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里無雲的晴空、嗡嗡作響的蟬鳴、

陽光透過樹梢灑落一地粼粼樹影，應該安靜

的心情卻因為悶熱和高溫久久無法沉澱。索

性跳上單車，選一段綠園道，騎入風之谷，

來一趟森呼吸之旅，夏日的暢快愜意，正透

過心愛的鐵馬悄悄啟程。

這處風之谷的綠園道不必求遠，它就位

在臺中的都會區，對很多臺中市民來說，家

門口有這麼一條可以縱情騁懷的自行車道，

還有什麼比這更樂逍遙的呢。

規劃最早  綠意環抱

臺中市東光園道自行車道，建置於

2004年，是中部最早規劃完成的都會區自

行車專用道之一，它屬於臺中市環市休閒自

行車道的一部分。臺中市休閒自行車道由 4

條主要的騎乘路線串連成總長約 18公里的

環狀單車路網。這 4條路線的最大特色就是

穿越臺中主要的的花木及綠園道區，可說是

每條路線皆被綠意環抱。

4條路線的起點分別是臺鐵太原車站、

國立中興大學、國立臺灣美術館和臺中市中

正公園，而每一條路線的起點又恰好是下一

條路線的終點，所以全線正好繞行臺中市中

心一圈。沿途除經過綠川、梅川、柳川和旱

溪這幾條流經臺中市中心區域的河流外，

還有東光、興大、忠明、育德、興進等多條

綠園道環繞，除了貼近臺中市民生活外，更

讓騎乘在上的單車族感受四時不同的更迭綠

意，而自行車道兩旁防雨又防曬的高大林木

更讓單車族無後顧之憂，增添許多騎乘的樂

趣，一趟環市休閒自行車道騎乘下來，綠地

佔有率居全臺第二的整個臺中市區綠化美景

也一覽無遺。

臺中市環市休閒自行車道的 4條路線

概分為：綠川柳川自行車道、梅川自行車道、

中正公園自行車道和東光自行車道。由交通

部觀光局編印的「中臺灣旅遊簡介」裡則將

這條自行車道細分為「柳川之旅」、「養生

之旅」、「大學之旅」、「密林之旅」、「鐵

夏
日
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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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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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高大筆直的黑板樹讓人好像騎進了密林深處

② 臺鐵太原車站是東光自行車道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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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旅」、「怡情之旅」、「舒活之旅」、「文

