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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指南是近代中國大量出現的一種新式城市資訊類書籍，或為外

來者提供行旅指導，或為經營者提供投資資訊，或充當施政者的推介廣

告以及本地市民的生活嚮導；與城市變遷結成了密切的互文關係。在二

十世紀前半個世紀裡，青島出現了德文、英文、日文、中文的導覽、導

遊、概觀、要覽、概要、案內等各類城市指南書籍達二十多種。由於出

版者、編撰旨趣以及目標讀者不同，這些指南各具特色，包羅萬象，涉

及中外關係、政治局勢、經濟狀況、城市功能與定位、景點名勝以及遊

覽路線等各種內容，是瞭解青島空間發展脈絡與社會文化變遷的重要歷

史文本。早期的德文指南志在把青島作為德國在遠東的「模範殖民地」

和避暑勝地進行宣傳、炫耀與推介，英文指南旨在向歐洲人提供瞭解青

島與山東的便利工具，日文指南所強調的是日本人的經略野心、皇權思

想與軍國主義，凸顯了日佔青島以後的社會經濟狀況、空間格局以及城

市功能方面的變遷。中文指南所傳達的則是中國人強烈的城市自我意

識、市政管理能力與民族文化認同。無論何種版本的青島指南其中所隱

含的空間變遷及其理念表述都顯而易見，城市空間發展脈絡中的殖民化

與去殖民化、建設傳統與城市特色、地景塑造與城市功能等問題均可從

中找到答案。 

關鍵詞：城市指南、青島、空間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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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城市指南既不同於傳統地方史志，也有別於掌故與遊記，它是近代出現的

一種新式資訊類書籍，常以指南、導覽、大觀、一覽、要覽、便覽等形式出現，

以普通大眾為讀者，在為外來者提供豐富的遊覽資訊與異地生存經驗的同時，

也為本地市民提供便利的生活指導。城市指南的出現不僅與現代旅遊業的興起

密切相關，也是中國城市資訊現代化的一個縮影。各個城市不同版本的指南，

表達了編撰者的不同目的，條理地記載了市政革新與城市變遷的軌跡，是研

究近代中國城市史、區域社會史和文化史的重要資料。大陸學界近幾年就注

意到了城市指南的史料價值，1但將其作為獨立文本載體進行研究的成果還比

較少見。 

青島雖建置短暫，2但它的指南書種類頗多，出版時段也差異鮮明，是觀

察城市指南與空間變遷的良好案例，這與此座新興城市的飛速發展和主權頻繁

更迭密切相關。1898 年 3 月，通過中德《膠澳租借條約》，德國劃定了膠澳

租借區域。3翌年 10 月，德國殖民當局將膠澳租界內的新建市區命名為「青

島」。1914 年 11 月，日本取德而代之。1922 年 12 月，中國從日本手中收回

                                                 
1
  代表性的主要有：馮賢亮、林涓，〈江南城市的導遊指南與生活變化（1912-1949）〉，《江

蘇社會科學》，2011 年第 1 期，頁 212-219；羅桂林、王敏，〈旅遊指南與城市形象——福州

近代的旅遊指南研究〉，《河北工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卷 30 期 1（2013 年 3 月），

頁 43-48；畢文靜，〈民國北京旅行指南研究（1912-1936）〉（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碩

士論文，2013 年 5 月）；季劍青，〈旅遊指南中的民國北京〉，《北京觀察》，2014 年第 3

期，頁 72-75。 
2
  1891 年，清政府調登州鎮總兵章高元率兵 4 營移駐膠澳，「建衙門於青島村天后宮側」，青

島始有建置。見袁榮叜編纂，青島市檔案館重刊，《（民國）膠澳志》（青島：青島出版社據

民國十七年（1928）鉛印本影印，2011），卷 1，沿革志 1．歷代設治沿革，頁 4。 
3
  據《（民國）膠澳志》所載，1898 年 8 月和 10 月，中德又分別簽訂《膠澳租界地合同》、《膠

澳潮平合同》和《膠澳邊界合同》，劃定德國租借地界域；南北自北緯 355330起，至 361630
止，東西自東經 120830起，至 1203740止；境域所轄陸海總面積 1,128.253 平方公里，其

中陸地面積 551.753 平方公里，領海面積 576.500 平方公里。袁榮叜編纂，青島市檔案館重刊，

《（民國）膠澳志》，卷 1，沿革志 2．德人租借始末，頁 6-11；卷 2，方輿志 1．境界、2 面

積，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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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主權。根據北京政府《膠澳商埠章程》，規定該地區為膠澳商埠行政區。4 

1929 年 4 月，南京國民政府接管青島，改膠澳商埠為青島特別市政府，直隸

中央行政院管轄。1930 年 9 月，在全國統一規範城市名稱的背景下，青島特

別市政府改稱青島市政府，特別市性質不變。1938 年 1 月，青島再次被日本

佔領，1945 年復得回歸。短短數十年間，青島便完成了從傳統濱海聚落到現

代都市的蛻變，人們常用「荒島漁村」來形容開埠前的青島，而用「東方第一

良港」、「東方第一避暑勝地」、「現代都市」等稱號來讚歎開埠後的青島，

並賦予它「碧海青山，綠林紅瓦，不寒不暑，可舟可車」的美譽。5 

從無到有的城市建設，不斷變換的主權更迭，青島因跌宕起伏的際遇，受

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人們迫切渴望瞭解這座嶄新的現代化都市。編撰城市指南

遂成為快速推介青島的便捷有效手段。自 1904 年第一本德文指南出版，在近

半個世紀的時間裡，青島出版了德文、英文、日文和中文的導覽、導遊、概觀、

要覽、概要、案內等各類城市指南書籍達二十多種。由於出版者、出版目的以

及目標讀者不同，這些城市指南各具特色，包羅萬象，描述繁複，涉及中外關

係、政治局勢、經濟狀況、城市功能與定位、景點名勝以及遊覽路線等各種內

容，既可為旅行者提供所需資訊，也可透過物價、市場等的描述窺得市民的生

活境況，是瞭解青島城市發展脈絡與社會文化變遷的重要歷史文本。本文選取

不同時期幾種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指南，要探討的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段，青島

的城市指南類書籍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種變化反映了怎樣的空間變遷？德

文、英文指南要展示炫耀什麼？日文指南要強調宣揚什麼？中文指南刻意要傳

達什麼？其背後又凝結了怎樣的權力更迭與理念表述？對於青島這座屢被殖

                                                 
4
  根據《膠澳商埠章程》第 4 條和《青島市施行市自治令》第 2 條規定，市定名為青島市，以青

島市街、臺東鎮及臺西鎮之界址為市區，其他各地均稱為鄉區，各鄉之區域由商埠督辦規定之。

詳見督辦魯案善後事宜公署秘書處編，《青島》（青島：督辦魯案善後事宜公署，1922），頁

326-331。 
5
  康南海語，見袁榮叜編纂，青島市檔案館重刊，《（民國）膠澳志》，卷 3，民社志 12．游

覽，頁 120。此語廣為流傳，後來演變為「紅瓦綠樹，碧海藍天」以形容青島的基調與城市

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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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城市來說，空間變遷隱含著城市歷史脈絡中的殖民與去殖民、建設傳統與

城市特色、地景塑造與城市功能等幾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一、早期指南與城市布局  

貝麥（Friedrich Behme）和克裡格（Maximilian Krieger）合著的《青島及

其近郊導遊》（Führer durch Tsingtau und Umgebung）是迄今見到的最早的青

島城市指南。貝麥，德國人，德租膠澳後來到青島，擔任帝國法院法官。其愛

好旅遊和攝影，留下了大量關於青島早期的照片。卸任回國後，貝麥根據在青

島期間的遊歷，和克裡格博士合著了《青島及其近郊導遊》一書，於 1904 年

出版。這本指南出版後很受歡迎，在德國幾乎每年都要重印一次，並隨著青

島的發展增添新的內容。1905 年該指南被翻譯成英文，以服務英語世界的遊

客。6 

《青島及其近郊導遊》內容豐富，涉及早期青島的方方面面，不僅交代了

「青島」之名的由來、地理位置、天然優勢、氣候、植物、狩獵與捕魚、地質、

歷史狀況、抵達路線、旅館、生活狀況等等，還詳細的介紹了市內的旅遊景點

以及嶗山的重要景觀，對沙子口、女姑口、陰島、竹岔島、潮連島等周邊海口

與海島也都有涉獵。此外，還描述了城陽、即墨、膠州、高密、坊子煤礦、濰

縣、青州、博山等膠濟鐵路沿線市鎮到青島的路途及沿途風光。這本指南最突

出的特徵，是它以丈量相對空間距離的形式立體地展現了青島的城市格局及其

與腹地的關係，並自豪地介紹了德國殖民當局的建設成就與城市功能。 

                                                 
6
  Friedrich Behme and Maximilian Krieger, Führer durch Tsingtau und Umgebung (Wolfenbüttel: 

Heckner, 1904); 本文採用英譯 1910 年版本：Guide to Tsingtau and its Surrounding (Wolfenbüttel: 

Heckner’s Press, 1910). 另 1905 年之版本有二，出版資訊分別為(Wolfenbüttel: Heckner, 1905)

與 (Wolfenbüttel: H. Wessel,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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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南中的空間呈現與城市格局 

根據 1898 年 3 月、8 月和 10 月中德簽訂的《膠澳租借條約》、《膠澳租

界地合同》、《膠澳潮平合同》和《膠澳邊界合同》，德國將山東省即墨縣仁

化鄉白沙河以南地區和里仁鄉的陰島（即今紅島）及膠州的 45 個村莊劃為租

借地。在這片新劃出的、散落著數十個傳統村莊的土地上，德國殖民當局對這

座未來城市進行了周密的規劃與積極建設，並憑藉港口溝通海洋，藉由鐵路連

接腹地。《青島及其近郊導遊》的內容安排正是這種建設布局的體現，對中心

市區的介紹，以棧橋為中心再現了城市空間格局；對周邊的描述，以青島為中

心，概述了周邊海域海島，並循膠濟鐵路逐次展列出沿線腹地的資源與風貌。 

《青島及其近郊導遊》開篇簡要介紹完青島的大體狀況後，首先便是以棧

橋為起點對市區各場所與景物的介紹，其目錄內容如下： 

由青島棧橋經亨利希王子旅館到大衙門［距離 1,000 米］； 

由棧橋到火車站； 

由棧橋至商場； 

棧橋經總督府到天主教堂； 

棧橋—總督府小學—總督官邸—野戰醫院—信號山［距離

1,200 米］； 

由棧橋至奧古斯特·維克托利亞海灣［克拉克海灣，海水浴場］（距離

2,700 米）； 

由棧橋到海水浴場，途徑炮隊營盤［距離 2,200 米］……7 

《青島及其近郊導遊》從棧橋開始丈量城市的空間距離，是青島早期空間

規劃的直觀反映。德國殖民當局在規劃青島之初，原計劃在膠州灣東岸緊挨新

修的現代化碼頭一帶建設市區，但是，「這裡將只能興建必不可少的設施，因

為這個地方冬季缺乏阻擋來自東北和西北寒風的屏障，夏季又缺少來自南方和

                                                 
7  Friedrich Behme and Maximilian Krieger, Guide to Tsingtau and its Surrounding, pp. 2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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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方的清涼海風，所以對於歐洲人來說，這不是一個舒適的居住地方」。8只

