦，所获无多，而土人尚生妒忌，至有限禁之

例。今美国以机器制吾土货，则是以安坐易得之利，反夺吾华工脐

手服足拮据劳苦之业，反观对镜，其理亦易明，亦人馆"之所同，

而理有所不可者也。再承钧谕，谓以自主之权论，亦非别国所应

强迫，实为扼要。查公路中，各国待外人有指明某项事业，要与

土著有间，有不令外人擅为者。在雅典，则有重做外人货税令，

外民讼事，须由土人具结ft保F 在佛兰西，则有外人遗产归入主

内库，在美国，亦有内江内问不许外人轮船揽载等条，诸如此类

罔亦有之。现己设词花人细查。Iþ国本有自主之权，即i自以机器制

土货在本地销售，不许外人为之，亦公能不能议也。总之，要之

今日通商专尚势力，势均力敌，则口舌易于收效。然势力即有所不

速，事关于伸自主之权，保公众之益，即令彼辈合而i某我，吾乡每

竞坚持不许，彼亦无如我何。盏今日局面亦断不至以商务而失和

也，是在坚持定见而已。此事关系甚巨，办理亦良非易，所陈诚

恐无当于万，望宪台深思熟筹，与总署及各公使妥商，务期大

局幸甚。尝读《海关输出入册>>，见中国溢出金银，岁近二千万，常

谓必须以国家全力保持商务，而后乃能国不患贫，平生志愿，区

区在斯。兹承谕及，恳恳愚诚，不自觉其烦读若此。伏祈密存而

详训之，是所企祷。

上郑钦使第三十二号 正月十三日

敬禀者，窃于十二月三十日肃具第三十一号禀，当邀垂鉴。

新正初→日奉到第三十二号钩谕，初六初八日复奉到第三十三号

三十四号钩谕，捧读抵悉。华工假道事既据外部将户部章程知

照，承示汉洋文章程等项，一一敬悉。各项兹谨分条禀复如左。

承谕华工假道?昆冒之弊必所难免，倘入境之后，匿不出境，

未必美国默无→言，诚为思深虑远之语。查户部章程，虽未育报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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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匿不出境者作何办毡，而中有华工如未出境，须向本部报明

