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鐵橋從興建至停用之經過

橫跨高屏溪、造型極為宏偉優美的

「高屏舊鐵路橋梁」，全長計有1,526公

尺，係興建於日治時代而且曾是台灣最

長、並且也是亞洲最長的鐵路橋梁。鐵路

興建之構想，始於日治之初的20世紀初

葉，當時的台灣總督府亟思改善高屏地區

的交通運輸，爰籌劃興建一座鐵路橋梁以

跨越時常有湍急溪流、阻斷陸路通行的高

屏溪（斯時稱下淡水溪，乃與流經大台北

一帶的淡水河相對命稱）)，而且可讓產於

屏東平原的各類農作物產，尤其是轉製成

砂糖的蔗糖，得以度過溪河運送至高雄港

去，再從港口轉運至甚少產製砂糖的日本

本土（早於台灣遭到日本佔領的琉球，雖

有產蔗製糖之業，但品質與產量皆遠不及

台灣）。因此，高雄港的闢設和高屏鐵橋

的建造，容有相當程度的互動關連，惜乎

知此背景者似不多見。

該一時期，高雄港、西部縱貫鐵路

和高屏鐵橋的興建，幾乎是同時展開進行

的，而鐵橋部分係由日籍的飯田豐二工程

師，承第5任駐台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之命

設計督建。俟橋梁結構、型體設計完成，

旋即展開建造橋梁的工程，大橋真正的破

土動工係起自1911年（日明治44年）初，

歷時近約3年之後終於趕在1913年（大正

2年）年底竣工，總共耗費斯時日幣130餘

萬，根據留存於鐵路局的文獻所載，可溯

悉當年建造鐵橋時係動用了大約500名的

正班工作人員，乃屬重要而龐大的工程。

因為年代已告久遠，故而曾經目睹大橋建

百齡大橋

高屏■ 文、攝影／陳立欣

舊鐵橋

經修復後的高屏舊鐵路大橋，別有一番新風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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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過程的地方耆老諒已幾皆謝世，還真有

