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從環島鐵路通車後，縱貫鐵道已成

為歷史名詞。早年，高雄是縱貫鐵路的終

點。

高雄有三座車站一同譜出三重奏樂章，

在縱貫鐵道的終端點上交織成南台灣鐵道史

話。最早是 1900年開業營運的「打狗」，

數年後接續南下到鳳山（準備未來通至屏

東）的鐵道而新建「三塊厝」站，第二次世

界大戰戰火高升，高雄市中心移往愛河東

岸，才在「三塊厝」最近處重建今日之高雄

車站。

後來居上的高雄車站首先把「三塊厝」

打上休止符，「打狗」則轉型為貨運站。目

前這三座車站都還留在原地，貨運站已經再

度變身為「故事館」，高雄站正進行全面更

新，三塊厝則從瀕臨廢墟中重修復原。

劉銘傳鐵路建設  僅由基隆至新竹

台灣最早的鐵路是 1888年劉銘傳率先

起建的，原本計劃是通到台灣第一大城台

南，但 1893年劉銘傳去職後，鐵路僅建設

縱貫鐵路終點

    高雄車站三重奏
文／李欽賢    圖／李欽賢、余國煜

到新竹即停工，2年後日本領有台灣。

前述鐵路的興建過程並不順利，鋪設初

期測量線路備受地主反彈，認為火車通過會

造成野放的雞犬不寧，施工技術面安全設施

未盡周全，如基隆至新竹全程的 74座橋樑

中，僅 7座是鐵橋，其餘一遇颱風季節迭有

損壞，修復期又長。通車前車票未即時印製

發售，再加逢節火車不開，通車 5年間，並

非每天都正常行駛，空有火車卻無人搭乘。

幸好彼時出外人風氣未開，尚無便不便民的

問題。

劉銘傳任內所建設的鐵路中，只有一座

山洞─基隆的獅球嶺隧道，火車往台北必須

爬上獅球嶺，穿過隧道方得以一路順行。可

是爬坡總是火車的難度，這樣不理想的鐵道

瓶頸，終在日本統治台灣 3年後，另鑿平坦

隧道全面改線。直到今天，獅球嶺隧道是現

存僅有的劉銘傳鐵路唯一見證。

擘劃台灣縱貫鐵路

替代獅球嶺隧道的基隆─八堵間之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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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隧道，於 1898年竣工。1898年 2月 13

日，竹子寮隧道舉行開通式，第三任總督

乃木希典（のぎまれすけ）人不在現場卻可

「上京」，算是隧道開通之奇聞。2月 26

日新任命陸軍中將兒玉源太郎（こだまげん

たろう）為繼任總督，兒玉立即推薦後藤新

平（ごとうしんべい）出任相當於總督府第

二把交椅的民政長官，倆人於 3月底雙雙到

任。

兒玉與後藤先由相遇相知，再成為堅強

搭檔，稱他們為台灣近代化的推手，已是公

認的史實。兒玉與後藤初識於甲午戰爭簽下

馬關條約不久，當時兒玉源太郎是陸軍省次

官兼軍務局長，接手處理戰後的後續作業，

他深知歐洲以前常有戰後各種傳染病肆虐的

狀況，遂有成立檢疫所的先見之明，政府派

來的醫生正是後藤新平。4個月以後檢疫工

作大功告成，其成果令歐洲列強刮目相看。

歷任總督對抗日游擊隊都感束手無策，

後藤新平獨到的「生物學原理」，改變了日

本統治台灣的策略。這意思是說：每一種生

物都有其適合體質的處方，必須尊重「生物

原則」的生態、慣習或信仰。所以後藤建議

兒玉總督採用懷柔招降，切勿武力進逼。

當時台灣鐵道本來有意朝民營化發展；

然而期待台灣人資本投入落空，資金募集毫

無進展。1898年 10月，終於放棄台灣鐵道

民有計畫，回歸總督府直接督辦。

1

① 現今的打狗鐵道故事館，已成為西子灣地區
觀光景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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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玉源太郎完全信賴後藤新平的能力與

