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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 年欣逢嘉南大圳動工百年，渡槽橋見證嘉南大圳百年來奇蹟並兼具跨

時代任務。嘉南平原由看天田變福田，後人蒙受恩澤享有便利的水資源不應視

為理所當然，我們從思辨中感恩前人努力，開始關心周遭環境與付出行動。因

此，本研究以渡槽橋為研究對象，目的探討建築工法和交通運輸建構水資源歷

史，喚起大家對臺南文化的維護和重視。 

    渡槽橋，又稱人水橋，功能為運送水跨越溪流，是嘉南大圳重要的水利設

施之一。文化景觀「烏山頭水庫暨嘉南大圳水利系統」中有 7 座渡槽橋，由南

而北分別是南幹線 3 座：曾文溪渡槽、渡頭溪渡槽和官田溪渡槽；北幹線 4 座：

龜重溪渡槽、急水溪渡槽、八掌溪渡槽和朴子溪渡槽，分別坐落在嘉義及台南

地區。在 1921〜1930 年期間 7 座渡槽橋陸續建造完成，除了舊曾文溪渡槽外，

其他仍然維持著運水功能，其中南幹線 3 座渡槽橋已列為臺南市的古蹟。 

    本研究以渡槽橋為研究範圍，採文獻分析、田野調查及問卷調查進行研究，

實際走讀渡槽橋的文化景觀，訪談民間相關單位人員，完成渡槽橋 GIS 地圖，

提出諸多推廣認識渡槽橋的活動，並建議學校和政府設計以渡槽橋為主題的相

關活動以達到教育目的。  

    最後，期待研究成果起一個拋磚引玉的作用，讓更多人感受到特定歷史時

代的精神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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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 

    嘉南大圳有一個很重要的水利設施，就是渡槽橋，它有運輸水源功

能，早期肩負運送砂石階段性任務，後來成為汽機車和人行走的人水橋。 

   渡槽橋南幹線 3 座渡槽橋在我們生活圈當中，緊鄰在車水馬龍臺 1 線

旁，每天車子呼嘯而過，在嘉南農田水利會積極維護下，渡槽橋建築體保

存良好，依然默默地執行輸水任務。渡槽橋從動工到運輸距今已有百年歷

史，簡直就是一部活歷史。 

    渡槽橋極具文化內涵，是文化景觀嘉南大圳水利系統中相當重要的代

表性建築體，卻很少人佇足欣賞渡槽橋之美與認識渡槽橋的歷史，甚至連

它的名字也不知道，被大多數人所忽略甚為可惜。 

    我們以渡槽橋的建築工法和歷史為研究主題，並且走讀 7 座渡槽橋的

文化景觀，深入了解歸納分析渡槽橋彼此差異性。 

貳、 研究目的 

一、 了解渡槽橋的現況。 

二、 從交通運輸與建築工法建構渡槽橋文史資料庫。 

三、 認識渡槽橋的歷史和對臺南水文化的影響。 

四、 提出推動渡槽橋美學和文化教育的有效建議，呼應渡槽橋是臺南市

重要的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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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文獻探討 

一、 認識渡槽橋 

    嘉南大圳灌溉水自烏山頭水庫流出後，在分歧點利用地形高低

差各往南北供應送水，南北灌溉主幹線分別稱為「南幹線」、「北幹

線」。灌溉水渠分布由東往西，從「幹線」至「支線」至「分線」再

至「給水路」，終於「潮止堤防」，各水渠蜿蜒在嘉南平原之上，歷

經 90 餘年依然是生生不息的泉源活水滋養嘉南平原，萬物得以生機

蓬勃。南幹線最南灌溉區域至二層行溪畔，北幹線最北灌溉區域至

北港溪，並以暗渠與濁幹線相接。 

    渡槽橋指以管道輸送水流跨越河道、溪流、圳溝或道路的架空

水槽，同時作為橋梁使用，另有別稱為「水道橋」、「水橋」、「水人

橋」、「水路橋」，嘉南農田水利會內部稱為「輸水渡槽橋」、「渡槽橋」。

在嘉南大圳水利系統中，共有 7 座渡槽橋，由南而北分別是南幹線 3

座：「曾文溪渡槽橋」、「渡頭溪渡槽橋」、「官田溪渡槽橋」；北幹線 4

座：「龜重溪渡槽橋」、「急水溪渡槽橋」、「八掌溪渡槽橋」、「朴子溪

渡槽橋」。這 7 座渡槽橋為灌溉用水自烏山頭水庫流出後，輸送南北

主要的送水幹道上，是嘉南大圳水利設施中相當重要的建築體。 

    民國 103 年「烏山頭水庫暨嘉南大圳水利系統」因具有歷史、

文化、藝術價值，且和重要歷史事件或人物(八田與一)有關係，呈

現各時代地方營造技術流派特色，鉚釘接合工法具稀少性，不易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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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者，在建築史上別具意義有再利用之價值及潛力，登錄為文化景

