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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大地工程發展史   
 

山岳隧道～鐵路篇 (上篇) 

李佳翰*  

一、引言 

鐵路是十九世紀工業革命的產物，它不但

促進了各地交通與文化的交流，也改變了經濟

與社會結構，早期凡是有鐵路的地方，便象徵

著繁榮與進步。隧道則是連接兩地的地下通

道，由於山岳隧道皆為穿山越嶺鑿挖而成，施

工過程往往極為艱辛，然而完工後人們搭乘列

車通過它時卻難以感受與體會當時隧道工程

人員們的汗水與辛勞，故本文希冀能從回顧鐵

路山岳隧道工程的發展歷史，讓年輕一輩的工

程師們能從中窺見前人的智慧與毅力。  
本文從台灣鐵路發展經緯以時間軸依序

說明19世紀清領時期之縱貫線北段，20世紀
日治時期之縱貫線、宜蘭線、台東線，光復後

之北迴線、南迴線，接著21世紀東部鐵路改善
計畫、花東線鐵路雙軌化計畫等鐵路山岳隧道

工程發展，最後則是對台灣鐵路山岳隧道工程

之回顧及展望。  

二、台灣鐵路發展經緯 

台灣鐵路發展的經驗乃源自滿清帝國同

治中興洋務運動的初次嘗試、亞洲新興強國

日本明治維新下的殖民開拓，加上晚近亞歐

美的鐵路技術採購與移轉，故顯現多元開創

交錯影響下在地端的傳承與創新，計分5期程
(黃，2008)：  

1. 清領洋務創建時期 (1876~1895) 
2. 日治續築奠基時期 (1895~1945) 
3. 戰後整建擴建時期 (1945~1973) 
4. 鐵路電氣化及環島鐵路建設時期

(1973~1991) 
5. 捷運與高鐵建設時期 (1986~2008) 
 

清領時期 (1876~1895年 )先後完成：1. 台
北至基隆鐵路 (28.6km)；2. 台北至新竹鐵路
(78.1km)。其中台北至基隆鐵路經獅球嶺開鑿
隧道 (573.08m)，以當時技術而言甚為艱鉅。  

日治時期 (1895~1945年 )則陸續完成：1. 
淡水線；2. 縱貫線；3. 台東線；4. 宜蘭線；
5. 屏東線；6. 海岸線等。其中宜蘭線由於大
山屏障，直至1922年1月打通「三貂嶺隧道」，
以及1924年10月貫通天險「草嶺隧道」，才
於11月完工通車。  

光復後 (1945~1991年 )相繼完成：1. 北迴
線；2. 宜蘭線鐵路擴建工程；3. 南迴線。1991
年南迴線完工，終於形成環島鐵路網，整個路

網包含 200餘座車站及 1,100km之軌道路工
(含隧道與橋梁 )，詳見圖一。  

 
圖一 台灣鐵道路網示意圖(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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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 3月 27日行政院核定台北都會區
大眾捷運系統初期路網，為一分水嶺。鐵路自

此後啟動了二元發展 (傳統鐵路、城市捷運 )、
三元發展 (加上高速鐵路 )，乃至多元發展 (加上
機場快線、現代輕軌等 )的局面，鐵路從此再
次有了全新視野。  

三、19世紀鐵路隧道 

3.1 縱貫線北段(清領時期) 

3.1.1 劉銘傳隧道(獅球嶺隧道) 

台灣第一座鐵路隧道～獅球嶺隧道係由

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先生倡議，於1888年春
動工，至1890年8月竣工，隧道全長235m，
歷時30個月始完成，由此可見其工程之艱難。
根據史料考證，獅球嶺隧道係劉銘傳巡撫聘請