有面對青島海灣的南山坡才適於建設城市的居住和貿易區，這裡南面對海敞

開，可以迎接夏季涼爽的海風，減輕酷暑，北部有若干山丘保護，可以擋住冬

季凜冽的北風，抵禦嚴寒，而且這裡擁有黃色的沙灘，可以眺望蔚藍的大海，

對歐洲居民的衛生健康很有好處。據此，德國人決心在靠近前海外錨地的土地

上興建未來城市，規劃「居民建築群座落於現在的青島村周圍，村西是商業

和官員居住區，山坡高地以東，位於東部兵營和炮兵兵營附近的是別墅區和

浴場區」。9 

按照這一整體布局，德國人區分了「各城區性質」，即各街道和城區的功

能，「大體可將青島劃分為 4 個區，即青島區［歐洲人居住區」、大鮑島區［

華人居住區］、碼頭區［實業區］和別墅區」。10青島區是城市的主體核心，

風景絕佳，空氣清新，沿著海岸大街，建設了「歐人商廈和賓館」、「歐人商店」

和一些「別墅式住宅」，其街道網路順地勢展開，與前海岸平行的是一些橫向

街道，貫穿這些橫街的是與鐵路平行的縱街，街道命名充分體現德國色彩。11

這裡是歐美人的雜居區和商業區，富商大賈的大廈店鋪鱗次櫛比，各種商品卻

一應俱全。大鮑島區，即所謂「華人區」，位於城市的北部區域，在原有中國

村莊大鮑島範圍內，面向小港即中國平底帆船港，和青島區的市街連接在一

起，幾乎分不清界限。街名均用中國地名。大鮑島區再向北，便是碼頭區，該

區與大港相接，作為發展城市實業之區，分布著一些洋行、公司和商店，連接

大鮑島的部份取名吳淞街、上海街、寧波街、廣東街等中國海港的地名。12碼

                                                 
8  青島市檔案館編，于新華主編，《青島開埠十七年——〈膠澳發展備忘錄〉全譯》（北京：中

國檔案出版社，2007），頁 13。 

9  青島市檔案館編，于新華主編，《青島開埠十七年——〈膠澳發展備忘錄〉全譯》，頁 13。 

10  〔日〕田原天南著，由少平譯，〈青島市政〉，收入劉善章、周荃主編，《中德關係史譯文集》

（青島：青島出版社，1992），頁 219。別墅區，又稱頤養區，位於青島區的東南方，面臨匯

泉灣，海水浴場、中山公園、賽馬場等都集中在這一帶。 

11  青島市檔案館編，于新華主編，《青島開埠十七年——〈膠澳發展備忘錄〉全譯》，附錄「德

租時期青島街名、地名中德文對照表」，頁 746-749。 

12  〔日〕田原天南著，由少平譯，〈青島市政〉，收入劉善章、周荃主編，《中德關係史譯文集》，

頁 2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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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區的東面是臺東鎮，工廠及其他工業企業便被安排在碼頭和臺東鎮之間。在

大鮑島和大港之間的鐵路沿線，還分布著船廠和倉庫。整體來看，青島火車站

以西及沿鐵路線的大面積區域均屬於工商業區域，這就為各種工商業的落戶預

留了足夠的空間。13青島後來的城市空間拓展便是以此為基礎的。 

從上述空間格局可以看出，棧橋的位置格外突出，它猶如一扇通往駐防地

的大門，成為早期城市建設規劃的中心部份。14這正是《青島及其近郊導遊》

選擇以棧橋為軸心介紹市區景物的原因。圍繞棧橋，青島的城市空間布局依次

展開。棧橋西側是火車站，這個位置使鐵路和航運之間形成了很好的功能連

接。鐵路線從火車站開始，充分利用地形的低處，穿過確定為工業區和倉庫區

的市區，然後沿膠州灣東海岸北行，在那裡新興港口的鐵路支線可以很方便地

與之銜接。15從棧橋順著海岸向東，分布著歐洲人的住宅和一些賓館，而與棧

橋連為一體成一直線的，則是青島的商業中心中山路。以棧橋為中心，《青島

及其近郊導遊》給讀者帶來了鮮明的空間感和層次感，它塑造了棧橋成為遊覽

勝地乃至青島地標的文本依據。16圍繞棧橋描述完市區風貌後，此書同樣以相

對空間位置漸次展開對青島周邊以及膠濟鐵路沿線風物的介紹，如由青島到李

村（距離 15 公里）、由李村到嶗山麥克倫堡療養院（騎馬或乘車大約 3 至 4

小時）、到沙子口（距離 22 公里）、到女姑口（距離 23.5 公里）、竹岔島（距

離 1.5 公里）、由青島到膠州（乘火車 74 公里，約需 2 小時）等等。17 

                                                 
13

  〔德〕托爾斯藤．華納（Torsten Warner）著，青島市檔案館編譯，《近代青島的城市規劃與

建設》（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11），頁 102。 
14

  〔德〕托爾斯藤．華納（Torsten Warner）著，青島市檔案館編譯，《近代青島的城市規劃與

建設》，頁 97、106。 
15

  青島市檔案館編，于新華主編，《青島開埠十七年——〈膠澳發展備忘錄〉全譯》，頁 13。 
16

  棧橋是後來所有版本的青島指南中的必遊景點。關於棧橋對於青島的意義，見馬樹華，〈近代

城市紀念性建築：以青島棧橋為例〉，《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卷 53 期

4（2014 年 7 月），頁 130-138。 
17

  Friedrich Behme and Maximilian Krieger, Guide to Tsingtau and its Surrounding, pp. 28-89. 書中

對滄口、李村、沙子口、女姑口、各海島等周邊地帶，以及膠濟鐵路沿線的膠州、高密、濰縣、

青州、博山等地的介紹，也都注明了與青島的距離和所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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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讀者可以清晰地看到青島的地域空間格局、周邊海域及其與腹地的

關係。通過這種內容邏輯，《青島及其近郊導遊》強調了德國殖民當局的城市

建設成就，凸顯出即墨與膠州這兩個傳統的區域中心正逐漸被拔地而起的青島

所取代並依附於它，同時憑藉膠濟線，這座新興城市成為擁有更廣大腹地的區

域中心。這本指南手冊既是青島城市規劃與區域空間格局的直觀反映，同時也

強化了這種城市印象。此後，人們觀察青島，亦大抵遵此思路，市區強調有序

的空間格局，周邊強調膠濟線串起的廣大腹地。 

（二）遊憩避暑空間的推介與城市功能定位的初步形成 

透過《青島及其近郊導遊》，不僅能夠瞭解早期青島的城市規劃與區域空

間格局，還可以知曉德國殖民青島與經營山東的策略，而正是這樣的經營策

略，為青島後來的城市定位與空間功能奠定了基礎——與作為華北重要貿易港

口（工商業）並重的，是它作為中國濱海重要旅遊城市的地位。 

青島作為避暑療養地的條件極佳，正如指南中所說： 

青島所擁有的，首先是山崗、樹林和大海。在家鄉，如果想要療養的

話，我們只能作出這樣的選擇：到山地去還是到海邊去？而青島則是

二者兼備的。德國人種植的樹木已經成林，現在已有了美麗的林蔭道

和綠草覆蓋的街角花園。由青島伸出的鐵路橫穿一個以往不被人們注

意的省份［山東］，這個省份有著數千年的歷史和文化；有著許多引

人注目的古蹟和豐富的礦藏。青島又是中國最衛生最清潔的地方，這

裡有優美的海水浴場，夏季裡也總是涼風習習，所以人們都喜歡來此

游泳避暑，這裡已迅速發展成為一個令人喜愛的避暑勝地……18 

為突出青島的避暑優勢，這本指南對青島的氣候作了詳細的介紹，強調這

裡冬無嚴寒，夏無酷暑，春秋兩季較長，大部份時間陽光明媚，最好的時節是

4 月初至 11 月末，對全年氣溫變化、降水量與海潮狀況也作了交代，以供人 

                                                 
18

  Friedrich Behme and Maximilian Krieger, Guide to Tsingtau and its Surrounding, p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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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做出行的參考。19 

《青島及其近郊導遊》除了介紹青島的天然優勢外，特別推重市政設施與

遊憩景觀，並強調這是德國人努力經營的結果。在佔領青島伊始，德國殖民當

局就努力使青島發展成為令人嚮往的海濱避暑勝地，認為這樣不僅能夠帶來商

業的繁榮，而且可以向其他外國人展示德國人的市政成績：「如果青島能夠作

為中國沿海最衛生的地方而美名遠播，則這不僅對於殖民地的衛生聲譽來說是

一件值得歡迎的好事，而且外來商人可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來認識和評價這塊

殖民地及其各項設施」。20為給青島的遊覽事業贏得口碑，殖民當局採取了很

多吸引遊客的措施，如改善衛生條件、開闢海水浴場、舉行海灘音樂會、建造

海濱賓館等等，力圖把青島建成東亞最好的避暑療養地。21這些成就反映在此

書中，便是對燈塔、鐵路、商場、醫院、碼頭等優良設施的介紹，對棧橋、老

衙門、天主教堂、總督府、海濱旅館、海水浴場等景觀的描寫，以及對嶗山的

太清宮、北九水、大嶗觀、華嚴寺、明霞洞、嶗頂、麥克倫堡療養院等的推介。 

舒適的自然條件和良好的市政設施，為造訪青島的遊客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正如指南所提到的，「這裡已迅速發展成為一個令人喜愛的避暑勝地」。