等语。苟{在混冒者多，则彼国据以有辞，又虑将此章程益加刻

核。熟念此事，凡假道华工求领事给照者，难以专信其口供， i盛

行给照，仍须有所据以为凭。所据之项，仍莫善于直抵所往之船

车票。查华工往来植香山、域多利、巴拿马者，均必须经过金

山。此项华工由金山出口易于稽查，其有直抵所往之船车票者，

照票给发，即无此粟，亦可伤令本埠铺户结保。至由香港往古巴

者，经过美国大陆，现在既与怕思域公司商定，均卖直抵所往之

船车票，每人收银→百元。(户部章程一发，该公司即来领署询

问，当即与劝商发夹此项船车票，并令减价，以便搅载。旋据该

公司函称， i义谁价银每人百元，其由古巴返香港者亦同，该公司

呈报一华人通事前往古巴揽载客，经将公司所议价数函告古巴刘

总领事矣。)将来专据此票，似亦可桂假冒泪充之弊，舍比亦未有

别项良法也。

户部章程第三款，所谓带领华工多人取道行走，系指车行公

司搅载人及各种工头言之，苟有确掘，关主可以放行，拉诚简

易。此项取道人如经过中国设有领事之口岸，可毋须再按第一款章

程，由中国领事给照。以管见似可听其任便往来，不必责令开列

清单到领事处报查。盖假道华工布此种带领人，得以通行，则华

工均之得受其益，不必领事豆揽其权。且既有带领人{皆行，则带

领人专责其成，亦不必领事豆预其事。至于由香港前来之人，或

虑有拐i秀贩卖之弊，仍可以船到日逐口清查，呆有贩卖拐诱者，

仍司设法扣留也。

承示&洋文护照稿，拟即照刻，以便给去。查章程内开，凡

取道华工每人须另将护照两纸交给税关。此所谓护照者，曾容川

译作清单。(查此段洋文系用作地士劫的付里士与第-段所谓素

锦勿结译作凭照者不同。)盖领事给予华工者，只护照→张，华工

呈关验看后，仍随身携带。华工本人仍照依护照抄写两张呈关。一

, 



64 近代史资料

存入境税关，一寄出境税关也。(阅看章程文义，即第二第三

条，华工之未领领事执照者，仍须呈缴清单两张。此项清单，即

将本人之姓名、年岁、入境、出境日期等项开列，以便关口查阅，

未卡是否。)惟是华工本人不识西字，无从钞写，仍须领事处代为

钞录耳。本月初十日，东京船由香港来，有往檀香山人十二名，

有往巴拿马人十一名。查船期尚i毡，难以留船守候，当即遵照新

例，给发凭照，税关均即放行。除华人自带一张外，仍钞一张存

关。(因仍由本境出口，故只钞一张。)此项照钞存关之一张并不用

印，附此禀明。此项所发新定照式未及刊刻，与税关言明暂用常

日所发护照，加上入境出境等项。

户部此次章程，领事遵行，每一船到，领事处必须恼人往

查，又必须就船上查询给照，稍觉繁难。惟实在于假道华工有

益，为职分应办之事，劳苦所不敢辞。第谓此事由领事经理，必

使假道华工无一潜医，则诚恐未能。盖领事亦只能询考其船车票及

伤令铺户认识， t羊慎缮发而已。苟华工一经入境，竞自不住，领

事亦无从查究。又此项执照须载明出境日期，由金山至纽约相隔

万余里，预询彼处轮船开行，无论本人未知，即轮船公司亦多来了

悉，或华工先行出境，或华工随后出境而税关未及稽查，抑或华

工按期出境，华人不通西语，于税关查验时未及呈照验看，而税

关误疑为未往，均为情理之所有，此亦不得不预为筹及者也。

承示将此次章程译汉摘要刊布，自应遵照。尚更拟自新例颁行

以后，将某项人应来，其应来者系如何办住，刊一简明清单，伸

众威知，庶无乖误。

以上五节分条萨陈，是否有当，伏希察核训示。敬请钧安。

再承命将中华会馆章程寄呈，越将五本另包寄到，伏乞察收。附

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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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郑钦使第三十三号