英國馬體遜 (H.C.matheson)先生擔任總工程
師、德國畢嘉 (Becker)先生負責測量與定線，
由余德昌先生所帶領之昌字營的工兵、工匠及

民伕負責施工 (李，1991)。  
依李(1991)之調查得知，隧道內起拱線位

置每隔一段距離便留有可橫架木樑之孔洞，可

推測當時隧道開挖支撐與襯砌方式(圖二 )，依
史料記載隧道南口岩質鬆軟、北口為堅硬之岩

盤，且當時有英國與德國技師擔任技術顧問，

故隧道開挖若遭遇堅硬之地層則採用英式隧道

開挖工法(先鑿土心、再開挖頂拱、最後鑿除側
壁部位，圖三 (a))並採用紅磚襯砌頂拱；若遭
遇鬆軟的地層則採用德式隧道開挖工法 (先鑿
側壁、再開挖頂拱、最後挖除土心部位，圖三

(b))並採用石材襯砌頂拱。  
隧道內兩側壁採用厚約30~40cm的砂岩

條以「丁順砌」(圖四(a))法施築，頂拱則依前
述地質狀況與施工工法採用厚度30cm左右之
觀音山石條，或21cm x 11cm x 7cm的紅磚以
「縱列條石發卷」(圖四(b))法施築；石砌或紅
磚間勾縫之灰漿則採用當時之鐵水泥 (早期進
口之水泥產品)；隧道內路基兩側設有排水溝，
隧道路基最高點位於隧道中央偏北，故滲水可

以重力方式自然向二端洞口排出，可見當時設

計已有「駝峰」與排水縱坡之考量；惟隧道全

線並未設置鐵路隧道特有之「避車洞」；隧道

南口洞門匾額則雕有「曠宇天開」四字。  

 

 
圖二 劉銘傳隧道開挖支撐與襯砌示意圖

(李，1991) 

            
   (a) 英式隧道開挖順序          (b) 德式隧道開挖順序 

圖三 隧道開鑿順序示意圖(李，1991) 

 
        (a) 丁順砌               (b) 縱列條石發卷 

圖四 隧道襯砌方式示意圖(李，1991)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台，由於該隧道
地理位置隱密，因而闢建軍事管制區，並將南

端隧道出口劃為管轄範圍。1958年八堵油庫
選擇設立此處，由中華民國空軍官兵管理八堵

油庫，軍方在安全考量後遂決定封閉隧道，僅

留北端隧道出口30m段。1985年經中華民國
內政部公告指定為臺閩地區第三級古蹟，隸屬

於交通建築，是臺灣第一個被列入古蹟的鐵路

建築物。2002年8月，採原貌修復方式進行整
修，於2003年5月完工。基隆市政府與軍方協
調，在兼顧軍方油庫安全下，於2003年12月
開放民眾進入隧道參觀 (圖五 (a))。2010年5月
因隧道壁體有磚石風化掉落情形 (圖五 (b))，為
維護遊客安全，基隆市文化局宣布暫停對外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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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2010年7月基隆市政府公告更名為「劉銘
傳隧道」 (維基百科 )。  

 
(a) 

 
(b) 

圖五 劉銘傳隧道(舊稱獅球嶺隧道) (李佳翰攝) 

四、20世紀鐵路隧道 

4.1 縱貫線(日治時期) 

日治時期縱貫線 (含舊山線與海線 )共施
築22座隧道，如表一所示。以下列舉幾座隧道
說明如后。  

4.1.1 竹仔嶺隧道 

由於獅球嶺隧道路線設計不佳，火車行駛

不易，故日本統治台灣後決定改築新的鐵路

線。1896年5月起開始挖鑿竹仔嶺隧道 (第一
代，舊稱竹仔寮隧道 )(圖六 (a))，長559.3m，
以貫通獅球嶺，由日軍的臨時台灣鐵道隊大倉

組與有馬組負責施工，1897年1月貫通，全部
工程經過兩年多，始於1898年2月完工，工程
期間有300多人殉難。隧道上半拱部採用紅磚
砌拱，側壁結構則主要採用石材砌築、局部採