到 1906 年時，來青島避暑更趨活躍。這年夏天，特別是英國人從遠東各地紛

紛前來青島避暑。一大批德國、奧地利、美國、英國和日本的醫生對青島的衛

生條件和游泳條件進行了考察。美國教會還在匯泉海灣為他們的教士設立了一

所療養院。到 1907 年，東亞的許多外國家庭已把青島列為自己定期的休養地。

                                                 
19

  Friedrich Behme and Maximilian Krieger, Guide to Tsingtau and its Surrounding, pp. 8. 青島地處

溫帶季風氣候區，因瀕臨黃海，海洋性氣候特徵明顯，升熱緩，退冷亦緩，冬有暖流影響，夏

有涼風鼓蕩，四時寒暖適宜。《（民國）膠澳志》稱：「青島氣候溫和，風光明媚，冬無嚴寒，

夏無酷暑」；袁榮叜編纂，青島市檔案館重刊，《（民國）膠澳志》，卷 2，方輿志 6．氣候，

頁 18-30。《青島全書》亦稱：「此地背山面海，氣候溫和，海臨其南，雖夏日之炎炎，不敵

海風之拂拂，涼生軒戶，清送花香，浴海水而披襟，步山陰而卻扇，西人避暑咸集於斯。況北

枕群山，藉層巒為屏障，不畏朔風之凜冽，只知冬日之和融，夏可避暑而冬又可避寒」。謀樂

輯，《青島全書》（青島：青島印書局，1912），頁 191。氣候因素對青島的城市功能影響深

遠，在後來出版的其他城市指南中也多有體現。 
20

  青島市檔案館編，于新華主編，《青島開埠十七年——〈膠澳發展備忘錄〉全譯》，頁 249。 
21

  青島市檔案館編，于新華主編，《青島開埠十七年——〈膠澳發展備忘錄〉全譯》，頁 195、
218、249、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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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從附近的上海、芝罘（煙臺）、天津，而且從很遠的地方，如北京、漢口、

香港、神戶、寧波、馬尼拉，來了許多觀光休養的遊客，由於旅館和客棧爆滿，

許多客人甚至住進了私人寓所。在這些避暑遊客中，德國人最多，其次是英國

人、美國人、俄國人、法國人。來自附近口岸的外國人最多，特別是上海、芝

罘和天津，也有些遊客來自東亞遙遠的口岸，如東京、海參崴等。22 

紛至遝來的旅客提升了青島的知名度，僅一本《青島及其近郊導遊》已不

能滿足旅客所需，為妥善招徠旅客，1912 年春，德國人成立了青島招徠旅客

會（Verein zur Hebung des Fremdenverkehrs），出版了用德文和英文兩種語言

編纂的青島導遊手冊，向人們廣泛地介紹青島。1913 年又出版了英文的青島

指南，還舉辦了夏季音樂會、舞會、游泳會、騎馬會、射擊會等等，為前來避

暑遊覽的外地遊客提供了種種方便。23 

早期青島指南的編纂目的是把青島作為德國在遠東的「模範殖民地」24和

避暑勝地來進行宣傳推介，它的讀者主要是對這座新興殖民城市抱有好奇心的

歐洲人，是歐洲人瞭解青島與山東的便利工具。從內容安排來看，早期指南所

提供的景觀雖不夠豐富，但卻為歐洲人提供了關於青島的豐富想像，在介紹景

物的過程中，青島的資源、形勢、空間布局、市政設施、生活條件以及膠濟鐵

路沿線的風土人情等等，不僅得到了翔實的記載，還被刻意地進行了美化與渲

染，為青島發展成遊覽勝地以及編撰其他版本的青島指南提供了藍本。25 

                                                 
22

  青島市檔案館編，于新華主編，《青島開埠十七年——〈膠澳發展備忘錄〉全譯》，頁 440、
529、602。 

23
  〔日〕田原天南，《膠州灣》（大連：滿洲日日新聞社，1914），頁 518-519。（編按：版權

頁著者兼發行人：田原禎次郎，天南為著者之號。） 
24

  關於「模範殖民地」的相關研究，可參見［德］余凱思（Klaus Mühlhahn）著，孫立新譯，《在

「模範殖民地」膠州灣的統治與抵抗——1897-1914 年中國與德國的相互作用》（濟南：山東

大學出版社，2005）。 
25

  不僅下文所述第一本日文指南以貝麥《青島及其近郊導遊》為底本，1927 年出版的一本英文指

南也有該書的痕跡。1927 年的英文指南是為了方便說英語的遊客，由艾道夫．霍普特（Adolf 
Haupt）所作德文指南翻譯過來的，內容包括兩大部份，第一部份交代青島的地理概況、歷史、

商業等，第二部份按照空間順序介紹商業和居住區、港口區、日本人集聚區、臺東鎮、遊內山

燈塔以及一些名勝等等。有意思的是，時間過去 20 年，書中仍清晰可見貝麥指南的影子，如「從

太平路青島山到別墅區和歐人墓地」、「從海濱到匯泉角」、「到伊爾梯斯山和伊爾梯斯角」

等等。見 Adolf Haupt, Guide Book on Tsingtao and Vicinity (Tsingtao: Catholic Mission Press,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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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文指南的變化與新增街區及景點 

1914 年 11 月，日本取代德國強佔青島，青島和山東省成了日本人優先移

居之地。據《（民國）膠澳志》載，日本人最早來青島從事經營活動，大概在

1901 年前後，人數約有五、六十人，到 1907 年，增至 196 名，1911 年增至

312 名。261914 年後，隨著一系列殖民政策的推行，「日本各色之人民，率皆

絡繹而至」，27人數迅速增長。1917 年末，居住在青島市區的日本人已經達到

4,862 戶，18,576 人，同期市區中國人 77,076 人，其他外國人 496 人。281921

年，青島市區日本人有 5,133 戶，人數 18,317 人，同期市區中國人 35,750 人，

其他外國人 371 人。29據 1922 年末調查，在青日本人已增至 6,491 戶，23,566

人。30即使中國政府收回青島以後，每年旅居青島和來青島作短暫旅遊的日本

人仍達一萬多人。31 

最初，日本人在青島大多以娼妓、照相、理髮、旅館、酒樓、洗浴以及與

此類行業相關的雜貨鋪等行業為生，從事實業者甚少。1907 年以後，從事貿

易、手工業、漁業等經營者日漸增多，在青島的經營地位以及影響力也逐漸增

強。1914 年至 1922 年間，「在青日人所經營之工場、商店、學校、教堂、航

運、漁撈、園圃、職工苦力，以及供人娛樂之妓館、遺毒社會之私販，無一事

                                                 
26

  袁榮叜編纂，青島市檔案館重刊，《（民國）膠澳志》，卷 1，沿革志 3．日本占據始末，頁

29。 
27

  〔日〕立花正樹，〈一九一五年貿易論略〉（1916 年 3 月 29 日），收入青島市檔案館編，《帝

國主義與膠海關》（北京：檔案出版社，1986），頁 259。 
28

  〔日〕青島民政署編，《新刊青島要覽》（東京：嚴松堂書店，1918），頁 16。 
29

  〔日〕高橋源太郎著，《青島案內：附·山東沿線小記》（東京：久松閣，1919），頁 20。 
30

  袁榮叜編纂，青島市檔案館重刊，《（民國）膠澳志》，卷 1，沿革志 3．日本占據始末，頁

30。 
31

  1925 年旅居青島的日本僑民為 8,164 人，1928 年為 12,969 人，1933 年為 10,351 人，1935 年

為 11,014 人，1936 年為 15,023 人，始終位於旅居青島的外僑首位。每年來青島旅行的日本遊

客也達數千人，日本至青島海上客運航線客流量自 1924 年以後基本保持在每年 15,000 人次。

見青島市史志辦公室編，《青島市志》（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旅遊志，頁 18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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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業不為長足之進步」。321922 年以後日本人在工商業經濟活動中仍然具有很

大勢力。以 1935 年為例，當年住留青島的日本僑民共 11,014 人，從事工商業

者的人數計有 7,175 人，占當年住青日本人總數的 65%。33正如當時一本遊記

所載：「途經中山路，商肆櫛比，為全市最繁盛之所在。但商肆中，十分之八

九，係日商，雖皆規模不大，要亦應有盡有」。由市區向鄉村進發，「所經皆

寬闊之馬路，清潔整齊，到處一律。所見店鋪，幾盡屬日商；而以遼寧路一帶，

為尤甚」。34 

為滿足日本人經營各項工商業以及旅行的需求，出版城市指南提供青島與

山東的各種資訊變得非常必要。從 1914 年至 1933 年間，日本人在青島及其本

土出版了各種版本的日文指南，目前筆者所見較為系統的計有 9 種，即《山東

半島：附．青島案內記》（1914）、《山東㮣觀》（1915）、《新刊青島要覽》

（1918）、《青島寫真案內．附官民便覽》（1918）、《山東鉄道旅行案內》

（1921）、《青島指南》（1921）、《青島及山東見物》（1922）、《青島案

內》（1932）、《青島案內》（1933）。35這些指南與德佔時期所撰指南相比，

在以下幾個方面出現了顯著變化。 

（一）編撰目的與內容的變化 

日佔青島後的第一本日文指南是 1914 年富山房編輯局在東京出版的《山

東半島：附．青島案內記》。此書編撰目的非常明確，表達了日佔青島後想要

                                                 
32

  袁榮叜編纂，青島市檔案館重刊，《（民國）膠澳志》，卷 1，沿革志 3．日本占據始末，頁

29-30。 
33

  其他職業人數構成：農業 58、交通運輸業 28、公務 157、自由職業 545、人事服務 810、無業

2,284。見〈青島市住留外僑調查統計表（青島市公安局第 360 號）〉（1935 年 2 月 27 日），

青島市檔案館藏，《膠澳商埠警察廳、青島公安局檔案》，檔號 A0017-002-1116，「青島市

公安局」。 
34

  彭望芬，《青島漫遊》（上海：生活書店，1936），頁 11。 
35

  此外，當時與青島通航的日本航運公司也自行印刷了一些「航路指南」，如日本郵船株式會社

於 1928、1933 年，大阪商船株式會社於 1930、1932、1933、1936、1937 年，原田汽船株式會

社於 1930 年，各公司均印行了可折疊的單張〈青島航路指南〉，這些航路指南內容單薄，僅

提供旅客所需的簡單資訊。見〔日〕松浦章，《近代日本の中国．台湾汽船「航路案內」：船

舶データベースの一端》（大阪：関西大學アジア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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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當地社會經濟與資源狀況的迫切用心：「皇軍經過兩個月的努力，青島及