敬禀者，窃于本月十三日肃具第三十二号禀，条议华工假道

事宜，想邀垂鉴。十五日又奉到三十五号钩谕，敬读抵悉，兹谨

分条禀陈如左。

假道章程第三款，如育带领华工多人取道行志或有确供，即

pf作为凭据，准其假道，此与中国向办华工出洋章程，诚如宪台

致总署函所谓两不相涉，两不相碍。承询中国照章所给之照，应

否出知金山领事，以便→体查验。伏查古巳华工条款第五款所载

给照各样办齿，设怯既极严密，今欲于取道时豆加查验，以期周

密。按金山领事处，每遇有船由香港来者，即派员往查，嗣后遇

有前往古巴等处华工，自可逐口查询有无领取中国官员所给护

照，其未领照者，自可极力查话，是否系拐诱贩卖而来，倘有弊

窦仍可设怯扣留。窃计若有拐诱贩卖之弊，当系不领执照之人，

其既领执照者，当无他弊。金山领事处惟应按章随时稽查，{t.l可

不必更烦中国给照官员知照办理也。

承询中国所给出洋执照，如遇其人系取道美国者，应否添入

取道一层，抑竟不舔等因。伏查户部所寇假道章程，系由中国领

事给照为凭。中国所给出洋执照即佳添人假道一节，彼仍不能验照

放行。窃谓中国给照祈宜循照向章缮友，毋庸叙入比节，较为得

体。

预防华工假道潜医之弊，前拟i青以直抵所往之船车票为凭，

否则馈令金山铺户取保。日来熟念此事，凡由他国返中国者，或

可毋须严防z 惟由中国住他国者，不可不严防。由中国往他国，

苟属旧客，尚可无须严防F 惟新客则断不可不严防。今饰令铺户

取保，则化卿或未有认识，专以直抵所往之船车票为凭，则此票

亦竟可以掷弃。又拟设一远环互保之拮，凡取道华工请领执照

者，饰令其同伴或十人或八九人或五六人遥环互保，苟偷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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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惟余人是问。以此一节辅上二战而行，庶几较易防弊。再，

前次东京船到，所给之照均以直flJ:所往之船票为凭。其前往檀香

山者，更有铺月{呆结。合并禀明。

以上三节，谨掳、管见，是否有当，伏希察核甘f! 示。敬请钩，

安。谨禀。正月十八日。

上郑钦使第三+四号

敬禀者，窃于本月十三日肃具第三十二号束，均系条陈华工

假道事官，想邀垂鉴。兹i董将应行禀复各事，条具如左。

洗衣馆新例于去岁腊月二十二日(即西历正月廿九号)在合

众国衙门，经按察司苏耶与哈富文二人会审，日久未经判断。现

闻此案苏耶之意，以为新例不便举行，而哈宫文刑谓是例可行。

审官二人，彼此意见不符.须将全案供词寄至华盛顿之上号:裁判所

(洋语谓之士必鳞葛)乃能核断。

金山地方向来每岁命案数十起，多系寻仇斗杀之宅。去岁一

年，侥天之幸，仅有赵阿卓被人服毙一事。乃腊月，切句，在北加

精街，有妓妇钻金，被菜阿柏挟恨暇毙，凶首即行信jiiz 才三月初

旬在白华转街妓妇莲英被李阿愿刀刺，闻系相约殉死者。投妇现

尚医治，而该犯在监乘问自给身毙。此外又有部某与张明斗殴，

用铁棍击伤张明头颅，业经彼此议息。不主;医生不精于医，终因

伤宝，于前数日毙命。又有雷某由他埠来此，在戏团门口与赵某

索债，彼此斗殴，旋被赵某拔刀刺伤，行凶之人脱逃未获。一月

之中，故杀者一起，误杀者一起，受伤者二起，令人忧闷a 前承第

三「二号钩谕，谓拟将社绝妓妇，整顿匪类工事一井告知外部。

查此间妓馆每易滋事，现在限禁华工，一侯中国设有给照官员，

与之声明，华妇由中国来，除中国官员眷属及随带雇用人外，一

概须有护照方许上岸等语，而中国给照乃专由金山领事取具铺卢

幌结，然后凭单给发，便可不禁自绝，此事办理尚易。至驱逐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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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一节，所见具阵、于前拟条款稿中，诚虑未易得当。或者仅举限