觀，其中南幹線 3 座渡槽橋為臺南市市定古蹟。 

七座渡槽橋位置分布圖 

 

 圖片來源:農田水利會隆田工作站 

【曾文溪渡槽橋】 

    曾文溪渡槽橋有 2 座，舊的渡槽橋在日治時期興建，已被列為

古蹟，正在維護中。橋樑鋼材大量採用「鉚釘」工法接合，鉚釘接

合技術是將金屬與金屬間永久扣接時使用。鉚釘材料以鋼材或熟鐵

的圓棒燒熾處理後，崁入接合孔定位後，使用衝壓或鎚擊方式，將

另一端打擊成為釘頭，即完成鉚釘加工的接合。「鉚釘」接合工法稀

有，表現出當時營造技術特色，也是日本當時工業發展在台灣之呈

現和台灣公共建設的代表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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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曾文溪渡槽橋長約 340 公尺，橋寬約 3 公尺，橋體採 2 層設

計，上層橋面是使用鋼筋混凝土，下層使用華倫式桁架水槽，橋梁

則是使用鐵筋混凝土，於西元 1924 年 9 月 17 日開始興建，西元 1929

年興建完成，所用建材來自日本八幡製鐵所。上層橋面供人、汽機

車行走，下層水槽運水，有一座橋墩建在河中央，周圍堆放了消波

塊，是為了減緩溪水衝擊，進而保護橋墩。 

    新的曾文溪渡槽橋長 484.8 公尺，是現在南幹線運水的水道橋，

為目前臺灣單一跨徑最長、通水斷面最大的渡槽橋，藍色裝置藝術

引用水雉羽翼意象的造型十分優美，成為曾文溪上的亮點。 

  

新曾文溪渡槽橋 舊曾文溪渡槽橋 

【渡頭溪渡槽橋】 

           渡頭溪渡槽橋是臺南市的市定古蹟，已經有 90 年的歷史。1921

年至 1929 年間上層鋪敷軌道，供機關車輛通行，用來運送大內庄後

堀、二重溪等地溪畔的砂石至水庫堰堤工地，作為烏山頭水庫興建

大壩運送砂石主要道路，於西元 1934 年拆除鐵道，改鋪鋼筋混凝土

橋面，兼具「交通道路」與「輸水管路」的功能，橋體鋼樑材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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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日本，使用「鉚釘」工法接合，總長 80.4 公尺，寬 3.03 公尺，

是南幹線三座渡槽橋最短的渡槽橋。 

  

渡頭溪渡槽橋側面 渡頭溪渡槽橋橋面 

【官田溪渡槽橋】 

    官田溪渡槽橋是臺南市的文化資產之一，和渡頭溪渡槽橋一樣

已經有 90 年的歷史了。1921 年 3 月 2 日開始興建，1930 年 5 月 31

日完工，依階段性任務分為兩個階段:一為軌道橋、另一為人水橋。

軌道橋時期上層橋面鋪設鐵路，目的在於運送從大內來的土石建材

至烏山頭水庫興建大壩。 

    渡槽橋建材是以鋼架和鉚釘接合工法為主，橋梁長度也較短，

總長 120.6 公尺，寬 3.03 公尺，橋面和欄杆以圓石灌漿而成，利用

圓石分散壓力，延長橋體與欄杆使用期，可以比較堅固。當 1929 年

大壩堤堰完工後，將橋樑鋪設的鐵道拆除，改鋪上鐵筋混凝土橋面，

成為縱貫道路上重要的橋樑，上層行人車(日治時期的交通工具是以

牛車和腳踏車為主)，下層走水流，功能變為複合性質的「人水橋」。 

    官田溪沿岸設立廣播系統，當烏山頭水庫洩洪前 2 小時會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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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通知中下游聚落，每 20 分鐘廣播一次，直到開始洩洪為止，現

代廣播設備的電力是利用太陽能。  

  