山東半島終於落入我等之手，其風物與人情究竟如何呢？時至今日，恐怕所有

人都想知道這些了」。36不過，因為剛剛侵佔青島，來不及收集調查資料、編

撰內容翔實的新指南，這本指南其實是在德國人所撰指南的基礎上改編的： 

一位德國遊客——其人之名字不必提及，但其一如德國人極端精緻的

觀察，以及準確探究周邊事物的研究，在當今是無人能超越的。儘管

是一本小冊子，但據此所見山東之天地，猶如啟明星一樣展現在我們

面前。對此，我們必須要心存感謝。讓我等與讀者一起去仔細賞讀這

本小冊子裡有趣的章節吧。37 

「小冊子裡有趣的章節」，包括膠濟鐵路沿線的詳細狀況，關於「青島及

膠州灣」的部份，主要涉及青島的歷史、地理、風土、植物和礦產、市街與要

塞、青島附近 6 部份。兩相對照，不難發現，這本「猶如啟明星一樣」的青島

指南，參考的其實就是貝麥的那本《青島及其近郊導遊》，不過在內容安排上

根據日本人的需要進行了調整。 

待局勢穩定，日本青島守備軍司令部的通信局長田中次郎根據當時日軍野

戰郵政局的職員在日德青島之戰期間所記資料，於 1915 年在東京出版了一本

《山東㮣観》（《山東概觀》），同樣附有「青島指南」。此書記載了日軍攻

陷青島後的山東狀況，包括風土、物價工資及生活狀態、物產及商路、交通與

貿易、金融狀態及機關、對日情感、教育、衛生、山東與其他地方的通訊關係

等。38該書雖名為「山東概觀」，但關於青島的篇幅卻占了一半，內容主要有：

名稱的由來、佔領的由來、租借地的面積、德國經營的概況及資本、戰爭前各

國人口數量、青島的平均氣候、青島的近況、青島出口貨物表、日本人經營業

種及人員一覽表、膠州灣租借地年收支一覽表、膠州灣租借地官制及薪酬等。39 

                                                 
36

  〔日〕富山房編輯局編，《山東半島：附．青島案內記》（東京：富山房出版，1914），缺頁碼。 
37

  〔日〕富山房編輯局編，《山東半島：附．青島案內記》，缺頁碼。 
38

  〔日〕田中次郎編，內藤勝造著，《山東㮣観》（東京：田中次郎，1915），目次，頁 1-2。 
39

  〔日〕田中次郎編，內藤勝造著，《山東㮣観》，頁 10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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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一本指南相比，此書內容有了明顯變化，突出了青島的經濟狀態、制度情

形以及住青島日本人的生活等。 

更大的變化體現在 1918 年青島守備軍司令部民政署在東京出版的《新刊

青島要覽》（附圖 1）中。此書認為： 

佔領青島實施民政以來，已過四載。其間國40運昌隆，國勢進步。為配

合這一大勢，諸般公私事業便要面貌一新，未來經營更是責任重大。

本書顧念帝國之使命，謀求帝國之興盛，意與同胞一起構想前途之對

策，遂先旨在通曉青島的實情，以期利於今後事業計畫之準備。41 

可見，《新刊青島要覽》是為方便通曉實際情形，鞏固殖民統治而編撰的。

緒言強調此書「雖不過一本薄冊，然對有志於經略中國者來說，為實現其抱負

多少會有佐益」。42這樣的「經略抱負」，在書冊扉頁上的「青島之歌」中體

現得尤為明顯。「青島之歌」是由日本軍司令官作詞的青島第一高等學校的宿

舍浪漫曲，歌詞如下： 

為重於泰山之大義，∕大正三年仲夏，∕皇軍威武之師，∕ 

掃除了東洋之禍；∕在深秋的膠州灣，∕天空飄起日之旗。 

萬國之中，∕仰望皇威彌高；霞光照耀下的日本，∕綻放著大和心之

色彩；∕風兒吹過櫻大路，∕早晨的花園散發著春天的爛漫。 

啊悠久的建國基業，∕光照青史的神州，∕充滿忠孝仁義之道；∕維

護東洋之和平，∕我們共同奮起，攜手中華之人民。43 

因此，為服務於「經略」需求，此書除簡要介紹沿革、地志、土地及住宅

外，多偏重於工商業、財政經濟、教育、神社及碑、宗教、員警、衛生、司法、

交通運輸、農林及水產等內容的詳細推介。 

                                                 
40

  即日本。 
41

  《新刊青島要覽》緒言提到，隨著時間推移和市政發展，此前出版的《青島要覽》中所記載的

事情已然發生變化，此書是在前書的基礎上，又補充了新的調查內容修訂而成的。〔日〕青島

民政署編，《新刊青島要覽》，緒言，頁 1。筆者未能收集到此前舊本，便以此新版本為例證。 
42

  〔日〕青島民政署編，《新刊青島要覽》，序論，頁 2。 
43

  〔日〕青島民政署編，《新刊青島要覽》，青島之歌，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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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城市同期的指南書相比，日文指南的內容安排體現了此時編撰城市

指南的基本體例與格式，但對於青島而言，不同於德佔時期的指南書，內容上

的變化恰是日本人在青從事經營活動與工商擴張的結果。此情形在指南對日本

人街區的描述中體現得尤為突出。 

（二）指南中的日本人街區 

日軍佔領青島後，隨著移民增加，市區內住房迅速緊張起來。起初，新移

民大部份暫住於原二千多德國人和一萬多因戰爭逃離青島的中國人之住房，後

來隨著戰事平息，中國人陸續返回原住所，住房不足的狀況變得愈加突出，相

當一部份新來移民租住中國人的房屋，每月交付的房租總額在 4 萬元以上。為

維護日僑利益，青島守備軍司令部軍政署曾制定限制房租價格的規定，但是這

一規定並未能緩解城市住房緊缺的狀況。到 1917 年底，驟增的移民人口竟導

致市區出現「無宅可住」的局面。44同時，不斷增加的日本工商企業也急需拓

展城市空間。 

為謀求解決移民安置、工商資本擴張帶來的空間問題，日本當局一方面通

過各種手段獲取土地資源；45一方面制定城市擴展計畫，開拓新市區。德佔時

期，青島市街總面積約為 60 萬坪，46日本在 1918 年完成第一期擴張工程後，

市街面積擴大到 86 萬坪，完成第二期和第三期工程後，預計青島市街總面積

將擴大至 230 萬坪，47中國政府接收青島時，第二期已經完成，第三期計畫已

部份開工，面積已相當於德佔時期的 3 倍多。同時，日本當局廢止了德佔時期

的市街名稱，仿照日本國內市町村制，將市內區劃各街、新建道路及重要地點

                                                 
44

  〔日〕青島民政署編，《新刊青島要覽》，家屋，頁 27-28。 
45

  一是開放土地買賣，採取壓低土地價格的辦法，強行收買土地；二是在大港附近海岸一帶及低

窪之地填海造地。對通過各種方式獲得和佔有的青島市內外土地，日本當局以極低的價格一部

份優先售讓給日本工商企業；一部份出租於日本移民和日本工商業者。見袁榮叜編纂，青島市

檔案館重刊，《（民國）膠澳志》，卷 9，財賦志 1·稅制，頁 16-17；督辦魯案善後事宜公

署秘書處編，《魯案善後月報特刊·公產》（北京：督辦魯案善後事宜公署，1923），頁 104-105。 
46

  坪，此處指日本面積單位，1 坪約為 3.3057 平方米。 
47

  〔日〕青島守備軍民政部，《山東鉄道沿線重要都市経済事情》（青島：青島守備軍民政部，

1919），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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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用日本地名命名，並將原德國命名的街名改為町，海灣、山、街道等的德國

名稱也都改為日本名稱。日軍共將 91 條新建街和舊街更改為日本名稱，給人

強烈的日本都會感覺。 

經過幾年擴張，青島市街迅速日本化。1918 年在青島出版的《青島寫真

案內．附官民便覽》（附圖 2）便是日本對青島實施城市擴建的直觀反映，體

現了日本侵佔青島數年後的城市空間風貌。這本指南書是關於青島的圖片集，

其中有很多日本人街道與商鋪的照片。48最典型的日本人街區是「新町」，即

青島人俗稱的「日本街」，位於大鮑島和港口區之間。該地原有的磚瓦廠被關

閉，在一些不規則的小型地塊上密集地建起二層和三層的住房和商店。「新町」

的大致範圍，以聊城路（中野町）為中心，包括遼寧路（若鶴町）、館陶路（葉

櫻町）、冠縣路（早霧町）、市場三路（市場町三丁目）等周邊街道。沿著這

個新區的主要街道，山東路北邊的延長部份（館陶路），出現了指南中所涉及

到的比較新的店鋪、銀行、貿易公司、商業交易所、電話公司和郵局。從 1914

年到 1945 年，聊城路及其周邊街道都屬於「日本街」，這裡的建築是日式的，

居民、遊客、行人也多是日本人，商店廣告也是日文的，店鋪林立，霓虹閃爍，

是當時青島市區僅次於中山路的繁華街道，是日本工商勢力集聚之地。 

「新町」改變了青島的商業和居住空間布局，而大批日資工廠的興建則影

響了青島的工業布局。據華納（Torsten Warner）研究，日本人把大港和勞工

居住區臺東鎮之間的地區建成工業區，並向西、北延長了臺東鎮的街道網。49 

隨著日資企業的發展與工業區的形成，1920 年代以後出版的日文指南對

青島的經濟布局均非常重視，對各種經濟機構以及若干火柴廠、製鹽廠、大型

棉紡廠、製冰廠、花生油油坊等都做了詳細介紹。1919 年高橋源太郎在東京

出版的《青島案內：附·山東沿線小記》（附圖 5），即以空間為載體，通過

                                                 
48

  〔日〕青島寫真案內發行所編，《青島寫真案內．附官民便覽》（青島：青島寫真案內發行所，

1918）。 
49

  〔德〕托爾斯藤．華納（Torsten Warner）著，青島市檔案館編譯，《近代青島的城市規劃與

建設》，頁 25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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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事項和相關場所，詳細記載了青島的鐵路、航海線路、市政、貿易、工業、