用紅磚 (維基百科 )。  
其後，由於日本當局發現原所建竹仔嶺隧

道內淨空不足且路線坡度仍大，於是又在西側

增建改良線與新的竹仔嶺隧道 (第二代，圖六
(b)左側 )，1920年動工並於1923年10月完工通
車，而原有的舊隧道則改供宜蘭線火車行駛。 

表一 日治時期西部幹線鐵路隧道一覽表(中華民國隧道協會，2009) 
序號 線別 名稱 斷面 區 間 長度（m) 襯砌材料 建造年代 

1 縱貫線 竹子嶺（縱) 複 基隆~八堵 541.35 磚 1897 年 
2 縱貫線 五堵（下行) 單 七堵~五堵 178.85 磚 1901 年 
3 縱貫線 五堵（上行) 單 七堵~五堵 184.02 磚 1901 年 
4 縱貫線 南港 複 汐止~南港 96.49 磚粗石 1894 年 

5 縱貫線 第一崎頂 複 香山~崎頂 130.76 
磚、混凝土 
塊、混凝土 1932 年 

6 縱貫線 第二崎頂 複 香山~崎頂 67.39 
磚、混凝土 
塊、混凝土 1932 年 

7 縱貫線 第一白沙屯 單 龍港~白沙屯 277.90 磚、混凝土 1926 年 
8 縱貫線 第二白沙屯 單 龍港~白沙屯 164.32 磚、混凝土 1926 年 
9 縱貫線 第三白沙屯 單 龍港~白沙屯 54.47 磚、混凝土 1926 年 

10 縱貫線 大甲 單 大甲~甲南 80.30 磚 1926 年 
11 舊山線 西坑尾 單 造橋~北勢 192.79 磚 1902 年 
12 舊山線 田呆 單 苗栗~南勢 441.13 磚、混凝土 1902 年 
13 舊山線 銅鑼 單 南勢~銅鑼 240.26 磚 4902 年 
14 舊山線 第一 單 三義～勝興 230.00 磚、混凝土 1903 年 
15 舊山線 第二 單 勝興~泰安 726.00 磚、混凝土 1904 年 
16 舊山線 第三 單 勝興~泰安 511.00 磚、混凝土 1901 年 
17 舊山線 第四 單 勝興~泰安 48.00 磚、混凝土 1905 年 
18 舊山線 第五 單 勝興~泰安 236.50 磚、混凝土 1904 年 
19 舊山線 第六 單 勝興~泰安 228.00 磚、混凝土 1904 年 
20 舊山線 第七 單 勝興~泰安 1,261.34 磚、混凝土 1906 年 
21 舊山線 第八 單 泰安～后里 518.62 磚、混凝土 1906 年 
22 舊山線 第九 單 后里~豐原 1,269.48 磚 19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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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隧道採用磚砌結構，全長約550m，洞內路
線坡度為千分之10，上方為半圓形的穹窿，可
供雙軌鐵路行駛，供縱貫線行駛，採雙線通

車，一直維持通行至2008年。  
後來，為推動基隆河流域治理計畫，跨河

鋼桁架橋一併改建，樑底高程提高1.5m，該
路段鐵路軌面高程亦相對提高，隧道段同時面

臨改建，台鐵乃利用已停駛之宜蘭線竹仔嶺隧

道以擴孔施工方式重建。新隧道 (第三代，圖
六 (b)右側 )為雙軌斷面，全長555.6m，採新奧
工法施工，以全斷面防水膜及鋼筋混凝土壁體

結構設計，於2003年底開工，2005年底竣工
通車，是為新一代之鐵路縱貫線「竹子嶺隧道」

(陳，2011)。  

4.1.2 南港隧道(樟樹灣隧道) 

