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帶有濃郁殖民色彩的建築，簡介
上海自二十世紀初以來的城市發展



上海自元代開始設立縣治，至今已有700多年歷
史。因地處物產富饒交通便捷的長三角區，開埠
前上海縣城的商貿活動已十分繁榮，形成了五方
雜處的社會格局。但中國封建的傳統一向輕商，
因而與其他眾多的名城古邑相比，當時的上海縣
城在行政和文化地位上，也無特別突出之處。直
至1841年南京條約，使上海成為一個向列強開放
的通商口岸，繼而設立祖界，上海的傳統城市格
局和社會結構，才起了翻天覆地的轉變。



自1842南京條約後，上海處於清政府與不同西方
殖民集團的多重勢力下，形成了華界、公共租界
和法租界三分天下的局面，因此出現了外灘、南
京路，及霞飛路(淮海路)等代表西方的繁華區段；
亦有豫園、城隍廟及閘北、楊浦等市井味重的傳
統舊區。



上海，自二十世紀初遺留下
來的建築文化財產粗略一瞬



上海帶有文化色彩的建築大致可分為以下多類

1. 從年代分 – 晚清至半殖民期、半殖民期間、解放初期

2. 從政治發展區份劃分 – 華界區、公共租界(虹口、黃
浦、靜安)、法租界(盧灣、徐滙)

3. 從用途分 –

民居:  平民居所、里弄/石庫門式民房、別墅式平房、
公寓、高層住宅樓(1920已建有多座12、3層高住宅
樓，部分亦有昇降機)

商業性質樓房:  辦公大樓、百貨大樓 、酒店大樓、銀
行、娛樂場所設施

工業性質樓房:  廠房、倉庫、碼頭、貨運設施

公共設施:  政府辦公廳、文化設施、市政設施(包括供
水及發電設施)、醫院、公共空間設施

教育設施:  各類校舍、專上、大學校園

租界所屬設施:  高級會所、領事館、教堂



名聞中外、人稱世界建築
博覽館的上海外灘建築群

外灘，是指黃浦區東面沿江一條長
約1100米、濶500米的地帶的通
稱，始建于十九世紀八Ｏ年代，當
時一帶還有多處泥灘，經多次的圍
堤加固岸線，才形成現今狀態。



1843年1月，根據《南京條約》的規定，上海成為向外商開放的通商口岸。12月，上海道台與英
國領事劃定了外灘英國租界的南北界限。1844年，已經有英資怡和洋行、寶順洋行租借了一批土
地。1845年，中英會訂《上海土地章程》。1846年，英租界的西界也被確定（今河南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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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廣場(前跑馬場)