卓見，翌年，後藤新平招聘長谷川謹介（は

せガわきんすけ）委以鐵道鋪設全責，並頒

布「鐵道部」組織法，自兼鐵道部長，任命

長谷川為技師長，開始進行縱貫鐵道線路測

量。

南台灣第一條鐵路

長谷川謹介的縱貫鐵道規劃是從基隆

直抵打狗（高雄），北部基隆至桃園正在進

行改線工程，縱貫鐵道決

定由南北兩端分頭開工。

1899年9月南自打狗起造；

12月桃園以南則以改良線

動工。 

打狗至台南一段是南台灣最早誕生的鐵

路，沿途概屬平原地帶，工程困難度較低，

1900年 11月 29日，打狗、台南兩地舉行

通車典禮，翌日正式上路營運，工期僅花了

1年又 3個月。中途停靠站有舊城（左營）、

楠仔坑（楠梓）、阿公店（岡山）、大湖街

（大湖）、車路墘（保安）5站。

南部第一條鐵道初建，起終點的打狗車

站設在今鼓山一路地帶，因為當地有日本人

聚落「山下町」。台灣縱

貫鐵路是分段闢建的，打

狗─台南通車後，鐵道工

程隊又大批移師中部，南

2

② 「打狗驛」是一木造瓦頂日式平房，三
角形屋簷玄關門，站前 4株椰子樹最能象
徵亞熱帶南國風光（李欽賢提供）

③	願景館中陳列的鐵道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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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段進度遲緩，直到 1904年才從台南延伸

至斗六。凡鐵道行經的車站，當時皆稱「停

車場」，但是 1908年台灣縱貫鐵路全通之

際，打狗停車場又搬家了，搬遷之後改稱

「打狗驛」。

打狗驛之變身

1908年高雄港第 1期工程興工，填出

新生地是為「新浜町」（在地人皆暱稱為「哈

瑪星」），重要官署已紛紛移此。同年，適

逢打狗北上基隆的台灣縱貫鐵路全線通車，

於 1900年初建的「打狗停車場」，也南遷

哈瑪星，重建新的「打狗驛」。從此縱貫鐵

路最南端的一站，指的就是這一座屹立 33

年的「打狗驛」。因為位置更接近港口碼頭，

無論客貨吞吐量，在海運全盛時代，掮負起

南台灣對外聯絡的主要門戶，海運接駁陸運

的功能，足以媲美基隆港。

第 2代「打狗驛」是一木

造瓦頂日式平房，三角形屋簷

玄關門，站前 4株椰子樹最能

象徵亞熱帶南國風光。彼時打

狗驛也是南台灣第一大站，臨

港線鐵道深入碼頭，站場有扇

形車庫，站內有月台跨橋，凡

鐵道設施一應俱全。

1912年第 2期築港工程開

啟後，又填出鹽埕新生地，取代哈瑪星為打

狗新興繁華區。經 1920年全台實施地方行

政區重編，「打狗」改名「高雄」，「打狗驛」

亦更名為「高雄驛」。就高雄開發史來看，

無論是山下町、哈瑪星到鹽埕町，都在愛河

西岸。1939年高雄州廳遷建到愛河東岸，

此係根據當時「大高雄都市計畫案」，高雄

人口在哈瑪星及鹽埕町已呈飽和狀態，遂有

開發愛河東岸為新都心的契機，1941年高

雄火車站也再度遷移至今址，而原來的木造

車站及設備則專供貨運站使用。

二次世界大戰中高雄貨運站被炸得滿目

瘡痍，戰後雖經過修補，但仍於 1966年改

建成今貌，稱之「高雄港站」，繼續擔綱高

雄港貨物運輸之任務。

2008年高雄港站譜上休止符，轉型為

「打狗鐵道故事館」。館後方寬闊的站場陳

列著 CT251及 DT609二部大型蒸汽火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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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CT」和「DT」的車號銘版英文代號，