日治時期縱貫線鐵路的南港隧道 (圖七 )
於1895年12月開工，1896年6月完工。原始隧
道立面以石砌，中央圓拱型以紅磚砌，上方並

有伊藤博文於1896年所題的《開物成務》匾
額；隧道內設有一緊急通道。1975年因西部
幹線電氣化工程需求，《開物成務》匾額被取

下，並進行拓孔改建為混凝土隧道。至2008
年9月原使用南港隧道的縱貫線路段改行新闢  

 
(a) 第一代竹仔嶺隧道(舊稱竹仔寮隧道)(維基百科) 

 
(b) 第二代與第三代竹仔嶺隧道(李佳翰攝) 

圖六 竹仔嶺隧道 

的汐止山岳隧道，該隧道做為鐵路隧道的功能

結束，目前已改建為機車與腳踏車專用道 (維
基百科 )。  

南港隧道是位於臺灣新北市汐止區的隧

道，曾經是台鐵縱貫線使用的鐵路隧道，介於

南港車站與汐科車站之間。雖以「南港」為名，

但全線均位於汐止區內，僅因位置靠近南港而

得名。舊名為樟樹灣隧道，是日治時期所興建

的第一座鐵路隧道。但張健豐在其《乙未割臺

憶舊路》一書中認為該隧道應該是清朝臺灣鐵

路已有的設施，因為隧道南北是山與河川，不

可能以引道避開，而可能因為該隧道僅有95m
長，故未見於文獻，此外日本1904年繪製的
地圖上也沒有標註此座已完工的隧道，故日治

時期可能是進行隧道擴孔工程，將本來僅能單

線軌道的隧道改為可容納雙線軌道。  

4.1.3 苗栗隧道(功維敘隧道) 

苗栗隧道位於苗栗縣苗栗市貓裏山下，隧

道全長約460m，於1902年5月開工興建，除
南、北兩端同時開鑿以外，尚有豎坑增加挖掘

面，進展甚快，同年8月即貫通隧道，花了不
到一年的時間，於隔年(1903年)3月全部完工，
北口有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所題的「功維敘」  

 
 

 
圖七 南港隧道(樟樹灣隧道)(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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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大字。1935年4月因新竹台中大地震停止
使用，3年後於1938年2月整修完竣，恢復通
車，其北口的造型十分美觀，紅磚砌拱的外觀

彷彿一座城堡(圖八 (a))。1993年6月因「六二
水災」，隧道口左上角土石崩塌，沖斷紅磚柱

頭，無法保存當初建造的原貌(維基百科)。  
1998年9月，因山線鐵路苗栗南勢間雙軌

化完工通車，列車改行駛台鐵新闢的「苗南隧

道」，苗栗隧道因此停用。「功維敘」的字跡

台鐵還用金漆塗上，可說是日據時代興建的紅

磚隧道中最漂亮的一座，亦是舊山線隧道中，

唯一一座一直使用到1998年停駛時，仍未被
水泥敷面所改造者。2003年經苗栗市公所整
理後重新開放為觀光步道 (圖八 (b))(苗栗市公
所，2020)。  

4.1.4 舊山線一號至八號隧道 

鐵路舊山線三義 -豐原間一號至九號隧道
為同時期興建(表二)，圖九為鐵路舊山線三義-
豐原路線圖，隧道係1908年啟用，1997年廢棄
停用(圖十 )。舊山線係文化歷史價值甚高之古
蹟，有鑑於此，2004年臺灣鐵路管理局 (簡稱
臺鐵局)委託專業顧問公司辦理「鐵路舊山線三  

 
(a) 

 
(b) 

圖八 苗栗隧道(功維敘隧道)(李佳翰攝) 

義~后里間保存維修計畫橋樑隧道檢測(委託調
查及規劃設計)工程」，針對橋樑及隧道進行安
全檢測評估，並提供維修補強設計。其中一號、

二號、四號 (頂拱)及七號隧道都是磚造加混凝
土結構(健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04)。  