化之旅」、「生態之環」和「活力之環」，

由此可見這條自行車道豐富多樣的內涵。

其中「密林之旅」指的就是東光自行

車道，會有這樣的美譽，是因為這條自行車

道沿途植栽種類眾多，而且歷經十幾年的生

長，都已繁茂成林，同時經由複層的生態景

觀的塑造，強化了其所具有的生態、生活、

休閒等特色的密林自行車道的景觀風貌。

由太原車站出發  

臺中市東光自行

車道以臺鐵太原車站

為起點，沿線經過太

原路三段、興進路、

樂成宮、東光綠園道、

大智公園、東峰公園、

興大綠園道後抵達中

興大學，全程約 5公里，不但平坦好騎，沿

途各種林木製造出如森林般的都會綠廊、花

圃植栽盎然，是一條在都會裡就能親近大自

然、享受避暑樂趣的自行車道。

臺鐵太原車站於民國 91年 11月 22日

落成啟用，是臺鐵為響應政府「鐵路捷運

化」之政策，及解決各都會區捷運系統完工

前旅客通勤通學問題，而增設的一個通勤車

站。它位於臺中車站與潭子車站之間，距臺

中車站約 5分鐘車距，是一座區域型的小車

站，臺中車站為其管理站。太原車站的外觀

為後現代藝術化的鋼構

建築，綠色鋼樑加上屋

頂尖塔造型，在所有臺

鐵火車站中獨樹一幟。

可惜現在正在進行臺中

都會區鐵路高架化工

程，整個車站站體都被

工程的圍籬包住，想要一睹太原車站的「廬

山真面目」，可能要等到鐵路高架化工程竣

工，從目前太原車站每月的運量超過 10萬

人次，也可見其通勤的重要性。

這個太原車站之所以會成為東光自行車

道的起點，除了它的位置剛好在東光綠園道

上，還因為太原車站鄰近北屯區，從太原車

站往太原北路騎乘，便可進入著名的大坑溪

自行車道，是前往大坑風景區的捷徑，而這

條單車路線也是臺中市很熱門的山區路線。

2004年東光自行車道規劃完成後，有知名

自行車品牌的業者在太原站設置自行車租借

站，成功吸引了來自彰化、臺北等外縣市的

單車迷，他們搭火車到太原車站下車，再轉

換單車進行臺中市區的小旅行，其中最輕鬆

的行程便是由北向南騎到中興大學。體力佳

者，則可以選擇往大坑山區的方向，挑戰一

下崎嶇與難度較高的山徑單車路線。

暗藏城市的「密林」  自成一格的
綠色隧道

單車族若是沿著東光綠園道騎乘，可以

享受難得的鐵馬與鐵道快車齊奔的暢快感，

但短短幾分鐘後，這條自行車道便轉入了一

大片「密林」中，從此與鐵道漸行漸遠，而

周遭也變得很安靜，有時就只有風吹動樹葉

的沙沙聲響。

既然是「密林之旅」，樹海便是這條

自行車道的「最佳代言」。從東光路跨越了

自由路後，鐵軌轉向，單車則駛進東光綠園

道，「密林之旅」於焉展開。

東光綠園道從入口的探索廣場到出口

的太極廣場，沿途共設置了 10座不同主題

風格的廣場，分別是探索廣場、聲韻廣場、

旱溪廣場、密林廣場、入口廣場、月廣場、

日廣場、親子廣場、鼻型廣場和太極廣場，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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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③	東光園道自行車道沿著東光園路往臺中火車站延
伸，也稱「東光綠園道」

④	東光園道自行車道沿途設有多個各具特色的休憩
廣場，此為旱溪廣場

⑤	自行車道每隔一段都種植不同的樹種，以形塑四
時分明的景觀，這一段栽種的是鬱鬱蔥蔥的南洋杉

⑥	自行車道上不時可見以彩色小石子拼貼而成的人
形單車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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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廣場設有入口意象或

裝置藝術，既為單車客和

行人提供休息之用，也可

以做為舉辦小型活動的場

域。

不同的路段，其實所

種植的樹種也不盡相同，

如此就可以營造四時分明

的視野景觀，像是高大挺

拔的黑板樹、亭亭玉立如

傘蓋的小葉欖仁、鬱鬱蔥

蔥的南洋杉、花海壯觀的

阿勃勒、一葉知秋的臺灣

欒樹、樹幹強壯的樟樹⋯行走其間，抬頭或

俯視，不同的草木所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林

相，說一樹一世界，一點都不誇張。尤其走

進南洋杉林道，參天的南洋杉如好似兩排綠

色的屏障，細長的自行車道就像是一條綠色

隧道。

低矮的灌木叢中有一種植物，它的名字

叫龍舌蘭，是這條自行車道沿途常見的綠灌

木，龍舌蘭的葉子又寬又長，莖雖然短，但

開疆闢土的本領一點不弱，往往一株就能佔

據一公尺的地盤。更奇特的是，此處的龍舌

蘭不知是不是多了大樹的庇蔭，開出的花莖

都十分高直，有一株竟然長出超過 4公尺的

花莖，當花莖從葉叢內生出後，就會在花莖

旁長出數株直徑約 6至 8公分的漏斗狀淡白

或淡黃色花朵，然後會生成小株的龍舌蘭，

這些小株的龍舌蘭脫落遇到土壤後會扎根

生長，特性有如另一種有趣的植物「落地生

根」。但龍舌蘭單株一生中只會開一次花，

花謝後母株就會逐漸枯死。龍舌蘭歷經 10

餘年的生長才開花繁衍下一代，難怪其生命

力如此堅強。

中途休憩站  媽祖來保佑

臺中樂成宮是這條自行車道上一個很重

要的景點，樂成宮又稱旱溪媽祖廟，其廟埕

雖隱身於巷弄中，但入口有一座數層樓高的

塔柱十分醒目，飛簷寶塔的造型頗有幾分中

國古塔的味道。

樂成宮是一座九開間兩進兩廊兩護龍的

四合院廟宇建築，由大木匠師「彬師」陳應

彬先生所建造。「彬師」生於西元 1864年，

祖籍為福建漳州府，。「彬師」乃清末臺灣

匠師漳派大木作執牛耳之輩，其所擅長「升

庵假四垂」的建築風格，影響了後期臺灣廟

宇建造的形式甚鉅，近代之廟宇，常以「升

庵假四垂」之建築為模式來建造。何謂「升

庵假四垂」，即雙倒水的屋頂，將中港間的

屋頂全部升高，而與小港間的屋頂斷開，斷

開後因側面會出現空隙，所以要出「串角」

以掩飾空隙。這種屋頂樣式，稱為「升庵」。

但「升庵」的缺點為中港間的「箭口」太高，

步口比較容易日曬雨淋，故將兩側小港間的

屋檐連接起來，而形成中港間的下層檐，這

種樣式稱為「升庵假四垂」。「假四垂」字

面含義，主要是上層歇山式，屋頂的側檐，

被小港間屋頂的屋脊切開成前後兩邊，而形

成了一個不完整的「四垂頂」所以稱之「假

四垂」。另一重點為上簷的角柱，不與下簷

金柱重合，而足騎在步口通樑之上。

樂成宮是臺中市大屯地區的媽祖信仰中

心，雖然它的名氣不及臺中大甲的鎮瀾宮，

但這座媽祖廟的建造歷史十分久遠，1790

年初設，距今已超過 2百多年的歷史，也因

此在 1985年經內政部核定為國家第三級古

蹟。

旱溪是臺灣中部的一條河川，屬於烏

溪水系，為大里溪的支流，沿途納入綠川、

柳川、土庫溪等之流，流域主要在臺中市境

內。旱溪之名乃因流量受雨水支配，在乾季

時常呈乾涸狀態。

7 8

⑦ 自行車道所經之處有國家第三級古蹟樂成宮

⑧ 東光自行車道沿著旱溪流域而闢建，這是旱溪的
小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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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隧道下起黃金雨？