「C」代表三動輪；「D」為四動輪。以一

般蒸汽火車運轉的功能來說，「C」字頭通

常牽引客車，「D」字號馬力強大，所以專

門載運貨車。

今年 4月 19日，打狗鐵道故事館舉辦

台電運煤火車頭「嫁入高雄港都」的熱鬧活

動，台電將一部退休的運煤專用柴油機關

車，加入故事館的火車陳列陣容，台灣電力

公司與保存鐵道文物的高雄市，完成了一樁

「煤」妁之緣的佳話。若想去打狗故事館，

只要搭乘高雄捷運橘線，2號出口即達。

延長屏東支線的三塊厝 

縱縱貫鐵路 1908年全線通車的終點

「打狗」，接近港區碼頭，就是上一節所提

的「高雄港站」，距現在市中心的高雄火車

站其實還有一段距離，而且持續到 1941年

才交出終點站的棒子。

20世紀鐵道建設是產業開發不可或缺

的一環，南台灣豐富的物產像高屏溪兩岸的

稻米、鳳梨、甘蔗等都可以預料有了鐵路之

後的經濟效益。於是延伸鐵路到屏東，總督

府早已看好它的潛力，所以縱貫鐵路全通 1

年之前，直抵九曲堂的「鳳山支線」已提前

完工，並在鳳山車站舉行開通式典。當時鐵

路尚未築抵屏東，是以暫稱「鳳山支線」，

終點在九曲堂。由於跨越高屏溪架橋工程十

分艱鉅，遂遲至 1914年才延長到對岸，經

屏東到達潮州。

從打狗驛為起點興築的鳳山支線，得先

北上跨越愛河東行，方能抵達鳳山直下九曲

堂。鳳山支線通車翌年又增設途中的一站三

塊厝，從爾造就了三塊厝一帶工商業發達的

榮景。

彼時，縱貫鐵路終點在打狗（即後來的

④ 日式木造建築，兩翼不
對稱屋簷的三塊厝車站

⑤ 打狗鐵道故事館保存許
多高雄港站的舊文物

⑥ 打狗鐵道故事館廣場上
的 DT609蒸汽火車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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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港站），從打狗開往屏東的支線，須經

三塊厝，其路線呈 V字型，而現在的高雄車

站與三塊厝是在一直線上，這就是高雄火車

站日後遷移的緣故。

三塊厝一度躍為高雄工業的重鎮，全

拜三塊厝車站座鎮在此之賜。台灣歷史建築

最常見烙印「TR」字母的優質紅磚，即台

灣煉瓦的英文縮寫，台灣煉瓦工廠就在三塊

厝。此外，高雄酒精株式會社、東洋裝罐株

式會社、鼓山第二火力發電所等，都有工廠

線直通三塊厝車站，以便利原料、產品的輸

送。工業區引進勞力，人口集中必成聚落，

甚至三塊厝車站的交通利點，1922年新成

立的高雄中學校，也選定三塊厝為永久校

址。

1923年三塊厝改建為現在的模樣，日

式木造建築，兩翼不對稱屋簷，以入口玄關

和出口迴廊為主體，係標準的地方小型車站

規格，但是貨運裝卸頻繁，旅客不多，站務

卻相當繁忙。

三塊厝車站的修建，應與同年（1923）

4月中旬，裕仁皇太子（即不久後繼承皇位

的裕仁天皇）訪台有關吧！皇太子一行於 4

月 21日抵達高雄，翌日的行程是參觀台灣

製糖會社的屏東製糖所，大批隨行人員從哈

瑪星的高雄驛（3年前才更名為高雄驛），

搭上屏東支線「御召列車」前往屏東，列車

出發後很快就會通過三塊厝，州立高雄中學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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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校學生列隊在車站月台歡呼，為配合這一天