1. 一號隧道：在勝興站北側，長230m，
坡度達千分之二十六 (2.6%)，為台灣鐵路幹線
最陡的一段，本隧道襯砌為紅磚砌成，形狀接

近古代的城門和城牆。  

表二 舊山線一號至九號隧道基本資料(健峰工程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04) 

隧道名稱 隧道長度(m) 竣工年 
襯砌材質 

頂拱 側壁 仰拱 
一號隧道 228.0 1904 紅磚&PC 紅磚&PC PC 
二號隧道 720.5 1905 紅磚&PC 紅磚&PC PC 
三號隧道 507.2 1906 PC PC PC 
四號隧道 48.0 1906 PC PC PC 
五號隧道 234.5 1905 PC PC PC 
六號隧道 226.0 1905 PC PC PC 
七號隧道 1,253.5 1907 紅磚&PC 紅磚&PC PC 
八號隧道 512.3 1907 PC PC PC 
九號隧道 1,261.3 1908 紅磚&PC 紅磚&PC PC 

 
圖九 舊山線一號至九號隧道位置示意圖(在地生

活in三義，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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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號隧道 

 
(b) 二號隧道 

 
(c) 七號隧道 

 
(d) 八號隧道 

圖十 舊山線鐵路隧道照片(在地生活in三義，2016) 

2. 二號隧道：緊接勝興站南側，長
726m，北口由後藤新平題「開天」二字，饒
富深義。  

3. 三～六號隧道：介於魚藤坪橋與鯉魚
橋之間，長度分別是511、48、236、228m，
這四個隧道之間的距離都相當短。  

4. 七號隧道：介於鯉魚溪及大安溪之
間，全長1,262m，北口後藤新平題有「巨靈
讓工」，南口則由兒玉源太郎題有「一氣通」

字樣，充分顯示隧道的壯闊雄渾氣勢。  
5. 八號隧這：位於泰安站南側，長

518m，南口的上坡坡度也高達千分之二十五
(2.5%)，南北兩洞口均刻有「大安洞」題字。 

惟目前隧道洞口匾額均已全數拆除，殊為

可惜。各隧道按標準斷面，隧道起拱線長度

7.5m，兩側壁至軌道面高度各為2.4m，兩側
壁間最大淨空約4.8m。  

4.1.5 舊山線九號隧道 

九號隧道於1908年竣工，係為台中鐵路縱
貫線最後竣工之隧道，為單線鐵路隧道，隧道

襯砌材料頂拱、側壁及洞口為磚造及混凝土結

構；仰拱為混凝土結構。表三為九號隧道相關

興建歷史。九號隧道於1935年遭遇新竹-臺中地
震，造成部分區段磚造結構損壞，基於安全考

量，隧道損壞區域及洞口段重新改建為鋼筋混

凝土結構(圖十一(a))。1966年九號隧道已營運
逾60年之久，隧道襯砌材料老化，考量鐵路營

運之安全性，隧道部分區段進行修漏加固工

程。1977年為配合鐵路電氣化九號隧道進行降
道及防漏工程(圖十一(b))，隧道淨空不符合電
化隧道界限處進行襯砌材料修挖，其中隧道南

洞口因需配合花樑鋼橋之高程，降道幅度受

限，故於頂拱鑿除部份材料。1997年鐵路新山 

表三 九號隧道相關興建歷史(聯合大地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代 內      容 

1908 九號隧道完工，亦係鐵路縱貫線全線貫通 

1935 新竹-臺中地震，隧道損毀區段重新改建為鋼筋混凝土結構 

1966 九號隧道進行修漏加固工程 

1977 九號隧道配合鐵路電氣化進行降道工程及防漏工程 

1997 鐵路新山線啟用，舊山線廢棄停用  

2005 后豐鐵馬道啟用，九號隧道改建為自行車道 

2012 九號隧道進行車道鋪面及側溝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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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935年(苗栗縣文化局，2018) 

 
(b) 1977年(苗栗縣文化局，2018) 

 
(c) 2012年(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提供) 