離開東峰公園，馬路變得寬闊筆直，這

條「興大路」是通往國立中興大學的大道，

而這也意味著東光自行車道的終點近了。

時值盛夏，此段自行車道兩旁栽種的阿

勃勒正綻放著夏天最美的顏色，只見一樹搖

曳的金黃，灑下滿地的「黃金雨」。這屬於

夏天的阿勃勒，正以它的熱情之姿為人帶來

無限的陽光活力。此刻腦海中突然閃過一句

詩「蒲月串黃映日影」，這麼美，怎能不佇

足多看它一眼。

陶醉之際，國立中興大學的校門已經

出現在眼前，同行的友人歡呼著，來到這座

臺灣規模第三大的國立綜合大學，豈能過門

不入。跟駐警詢問單車可否騎進去，他點點

頭，並指引我們單車遵行的方向。進入校

園，剛好遇到一群騎著單車的大學生，原來

他們是中興大學「自由車社」的成員。跟臺

大一樣，興大也有許多教職員和學生是單車

族，所以興大學生團體成立了「自由車社」，

為同學提供單車保養、健檢等服務。據說，

興大自由車社還推出「單車健檢」選修課，

教導學生單車基本維修技術和認識單車運

動，選修能累積學分。

一如國內許多知名大學，中興大學的校

園風景也美麗宜人，踩著單車悠遊於中興湖

畔，眼前綠柳婆娑，頗有幾分「攜杖來追柳

外涼」的意境。

臺中東光自行車道，就像是一條密林中

的綠色隧道，即使在揮汗如雨的盛夏時節，

一趟騎乘下來，也有如入清涼之境的輕鬆愜

意。更難得的是，它雖然位於城市的中心地

帶，卻與大自然零距離。

過了鼻型廣場，自行車

道就進入了臺中市的東區，

這時路邊有一座大型的公共藝

術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一把巨大的

鐵鎚和一把老虎鉗立在花圃中，旁

邊還有一座小橋，橋上貼滿了各

種機器零件和金屬模具的雕刻。

從橋上的解說得知，這裡是臺中市「黑手堀

文化」的起源之地，早期的古地名叫「土牛

仔」，地處大里溪和旱溪的交界處，東邊隔

著大里溪與太平區相望。日治時期，此地也

曾經有 3條五分車鐵道，是臺中糖廠的中

繼站，五分仔車從臺中糖廠出發後，橫跨旱

溪進入此地，再分成 3線：北線通往潭子；

中線通往太平、霧峰、草屯、南投名間至二

水、溪州到西螺，是早期臺中區客運主幹

線；南線通往烏日糖廠（今烏日啤酒廠），

經龍井、至彰化鹿港、溪湖到西螺，為早

期的客運預備線。由此可知早期此地五分車

繁忙的景象，可惜後來客運被縱貫線鐵路取

代，如今已看不到任何五分車的痕跡。倒是

此地在 50年代是臺中金屬工業及附屬品加

工產業的重心，即俗稱的「黑手」，最

興盛時期這裡大大小小的鐵工廠

有數千家之多，乃機械加

工區，是名副其

實的「黑手」

集中地，因此

有「黑手堀」之稱。 如今雖大部分工

廠已遷移，但為了保存這一段獨特的「黑手

堀」歷史文化，並讓更多居民和遊客了解在

地的產業發展，東門社區發展協會於是打造

了這兩件公共藝術，象徵工業圖騰的工具和

東門橋鐵件模型，讓民眾了解這段產業發展

的歷史。

穿過東門社區，便來到了東區的東峰

公園，東峰公園也稱「勞工公園」，佔地

6.4公頃，建於民國 82年，是一座都會型

綠地公園，公園內有勞工電影院、球場和游

泳池，還有許多有特色的石雕作品。臺中

二二八紀念碑也設在這座公園內，望之儼

然。東峰公園內種植了 30幾種棕櫚科植物，

充滿了熱帶風情，這也是東峰公園的一大特

色。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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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行經後火車站的東門社區，會看到這座象徵工業圖騰的鐵槌老虎
鉗的公共藝術，它代表著當地傳統產業「黑手」文化

⑩ 位於東峰公園內的臺中二二八紀念碑也在這條自行車路線上

⑪ 臨近國立中興大學的這一段自行車道種植著阿勃勒，每年盛夏，
好像下起黃金雨

⑫ 看到國立中興大學的校門，就知道已經騎完了這趟輕鬆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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