制华工章程，推类言之，谓华人来此之有损于风俗，有碍于平安

者，皆系此种匪使之战。外部如肯允从，则华人实受无穷实益

也。

马典一案，前经将律师利亚顿来函译呈，主主复将洋文呈览。

此事华人亏损尚小，惟情节殊属可恶。初办此事，原不敢期于必

胜，但冀借此以稍警效尤。此刻应否再行文外部，伏乞宪台察

核，甘iI示道行。

以上三事，伏希察核。敬请钩安。 i莹禀。正月廿日。

上郑钦使第三十五号 正月廿九日

敬票者，窃于本月廿日肃呈第三十四号禀，想j塾垂鉴。前禀

各条，尚有未尽之事，未达之意，兹谨再分条详细萨陈如左。

洗衣馆新例，因问官二人意见不符，故将全案移交华盛顿之

上等裁判所审判。第闻华盛顿之上等裁判所，案件繁多，以各属

移案到日期，分别先后。尝有一案，耽搁经年，未能判断者。当

未经判断之时.所有不遵新例各洗衣馆，仍可出票拘究，诚虑纷

扰无穷。现据律师商榷，设法出票另拿一未i盖新例之人，令其入

监拘押，律师即为是人修办驳词寄呈华盛顿。盖如此，则上等裁

判所之审官应为此次拘押之人，将案移前，早日判结也。律师复

将两案驳词，刊刻成松，分寄华盛顿之司法各官。其驳词大意系

指斥新例为不符国例，不合条约，引例甚多，词甚博辩。因卷快

繁重，一时未能译出，今先将洋文寄呈钩览。

前陈议禁娼妓一事，查各国繁盛之区，无不有娼费妓院，虽

各出禁条，亦有未能除绝之者。论为政大体，原不在乎汲迦于

此。第以金山华妇，娼妓多于良家，又有三合会党说索分肥，往往

滋事。前光绪三四年间，美国驻华参赞何天爵曾对总署言及，谓

欲严禁娼妓。近年以来，每有华妇来者，必经香港美国领事取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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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户保结，又令妇人影像，以→张存领事处，以一张寄税关核对

查明，方能上岸〈此节现已废止不行，不知系美国所定之例，抑

系领事自拟办法也)。又闻美国国例亦有凡船由外国进口，如查

明该船所载如有有伤风化各事，应伤令原船载回等语，则此事自

应由中国议禁为便。议禁亦应外部所闻。第与之声明，华妇来者

由中国官给照为凭，一经外部订明便成定局，所有中国官员眷属

及随带雇用人等应以何为便，或华商家属随别国来者，应以何为

便，此外有无窒碍，事不厌思，仍望宪台熟筹而行。

前陈驱逐恶人一事，美国参赞何天爵亦曾对总署言及禁止逃

犯来此，但只言禁其前来，未及驱之回籍。兹议由领事查明，

驱逐于他国。地方行领事法令， f住之各国通例，原有未符，诚虑

未易办到。但此事实于两国均有大益，不得不竭力图之。今进言

于外部，如虑彼以其人犯罪，尽可控告地方官为词，则或告以此神

恶匪多系中国乱党逃避来此，犯罪原在中国，不在美国F 如又虑

彼以在美国既不犯罪，亦可毋庸驱逐为词，则可或告以此种匪徒

素不安分，在此连盟结党，凡凶杀扰乱之事实多系其暗中主谋，

又难于指实其罪状F 如又虑彼以逐回中国治罪，有伤仁爱为词，

则又或告以中国内难久平，此种乱党早经赦看，今亦不过返回，

井不再行惩办等语。总之仅就限制华工一事，连类言之，谓凡美

国所指华人为有伤风化，有碍平安者，不在各工，而在此种人，

但能驱逐数人，两国均必有神益，或者较易动听。盖限制工人与

驱逐恶匪，均之未符万国通例，彼可行，此又安在其不可行也?

若外部终未肯从，即又与之约，试办数年亦无不可。于此事蔷念

最久，前以假道一事，未经妥议，不敢多及。今复倾臆缕陈，以

备采择，是否有当万一，统求酌夺训示，不胜企幸。

上郑钦使第三千六号 二月韧六日发

敬禀者，窃于上月廿九日肃呈第三十五号一禀，当邀垂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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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初一日奉到第三十六号钩谕，敬读氓悉，兹谨将应行陈复各