的話乃是年逾百齡的耄耋人瑞了。

身膺建橋總工程師，原生長於日本

本州地區靜岡縣的飯田豐二，對於高屏地

區的炎熱氣候，本即難以適應，兼以施工

期間屢遇風雨侵襲及溪水暴漲等災害，毀

損既好的工事，飯田豐二先生經常為之廢

寢忘食、積勞傷身，竟在工程之後期階段

染疾不治（係先罹染虐疾，再引發多項病

症），而於1913年6月以甫值40歲的壯年

之齡病逝於台南，無法親睹橋梁之竣工通

車。之後，飯田豐二的遺體雖被運回日本

安葬，但是好友─小山三郎諸人另將其遺

墨埋於今九曲堂車站附近，並由總督府轄

下的「鐵道部」在該「筆墨塚」之旁，植

立一座紀念飯田豐二先生之碑體，迄今紀

念碑仍然完好的存立當處。

1913年12月20日，舊名「阿猴」

（此語源出當地原住民的阿猴部落）的屏

東和九曲堂間首次試行開通列車(兩站之間

另有一座六塊厝站)；翌年2月15日「打狗

驛」（今高雄港車站）與「阿猴驛」間的

鐵路正式通車，西部鐵路幹線全線貫通，

當時是由台灣總督佐久間親臨主持高屏兩

地通車儀式，足見其受官府重視之程度。

1920年，占領並治理台灣已達1/4世紀的

日本官方，陸續於全台各地推行更換地名

的作為，有的係以原之語音配以日語的漢

字，有的則另取其意而改以新稱，原之

「打狗」與「阿猴」分別被易稱為高雄與

屏東，由鐵橋連通的「打狗驛」與「阿猴

驛」兩車站自然改稱為「高雄驛」與「屏

東驛」了（同樣的，原本的打狗港也改名

為高雄港），不過鐵橋所跨的溪河與溪上

的橋梁，卻仍舊是稱作「下淡水溪」和

「下淡水溪鐵橋」。直至台灣光復後，上

述之溪河方再度更名為「高屏溪」，而跨

高屏溪以建的鐵路橋梁，則是泛稱為高屏

大鐵橋。

通車之後，大橋充分發揮了貨運和客

運上的功能，高雄港也因為得以運銷產自

屏東地區的豐饒物產至海外多國而大幅的

增加業務績效。鐵橋建成後未久，旋又自

1919年初起在今屏東市促成另項重大建設

的進行，即建造「屏東機場」。其動機乃

是於1910~1920年代之間，台灣總督府為

構建逐漸受到各國重視的空中軍事武力，

第七任的日本駐台軍職總督─明石元二郎

遂指示，成立全台首見的航空機構─警務

局航空班，旋於1919年5月在現今屏東市

六塊厝的下淡水溪（即高屏溪）沿岸興建

飛行場，此乃當今屏東空軍基地的南機場

（即南邊飛行跑道區，另有一處北機場係

位於空軍基地北側，已是屏東市接近九如

鄉之郊區地方，兩處跑道區有道路得相連

通）。

可想而知，興建屏東機場需用的大量

輜重物資和機具裝備，自然必須循由鐵路

從高雄港、高雄車站運至屏東去，若無鐵

橋之建造於先，屏東機場恐就難以接續興

建，其他的建設亦然，無需逐一列舉。翌

（1920）年8月，屏東機場竣工、11月21

日正式啟用，為最早出現於台灣的機場，

此際駐台總督已更換為第八任、同時也是

首度由文人任職總督的田健治郎（1919年

10月29日到任），而屏東機場則於數年

之後，轉由日治時代的「陸軍飛行第八聯

隊」接管。

而原在大橋西側、瀕臨高屏溪的「九

曲堂」地方（相傳係由台語「九腳桶」之

音改成者），在高屏溪鐵橋尚未建成前，

居民皆須搭坐舢、筏，方能渡河到對岸的

阿猴去，後則已可改乘火車而大為便利。

再者，九曲堂則因為高屏鐵路的建成，得

使當地所盛產的鳳梨，於製成鳳梨罐頭後

可快速集運至高雄港外銷，居民賺得不少

利潤，生計大幅改善，九曲堂亦從而躍成

為當年高雄大樹地區最繁華的一個地方。

未久前，已改制為高雄市轄下行政區的大

樹區公所，即規劃將昔日隸屬九曲堂「泰

已不再使用的高屏舊鐵路大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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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商會」的鳳梨罐頭工場遺址，改建為地