官田溪渡槽橋旁設有洩洪廣播器 官田溪渡槽橋欄杆以圓石灌漿而成 

【龜重溪渡槽橋】 

     龜重溪渡槽橋位於臺南市柳營區，於 1925 年 11 月由太田組、

月島機械株式會社承包興建，1928 年 10 月落成。渡槽橋全長 206

公尺，鋼構華倫式桁架(Warren Trus)包覆中的輸水箱涵寬 3.66 公

尺、高 3.51 公尺，負擔輸送北幹線灌溉用水。整個橋面和橋體為

鋼構非常雄偉壯觀，是 7 座渡槽橋中唯一整座鋼構建築，所使用的

鋼材上鑄有「SEITESUSHO YAWATA ヤワタ」，根據《芻議嘉南大圳

輸水渡槽橋與日本工業發展》文章提到鐵鋼來源即是北九州八幡製

鐵所，八幡製鐵所在 1970 年與富士製鐵合併稱「新日本製鐵」，為

全球第 2 大、日本最大鋼鐵業者。 

    嘉南農田水利會每三年進行橋體保養維護，每五年刷一次油

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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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重溪渡槽橋橋面和橋體皆為鋼構 
鉚釘接合工法和所使用的鋼材上均鑄

有「SEITESUSHO YAWATA ヤワタ」 

【急水溪渡槽橋】 

     急水溪渡槽橋位於臺南市後壁區，主要支流是六重溪及龜重

溪，流速是七座渡槽橋中最快的，長度為 118 公尺。橋面設有凹槽，

目的防止車輛輾壓橋面，以延長使用年限，長期下來凹槽因雨水形

成一個個小水池，成為臺灣少見的特殊生態景觀，小心翼翼走在有

生態池的橋面上，難得的經驗令人深刻難忘。橋面設計伸縮縫，可

避免橋體因熱漲冷縮擠壓而變形被破壞。 

     急水溪有兩條水道，分別是原水道的水閘門和利用虹吸管原理

放水的水道，設計兩條水道在於若要維修其中一條水路時，另一水

路可持續供水，為避免利用虹吸管原理水路堵塞，每年固定會放水

1〜2 次，平常水閘門為關閉狀態。 

  

急水溪渡槽橋凹槽形成小生態池 虹吸管原理的水閘門高低決定水流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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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掌溪渡槽橋】 

八掌溪渡槽橋跨越嘉義縣水上鄉(北端)與臺南市後壁區(南

端)交界的八掌溪上，全長 259 公尺、橋寬 4.63 公尺，建材是以鋼筋混

凝土為主，橋的出入口設有路阻，只有兩輪的車子才能進出，以減

少維修的次數。站在八掌溪渡槽橋可以遠望南靖糖廠煙囪和西部縱

貫鐵路火車行駛在嘉南平原的風景。 

  

八掌溪渡槽橋橋面 站在八掌溪渡槽橋遠望南靖糖廠煙囪 

【朴子溪渡槽橋】 

朴子溪渡槽橋為嘉南大圳北幹線運水橋樑之一，原橋樑結構

為鋼構橋樑，但於戰後 1970 年代損壞，後來在原橋旁另建混擬土

橋，為七座渡槽橋中唯一有改建過的渡槽橋。 

    朴子渡槽橋北邊有一個工業區，工廠將廢水排放進溪中，所以

朴子溪水色澤較暗沉。一旁還有原橋梁的橋墩遺址，橋墩上方的接

觸面可防止橋墩與鋼構橋梁直接碰撞，上層橋墩設計為 V 字型，其

目的為當水位高漲時可以透過 V 字型建築體減緩水流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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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子溪渡槽橋橋面 舊朴子溪渡槽橋橋墩遺構 

二、 渡槽橋沿革 

1930 年嘉南大圳渡槽橋基礎資料一覽表 

給水路 名稱 工程起訖日期及功能 測量資料 施工承包 材質結構 

曾文溪渡

槽橋 

1924/9/17~1929/4/13 

（人水橋） 

長 339.9M 

寬 3.03M 

鹿島組 

築島造船

所 

鋼構 

Warren 

Truss 

渡頭溪渡

槽橋 

1921/3/2 

~1929 

(軌道橋) 

1929 

~1930/5/31 

(人水橋) 

長 80.4M 

寬 3.03M 

鹿島組 鋼構

Plate 

girder 

南幹線 

官田溪渡

槽橋 

1921/3/2 

~1929 

(軌道橋) 

1929 

~1930/5/31 

(人水橋) 

長 120.6M 

寬 3.03M 

鹿島組 鋼構 

Plate 

girder 

龜重溪渡

槽橋 

1925/11/19~1928/10/14 

(水橋) 