商店、碼頭事務、土產物、山東勞工等社會經濟各方面情形。50 

1928 年由前田七郎、小島平八在青島出版的《青島案內》，對青島的人

口結構、日僑社會、產業狀況、市政設施、各類組織、醫療、教育、宗教、景

觀、日常生活等均作了介紹，對工商業的描述尤耗費筆墨，詳細羅列了青島歷

年貿易狀況、山東主要物產、青島紡織業情況、青島交易所、主要工廠、金融

機關、工商業輔助機關以及交通條件等等。此書因在青島刊行，很受旅居日僑

的歡迎，又分別於 1929 年、1932 年和 1933 年重刊了 3 次。51同期，1932 年

有另一版本的《青島指南》面世，出版資訊不詳，內容與前田七郎的書略有出

入，但相差不大，亦偏重於工商業導覽。52 

這些指南對日本人街區及其所附載的工農商業、財政金融、交通運輸、市

政管理等狀況的呈現與重視，正呼應了日本人對青島的「經略抱負」。 

（三）新景觀與殖民文化空間的呈現 

塑造殖民文化空間是日本佔領當局擴建新街區的一部份，主要體現在兩方

面：一是增加凸顯日本軍功的景觀塑造與新景點；二是建造彰顯祭祀力量的神

社與忠魂碑；其目的，一方面是向青島當地民眾宣揚殖民文化，一方面是為了

統一日本僑民思想，宣揚皇權意識與軍國主義，同時也是為了滿足僑民的文化

需求與思鄉之情。這一時期出版的日文指南都強調了這種殖民文化空間的塑造。 

1921 年日本青島守備軍民政部鐵道部在東京出版的《山東鉄道旅行案內》

是一本按照旅行路線設計的指南手冊，從「旅客須知」可以看出，這本指南是

為從海上乘坐輪船到達青島再往內地旅行的旅客準備的。書中提到從日本九州

到青島需兩晝夜，從大連到青島需一晝夜。「須知」的第一項是告知大家如何

                                                 
50

  〔日〕高橋源太郎，《青島案內：附·山東沿線小記》。 
51

  〔日〕前田七郎、小島平八編，《青島案內》（青島：日華社，1933）。 
52

  〔日〕《青島案內》（1932），編者、出版者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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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陸」，然後詳細的排列了登陸後的諸多事項。53全書包括「山東鐵路概要」

和「沿線各車站指南」兩部份，重點是幹線各車站的指南，第一站便是青島，

這也是整本指南重點介紹的部份，且偏重於景觀推介，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植被、市街、港口、貿易、航線、青島守備軍司令部、青島醫院、屠

宰場、發電站、工業、人口、官衙、學校、銀行、公司商店、劇場活

動、寫真、旅館、餐館、車馬租賃、八幡山［今觀海山］、神尾山［

今信號山］、司令官官邸［原德國總督官邸∕今迎賓館］、萬年山［

今青島山］、旭山［今太平山］、旭公園［今中山公園］、忠魂碑、

跑馬場、海水浴場、會姓岬炮臺［今匯泉角炮臺］、舊支那衙門［今

人民會堂∕原清軍總兵衙門舊址］、天后宮、青島棧橋、加藤島［今

小青島］、若鶴山［今貯水山］、青島神社、臺東鎮、臺東鎮工廠區、

臺西鎮、團島燈塔、海泊河、浮山、沙子口、李村、李村大集、梨林、

九水、柳樹臺、北九水、河東村、嶗山等等。54 

上述這些景觀中既有傳統名勝，如天后宮和嶗山諸景點，也有德佔青島時

期形成的，如清軍總兵衙門、觀海山、信號山、跑馬場、海水浴場等，還有一

些是日本侵佔青島以後新開闢的，如忠魂碑、會姓岬炮臺、青島神社等，同為

街區更名一樣，日本人把很多景觀也命名為日本名字。 

1922 年岸元吉編著的《青島及山東見物》，也是一種旅行指南，以在大

阪朝日新聞連載過的內容為基礎改訂而成，「加上了九篇較長的青島攬勝」。

這 9 篇「攬勝」不像其他指南那樣細列各種資料，而是以見聞和遊記的方式描

                                                 
53

  主要包括：旅客列車與混合列車、打折乘車、指定旅館與站內商店、有公共電報的車站、日本

郵電局、手提行李及小包裹的保管、換乘、乘客及行李的連接轉運、通過滿鐵航線與山東鐵路

及上海的連接、與大連汽船的連接、通過滿鐵航線及大連汽船航線的山東鐵路與滿鐵線的連

接、日本各航運公司與青島至大阪航線的連接、車票代售點、本鐵路接受之貨幣、標準時間等

等。見〔日〕青島守備軍民政部鐵道部編，《山東鉄道旅行案內》（東京：博文館印刷所，1921），

頁 162-172。 
54

  〔日〕青島守備軍民政部鐵道部編，《山東鉄道旅行案內》，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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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了青島的整體概貌，對青島神社、忠魂碑、櫻花會、公園、海水浴場、跑馬

場、影戲院、嶗山勝跡等均作了介紹。55 

青島建市短暫，景觀並不豐富，向讀者呈現什麼景觀、怎樣呈現，如何在

既有基礎上塑造日本文化景觀，這些都是旅行指南編撰者需要考慮的重要問

題。因此，那些能夠彰顯日本符號的景觀，如炮臺戰跡、青島神社、忠魂碑、

櫻花會等，便成為推介重點。 

炮臺戰跡是日軍為了宣揚軍威，而將日德戰爭之後的軍事要塞開闢而成的

遊覽景觀。為讓民眾觀瞻軍功，日本青島特產館發行了《青島戰跡遊覽圖》（附

圖 6-7）。這些戰跡曾是德國為保護其遠東艦隊和青島港口的安全而修築的系

統軍事防衛工程，包括眾多炮臺、堡壘、軍營及附屬設施，是遠東著名的海防

要塞。日軍為炫耀戰績，將 34 處要塞作為景點向民眾開放，著名的如臺西鎮

炮臺、團島炮臺、會姓岬炮臺（匯泉角炮臺，德佔時期又稱會前岬炮臺）、萬

年山南、北炮臺（德佔時期的俾斯麥山南、北炮臺）、旭山東、西、北炮臺（德

佔時期的伊爾梯斯山東、西、北炮臺）等等。這些炮臺直到今天仍是青島的重

要名勝，昭示著青島屢被殖民的歷史，成為青島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當然，最能凸顯日軍皇權思想與軍國主義的則是位於遼寧路（若鶴町）的

青島神社（附圖 8）與中山公園（旭公園）內的忠魂碑和櫻花會（附圖 9-10）。

青島神社建於貯水山公園內，祭奉天照大神、明治天皇和國魂大神，其布局、

功能同日本國內的神社一樣。《新刊青島要覽》記載了青島神社的選址、建設

與基本功能： 

神社是國家的宗祀，是國民精神的源泉中心。大正四年一月，當時青

島守備軍及軍政當局決議創立之。在清靜的若鶴山的西側山腰確定了

社址。大正五年末，平整土地 6,900 餘坪，次年五月二十九日，得到守

                                                 
55

  〔日〕岸元吉（按：書名頁作者為風來坊），《青島及山東見物》（青島：山東經濟時報社，

1922），頁 1-60。這 9 篇「青島攬勝」包括：〈如畫般的青島〉、〈上下排水道及電燈〉、

〈大青島及土地租借〉、〈青島的大港與小港〉、〈青島進出口貿易〉、〈住青島的日本人及

其事業、〉〈日本商人的生意振興〉、〈日本人的公共建設及設施〉、〈單調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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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軍司令官創立認可，大正七年五月五日舉行地鎮祭祀，隨即開始了

神社大殿及其他房屋的建設，並著手神山的景觀打造。整一年間，肅

穆莊重的設施完成了，在住邦人得以遙拜、祭奠，奉上誠敬，安定滿

足。56 

可見，關於建造青島神社的準備工作在日軍佔領青島伊始便開始實施了。

1919 年 11 月，青島神社竣工。作為日本人街區重要的公共設施和「國家中心

的象徵」，這裡舉行過春秋例行祭祀、歲旦祭、元始祭、成婚奉告祭、紀元節

祭、明治天皇祭等活動，是日本僑民結婚、生子、病癒祈福之地。57 

忠魂碑和櫻花會位於青島最大的公園中山公園內，日本人通過櫻花的象徵

意義和「忠魂碑」的設置，對中山公園進行殖民主義空間塑造。櫻花是青島中

山公園的主要植物，為了培育賞櫻文化，日本人在德國人櫻花栽植的基礎上，

經營出一條櫻花路。在櫻花路的盡頭，位於太平山的山腰處，日本人為紀念

1914 年日德青島爭奪戰的戰亡者，建了一座「忠魂碑」。該紀念碑通體用花

崗岩築成，巍然高聳，遠處即能望見，它和櫻花路連為一體，從空間上構成醒

目的日本符號。櫻花路和「忠魂碑」的設置對於中山公園乃至整個青島，都具

有深遠的影響。櫻花路是中山公園的園內主幹道，承載著每年春季的「櫻花會」

及其相關的諸多活動。「櫻花會」不僅可以緩解日本僑民的思鄉情結，還被日

本軍方用作「東亞新秩序」的象徵而大肆渲染，後來演變為青島普通市民的春

季遊園會，影響至今。58而炫耀日本人戰功的「忠魂碑」，引起中國人的國族 

                                                 
56

  〔日〕青島民政署編，《新刊青島要覽》，頁 137。 
57

  抗戰勝利後，神社內的物品被中國百姓哄搶一空，國民政府曾將「青島神社」改為「忠烈祠」，

以便每年 7 月 7 日在此公祭「七七事變」和抗日戰爭期間為國陣亡的中國將士。此舉不被青島

人民所接受而止；後改為煙臺國華中學的流亡校舍。1949 年前，山上樹木多遭破壞，綠地荒

蕪。1949 年之後，神社內的建築物陸續被拆除，1950 年代曾為市北中學校舍。神社道路兩側

的櫻花樹在 1970 年代末被伐除，改種雪松。目前這裡是青島兒童樂園和老年大學的所在地，

面積是當年神社駐地的四分之一。 
58

  馬樹華，〈從中山公園櫻花會看近代青島公共文化空間與市民生活樣式的衍變〉，《東方論壇》，

2012 年第 6 期，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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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59並刺激了中山公園內建造「中山紀念塔碑」的設計。60 