方產業文化園區，相關設施將於近期之間

次第添置。

高屏鐵橋曾在二次世界大戰晚期、因

遭受盟軍轟炸毀損而停用，戰後並曾數度

整建，例如橋體的桁架即是於民國50年代

進行大規模的修建補強之際，增築遠較初

建時為多的支撐用梁。大鐵橋在交通運輸

上之貢獻，畢竟有壽齡上之限制，自民國

77年屹立已達75個年頭的高屏大鐵橋終如

英雄白首、美人遲暮般的，難以再肩負連

通高屏溪以供列車通行的使命，而必須功

成身退了。台灣鐵路局另於本座大鐵橋之

旁，興建一座新式、非桁架型體的鋼筋混

凝土橋梁，以接替鐵橋繼續承負跨接溪河

兩岸的任務，並於興建新橋時同步進行鐵

路電氣化之工程，蓋原之桁架型式舊橋無

法於橋體上從事電氣設備之安裝，因此在

未另建造鐵路橋梁之前，高屏兩地的鐵路

列車僅能以橪燒油料的機車頭來牽引，平

日非甚關切鐵路建設的民眾，往往不會留

意此一電氣化工程之變遷。

這座普遍為當地人稱喚為下淡水溪

橋，且已「除役」停用的高屏鐵橋並未由

於停用而被拆除，反而是被妥善保存並

列定為國家二級古蹟，使它的歷史價值與

建築美藝，不致因為歲月的流逝而有所減

損。高雄和屏東兩地的地方政府，不僅共

同致力維護此座曾經聯繫高屏兩地將近百

年的桁架鐵橋，並俱於高屏溪畔設立屬於

自然濕地型態的公園，該等濕地公園面積

遠較城市內的公園寬廣遼闊，得讓民眾從

事多元性的戶外活動，假日期間時常有民

眾抵臨遊憩，四處洋溢歡欣熱鬧的氣息，

惟濕地公園係屬河川地，故如有颱風豪雨

來襲時必須提前疏散人群並妥慎做好防

護，以策安全。現今，仍有不少的鐵路迷

常前往親睹鐵橋風采，並常見到新人在接

近舊橋引道處拍攝結婚紀念照（早昔未劃

設管制區時，更屢有遊客佇立鐵軌間拍照

或攝影），以鐵橋為背景留下綺麗兼具壯

麗的鏡頭。

高屏舊鐵橋之結構造型

雄跨下淡水溪的鐵橋猶未興建落成之

前，全台灣最長的橋梁是1,213公尺長的

「大甲溪橋」，斯座高屏鐵橋建竣後便取

而代之的成為台灣最長之橋，並超過當時

位於日本內地、長1,242公尺的「阿賀川鐵

橋」（阿賀川為栃木和福島兩縣的界川）

近約300公尺，甚至創下全亞洲最長鐵橋

的傲人紀錄。在建橋之前，往來於打狗和

阿猴兩地的過客，必須搭乘竹筏冒險涉渡

溪流，倘遇連續落雨、河面洶湧之日，淪

為波臣之危虞便告大幅提高，家屬亦皆隨

之提心吊膽，深恐渡河之舉竟變成天人永

隔之憾事！在橋梁建竣、列車開通之後，

人群往來高屏已告通行無阻，生計、生命

均可大獲保障，鐵橋對於造福桑梓，乃至

促進南台灣進步，實有厥偉之裨益。

桁架橋係在16世紀時首度被引用作

為橋梁的結構，初時是以短木梁連結而

成的三角形連續結構體，俟煉鋼和機械製

造業逐漸發達之後，再隨之變更為鐵梁或

鋼梁。橋面得設於桁架之上，稱「上承桁

架橋」；亦得設在桁架之底，稱「下承桁

架橋」。就力學原理來分析，當外力施壓

於三角結構的任一頂點時，連於此點的2

根梁柱係承受壓力，第三根梁柱則承受拉

力，彼此平衡，可保持形體的穩固。桁架

橋所耗用的建材較少，但日後的保養卻較

為費事，鋼材製成的桁架必須定期檢查是

否出現罅隙並全面重予髹漆。在台灣甚富

名氣的桁架橋，另有建竣於民國42年1月

的「西螺大橋」，乃跨越濁水溪、銜接台

一線縱貫公路的大橋，橋梁南、北邊分別

是雲林縣的西螺及彰化縣的溪州、北斗，

惟西螺大橋係屬公路橋梁，只是橋面上增

舖有用以運糖的軌道，使得該一時期的台

糖公司，可以將濁水溪兩岸的運糖專用鐵

路，織結而成一片綿密的路網，今雖於濁

水溪上游約250公尺處另建一座新的西螺

大橋，但舊西螺大橋則仍可通行小型車。

在20世紀初期猶無鋼鐵廠的台灣，

建橋需用之的鋼梁皆是在日本製成再運至

台灣，乃先藉船運從高雄、基隆兩港口上

▲ 高屏舊鐵路大橋下，靠屏東端的公園和觀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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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再藉由鐵路運往工地裝配組合。惟上