長 206.3M 

寬 4.67M 

太田組 

月島機械 

株式會社 

鋼構 

Warren 

Truss 

急水溪渡

槽橋 

1927/2/28~1929/12/30 

(水橋) 

長 120M 

寬 4.36M 

帝國土木 

株式會社 

鐵筋混凝

土 

八掌溪渡

槽橋 

1926/9/23~1930/2/17 

(水橋) 

長 259M 

寬 4.63M 

帝國土木 

株式會社 

鐵筋混凝

土 

北幹線 

朴子溪渡

槽橋 

1926/9/23~1930/2/17 

(水橋) 

長 186.6M 

寬 3.03M 

住吉組 

月島機械 

株式會社 

鋼構 

Warren 

Truss 

       ※資料來源：《芻議嘉南大圳輸水渡槽橋與日本工業發展》 

從《1930 年嘉南大圳渡槽橋基礎資料一覽表》了解到渡槽橋興

建概況， 7 座渡槽橋各自扮演不同的角色功能，依施工及完工的時

間來看，依序是官田溪、渡頭溪、曾文溪、龜重溪、八掌溪、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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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急水溪渡槽橋。建築的先後順序考量到興建烏山頭水庫大壩，

先由南幹線靠近烏山頭水庫的橋梁興建，再完成北幹線的水橋。幹

線是灌溉用水自水庫流出後主要的輸水線路，日本技師設計南北幹

線是採自然重力送水，幹線的高度、寬度、坡度、內水截流面都須

經精密計算，尤其夏季豐沛的水量考驗這 7 座渡槽橋，面臨夏季洪

水患的侵擾，在結構及建築形式，皆要納入考量。 

三、 烏山頭水庫工程專用鐵路線 

    從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所典藏的《台灣鐵道線路圖》

(1931)，地圖上複雜的軌道交錯見證鐵道輝煌的 1930 年代。在紫色

的私營專用線中，有一段屬於嘉南大圳組合所有，長約 6.8 公里的

番子田線。地圖中由烏山頭一直延伸到番子田(官田舊稱)的紫色線

路，是日本工程師八田與一為了建烏山頭水庫與嘉南大圳而開闢，

用來載運挖掘土方出去，並輸入各種建設物料的鐵路，該鐵路跨越

渡頭溪度槽橋和官田溪渡槽橋。烏山頭水庫於 1930 年完工，烏山頭

水庫工程專用路線也保存在圖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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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鐵道線路圖》(1931) 

  烏山頭水庫工程專用鐵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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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 研究過程 

          透過文獻資料、訪談專家學者、問卷調查和實地探查 7 座渡槽

橋，有系統脈絡整理出渡槽橋的相關資料，以彰顯渡槽橋是臺南重

要文化資產。  

 

研究架構圖 

二、 研究方法 

(一) 田野調查法 

實地踏查嘉南大圳的 7 座渡槽橋，藉由農田水利會某工作站

站長和指導老師的解說，經由文字、攝影記錄渡槽橋現況。 

(二) 文獻分析法 

閱讀文獻資料並標記重點，進行小組討論和統整意見，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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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分析、判讀史料探討渡槽橋作為文化資產的價值。 

(三) 訪談法 

擬定與彙整訪題，邀請專家解惑並記錄起來，更深入瞭解渡

槽橋的相關文獻與沿革。 

(四) 上網查詢資料 

           上網查詢並整合各渡槽橋的基本資料，完成 7 座渡槽橋的 GIS

地圖，希望大眾透過 GIS 地圖對渡槽橋有基本的認知。 

(五) 問卷調查 

     透過二次問卷(進班解說為對照組)調查了解中學生對於渡槽

橋的基本認知程度及收集推廣渡槽橋活動的意見。 

  

進班介紹渡槽橋後再做問卷調查 邀請專家上課和接受訪談 

 
 

田野調查渡槽橋現況 上網查資料和撰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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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果與討論 

     (一)實地探勘結果 

         本小組成員實地踏查 7 座渡槽橋從嘉義到臺南等地區，並記錄渡槽橋

的特色，完成〈7 座渡槽橋 GIS 地圖〉畫面和網址如下，圈起來處為

本次主要調查的 7 座渡槽橋，沿著嘉南大圳南北幹線排列，未圈起來

的標記為其他水圳教育聯盟學校的調查，非本小組研究範圍。本地圖

建構在中央研究院的臺南文史資源地圖協作平台，地圖主題為《惜水

敬天愛人:尋找水圳人文生活印記》。 

 