青島神社、櫻花路和「忠魂碑」均體現了空間政治化所產生的後果，是各

種版本的日文指南大力推薦的必遊景觀。就空間本身而言，其所傳輸的象徵意

義與文化、政治內涵對於人們具有極為重要的社會涵化作用，而紀念性空間更

具教育功能。因此，殖民勢力進入中國後，以空間作為權力意志表徵，完全按

照他們的審美情趣、欣賞習慣對各地進行市政規劃，不僅將一整套殖民主義空

間複製移入中國，滲透於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且在精神上戕害中國人。

對於日本人來說，青島神社、櫻花路和忠魂碑「這樣的空間布局與植物種植顯

然是要將其母國的公園移植過來，並複製其母國文化以達到空間的殖民主義

化」。61 

上述各種版本的日文指南，與早期德國人的青島指南相比，編撰目的和內

容均有不同，凸顯了日佔青島以後的社會經濟狀況、空間格局以及城市功能方

面的變遷。日本人街區的出現，不僅改變了青島的工商業布局，而且進一步強

化了青島的城市功能分區，而具有鮮明日本象徵符號的諸多景觀，則使這座因

德國殖民而起的新興城市，更增添了日本殖民文化色彩。 

                                                 
59

  日本勢力在青島根深蒂固，即使 1922 年以後，忠魂碑也仍然聳立在中山公園內供駐青日僑憑

弔。直到 1945 年抗戰勝利，日本勢力被徹底逐出青島，1947 年 7 月，青島市政府作出了「拆

除中山公園北端日寇建立之忠魂碑，改建抗戰死難軍民紀念碑，以表英烈」的決定，「忠魂碑」

終於被拆除。見〈關於准拆除中山公園北端日寇建立的忠魂碑改建抗戰死難軍民紀念碑的呈、

公函、批文（青島市工務局第 670 號）〉（1947 年 7 月 16 日），青島市檔案館藏，《青島市

建設局檔案》，檔號 B0031-001-00688-001，「青島市工務局」。 
60

  1929 年 7 月，在中山公園西側建築了紀念孫中山先生的塔碑。此紀念塔碑並非簡單的建築物，

而是一處結合公園休閒遊樂活動的多功能紀念空間，既設置了供奉孫中山遺像及其生平著作遺

墨的陳列室，還設有供遊人休憩與遊戲的茶室、遊藝室、噴水池和一處動物園。見〈中山公園

建築紀念塔碑設計書〉（1929 年 6 月），青島市檔案館藏，《青島農林事務局檔案》，檔號

B0032-001-00560-0027，「青島接收專員公署秘書處」。 
61

  陳蘊茜，〈日常生活中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衝突——以中國近代公園為中心的考察〉，《南

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5 期，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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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文指南中的空間變化與民族文化認同 

青島的中文版城市指南出現得較晚，目前筆者所見最早的是 1922 年葉春

墀所撰的《青島概要》，從內容和形式上看，此書與同期出版的日文指南區別

不大，記載的是德佔、日據時代青島的整體狀況。62此後數年都沒有新的中文

指南出版，直到 1929 年青島成為南京國民政府的直轄市，尤其是 1931 年沈鴻

烈被任命為青島市長後，才出現各種類型的城市指南，如《青島畫報》、《青

島指南》、《青島名勝遊覽指南》、《青島風光》、《青島導遊》、《青島》、

《青島要覽》等等。這些指南的出版，既是城市迅速成長、大眾旅遊逐步發展

的必然結果，也是市政當局向外界推介自己、吸引旅客、提升城市聲望、重塑

國族文化認同的施政手段，同時也是日資工商勢力影響下城市空間變化與功能

定位重新調整的反映，並鞏固了德國人營造的青島避暑度假聲譽，進一步塑造

了青島作為海濱療養勝地的城市意象。 

（一）遊覽指南的出版與海濱度假勝地的定位 

如前所述，緣於優越的山海形勝、適宜的氣候條件、良好的市政設施以及

吸引遊客的種種政策，青島開埠不久便享有了「東方第一避暑勝地」的美稱。

伴隨著城市的成長，1922 年中國政府收回青島後，膠澳商埠局對於通過遊覽

業發展市政的益處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意識到公共娛樂與遊覽業實為市政措施

之一端，不僅能夠「使人知工作之可樂，則不強而自勸，使人知娛樂之有方，

則去私而就公」，而且可以「於休憩游戲之中而寓之以涵養性靈、鍛煉身體、

合同工作、整齊步伐之教」，63並對經濟發展有推助作用。當時青島的娛樂休

閒場所已有公園、海水浴場、競馬場，還有市內市外諸名勝、嶗山諸峰可供遊

覽。市政當局承接了德佔日據時代的城市傳統，繼續關注海濱遊覽業的發展。 

                                                 
62

  葉春墀，《青島概要》（青島：成文堂，1922）。 
63

  《（民國）膠澳志》，卷 3，民社志 12．游覽，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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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30 年代，青島已成為大眾旅遊的熱點城市，贏得了「東亞第一公園」、

「東方瑞士」、「世外桃源」等種種讚譽；每年夏天，來自各地的遊客絡繹不絕。

發展旅遊業逐漸成為這座年輕城市的明確目標，並通過青島繁榮促進會開展了

一系列遊覽推介工作。1933 年，青島市長沈鴻烈召集聯合青島各界名流 25 人

成立了青島繁榮促進會，該會的工作目標在於「對內喚起本市各界，改進內部

一切事業，與建設，對外極力宣傳，俾國內外人士明瞭青市一切優點，以吸引

外部遊客」。促進會工作計畫的第一項便是發展旅遊業，認為吸引遊客、發展

遊覽業看似捨本逐末，實為發展青島的長遠之計：「此事驟觀之似為末節，未

必即為繁榮計畫中之要圖，然同人殊認此事關係最深，且為促進繁榮力策必由

之途徑，未容忽視」。64 

為吸引遊客，根據上述計畫書，青島繁榮促進會設計了各種辦法，做了大

量推介青島的工作。首先，促進會出版了中英文雜誌各一種，中文雜誌即《青

島畫報》（附圖 11），每兩周出刊一次，此外還出版了中英文導遊手冊，每 5

本為一組，免費送閱。除了出版畫報和導遊手冊，繁榮促進會還致力於改善公

共交通、維持治安和完善娛樂設施等事項，力謀為青島的遊覽事業創造條件。 

為配合遊覽推介工作，《青島畫報》還對重要景觀進行凝鍊，評選出了「青

島十景」，即飛閣回瀾、穹臺窺象、匯濱垂釣、琴嶼飄燈、丹邱春賞、湛山清

梵、東園花海、燕島秋潮、會崎松月、登窯梨雪；「陰島八景」，即青雲晨鐘、

虎首古洞、東山朝曦、千佛觀雪、萬丈遠眺、西嶺歸帆、草場銀海、鷹嘴聽潮；

「嶗山十二景」，即明霞散綺、蔚竹鳴泉、雲洞蟠松、華樓疊石、巨峰旭照、

九水明漪、巖瀑潮音、太清水月、那羅佛窟、海嶠仙墩、獅嶺橫雲、龍潭噴雨。

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了幾種以宣傳青島作為遊覽勝地為目的的城市指南，代

表性的主要有《青島名勝遊覽指南》與《青島導遊》。 

《青島名勝遊覽指南》由青島市工務局編撰印行，1934 年出版，1935 年

修訂再版，並同時刊印了英文版以便利外國遊客。編撰目的是因為青島的名勝

                                                 
64

  繁榮促進會，〈繁榮促進會繁榮本市之初步計畫〉，《青島時報》，1933 年 11 月 26 日，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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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前此印行者已有數種，可資流覽；但事實變遷月異而歲不同，欲求現在

情勢與記載相脗合，固應重新編訂以增游覽者之興趣」。65為方便遊客選擇遊

覽路線，這本指南還特意把青島的名勝按照市區與鄉區區分開來，市區名勝包

括市內各小山、公園、運動場、浴場、寺宇等，鄉區則按中、西、東山各方位

介紹了鄉村、寺宇、陰島、水靈山島、嶗山等名勝，這種方式成為後來各種青

島指南的通行做法。66指南中新增加的景點，如海濱公園、棧橋公園、體育場、

湛山寺、第二、三、四、六海水浴場等等，都是沈鴻烈時代新建或新開闢的。

《青島導遊》是中國旅行社於 1934 年出版的旅行叢書之一。中國旅行社 1930

年在青島設立分社，此後通過該社到青島旅行的遊客逐漸增多。1934 年夏，

中國旅行社社長陳湘濤到青島考察，對於青島良好的市政條件以及市政府在發

展旅遊業方面的努力深感欽佩，認為青島必將成為旅行遊覽的中心。67同年即

由主持該社《旅行雜誌》的趙君豪負責編纂了這本《青島導遊》。該書資料來

源多取自《膠澳志》與此前刊行的其他版本的「青島導遊」。書中用了大量篇

幅介紹名勝、游程、食宿娛樂、交通等旅行必備內容，書末藝文類還附有沈鴻

烈的〈嶗山環遊記〉、葉恭綽的〈青邱遊屑〉以及傅增湘的〈遊嶗山記〉三篇

遊記。初版便告罄，次年增訂再版。68 

（二）指南中的市政推介與空間變化 

對青島的推介除了彰顯這座城市的遊覽功能，還突出了沈鴻烈主政青島時

期的市政成績及其帶來的城市空間變化，這在 1933 年魏鏡所編的《青島指南》

與 1937 年青島市政府招待處所編印的《青島概覽》中均有充分體現。《青島

                                                 
65

  青島市工務局編印，《青島名勝遊覽指南》（青島：青島市工務局，1935），序，頁 1。 
66

  青島市工務局編印，《青島名勝遊覽指南》，頁 1-92。 
67

  根據中國旅行社的觀察紀錄，由於氣候與戰爭的影響，當時享譽全國的各避暑消夏區存在此消

彼長的狀況：山區避暑以牯嶺為最，因為蔣介石在廬山舉行會議和軍官訓練班，以致這裡冠蓋

來往，仕女雲集；而莫干山則因 1934 年的苦旱，勝景大為減色。就海濱消夏而言，北戴河因

受東北局勢影響，遊屐零落，遠不如昔；反之，青島盛夏時期，旅客陡增，一屋難求。見〈國

內要聞：青島游覽事業猛晉〉，《銀行週報》，卷 18 期 44（1934），頁 9-10。 
68

  趙君豪編，《青島導遊》（上海：中國旅行社，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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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內容綜合各方面，主要包括行政、實業、交通、遊覽、生活、社會六項