黃浦區





從南向北望所見的外灘

從北向南望所見的北外灘，自
2006年後，連同邊旁的蘇州河，
北外灘成為一個新的發展焦點。



2000年所見的外灘



2009年所見的外灘正在大興土木，為迎接2010年世界博覽會
作出市內景點優化，及改善區內交通配套作好準備。



外灘眾多新古典
主義色彩濃郁的
建築群



晚間所見的外灘，其外觀
幾與十九世紀歐洲城市看齊



前滙豐銀行大樓 ，現為浦東發展銀行大廈





浦東發展銀行大廈內部



汇丰号称“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令海峡最讲究的建筑”，建

筑面积23415平方米，是远东最大的银行建筑，也是世界上

第二大银行建筑，仅次于英国的苏格兰银行大楼。至今依

然被公认为是外滩建筑群中最漂亮的建筑。

汇丰银行大楼采用严谨的新古典主义立面构图，外观上可

以明显看出新古典主义的横纵三段式划分。正中为穹顶，

穹顶基座为仿希腊神殿的三角形山花，再下为六根贯通二

至四层的爱奥尼亚式立柱。大楼主体高五层，中央部分高

七层，另有地下室一层半。大楼主体为钢框架结构，砖块

填充，外贴花岗岩石材。

汇丰银行大楼内部装修品质十分高雅，选用大理石、黄铜

等装修材料，技艺精良，且设有暖气和冷风装置。营业大

厅的8根柱子为整根大理石筑成，在当时为亚洲独例。

汇丰银行大楼后为副楼，内有银行办公室、金库及仓库，

建筑特色逊于主楼。



輪船招商局大廈經翻修活化後成為高級品牌店鋪



黃浦區 –

不被留意在外灘旁眾多優秀的建築



從高處所見黃浦主區的整體格局，上世紀初期
優秀的建築可幸仍是大部份被保留下來

南京東路



從其他角度所見的黃浦區



欣賞外灘的建築，在路面只能看到其中一面，樓宇的頂部當然也甚可觀









現時在黃浦區內(包括外灘)所見的優秀建築









黃浦區內其他眾多
優美的樓房建築



和平飯店南北樓



和平飯店南樓



和平飯店南樓南京東路外觀



極為華麗當年極具氣派
的和平飯店內部裝修





黃浦區內其他眾多
優美的樓房建築



南京東路住宅樓房



近北外灘 (圓明園路、虎丘路、
北京東路一帶)的典雅民宅樓房





1910 – 1930年間在外灘開設之外資機構

貿易方面

英商怡和洋行, 英商太古洋行, 英商寶順洋行, 美商旗昌洋行,        
德商禮和洋行, 丹麥寶隆洋行

金融機構

英資滙豐銀行, 英資麥加利銀行, 英資有利銀行, 美資花旗銀行,    
美資大通銀行, 德資德華銀行, 俄資華俄道勝銀行, 橫濱正金銀行, 
日資台灣銀行, 法資東方匯理銀行, 荷資荷蘭銀行, 荷資安達銀行, 
比資華比銀行, 中國銀行, 中央銀行, 交通銀行, 上海商業儲蓄銀行, 
中南銀行, 中國通商銀行, 金城銀行, 鹽業銀行, 浙江興業銀行,      
四明銀行, 新華儲蓄銀行, 大陸銀行,

其他機構

亞細亞大樓,上海總會大樓,有利大樓,旗昌洋行大樓,海關大樓,      
沙遜大廈,怡和洋行大樓,英國駐上海總領事館,百老匯大廈



上海租界的設立

1843年11月，根據《南京條約》的規定，上海成為向外商開放的通商口岸。
12月，上海道台與英國領事劃定了外灘英國租界的南北界限。1844年，已經
有英資怡和洋行、寶順洋行租借了一批土地。1845年，中英會訂《上海土地章
程》。1846年，英租界的西界也被確定（今河南路）。
1848年11月27日，英租界的西界推進到今西藏路。同年，上海地方官允許美
國聖公會傳教士的要求，在虹口開闢美國租界。
1853年9月7日，小刀會佔領上海縣城，從此中國政府失去對租界的控制。
1853年，太平天國軍隊佔領南京後。1854年7月11日，上海英法美租界聯合組
建獨立的市政機構「上海工部局」，建立警察武裝，正式形成第一個後來真正
意義上的租界——國中之國。

合併
1862年，法租界退出聯合，自設公董局。1863年9月，英國和美國在上海的租
界正式合併，統一由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管理。

擴張
上海公共租界經歷了數次擴張過程。1899年5月，上海公共租界大規模擴展，
面積擴展到33503畝（22.59平方公里），北面的邊界到達上海、寶山2縣的交
界處，西面一直擴展到靜安寺。整個租界劃分為中、北、東、西4個區。