事，分条具禀如左。

承命查询金山华商购买土货制造销售店数、人数等项若干，除

所开铺名业于三十一号禀陈外，现查制吕宋烟者约有一万一千人，

制洋靴者约有二千六百余人，制洋衣者约有二千余人。统计此

项工人，华人为东主者居三之二，洋人为东主者居三之一。其资

本多少难以确查。颇闻各国均无禁外国人制造土货之例，惟别项

事业亦有设为大禁，止许本国人专利，不许外国人均沾之条。此

事经设词询问律师麦嘉利士大，据称此种惟公站家乃能熟悉，伊

尚须检书查考再复。麦嘉利士事务繁多，近又有疾，既经催促早

复，侯其复到，即当钞呈。

自来华人犯罪，经嘉省地方官定案监禁于桑困顿岛中者，约

计有三百二十余人。近因嘉省管库，入不敷出，议行节用。有议员

倡议将此项犯事人概行驱逐回华，大可省费。顷且未议成，颇闻

事有端倪。议员并云此项犯事人既经出境，不许其领照再来亦不

至于废住。盖亦由限制华工之例而牵连并及，且必有限制华工之

例，乃可以行之无碍者也。由是以观，前议驱逐恶人一事，或能

允从，亦未可知。惟前禀欲指此恶匪为中国乱党，细思措词未

洽。盖西国于连盟结党，叛抗朝廷之人目为国事犯，以为系出公

愤，非由私罪，两国订立互交逃犯之条，且有声明不交此种犯人

者。但指此项为曾经犯棒，素不安分之人，似较浑融耳。又三十四号

禀中所陈娼妓莲英被李愿刺伤，现经渐就痊愈。又赵某在戏园门

口刺伤系黄阿雷，非雷某，现阿雷亦既全愈矣。附此禀明。

假道章程既详复于三十二号、三十三号禀中，想邀鉴察。前陈

怕思域公司发卖直抵所往之船车票，由古巴至香港，每人百元。闻

该公司议于纽阿连人口，盖由古巴至纽阿连，较之至纽约水路较

近，由纽阿连至金山，较之从纽约来陆路又较近。该公司又派一

人至古巴揽载搭客，谅即系遵照假道章程第三款，即令其人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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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也。接据古巴商家来函，谓该处华人既贪程途之近，又喜价

恒之贱，甚为欢欣，多有图作归计者。惟是近见怕思域公司司事

人又云，纽阿连地方最惧黄瘟病传染，近又议一例严防传染病，

自回历五月起至九月止，不许外国船载人入口。闯比例既议行，

则此数月中，古巴华人之欲归国者仍不得经由纽约矣。

去岁十一月初，交金山永和生号汇寄金钱一百元，交与秘鲁

中华会馆之写信人黎朗轩收，日久未见复函，自第七号函后，亦

未有续禀。而由远安公所黎俊英陆续叠寄四函来，其第三号函述

美国公使欲选择华商，暂行代理领事，并云经托美使转禀宪台。

乃顷据中华会馆古德基函，述华商某欲代理领事，不孚众望，

人情惶惑云云。其缸脑不睦情形己可想见。此事屡经函劝，并附

寄以此间去岁告谕绅董文，令其联络一气，然彼此各树党羽，终

不相下，似非派员前往不足以镇群情、联众心也。又本日有一注

国人从秘鲁来者(名柯士架，闻系怯国绅富，以游历至秘鲁者) , 

自述在秘鲁时见各华商，请其道经华盛顿代求宪台早日持节前

往，且ìllI驻秘有智利将军连治，如宪挂移驻，与该将军商榷一

切，即可保护商民云云。经面许其将此语转票，复i射其雅意。古

德基函即交此人带来者。远安公所来信， t呈钞呈钩览。

以上四节，伏希察核，敬请钩安。

上郑钦使附三十六号

再禀者，去岁十一月十五日发来第三次经费一万元，此单早

交嘉利科尼银行入数作为总署存款。乃日昨银行司事人来说，此

单不知何处失落，求为电话宪台询问李格士银行，有无别人持单

收银。银行司事人又求代为电请宪台照发一单。告以如果李格士

银行未有他人持单支银，自当代为函恳宪台再行补发。昨奉到复

电，知此项银两，末有人取。可否求伤帐房照依前发之单补给一

张，井于单内写明照钞字样。一面仍求告知李格士行，此项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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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口口①，险单内有照钞字样者，方能支银，其原单作为废纸。侯

