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攝影／姚佩妏

▲ 綠色隧道是東豐綠廊鐵馬道的特色

在台中市的后里、豐原到東勢之間，

有2條美麗的自行車專用道─后豐鐵馬道與

東豐鐵馬道（綠色走廊）。

后豐鐵馬道是將停駛多年的台鐵舊山

線，從后里到豐原重新改建鋪設而成的自

行車道，全長約10公里，規劃完整的自行

車道是台中人最津津樂道的觀光路線，沿

途特色值得一提的有：長達1,273公尺的

「九號隧道」、大甲溪花樑鋼橋及下方大

甲溪呈現壯闊之美的寬廣溪谷，引領鐵馬

客進入另一種飽覽青山綠水好風光的野外

情境。

東豐鐵馬道是全國第一條由廢棄鐵道

改建的自行車專用道，全長約12公里，沿

途風光明媚，景色宜人，車道兩旁實施綠

美化，與鄰近的藍色大甲溪相互輝映，人

稱這是一條「綠色的大甲溪」，可提供假

日休閒育樂。東豐鐵馬道已於89年11月15

日完工，成為臺中假日休閒新景點，已經

有很多民眾前來騎單車，體會綠色走廊的

明媚風光。  

壯麗雄偉的大甲溪花樑鋼橋

大甲溪鐵橋建於日治時期，在民國前

3年（1908年）完工。橋樑屬於鋼桁樑結

構（下承式曲弦桁架花樑鋼橋），與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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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和高屏溪的鐵橋形式相同，但是，大甲