 
(d) 2015年(聯合大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16) 

圖十一 九號隧道相關照片暨斷面圖 

線啟用，舊山線(含九號隧道)廢棄停用。2005
年后豐鐵馬道啟用，九號隧道改建為自行車道

(圖十一(c))。2012年九號隧道自行車道鋪面及側
溝進行改善。2013年9月初因為隧道內側牆牆面
突然大量湧水造成路面積水而封閉，隨後湧水逐

漸減少，經多名學者專家實地勘驗後，為確保日

後在強降雨期間不再發生有滲水或噴水現象，而

衍生隧道後方土壤被掏空及不穩定之情形及降

低災害事故之發生，故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於2015年委託專業顧問公司辦理「后豐九號隧
道監測系統建置計畫」，採用光達掃描、透地

雷達等進行調查與隧道安全評估(圖十一(d))，
並安裝相關監測儀器於2018年起辦理隧道監測
作業(聯合大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16)。 

4.2 宜蘭線(日治時期) 

日治時期宜蘭線共施築20座隧道，如表四
所示。以下列舉幾座隧道說明如后。  

4.2.1 猴硐隧道群 

舊宜蘭線猴硐隧道群包含員山隧道群(第一
員山隧道、第二員山隧道、第三員山隧道)與猴
硐隧道，共計4座隧道，是位於新北市瑞芳區的
舊鐵路隧道，啟用於1920年，1985年在其西側
的雙線鐵路完工通車後停用，目前列為新北市

歷史建築並改建為瑞猴自行車道(維基百科)。 
臺灣鐵路管理局東部幹線宜蘭線於1917

年建設，工程分別從路線的南 (蘇澳 )、北 (八堵 )
兩方向往中間施築，其中瑞芳~猴硐間工程由
臺灣總督府鐵道部工務課瑞芳建設事務所於

1917年11月動土，包商係大倉組，工事包括
新建第二基隆河橋與開挖7座隧道，都是單線
鐵路淨空。本區間工程1919年4月完工，隔年
(1920年 )1月瑞芳~猴硐間通車。  

現在列為歷史建築的4座隧道，資料如表
五所示。圖十二 (a)為日治時期第二員山隧道
施工照片；圖十二 (b)則為猴硐隧道現況。4座
舊隧道內部下半部側壁結構採用石材 (石磚 )
砌築、上半部使用紅磚砌拱，紅磚的排列主要

採用水平疊砌法，部分紅磚正面露出英文字母

「S」，是台灣日本時代撒木耳煉瓦會社的產
品。第一員山隧道因長度較長，內部設有避車

洞，而各隧道兩側洞口也是石砌，造型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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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日治時期宜蘭線鐵路隧道一覽表(中華民國隧道協會，2009) 
序號 線別 名稱 斷面 區 間 長度（m) 襯砌材料 建造年代 