紀要，很多出自 1929 年出版的《膠澳志》，並對 1929 年以後的行政變化、華

資工商企業、國貨事業、新設景觀、新增社會組織等進行了補充。69不過，最

能體現 1930 年代市政成績的則是《青島概覽》。 

《青島概覽》的編撰是為了「記述近頃市政之設施與時事之情況，以作行

旅餐宿之嚮導」。其最主要目的則在於突出沈鴻烈主政青島時期的銳意經營：

「最近五年，市政成績暨各業進展之速，允稱鼎盛時期，四方明達之士參觀遊

覽者紛至遝來，每有東方瑞士之雅譽」。70該書包括「市行政綱要」、「社會

行政概況」、「教育行政概況」、「公安行政概況」、「工務行政概況」、「港

務行政概況」、「鄉區建設概況」、「農工商業概況」等 14 章，在正文之前

除配有「青島市鄉全圖」、「青島市區道路圖」外，還配有各種照片，其中包

括諸多新增場所與景觀，如為了凸顯教育成就的小學，為了彰顯民族文化精神

的棧橋回瀾閣、水族館、海濱公園，為了突出鄉村建設成績的李村鄉區建設辦

事處、鄉區公路，為了顯示建築成就的大型工程體育場、第三碼頭等（附圖

12-14）。 

在眾多市政成績中，第三碼頭的興建尤為突出。三號碼頭在德佔時期曾列

入 1915 年預算，擬在該處新建碼頭，結果因日德戰爭成為泡影。自 1931 年起，

青島市政府開始增加碼頭費率，以收入的三分之一充作碼頭建築基金，籌建三

號碼頭。碼頭建築工程採取招商投標承包的辦法，由日商大連福昌公司得標，

於 1932 年 7 月 1 日開建，1936 年 2 月竣工投入使用。71第三碼頭的建成，是

青島港口與城市發展史上的大事，它是「我國接收青島後第一大建築物」，72

在提升港航能力、凸顯城市地位的同時，也彰顯了 1922 年主權回歸以後青島

                                                 
69

  魏境，《青島指南》（青島：平原書店，1933）。 
70

  青島市政府招待處編印，《青島概覽》（青島：青島市政府招待處，1937），序。 
71

  新建的第三碼頭由德國工程師設計，為重力式突堤碼頭。市政府對此項建設非常重視，專門組

成包括 18 名中外工程技術人員的監工委員會，監督碼頭築造等工作，市長率眾參加了開工和

奠基儀式。 
72

  〈青島市第三碼頭落成〉，《航業月刊》，卷 3 期 11（1936），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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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民族事業、實踐建設決心的去殖民化努力。各類報刊多有報導，本地報刊

如《青島時報》、《青島畫報》、《平民報》，均不吝讚譽，稱其為「青島維

［唯］一大建築」；73外埠報紙如上海的《申報》、《工商新報》等也刊發了

文字和照片；日本報紙以〈華北值得自豪的不凍港〉為題報導，聲稱青島港在

日本華北戰略中起著重要作用，復因第三碼頭而名副其實地成為華北唯—良港。

第三碼頭的地位可謂是「我國接收以來最大之工程，亦全國有數之事業」。74 

（三）嶗山劃界對指南內容的影響 

嶗山本屬即墨，德國人租借膠澳後，因界址關係而分屬青島和即墨。隸屬

於青島市的嶗山西部，自青島開埠伊始，隨著德國人對嶗山休閒度假空間的開

闢以及社會經濟的變遷，逐漸併入城市發展軌道。而隸屬於即墨的嶗山東部，

則一直未獲發展，民生日艱。直到 1928 年，時任東北海軍總司令的沈鴻烈率

統海圻等艦駐泊嶗山灣，為保護地方，遂對嶗山東部銳意建設：一是改善交通；

二是發展教育；三是保障漁業；四是肅清盜穴；此外還蠲免苛政，清理廟規，

整飭民俗，排難解紛，抑強扶弱等等。75 

有了上述基礎，1931 年沈鴻烈主政青島以後，無論是青島市方面，還是

山東省方面，均認為政治關係既與往昔不同，嶗山的行政區劃也有重行釐定之

必要，刊登於《青島時報》上的〈即青劃界經過〉，詳細記述了嶗山劃歸青島

的理由與益處。76概言之，對於山東省來說，嶗東偏處海濱，距濟南遙遠，鞭

長莫及；對於青島市來講，一山兩分，既不利於治理政策的推行，也妨礙涵養

水源。因此，經山東省、青島市雙方共同協商，於 1934 年 9 月議定將嶗山全

部主要山脈劃歸青島市轄境，後經雙方派員會同履勘，沿勘定新界主要地點，

                                                 
73

  竹，〈青島維［唯］一大建築：第三碼頭落成觀禮記〉，《青島畫報》，期 21（1936），頁

1-3。 
74

  壽揚賓，《青島海港史（近代部份）》（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6），頁 169。 
75

  〈民國十九年華嚴寺沈鴻烈功德碑〉，周至元編著，《嶗山志》（濟南：齊魯書社，1993），

頁 232-233。 
76

  〈即青劃界經過〉，《青島時報》，1935 年 2 月 7 日，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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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立界標 26 處。其劃分界線大都以接近山麓之天然河流北岸或其連接之道路

北邊為標準。1935 年 6 月 4 日，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經行政院院議通過劃界 

議案，遂於 1935 年 7 月 1 日正式移交接管。77 

嶗山管理權的「化零為整」，擴大了青島的市區面積，促成了嶗山風景區

的形成，並為青島療養度假勝地的發展贏得了更廣闊的空間： 

勞山全部，劃歸本市，多了兩萬五千的戶口，多了七百多兩［編按：

此數字存疑］的丁糧，這都不足道的，可喜的是整個風景區的完成，

是和青市本身，有密切關係的。以青島身份而論，它是一個商業港，

全靠內陸區的工農來養護，初不繫於風景之優劣為盛衰，但既據有可

為之地，正不妨以風景為副業，所以傾全力以開拓勞山，使整個勞山，

盡一年內，與世人相見，那末，明年遊客，定可激增。78 

因此，這一時期出版的中文青島指南，如《青島指南》、《青島風光》、

《青島》等，與德文、日文、英文指南只是簡單介紹嶗山風物不同，均將嶗山

風景名勝作為獨立單元進行重點推介。1935 年駱金銘編的《青島風光》，在

介紹嶗山風景時，已將「勞山古蹟」與「市區名勝」、「鄉區名勝」並列，並

配有遊覽路線圖、具體的遊程和部份景點的照片。79 

1936 年倪錫英所著《青島》，對嶗山風物也頗費筆墨。此書雖為都市地

理小叢書，但也「兼可為一般人導遊之指南」。80全書內容共 10 部份，關於

風景的內容有 4 章，占 40%，即「青島風景志」、「海濱風景線」、「嶗山勝

跡（上）」和「嶗山勝跡（下）」，其中嶗山風景為兩章，占全書的 20%。81 

從各出版物推薦的遊覽內容看，嶗山遊覽的重點，是借助尋古探幽以覽山

海之勝，因此，名勝古蹟既是重要的旅遊文化載體，也是人們進行意義重塑的

                                                 
77

  餘生，〈嶗山一帶劃歸本市之價值及將來建設之方針〉［自治週刊］，《青島時報》，1935

年 4 月 22 日，第 3 版。 
78

  本立，〈本市行政計畫與新青島計畫觀〉，《青島畫報》，期 18（1935），頁 1。 
79

  駱金銘編，《青島風光》（青島：興華印書局，1935），頁 103-129。 
80

  倪錫英，《青島》（上海：中華書局，1936），編輯例言。 
81

  倪錫英，《青島》，頁 7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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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體。為了能在欣賞自然美景的同時獲得民族傳統文化的意象，人們將文化古

蹟與自然風光相糅合，重塑了「嶗山十二景」。經過廣泛推介，嶗山成為青島

市郊乃至整個北中國海岸最著名的風景區之一。嶗山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不

僅吸引了遊客與遊資，還提升了青島的城市聲望。同時，那些慕名遊山的文化

名人，如康有為、傅增湘、葉恭綽、柳亞子、黃公渚、郁達夫等，他們描述嶗

山的遊記、詩詞與畫作，成為宣傳嶗山的廣告，其遊蹤則成為嶗山的新名勝。今

天，這些名人遊蹤已和嶗山的歷史古蹟融為一體，共同構成了青島的遺產景觀。 

（四）景觀推介與民族文化認同 

風景提供了一個切入文化問題的途徑：文化價值、文化延續、文化的價值

範疇和無價值範疇，以及文化身分形成神話的建構。風景還可以引起諸多思

考：在個體被文化包容的同時，個體行動如何幫助形成文化；個人如何將自我

視為某種特定文化的一部份，尤其在由農業革命或工業革命、帝國擴張、戰爭

或戰爭後果這類社會或民族創傷引起的動盪時期。82梅爾清（Tobie Meyer- 

Fong）在分析清初揚州歷史遊覽景點的文化功能時指出，一些企圖增加當地或

個人聲望的文人學士和官員，常常有意識地操縱風景名勝等文化遺產，在策略

上利用這些景點增加自己的聲譽或提高城市的地位。這種操縱能夠形成有創造

力的文化支持，對於這些景點起源及其文化意義的一致認同，不僅有助於形成

地方的聲譽，擴大個人的影響，而且的確有助於這些景點成為支撐當地和全國

多樣性景觀的標誌。83對於年輕的、屢被殖民的青島來說，也同樣存在如何利

用風景建構文化身分認同、如何通過「操縱」名勝古蹟以謀求提高城市聲望的

問題。尤其是 1930 年代，隨著城市地位的提高以及民族文化復興呼聲的高漲，

青島地方政府對文化遺產在城市生活中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古蹟名勝

對於緩和人心之功效，比之高深之學理與親切之勸誘所收之功尤大」。遂力謀

                                                 
82

  〔英〕溫蒂·J·達比（Wendy Joy Darby）著，張箭飛、趙紅英譯，《風景與認同：英國民族

與階級地理》（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頁 9。 
83

  〔美〕梅爾清（Tobie Meyer-Fong）著，朱修春譯，《清初揚州文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

社，2005），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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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名勝古蹟的保護，以涵化都市精神生活，並將這種精神納入到了都市發展