溪鐵橋總長度較短，共有6個拱形單位，全

長382.2公尺。

大甲溪鐵橋位於大甲溪中下游豐原與

后里交界處，緊鄰九號隧道南口，火車一

出九號隧道就緊接大甲溪鐵橋，是非常重

要的南北之間的聯絡橋樑，在日治時期就

已擔任運送物資的重任。花樑鋼橋的結構

設計結合力與美，為台灣目前碩果僅存的

鋼橋之一，其下部結構是混凝土砌塊石沈

箱，橋座是磚角石構成。大甲溪鐵橋是造

型優美結構堅固的花樑鋼橋，橋墩由6個

桁架跨在大甲溪河床上，壯觀巍峨。台鐵

舊山線於民國86年（1997年）10月8日最

後一班列車行駛通過，使大甲溪鐵橋與九

號隧道較舊山線其他路段更早走入歷史，

921大地震後，由當時的臺中縣文化局進

行油漆保養工程，後由當時的臺中縣政府

交通旅遊局，在拆除鐵軌之後，將原來的

鐵路路線規劃改造成為鐵馬專用車道。

所謂縱貫鐵路舊山線鐵道，是指北起

苗栗三義站，全線經過勝興站、泰安站、

后里站、豐原北號誌站，全長23.6公里，

全程共有4座橋樑、9座隧道。自民國87年

（1998年）9月24日起，台鐵將山線三義

至后里之間的鐵道切換至新線，舊山線正

式走入歷史。但具有豐富人文歷史背景與

自然景觀資源的舊山線停止行駛後，隨即

在政府單位、地方團體與相關學者等共同

努力之下得以保存，目前文建會已將舊山

線鐵道列為未來台灣世界文化遺產潛力點

之一。

后豐鐵馬道的壯闊與磅礡

民國93年（2004年）8月，當時的台

中縣政府將連接鐵橋的廢棄鐵道整理成鐵

馬專用道，將鐵橋上的鐵軌移除，重新舖

上鋼板、粉刷、裝飾，成為橫跨大甲溪的

觀光賞景據點，稱為「后豐鐵馬道」，並

與由東勢支線鐵道改建而成的東豐綠廊自

行車道在豐原的朴子相連。 

民國95年6月，曾因大雨大甲溪水暴

漲，強力的衝擊造成花樑鋼橋的橋墩移

位，使鋼橋自行車專用路面扭曲形成危

險而封閉，臺中縣政府於96年2月修復。

大甲溪的清澈溪水潺潺流過，終年源源不

絕，鋼橋兩邊的視野開闊空曠延伸深遠，

又有大片黃色砂石與綠草妝點，騎著鐵馬

徜徉在專用車道上，近看大甲溪花樑鋼橋

結構高聳紥實線條優美流暢，遠望氣勢雄

偉如長虹臥波，落差大約5層樓高的橋下

河床，可見巨大的岩石嶙峋密佈如重巒疊

嶂，氣勢磅礡懾人。

許多膽小或懼高的鐵馬過客，只要經

過花樑鋼橋這一段車道，都懷著既怕又愛

的心情，一方面因為他們進入花樑鋼橋就

發現從來沒見過鋼橋兩邊如此開闊深遠的

視野而好奇想要停車駐足，一方面又對於

鋼橋與河床之間的上下「恐怖」落差與磅

礡景觀而不敢久留，所以，每逢大隊鐵馬

過客經過鋼橋時，總會發現其中有些想要

加速通過的遊客穿梭在車道之間。

春夏時節的大甲溪花樑鐵橋，遠近景

觀蒼翠宜人，別具一番令人舒暢開懷的野

外風情，秋日寒冬則冷風颯颯穿樑而過，

淒厲的風嘯之聲，頗有蕭瑟之感，使大甲

溪花樑鋼橋與九號隧道有如孤獨老者的身

▲ 東豐綠廊鐵馬道與后豐鐵馬道的起點朴
子口

 以前東勢支線的朴子口舊車站，現為東

豐自行車綠廊道中途休息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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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花樑鋼橋的多樣身影因此可以說是一