1 宜蘭線 竹子嶺 複 基隆~八堵 553.63 磚、粗石 約 1924-1925 年 
2 宜蘭線 第一四腳亭 單 四腳亭~瑞芳 70.10 磚 約 1924-1925 年 
3 宜蘭線 第二四腳亭 單 四腳亭~瑞芳 181.50 磚 約 1924-1925 年 
4 宜蘭線 深澳 單 四腳亭~瑞芳 70.55 磚 約 1924-1925 年 
5 宜蘭線 第一瑞芳 單 瑞芳~侯石同 177.40 磚、粗石 約 1924-1925 年 
6 宜蘭線 第二瑞芳 單 瑞芳~侯石同 54.30 磚、粗石 約 1924-1925 年 
7 宜蘭線 第三瑞芳 單 瑞芳~侯石同 124.70 磚、粗石 約 1924-1925 年 
8 宜蘭線 第一員山 單 瑞芳~侯石同 152.20 磚 約 1924-1925 年 
9 宜蘭線 第二員山 單 瑞芳~侯石同 39.40 磚、粗石 約 1924-1925 年 
10 宜蘭線 第三員山 單 瑞芳~侯石同 32.10 磚、粗石 約 1924-1925 年 
11 宜蘭線 侯石同 單 瑞芳~侯石同 48.30 磚、粗石 約 1924-1925 年 
12 宜蘭線 三瓜子 單 三貂嶺~牡丹坑 110.20 磚、粗石 約 1924-1925 年 
13 宜蘭線 三貂嶺 單 三貂嶺~牡丹坑 1,852.00 磚、粗石 約 1924-1925 年 
14 宜蘭線 五份 單 牡丹坑~頂雙溪 203.50 磚、粗石 約 1924-1925 年 
15 宜蘭線 第一雙溪 單 頂雙溪～貢寮 173.57 磚、粗石 約 1924-1925 年 
16 宜蘭線 第二雙溪 單 頂雙溪～貢寮 121.50 磚 約 1924-1925 年 
17 宜蘭線 第三雙溪 單 頂雙溪～貢寮 282.06 混凝土塊 約 1924-1925 年 
18 宜蘭線 貢寮 單 貢寮~福隆 63.37 混凝土塊 約 1924-1925 年 
19 宜蘭線 控子 單 貢寮~福隆 72.82 混凝土塊 約 1924-1925 年 
20 宜蘭線 草嶺 單 福隆~石城 2,166.35 磚 約 1924-1925 年 

 

表五 舊宜蘭線猴硐隧道群基本資料表(維基百科) 
隧道名稱 襯砌型式 長度(m) 坡度(‰) 線形 

第一員山 
隧道 

上部拱：紅磚 
下部側壁：石材 
洞口：石材 

約152.2 13.3 彎道 

第二員山 
隧道 

上部拱：紅磚 
下部側壁：砌石，局部岩壁 
洞口：石材 

約39.4 13.3 直線 

第三員山 
隧道 

上部拱：紅磚 
下部側壁：石材，局部岩壁 
洞口：石材 

約32.3 13.3 直線 

猴硐隧道 
上部拱：紅磚 
下部側壁：石材 
洞口：石材 

約48.2 10 彎道 

4.2.2 舊三貂嶺隧道 

舊三貂嶺隧道是位於臺灣新北市瑞芳區

與雙溪區交界的隧道，總長1,852m，啟用於
1922年 9月，原用途為宜蘭線使用的鐵路隧
道。1985年新的三貂嶺隧道通車後遭停用廢
棄，目前列為新北市歷史建築，因安全因素，

尚未對外開放 (維基百科 )。  
臺灣鐵路管理局東部幹線宜蘭線於日治時

期1917年興建，工程分別從路線的南(蘇澳)、北
(八堵)兩端向中間施築。工程由臺灣總督府鐵道
部工務課瑞芳建設事務所於1919年春夏動工，大
倉組承包工程，舊三貂嶺隧道為單線鐵路淨空。 

 
(a) 第二員山隧道 

 
(b) 猴硐隧道 

圖十二 舊宜蘭線猴硐隧道群照片(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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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三貂嶺隧道為臺灣最早以電氣鑿岩機

鑽掘的鐵路隧道，為此，當局在瑞芳設置變電

所，架設大約8km輸電線路到隧道兩端工地供
電，鑿岩機採用美國英格索蘭公司的產品。這

座長隧道沒有開挖豎坑與橫坑來增加工作

面，雖然地質屬於新近紀沉積岩，即砂岩與頁

岩交錯，適合機械鑽掘，但出水量多，加以部

分地段也使用人工開鑿，工程進展費時。舊三

貂嶺隧道工程在多雨環境下進行，雖部分地段

地質複雜且鬆軟，但進展仍大致順利，於1921
年1月完成導坑貫通。1922年1月全面貫通舊
三貂嶺隧道，1922年8月隧道工程告竣，前後
費時約2年10個月。1922年9月舊三貂嶺隧道
通車而啟用。  