世紀初期的鋼骨建築物，尚不常使用焊接

施工，而是以鉚釘（rivet）來鉚合鋼材，

本座高屏舊鐵橋亦是如此，施工階段往往

需先由地面人員將鉚釘置於火爐內燒紅，

再朝上拋擲予攀附在橋身之上的技工，

後者需趁著鉚釘尚告熱軟之際，儘速用鐵

鎚將其鉚固於螺絲孔上。橋上的工人為節

省時間，屢屢省下應將身體牢牢繫固妥當

的步驟，但在伸肢探身以接取燒得紅熱的

鉚釘時，略為大意即會墬落至溪底造成傷

亡，以致施工期間共有42名人員殉職，尤

以屬於上述事例的台籍工人占了大多數，

俱是為建橋而獻身捐軀的無名英雄。

每當列車行駛於以鋼材鉚固、外觀

宛若筐架似的高屏舊鐵橋時，坐於車內的

乘客耳際便會響起陣陣轟隆的聲音，另因

橋身遮住陽光的緣故，以致列車行進時於

桁架內則會閃動橋影，煞像為旅程作播報

般的，提醒乘客們現正行駛於高屏鐵橋之

上，也讓單調的旅程別有另番的變化。已

於民國77年停用的高屏舊鐵橋，因為尚

曾於1962年遭到颱風侵襲而重創橋身，

台鐵局自設的鋼梁結構廠遂於1964年自

行製造鋼質桁架以修換部分橋身之舊桁

架，桁架形式則由原來的「簡支對稱式

之。

鐵橋兩端地方政府，各於橋

邊設有公園綠地

民國75~85年間，即在台灣鐵路局於

原之高屏鐵路舊橋旁新建鐵路橋梁，以及

前省政府水利處於兩座鐵橋上游處興建

高屏溪攔水堰的同一時期，水利處亦另編

列預算，分期於高屏大橋上、下游的寬闊

河床上整地並從事綠化，俾增益疏洪、排

洪的功能，而且得為日後橋梁兩端地方政

府，接續於高屏溪畔闢建自然濕地公園奠

定良好基礎。斯時所擬定闢設自然濕地公

園的計畫，係將高屏新鐵橋至高屏公路大

橋（位於鐵橋稍下游處）之間，兩側沿

岸200公尺、合計近約20公頃，並且原本

被堆放大量廢棄物的河床地整平綠化，進

行修建護岸、行走步道以及自行車道，同

時鑿通引水渠道⋯等工程，此項整治高屏

大橋上、下游沿岸河川地的建設，乃被視

高屏舊鐵路大橋下，靠高雄端的寬闊草地。

▲

山型鋼構」桁架更改為「華倫式」桁架

由英籍工程師華倫氏（Warrentruss）所

發明，著重於在桁樑上引孔架接並申請

專利的施工法，又稱穿式桁架)，並在桁

架上梁的端柱（Endpost）上頭，焊上載

示有「台灣鐵路局鋼梁廠製造」和製造

日期為「民國五十三年」等字句的銘板

（Nameplate）。

綜觀自上（20）世紀初葉迄60年代

期間，桁架橋曾經是鐵路橋梁的主流，不

僅台灣建有多座的桁架鐵橋，即便國外

也是如此，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由戰

俘所築竣，建於泰、緬邊境的「桂河大

橋」，亦是採用桁架的結構。不過，在

1960年代以後而至現今，桁架鐵橋似乎早

就已經「褪流行」了，公路橋梁曾改由鋼

拱橋引領一段風潮，但近20年來則又改由

「斜張橋」成為新的時尚橋梁；至於鐵路

橋梁方面，當以由鋼筋混凝土澆鑄建造的

「混凝土梁柱橋」（ReinforcedConcrete-

GirderBridge）較為多見，像是跨高屏溪

之新鐵路橋梁（稱其為「新鐵橋」乃與本

文的舊鐵橋相對而稱，其實新橋亦已有逾

23年以上的高齡了）即屬之，但亦不乏有

鋼拱橋型式的鐵路橋梁，例如位於苗栗三

義和台中后里之間的「鯉魚潭大橋」即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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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仍然得因它那磅礴雄偉的橋身與所曾