道少見的交通工藝品。

柳暗花明的九號隧道

鐵馬經過花樑鋼橋這一段車道，馬上

就進入九號隧道，隧道北邊是后里，南邊

是豐原，以前坐火車南下，經過九號隧道

就知道是豐原站到了，反之即為后里站。

鐵路隧道本來是火車專用的車道，不

但嚴格禁止人員進出，早期主要的鐵路隧

道兩邊還派駐有國軍部隊站崗保衛隧道的

安全。如今地方政府基於開發觀光資源的

考量，充分運用停止使用的舊山線鐵路與

隧道，使來自各地的民眾才有機會騎著鐵

馬穿越深長的隧道做逍遙遊。現在的九號

隧道內部沿線，為配合觀光，已裝設有通

風與燈光等設備，鐵馬客一跨入隧道首先

就會發現明顯不同於室外的氣溫，因為隧

道裡面空氣濕涼，尤其夏天頂著大太陽穿

過鐵橋進入九號隧道時，會突然感覺一陣

舒爽的清涼迎面而來，足可通體舒暢而使

精神體力為之一振。

也許當初開發這段鐵馬道的主辦單位

已經考量到要刻意營造九號隧道裡的昏暗

氣氛，讓鐵馬過客親身領會一下深入鐵路

隧道的特殊感受。所以，九號隧道裡裝設

的似乎是那種該亮不亮的燈光，因為只要

離開燈下不遠，沿路又是陷入一片昏暗，

不過，也正是這樣的燈光設計可以讓鐵馬

客一路懷抱著尋幽訪勝的心情持續探索著

隧道前方的路況，然後，當鐵馬客開始覺

得「好像太暗了吧？」的一段距離之後，

又很興奮的看到了前方高掛著一盞「久

違」了的燈光，於是又再奮力踩著鐵馬向

前行，在不知不覺之中也忘了要穿越1,000

多公尺長的隧道，其實是相當耗費體力的

運動。

走過隧道之後的鐵馬客，再回想剛

才那一段路，應該會恍然大悟─要不是一

片昏暗接著一片昏暗之間有那一盞誘人的

燈光指引，光憑隧道裡連綿不盡的既灰黃

又斑駁的牆壁壁面的那種單調，尤其有幾

段路還要小心不知什麼時候會突然滴下來

打到頭上的隧道頂端的水滴，會讓你覺得

「很沒禮貌」，很多人肯定走到半路就會

打退堂鼓。

然而，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只要是曾

經穿越過九號隧道的鐵馬客，在衝出隧道

重見光明時，總是人人興奮地大喊「啊！

好好玩啊！」，可見所有的鐵馬客留在九

號隧道裡的是一段美好的回憶。

歷史悠久的后里馬場

離開九號隧道，前方就是有名的后里

馬場，也表示已經騎到后豐鐵馬道的終點

了，如果意猶未盡，可以買門票進后里馬

場，自行車可以暢行無阻騎進后里馬場。

后里馬場創建於日治時期，當時台灣

總督府為配合馬政計畫，在后里畀蘆禪寺

的山腳下建台中州立后里產馬牧場，這是

今日后里馬場的前身。后里馬場在台灣馬

場界具有代表性，后里馬場內古樹蒼鬱，

已有百年以上歷史。

后里馬場歷史悠久，一向在馬術發

展、推展全民騎馬運動等相關方面不遺餘

力，目前馬場內仍然保存著建於民國元年

的馬廄，及完整的營房設備、跑馬場等。

台灣光復後初期曾經作為國軍聯勤總部

「台灣聯勤種馬牧場」，以改良馬種、繁

▲ 九號隧道與大甲溪花樑鋼橋連結的出口 ▲ 供應大台中地區生活用水的石岡水壩，雄偉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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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軍用或民用馬匹為主；至民國81年進一