上海城市綜觀



上海市城區分區圖



上海市城區地圖



上海市城區衛星圖



從黃浦區望向浦東陸家咀金融區



從黃浦區高處東望所見外
灘一帶(上)及西望，可見
新舊樓房混雜。此區亦為
上海最古老及商業活動最
活躍的區域之一，



樓高58層的明天廣場，
為靜安區其一高樓

黃浦 - 靜安交界處，兩條橫跨市中心
的延安及南北高架道路網，在此交匯



從靜安區東望黃浦區，背景的高樓為浦東陸家咀



從黃浦區西望靜安區，上海市內綠化地帶眾多，
圖中延安高架路兩旁為延安東立交的西面綠化區



延安東路立交的綠化區帶



黃浦與虹口區交界 –
蘇州河



虹口區的近貌。虹口區屬於公共
租界，於上世紀初受英、德、法
及日本國家影响頗深，其中以多
樣化的建築為本區特色。



虹口區近魯迅公園一帶的住宅群。右上方圖界以外(東北向)為楊浦區，
為重點大學區，座落了同濟、復旦及外語等多間大學



虹口 - 閘北交界區段，仍保
留大批里弄形式的傳統民房



從盧灣(南市)區望向
黃浦 - 靜安一帶的城
市中心區段，及其近
旁的里弄式石庫門民
房

延安路-淮海路東西走向超高層樓宇區帶



從盧灣(南市)區
望向黃浦-靜安
一帶的城市中心
區段，及其近旁
的里弄式石庫門
民房



徐滙區近盧灣區一帶為
人口密集區域，以往遺
留下來的傳統平民房宅
大都已被清拆，現大多
為建於八Ｏ年代後期的
高厦所覆蓋。



徐滙區內的現代高層住
宅樓房，環境質素不俗



從盧灣區望向靜安區。靜安區近閘北區一帶以往為
租界邊缘，為一般平民所雜居，九Ｏ年代前後大多
因破舊而被清拆，成為現今高樓密佈的情景。其中
尤以南京、北京路一帶，成為繁盛的商業中心。



盧灣區與徐滙區交界區段。六十年代前後
為人口不多的城區邊陲，因南面靠近黃浦
江邊，土地多用作鐵路貨運及航運等用
途。圖中為朝北方向， 遠處可見位於徐家
滙區的上海體育館。

同區南望的黃浦江邊



上海城區内眾多具代表性的老樓房



位於蘇州河與黃浦江口的
浦江飯店及俄羅斯領事館



美麗的交通大學校舍



美麗的交通大學校舍



散落於徐滙區內多處建於
上世紀初的飯店及賓館
(興國賓館、丁香花園、
東湖賓館、瑞金賓館…)



散落於徐滙區內多處建於
上世紀初的飯店及賓館
(興國賓館、丁香花園、
東湖賓館、瑞金賓館…)



從高處所見的瑞金賓館







散落於上海各舊城
區 的其他有特色的
建築，多不勝數。



散落於上海各舊城區
的其他有特色的建築，
多不勝數。



散落於上海各舊城區
的其他有特色的建築，
多不勝數。



散落於上海各舊城區
的其他有特色的建築，
多不勝數。



散落於上海各舊城區的
一些另類建築

– 多層百貨或商住大樓



散落於上海各舊城區的
其他優秀建築

– 醫院及學校房含



成立於一九零六年的「細菌學檢驗所 」，於1996年改成為香港醫學博物館



散落於上海各舊城區的其他優秀建築

– 宗教建築

位於黃浦區人民廣場東的沐恩堂，原名“慕爾堂”，
建於1930年，具有哥特式風格的宗教建築



位於徐家滙區著名的法国哥特式天主堂



位於黃浦區的聖三一堂



位於虹口區内的多座教堂



隱沒在市內多處
的天主教堂



1931年建，位於徐滙區新樂路的俄羅斯東正教堂



位於盧灣區思南路旁的俄羅斯東正教堂



教堂內的裝飾及教友活動



沐恩堂於
2009年初進
行大型翻修，
迎接2010世
博會的舉行



除西式教堂外，上海市內也有眾多廟宇，例如是靜安寺、城隍廟、玉佛寺、
龍華寺，及圖中所見位於盧灣區的法藏寺，但大部份原有結構都經過輕悉的
修葺或 更改，古意不復存在。



玉佛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