<7 座渡槽橋 GIS 地圖>網址為

https://www.tgos.tw/MapSites/Web/Map/MS_Map.aspx?themeid=11898&bbox=119.73083980719785,23.086161

751241978,121.04919984398603,23.696834046449855&type=edit&visual=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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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南大圳平面圖(1933) 

 

Google 地圖和 1933 年嘉南大圳平面圖兩張地圖疊圖，見證嘉南大圳

運輸水源 90 餘年，渡槽橋是嘉南大圳重要的水利設施，90 年來嘉南大圳

水源汨汨流過嘉南平南滋養萬物。 

嘉南大圳灌溉地給水區分圖:官田(1931) 

 

從 1931 年官田區的嘉南大圳灌溉地給水區分圖看到嘉南大圳三年輪

作的灌溉運作情況，當時曾文溪渡槽橋、渡頭溪渡槽橋、官田溪渡槽橋和

龜重溪渡槽橋都屬於官田區的管轄範圍內，同時認識日治時期的舊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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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槽橋 GIS 地圖內容如下: 

曾文溪渡槽橋 

 

曾文溪渡槽橋目前有兩座，一座是新建的，一座是日治時期建的，被列為文化

資產，正在維護中，舊橋是使用「鉚釘」工法，新橋則是使用螺絲，舊橋上層

使用「鐵筋混擬土」，下層使用華倫式桁架水槽，於西元 1924 年 9 月 17 日開始

興建，西元 1929 年 4 月 13 日完工，總長 339.9 公尺，所用建材來源是日本的

「八幡製鐵所」，舊橋是座「人水橋」，舊橋的橋墩有一座在河中，其周圍放了

消波塊，是為了大水來可緩衝，不讓大水把橋墩沖毀，大家可以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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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頭溪渡槽橋 

 

渡頭橋渡槽橋全長二百六十四呎，長 80.4M 寬 3.03M，渡頭溪渡槽橋築構於西元

1922 年，西元 1922 至 1930 年間設有鐵道。西元 1934 年後拆除鐵道，改鋪設鋼

筋混凝土橋面。在混凝土基座上，梁柱、渡槽和桁架均為鋼構材質，烏山頭水

庫的水，流過官田溪渡槽橋，然後經過水圳流到渡頭溪渡槽橋，可供人車通行，

被政府列為文化資產保護，旁邊有藍色自來水管橋，實際走讀的時候才知道渡

頭溪渡槽橋的由來，就是日治時期為了供民生、工業和農業用水而蓋的，成為

縱貫道路上重要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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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田溪渡槽橋 

 

官田溪渡槽橋於西元 1922 年完工，全長 121 公尺，已有 90 年歷史，位於臺南

市官田區渡頭里，在 103 年被臺南市列為文化資產。 在 1922~1930 年間設有鐵

路，其目的為運送從大內來的土石建材至上游的烏山頭水庫興建大壩，建材結

構以鋼架和鉚釘接合工法為主，橋面和欄杆利用圓石分散壓力以延長使用時間。 

當烏山頭水庫洩洪前，會在洩洪前 2 小時開始透過廣播通知中下游兩旁聚落，

每 20 分鐘廣播一次，直至開始洩洪為止。（廣播的電力來源 太陽能意技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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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重溪渡槽橋 

 

龜重溪渡槽橋 嘉南大圳龜重溪渡槽橋於 1925 年 11 月由太田組、月島機械株式

會社承包興建，1928 年 10 月落成。 渡槽橋全長 206 公尺，鋼構華倫式桁架

(Warren Trus)包覆中的輸水箱涵寬 3.66 公尺、高 3.51 公尺，負擔輸送北幹

線灌溉用水，嘉南 農田水利會每三年進行橋體保養維護，每五年進行一次刷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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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水溪渡槽橋 

 

急水溪渡槽橋是位於台灣的南部，是屬於中央管河川，它主要的支流是六重溪

和龜重溪，要通往急水溪之前一段很長的路程，我們當天來回大概走了 2 公里

左右，橋上會看到有一條條的伸縮縫，橋下方式湍急的水，走道盡頭，穿過樹

林就可以看見急水溪渡槽橋，急水溪有開 2 條通道，左右各一邊，旁邊有一個

虹吸管原理的運水通道，以便未來維修水路時，可持續供水，從一開始進來的

地方到送水約 2、3 公里。 雖然這一趟走了很久，但是我們覺得很有收穫很有

成就感，也了解了很多，就像知道了以虹吸管原理的運水管道，以及每年都會

用一、二次避免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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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掌溪渡槽橋 