单口口口②，仍向嘉利科尼行取回凭据，声明原交之单已经失落

作为废纸。如此谅亦可行。务求察核。再银行交来代寄电报银二

元，今并以缴呈。又禀。

寄郑钦使第三十七号 二月廿四日

敬票者，窃于本月初六日肃呈第三十六号禀，当邀垂鉴。十

五日奉到第三十七、三十八号钧谕，敬读抵悉。兹i盖将应禀应复

各事，分条1卢具如左:

给发假道凭照，所拟连环互保之毯，系指并无直抵船车票及

无人认识者言之。现在所发假道凭据，凡由域多利，巴拿马来往

者，均查明其所携车船票给发。惟前往植香山，到此欲上岸者，

并伤令铺户担保然后给发。(盖以往幢之人所购船票比到金山船

价反贱，而檀岛工值又较贱于金山，一经上岸，多欲逗留不去

者。不得不加以详慎也。)刻下前往擅岛人数甚多，多未 i青领此

项执照，实缘上岸不过游玩，既经离船，房租食用均需自备，故

此种穷民多不欲上岸也。再近日往植岛者，卑宜积船载来十六

人，北京船载来口③十四人，日昨阿拉碧船竟载到五百七十五人，查

粤省于此往口口④设为厉禁，香港亦有禁，每船只许载二十人，此次

竟载多人者，轮船公司所卖船票并不声明往植，到此始另换船票

也。以后如此办屈，恐或源源而往矣。惟曾经派员查询各工，金

称自备资斧，并无拐诱贩卖者，要自未便阻滞。附此禀明。

前陈往来工人，如有拐诱贩卖诸弊，尽可设法扣留。若果该

工人白布:系被人拐i秀贩卖，一经领事知照地方官，地方官必立行

提讯，审明必立行释放。盖泰西各国于贩奴一事，设为厉禁。公

CD "数"字后因虫姓纸烂，漏失二字，疑为"失落"。
(;J) 此处漏失三字，疑为"到之曰"。

(;白 此地一数字不捕，似为"三"。

④ 此处揭失二字，疑为"檀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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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家有云异邦人携带奴蝉入境，不得仍以奴姆待之。又孟即贩奴

船只遭风飘入例禁蓄奴之国，苟非有特设条约，则公站不能保其

奴之不逃，亦不能为事主追还云云。可知此一事，领事尽可设怯

料理，以后遇有假道之人，随时极力稽查，谅可防绝此弊也。

假道华工或有先后出境而税关未及查明，或按期出域而其人

不通西语，未及缴照，均为事理所有。所以预言及之者，诚虑将此

种既经出境之人疑为逗留，致多口舌也。现拟亦将此节向税关言

明。至承询应否与税关商明彼此各关如何稽查之法，窃查现章既

己严密，似乎不便更与设法矣。

此次假道章程，每有船到，领署必须派员往询，即就船上缮

发凭照(因来领凭照之先，税关不肯放其人上岸也)，或该华工等

一时未有直抵船车票及未有人认识，又须再往，殊为烦费。现拟

一讼，凡船到有欲假道者，报明领署，领署即将假道人数知照税

关，并伤洋仆协同关役到船，将其人带到领署，然后询明年岁，

量度身材等项，缮发执照交给本人，并将钞单由领署交到税关。

如此无须在船给照，较省奔走。此处关长已经允行。此星系私商

办法，将来纽约谅亦可依此而行也。

以上五节，困承钩命嗣后如有关系假道事宜，随时禀陈，故

不惮烦读，分条详禀，伏希察核。敬请钧安。

假道凭照现经刊就，谨以二十张寄呈。其有汉字者系交本人

携带之凭照，无汉字者乃系交存关口钞单。即希察核收。(此条排

入第四条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