步推展民間馬術運動。民國86年，后里馬

場卸除軍職，開放給民間使用，由台中市

政府將原有場地規劃為觀光遊樂區，並設

有渡假小木屋，每逢假日經常可見后里馬

場舉辦藝文活動等。

東豐鐵馬道的蒼桑與優雅

接下來，要談談東勢支線，也就是由

舊鐵路路線改建而來的東豐綠廊鐵馬道。

東勢支線全線於民國 48年1月12日開始營

運，民國80年9月1日停止營業。從豐原開

始貫穿石岡直到東勢的東勢支線鐵路，全

長14公里，曾被稱為是全台灣最美麗的鐵

路支線。因為是鐵道的舊山線，位置處於

山區，所以必須穿過許多的隧道，加上地

形的關係上坡下坡不斷，體力不好的人鐵

鐵馬會累的氣喘如牛。

東勢支線鐵路由縱貫鐵路山線大甲

溪南岸的豐原站向東分岐，全線設有4個

車站，從豐原站經過豐原北號誌、朴口、

石岡、梅子至東勢。根據地方耆老口述，

東勢支線初設時期，石岡站原來是三等站

（依照車站營運進款、客運業務、貨運業

務、運轉及行車等因素按台鐵評分標準在

25分以下之車站），朴口、梅子為招呼

站，東勢為二等站（依照車站營運進款、

客運業務、貨運業務、運轉及行車等因素

按台鐵評分標準在25分以上、55分以下之

車站）。

後來石岡站因載客業務清淡，於民國

59年5月改為簡易站，又在民國72年3月

再降為招呼站。其中的石岡站，是早年東

勢支線唯一可以會車且派有台鐵站長與站

務員的中間站。朴口及梅子站則為無人招

呼站，也就是俗稱「先上車，後補票」的

小火車站。東勢站則於民國70年5月降為

三等站，再於民國78年8月1日改為簡易站

（客運量稀少、設備簡單、派有站員而無

行車副站長之車站）。最後因為大雪山林

場木材已無運材必要。加上公路的發達，

旅客大量減少不敷成本，東勢支線於民國

80年9月1日停駛，東勢支線舊鐵路路線也

改成了現在的東豐鐵馬綠廊。

綠樹林蔭覆蓋的優美車道

東豐綠廊鐵馬道的起點，同時也是后

豐鐵馬道的起點，西邊是后里到豐原的后

豐段，東邊是東勢到豐原的東豐段。特別

值得一提的是，兩邊路線都有各自的景色

與獨到的風情。

東豐綠廊鐵馬道的起點是朴子站，東

豐鐵馬道起點一帶的路線兩旁，有段大約

3、4公里長的鐵馬道路，本來沿線多屬單

調的稻田野地，自從開發為鐵馬道以來，

經過地方政府的用心，幾年前就在鐵馬道

兩邊栽培了整排綠樹，如今已經綠影搖

曳，卓然成為林蔭覆蓋的優美車道，在這

樣舒適的路線騎鐵馬，肯定回味無窮。

東豐綠廊鐵馬道朴口至石岡之間，在

921大地震之前曾經有一名景，即火車行

駛在食水嵙溪上方，溪水在橋下遇到地勢

的高低落差而蔚為瀑布奇觀，921大地震

之後因地形改變，瀑布奇觀也隨之自然消

失。當年的鐵橋也在大地震時毀損，後來

重建水泥橋取名「梅子橋」，梅子橋的結

▲ 梅子舊車站保存的五分仔車，現在是懷
舊公園

▲ 921大地震在台灣中部留下的創傷與遺
跡

通往東勢的梅子橋線條優美，鐵馬道景色秀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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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頗有大甲溪花樑鋼鐵橋的風味，鐵橋上

的鋼樑線條優雅流暢，足以配合觀光吸引

人潮駐留。

現在騎鐵馬走過食水嵙溪上方的梅子

橋之後，由梅子到石岡之間，有一段清靜

優雅的舊鐵路路線，這段路大約長200多

公尺，中間保留著一座舊鐵路涵洞，古色

斑駁一片蒼桑，這座鐵路涵洞是東勢支線

唯一的山洞。沿著路線的兩邊則是天然的

土丘，高約20幾公尺，沿途綠樹茂密蓊蔥

連綿，景色未經人工刻意雕鑿，形成天然

的綠色隧道而清涼無比，常常成為鐵馬客

停腳休息的地點，尤其來自都市的鐵馬客

對這種充滿自然風情的休息點總是流連不

去。

接下來是就在石崗水壩旁的石岡站，

水壩的水量經常保持著滿盈，因此，可見

不斷排放多餘蓄水的壯麗景觀。在水壩靠

山邊的盡頭，可以看到一段921當時地震

撼動水壩堤留下的嚴重災害，傾斜斷裂的

巨大壩堤讓人怵目驚心，也成為鐵馬客路

經此地必看的一項重點景觀。

「零蛋月台」的鄉土典故

石岡車站目前保留一節舊鐵路火車廂

及站牌，民眾在舊式車廂中拍照，也算是

對東勢線的一點追憶。有趣的是，石岡站

牌上又寫著「零蛋月台」4個讓第一次看到

的遊客摸不清頭緒的大字。

所謂「零蛋月台」，其實跟IQ零蛋無

關，之所以加上這個怪名字，是因為「零

蛋月台」來自於「零擔月台」。

早期東勢支線的舊鐵路正常營運時

期，石岡一帶還是典型的農村地區，居民

以務農為主，生產的農產品多數就近運

用東勢支線，以人力擔著擔子送到東勢零

售，因為當地農民都是將自家生產的為數

不多的農產品各自零售，同時，石岡站也

是當時零售貨物的聚集地，後來因「以人

力擔著擔子零售」的諧音之趣，便被有心

人戲稱為「零蛋月台」，而得此名。

現在的舊石岡車站附近有幾戶設備簡

陋的店家，還附設一個小廣場，假日時會

有藝術表演者、擺攤小販、人像素描師等

在此聚集設攤，販賣一些藝術作品吸引觀

光客，成為東豐鐵馬綠廊路線中的一個充

滿鄉土味的休息站。

此外，鐵馬客在到達舊石岡車站前，

有段突然隆起高聳的崎嶇道路，俗稱好漢

坡，那段路是因為921地震斷層帶經過時

所造成的隆起，現在仍然可以清楚看見旁

邊保留的鐵路軌道，因為地震擠壓而斷裂

的痕跡，清楚的顯示921地震當時的大自

然恐怖力量。

 喜好單車鐵馬行的朋友，或是想要

走一遭臺中綠色隧道之旅的朋友，不妨抽

空到走一趟后里、東豐的鐵馬道，感受中

部城市的熱情與美麗。

▲ 「零蛋月台」的名稱背後有一段可愛的鄉土典故

▲ 視野開闊景觀壯麗的大甲溪是台灣中部主要的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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