的特別場合，修築三塊厝車站也是理所當然

的吧！

待 1941年宏偉壯觀的高雄車站，矗立

於距三塊厝車站不到 1公里的地方，三塊厝

車站首當其衝的是客運量逐年萎縮。1952

年起即不再辦理客運，三塊厝傳統產業的沒

落，貨運量也跟著下滑，終至 1986年台鐵

決意廢站，殘存的三塊厝木造車站亦隨之蕭

條，任令傾圮。

這一座高雄市碩果僅存的木造車站遺

跡，終於在 2004年指定為市定古蹟，開始

進行修復。目前，三塊厝火車站已恢復原貌

風采，懷舊的木造老車站活化之後，已為高

雄車站周邊新添了一處鐵道歷史景點。想要

探訪的讀者，它位於通過三鳳中街鬧市的盡

頭，地址是高雄市三民區三德西街 90巷底。

高雄車站的前世與未來

高雄原名打狗，是以通車設站亦稱打

狗。前文提到南台灣第一條鐵路出現在高雄

─台南段，「打狗驛」簡易站房設在原先日

本人聚居的「山下町」。等到 1908年縱貫

鐵路全線通車，驛站南遷至新生地，即後來

的台鐵高雄港貨運站。這裡是築港工程新填

的「哈瑪星」，因「打狗驛」更接近海灣碼

頭，最有利築港資材運輸，從此落定為縱貫

鐵路南端終點達 33年之久，其間，19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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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狗驛改名高雄驛。

1941年高雄驛又遷建現址，

因為築港工程逐年推移，都市計畫

全面更新，新都心將移轉到今高雄

車站附近。就接馭屏東線的順路而

言，毋須 V字繞行哈瑪星舊站，直

接從鼓山跨過愛河，即能接上三塊

厝車站的屏東線鐵軌，非但里程縮

短，更有助於未來高雄新市區的發

展。這一年，太平洋戰爭捲起，日

本南進政策有意打造高雄驛舍戴上

帝國之冠，而有了和魂西體的折衷

建築樣式，鋼筋水泥硬體，傳統社

殿的瓦頂，此也是今天保存下來的

高雄古老火車站。

目前營運中的高雄站，是

2002年 3月為應運三鐵共構未完

工之前的臨時站房，未來高鐵、台

鐵、地鐵全面地下化，所以暫時將

原高雄站主體建築，往東南方遷移

80公尺，內部規劃為「願景館」，

可自由參觀。未來鐵路地下化完工

後，高雄老火車站也會回歸原位，

作為高雄市的地標，同時也是台灣

縱貫鐵道終點的有力見證。

⑦ 暫時往東南方遷移 80公尺，內部規劃為
「願景館」的舊高雄車站建築主體

台電運煤火車頭「嫁入」高雄港都

打狗鐵道故事館增添新「嬌」點

在國內眾多的鐵道迷的見證下，台電運煤火車

頭於 4月 19日嫁入高雄港都，正式進駐高雄打狗鐵

道故事館，台電董事長黃重球表示，前年年底桃林

鐵路除役活動在鐵道迷間造成關注轟動，台電意識

到台灣僅有數台的運煤火車，就保存鐵道文化及延續

物命的立場上，絕不能報廢當廢鐵或隨意轉賣出去。

除了在自己的電廠分別保存之外，也樂於聽從鐵道

專家及鐵道迷的建議，送到民眾可以容易接觸地方，

因此把運送煤炭火車送來同樣以貨運為展示主軸的

打狗鐵道故事館，感覺相當匹配。

此次「出嫁」的日製 Hitachi 火車頭及德製

Schöma火車頭各自在林口電廠及台中電廠服役了

34及 28個年頭，台電感謝這些共同打拼數十載的夥

伴，許多與火車頭朝夕相處的電廠同仁，對於火車頭

遠嫁到高雄港都，心裡面歡喜也夾雜著不捨，並用

心考據出廠時的照片進行原汁原味的版噴，讓機車

頭緩緩走回最初的時光。有了打狗鐵道故事館每年

數十萬遊客的陪伴，這兩輛老火車頭退休後的生活

不會再寂寞，也希望民眾有機會來到高雄駁二碼頭，

能到打狗鐵道故事館走走。

文／台電公司公眾服務處 、圖／駱致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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