規劃中。84 

然而，青島建市短暫，市區名勝古蹟屈指可數，因此，青島市政當局一面

努力打造市區景點名勝，一面挖掘嶗山的文化古蹟。為了能在欣賞美景的同時

獲得民族文化的意象，市政府做了兩項重要的、影響深遠的工作：一是利用充

滿詩情畫意的美名賦予名勝以傳統文化意象，凝鍊了「青島十景」、「陰島八

景」與「嶗山十二景」，希望通過古雅的名稱，將民族文化精神融合於景物中，

增加城市的歷史文化厚重感；二是通過仿古建築，為景點賦予民族文化內涵，

如棧橋回瀾閣、海濱公園門樓、水族館以及湛山佛塔等，以期通過景物的傳統

建築形式，尋求民族文化身分的認同。 

名勝古蹟作為物化的文明晶體，它不僅承載著歷史的印證，而且還可以用

來啟迪民智，化導世風，增進文明。民國時期，在民族危機的刺激和新文化運

動的影響下，強烈的民族意識促使人們對保護先代遺物予以深切關注，保護前

代文化遺產具有對內凝聚民族精神、對外反抗侵略的雙重價值與意義。因此，

欲以民族固有文化成果砥勵民族文化精神，開啟民智，重鑄國魂，增進社會文

明，既為仁人志士所力倡，亦為政府所體認。尤其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國民

黨政府為塑造現代民族國家，力倡復興傳統文化，對保存古蹟尤為重視。在這

種背景下，各地方政府往往將名勝古蹟賦予國族認同與文化重建的象徵意義。 

巫仁恕在分析蘇州的旅遊活動時認為，明清士大夫的傳統觀念認為，古蹟

對他們有見賢思齊的作用；到了清季民初，知識分子對古蹟的觀念愈來愈趨向

國族主義，認為古蹟不只是地方文化優越性的表徵，而且還是國家認同與歷史

文化傳承的重要遺產。保護名勝古蹟是為了維護歷史傳承，以建構國家認同；

而積極提倡旅遊業，將古蹟塑造成現代旅遊景點，乃是以消費傳統文化來招徠

遊客。在追求國家認同的背景下，保護古蹟與消費古蹟兩者看似矛盾的心態，

                                                 
84

  青島市工務局編，《青島市施行都市計畫方案初稿（1935）》，青島市檔案館藏，資料號 A3021，

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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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相通的。85對於曾先後被德日兩國殖民的青島來說，利用名勝古蹟建構

國家民族身分更加重要，「人們在重要而富有象徵意義的風景區休閒，以此建

構自己的身份」。86這座以現代休閒遊覽勝地著稱的城市，也和蘇州一樣，同

樣存在著將名勝古蹟包裝成現代旅遊業賣點的情況。 

結 語 

城市指南的作用，或為外來者提供行旅指導，或為經營者提供投資資訊，

或充當施政者的推介廣告，或充當本地市民的日常生活嚮導，它與城市結為密

切的互文關係。讓我們再回到本文引言所提出的幾個問題，審視指南與青島是

如何互文的。在主權反復更迭的半個世紀裡，青島出現了德文、英文、日文、

中文各類城市指南書籍二十多種。由於出版者與目標讀者不同，呈現出的編撰

旨趣也各異，德文指南志在宣揚、炫耀與推介殖民成果，英文指南旨在向歐洲

人提供瞭解青島與山東的便利工具，日文指南所強調的是日本人的「經略抱

負」、皇權思想與軍國主義，中文指南所傳達的則是強烈的城市自我意識、市

政管理能力與民族文化認同。這些指南不僅客觀呈現城市風貌，也主動參與城

市形象塑造與空間變遷，透過它們不同的旨趣與內容，我們可以瞭解在「空間

變遷」、「殖民文化」和「民族主義」之下，中國人調和殖民文化與民族主義

的方式，以及延續到今天市民們對德國文化的推崇、對日本文化的輕慢和情感

上的厚此薄彼，也可以清晰地看到青島是如何從一座德日殖民城市成長為一座

中國人自己的城市。 

因此，無論何種版本的青島指南，其中所隱含的空間變遷及其理念表述都

顯而易見，城市歷史脈絡中的殖民化與去殖民化、建設傳統與城市特色、地景

                                                 
85

  巫仁恕，〈從遊觀到旅遊：16 至 20 世紀初蘇州旅遊活動與空間的變遷〉，收入巫仁恕、康豹

（Paul R. Katz）、林美莉主編，《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2010），頁 145。 
86

  〔英〕溫蒂．J．達比（Wendy Joy Darby）著，張箭飛、趙紅英譯，《風景與認同：英國民族

與階級地理》，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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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與城市功能等問題均可從中找到答案。開埠之初，德國殖民當局最主要的

目的是要把青島建成軍、商混合港，基於此種考慮，城市建設居於港口、鐵路

建設次要地位。與德佔時期不同，日文指南表明，日本當局既肯定與仰慕德國

人的建設成績，同時「所特別注意者厥為市面之擴充與工廠之提倡」。87這一

方面是因為德佔時期青島港的建設已具有一定規模。另一方面，日本當局認

為，欲鞏固在青地位，獲取工業經濟方面的發展最為穩妥可靠。因此，發展工

商業被置於城市拓展建設的首位，短短幾年間，日本殖民當局擴建出了日本人

街區，包括以大港為起點，在其周圍建立的倉儲、金融、商貿服務及居住的新

商業區，及以加工工業和紡織工業為主的臺東、四方、滄口新工業區，修建擴

建了能容納大規模投資的水電、道路、通訊等市政設施，以及宣揚皇權思想與

軍國主義、舒緩僑民思鄉之情的殖民文化景觀。由此，青島的城市功能由德佔

時期的商貿運輸口岸、避暑勝地逐漸轉向工商兼之、輕紡為主的近代工業城

市。88 

主權回歸後的青島，既繼承了德佔日據時代的空間格局與功能分區，又表

現出明顯的去殖民化努力，中文指南既表達了對德國市政建設的猶豫與含糊，

也迴避了日本在青勢力。1935 年編制的《青島市施行都市計畫方案初稿》，

提出「青島市之特性，工商與居住遊覽並重」。89這種「工商」、「居住」、

「遊覽」並重的城市發展定位，既是青島數十年城市建設的結果，也是市政努

力的目標。事實上，在 1930 年代最初幾年，市政當局也正是朝著這個目標努

力的：一方面支持民族工商業，一方面努力改善平民住所，一方面積極發展遊

覽業，並通過名勝古蹟與新景觀的塑造，尋求文化認同，培育民族自信心。雖

然 1938 年至 1945 年間日軍的再次入侵使市政建設幾近於停滯，但城市的基本

空間格局未被打破。抗戰勝利後，由中國市政協會新編的《青島指南》對青島

                                                 
87

  譚書奎，〈港口發達之經濟原理與青島市之前途〉，《交通雜誌》，卷 2 期 6（1934 年 4 月），

頁 87。 
88

  任銀睦，《青島早期城市現代化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頁 152-153。 
89

  青島市工務局編，《青島市施行都市計畫方案初稿（1935）》，青島市檔案館藏，資料號 A3021，

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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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物進行了重新梳理，展示了新的城市空間布局計畫：「勝利以來，政府積極

辦理復員工作，對於市街區劃，正由都市計畫委員會進行設計，全部計畫尚未

完成，聞擬將以東鎮一帶，劃為商業區，四方滄口一帶，劃為工業區［原為工

業區］……仲家窪亢家莊浮山所湛山魚山等地帶，劃為風景住宅區；大港小港

及將來填築之四方海灣等地，劃為港埠區……此項建設大青島之計畫，如能全

部建設完成，則青島將成為東方之紐約矣」。90很明顯，這新的市街區劃，是

對德、日殖民時代城市早期建設的選擇性繼承，而「東方之紐約」的美好願景，

則表達了對民族強大的期待與自信。 

                                                 
90

  中國市政協會青島分會編印，《青島指南》，「史地概況．市街區劃」，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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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新刊青島要覽》（1918）

資料來源：〔日〕青島民政署編，《新刊青島要覽》（東京：嚴松堂書店，1918），封面。

附圖 2-3 《青島寫真案內．附官民便覽》（1918）

說  明：右圖中橢圓形標出的區域即為「新町」—日本街。

資料來源：〔日〕青島寫真案內發行所編，《青島寫真案內．附官民便覽》，〈青島市街圖〉，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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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8 《青島案內》（1933）中的青島神社

資料來源：〔日〕前田七郎、小島平八編，《青島案內》（青島：日華社，1933），頁 130。

附圖 9-10 《青島案內》（1933）中的中山公園的櫻花大道及忠魂碑

資料來源：〔日〕前田七郎、小島平八編，《青島案內》，頁 152、142。

附圖 11 《青島畫報》

 
資料來源：青島繁榮促進會，《青島畫報》，期 3（1934 年 6 月 10 日），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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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4 青島市街．中野町．若葉町

 

說明： 左上為陵縣路（若葉町），右下為聊城路（中

野町）。

資料來源： 〔日〕青島寫真案內發行所編，《青島

寫真案內．附官民便覽》，〈青島市街·中野町·

若葉町〉，頁 97。

附圖 5 《青島案內：

附·山東沿線小記》

資料來源： 〔日〕高橋源太郎

著，《青島案內：附·山東沿

線小記》（東京：久松閣，

1919）。

附圖 6-7 《青島戰跡遊覽圖》及部份炮臺圖片

資料來源： 1915），封面。青島交運集團總經理劉增

平先生個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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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5 棧橋回瀾閣

資料來源：駱金銘編，《青島風光》（青島：興華印書局，1935），頁 80。

附圖 16-17 海濱公園正門（今魯迅公園）與湛山佛塔

資料來源： 中國市政協會青島分會編印，《青島指南》（青島：中國市政協會青島分會，1947），

扉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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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2 水族館及其所在的海濱公園、體育場

資料來源：青島市政府招待處編印，《青島概覽》（青島：青島市政府招待處，1937），插圖。

附圖 13 李村鄉區建設辦事處及通往嶗山的鄉區公路

資料來源：青島市政府招待處編印，《青島概覽》（1937），插圖。

附圖 14 新建第三碼頭

資料來源：青島市政府招待處編印，《青島概覽》（1937），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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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Guidebooks and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Qingdao 

Ma Shuhua
*
‧Zhao Chengguo** 

Abstract 

City guidebooks were a new type of publication in modern China. They 

offered advice to visitors, businessmen, and locals, thus reflecting and 

affecting urban chang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Qingdao 

saw over twenty kinds of city guidebooks, such as travel guides, city 

overviews, short guides and general information, in a variety of languages 

including German, Japanese, English, and Chinese.  These books covered a 

large variety of topics: foreign relations, political conditions, economic 

conditions, city functions, tourist spots, and travel routes, and therefore are 

important historical records of Qingdao’s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Early guidebooks written in German praised 

Qingdao as “the perfect model colony” and recommended it for summer 

vacations; English versions aimed to provide Europeans with useful 

information; and the Japanese guidebooks reflected Japan’s expansionist 

plans while highlighting Qingdao’s social and economic functions as a 

Japanese colony.  Qingdao guidebooks also conveyed the Chinese people’s 

sense of autonomy, abil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city management.  

Qingdao’s spatial formation and its guiding principles were reflected in the 

guidebooks, as were colonization and decolonization, tradi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landscapes and functions. 

Keywords: city guidebooks, Qingdao, spati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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