奠造的鐵路建設里程碑，而揚首昂立高屏

溪上，然而卻也因為它過度具有名氣，而

使得同樣峙立於其身旁，至今通車已達23

個年頭的高屏鐵路新橋，反而像是沒沒無

名似的遭到漠視冷落。至於若干跨越高屏

溪的公路橋梁（其中連通屏東萬丹和高雄

大寮的「萬大橋」係屬88號快速道路之一

部分），除了建於高屏溪上游以連接旗山

和九如兩地，並屬於國道三號高速公路一

部分的斜張橋，得與其遙相輝映以外，餘

者則盡皆宛如「相形失色」一般的鮮少受

到民眾青睞，想來倒還有點不公平！

不少遊客若從橋下的公園綠地處，

抬頭仰望大橋身影，腦中常會倏即閃過列

車呼嘯行進於桁架間的勁動節奏，或往昔

坐於列車中亟待趕赴目的地之情境，亦為

大橋得以免除被拆除之命運，能在謝幕人

間、從容下台之後，持續留下如此美好身

影而深感慶幸。另有一項幾乎是眾所共認

的事實，乃是每臨黃昏時刻，在夕陽餘暉

襯映下的鐵橋，彷彿是愈得突顯偉岸壯觀

的形體和堅強如山的毅力。此時此刻，將

此一景緻收入相機或攝影機內，當有最能

令人驚憾絕美的效果。斯等意象，當可使

大橋深具吸引各地遊客慕名前來觀覽其風

采，以及提供休閒娛樂功用的轉型機能，

於高屏兩地扮演招徠觀光的重要角色。

如繼宜蘭縣冬山河之後的河岸整治示範計

畫，而且由於公園是瀕臨溪河而設置，故

民眾又泛稱之為「河濱公園」。

經過綠化的河岸和兩旁的蕉園，得經

年展現盎然的綠意，置身其間可令人油生

蓬勃的生機，氣息備覺舒暢清爽。河川整

治工程結束後，當時分別管理高屏溪兩側

的高雄和屏東兩地市（或鄉鎮，該時高屏

舊鐵橋和高屏溪的東側為屏東市，西側為

高雄縣大樹鄉，後者現改制為高雄市大樹

區）政府，踵繼於溪邊河川地規劃設立屬

於濕地型態的自然公園。每逢假日，高屏

地區鄰近舊鐵橋諸鄉鎮市的民眾，常會結

伴前往遊憩娛耍、戲球放箏或瀕溪親水，

皆可不亦樂乎！而形如跨臥於河上的高屏

舊鐵橋，乃是兩地方政府所分別建設之濕

地公園內部，最為醒目、亦最具歷史意義

的資產，從舊大鐵橋落成通車至其落幕除

役，計有3/4個世紀的漫長歲月，一直是高

屏兩大地區之間的陸路運輸動脈，今則成

為歷史文化上的寶貴遺跡，得留供後人瞻

仰緬懷。

就地區而論，位居台灣本島最南位置

的屏東縣民眾，應是對於高屏舊鐵橋最具

深厚情感者，猶在30、40年前交通運輸遠

遠不若今日多項而發達的年代，屏東縣民

常係搭乘火車前往高雄或其他各地謀生就

學，不論是離鄉背井、長居外地或以當日

通車方式往返就勤就學，皆須經過這座大

橋，於往後的日子思想起每當過橋時皆會

伴生的轟隆作響吵雜聲，卻似如深值懷念

的特殊音色。而且長久以來，大橋始終是

年逾半百的屏東鄉親們，最能勾起昔時至

外地奔波打拼，並泛起思鄉情懷的首要景

物！曾負笈外地，而迄年長或年老始再歸

鄉定居的屏東市民，或已移居外地而於年

節假日返鄉探親的遊子，尤愛偕同家人抽

暇抵臨鐵橋下的綠地嬉遊憶往，連帶喚起

當年坐於列車靠窗座位、俯眺橋下溪河風

光的往事，並向從未坐車經過此座舊鐵橋

的下一代，述說昔日於高、屏之間搭車過

橋的生涯事跡。

現今，已轉化為歷史古蹟的高屏鐵

▲ 設於鐵橋屏東端綠地內，以昔日舊車廂為題材之展示。

▲ 高屏溪和設於其間的攔水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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