本隧道內部上半拱部採用紅磚砌拱、下

半部側壁結構採用石材 (石磚 )砌築 (圖十三
(a))，列車上行方向的右側側壁，間隔固定距
離設有避車洞，而隧道兩側洞口也是石砌 (圖
十三 (b))，石材來源為舊隧道附近生產的粗
石。至於水泥及其它建材，則分別由北區的

八堵送達，以及從南區的澳底 (從基隆海運 )

溯雙溪水系而上，再以輕便鐵路與人力轉運

至隧道工地。  
新三貂嶺隧道在1985年完工通車後，舊

三貂嶺隧道與三瓜子隧道便功成身退，停用封

閉。2019年5月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公告三瓜子
及三貂嶺舊隧道為歷史建築。2019年7月新北
市政府工務局以光達影像掃描釋判 (圖十三
(c))、打擊聽音檢測、3D透地雷達探查 (圖十三
(d))等工法，完成隧道安全評估工作，未來將
分二階段建置自行車道。  

4.2.3 舊草嶺隧道 

舊草嶺隧道位於新北市貢寮區與宜蘭縣

頭城鎮交界的隧道，啟用於1924年12月，總
長 2,167m。原用途為宜蘭線使用的鐵路隧
道，完工之時為東南亞最長的鐵路隧道。1985
年新草嶺隧道通車後停用，至2008年以自行
車道之姿重新開放，目前為宜蘭縣縣定古蹟，

亦為台灣歷史建築百景之一 (維基百科 )。  
舊草嶺隧道於1921年11月自北口開工、

同年12月自南口動工，由鹿島組 (今鹿島建設  

    
(a) 隧道內(李佳翰攝)                                     (b) 南口(維基百科) 

    
(c) 光達影像掃描(工程圖輯隊，2020)                      (d) 3D透地雷達探查(工程圖輯隊，2020) 

圖十三 舊三貂嶺隧道相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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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身 )負責工程，初期隧道先以人工開鑿，之
後待1922年舊三貂嶺隧道完工後，才挪用該
隧道的新式鑿岩機，改採機器開挖。在開掘進

度上，人工開挖北口側平均每日2尺6寸、南口
側3尺3寸，機器開挖後北口側平均每日5尺9
寸、南口側5尺7寸。經過兩年餘努力，舊草嶺
隧道在1924年2月凌晨爆破貫通，惟隧道延宕
至該年10月才竣工。  

本隧道全部以紅磚建構 (圖十四 (a))，洞口
上方女兒牆則局部石砌，整體造型簡單，沒有

華麗的裝飾。隧道洞口之拱為五卷式拱圈 (五
層紅磚砌拱 )(圖十四 (b))，上方拱腹的地方置
匾額一塊，隧道北口 (福隆側洞口 )匾額題字為
草書的「制天險」；隧道南口 (石城側洞口 )匾
額題字為草書的「白雲飛處」。隧道的縱斷面

為傳統的單一駝峰設計 (中間高而兩端洞口
低 )，以便完工前後時期的排水，坡度介於千
分之1.52至千分之10之間。此外，隧道內路線
絕大部分為直線，僅在接近南口前的一小部分

為彎道。  
目前隧道已開放為自行車道，部分路段襯

砌表面採用噴凝土披覆 (圖十四 (c))，惟因噴凝
土材質老劣化而有剝落現象 (圖十四 (d))，故隧
道頂拱已加掛防護網 (圖十四 (c))，而原紅磚襯
砌路段亦因擔心紅磚之片狀剝落而危及用路

人之安全，故隧道頂拱亦已加掛防護網 (圖十
四 (a))。  

 
「山岳隧道～鐵路篇」中篇  （待續…） 

   
(a) 紅磚襯砌                                                 (b) 洞口 

   
(c) 噴凝土披覆                                              (d) 噴凝土剝落 

圖十四 舊草嶺隧道照片(李佳翰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