 

八掌溪渡槽橋位於嘉義縣水上鄉與臺南市後壁區的一座鐵路橋樑，跨越八掌

溪，連接嘉義縣水上鄉南靖車站與臺南市後壁區後壁車站，現役橋梁在 1990 年

重建完成並於次年（1991 年）通車。 它的建材是以鋼筋混凝土為主，而且它很

少維修，因為不會有任何的車輛進出。 



25 
 

朴子溪渡槽橋 

 

朴子溪渡槽橋為嘉南大圳北幹線運水橋樑之一，原橋樑結構為鋼構橋樑，但於

戰後 1970 年代損壞，後來在原橋旁另建混擬土橋，為七座渡槽橋中唯一不具有

文資身分的渡槽橋。 朴子渡槽橋北邊有一個工業區，工廠將廢水排放進溪中，

所以溪水色澤較暗沉。一旁還有原橋梁的橋墩遺址，橋墩上方的接觸面可防止

橋墩與鋼構橋梁直接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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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問卷調查 

第一部分  基本資料             
男  女          

一、   你的生

理性別 42 52 40 55          

六升七  七升八   八升九        
二、   你就讀

的年級 42 34 40 37 0 36        

第二部分  認識渡槽橋(又稱水橋、水道橋)        

有 沒有          
一、   你有聽

過渡槽橋嗎? 45 82 37 25          

6 座  7 座 9 座 1 座      
二、   你知道

嘉南大圳的

渡槽橋有幾

座嗎? 
16 6 40 88 4 8 22 5      

輸送水源 供人行走 運送砂石 交通運輸      
三、   現代渡

槽橋的主要

功能是什

麼？（可複

選)  

63 81 44 64 17 41 38 26      

雲林 嘉義 臺南 高雄      
四、   你知道

嘉南大圳的

渡槽橋分別

座落在哪幾

個縣市?（可

複選)  

24 38 60 90 80 91 4 3      

鉚釘 螺絲釘 鑲嵌 焊接      
五、   渡槽橋

橋樑請問是

採用什麼工

法呢?  
27 74 11 8 16 12 31 7      

知道 不知道           
六、   你是否

知道南幹線

的渡槽橋具

有文化資產

身分呢? 

33 70 49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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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活化渡槽橋 

聽解說人

員解說 

閱讀相關書

籍  

參加走讀活

動 
上網查詢 其他               

一、   您想透

過下列何種

方式來認識

渡槽橋？(可

複選) 

42 58 36 40 36 37 38 30 2 2     

教科書介

紹 

渡槽橋旁設

置解說牌 

舉辦以渡槽

橋為主題的

活動  

設立渡槽

橋粉絲專

頁 

成立渡槽

橋解說員

團隊  

開發渡

槽橋文

創商品 

定期舉辦

認識渡槽

橋工作坊 

二、 請問你

希望以什麼

方式推廣渡

槽橋? (可複

選) 
37 35 38 49 41 54 24 25 29 37 26 31 23 32 

路跑 專題講座 

志工服務(環

境整潔、解

說)  

戶外教學 鐵馬行 
繪畫比

賽 
攝影比賽 

三、 請問你

比較想要透

過什麼主題

活動來認識

渡槽橋? (可

複選) 

17 26 26 43 19 42 55 57 21 30 13 24 19 26 

   說明:1.每個選項有兩個數字，分別代表為前者是第一次問卷調查數字，後

者粗黑體是進班介紹渡槽橋後再做第二次問卷調查的數字。 

        2.第一次問卷調查總問卷 90 份，有效 82 份，作廢 8 份。第二次問卷

調查總問卷 130 份，有效 107 份，作廢 23 份。 

由表中得到以下幾個結果，首先進班介紹渡槽橋再做問卷調查很明

顯答率增加許多，同時做問卷調查有複習效果加深受訪者印象。第二，

對於渡槽橋鉚釘接合工法受訪者答對率增加許多。第三、渡槽橋的功能

除了運送水源外，對於時代階段性任務運送砂石、供人行走等功能，受

訪者也較為清楚。第四、更多受訪者知道南幹線渡槽橋具有文資身分。

第五、透過解說人員介紹渡槽橋和專題講座的需求人數明顯變多了，建

議學校和政府相關單位多舉辦相關活動。第六、舉辦以渡槽橋為主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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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和立解說牌是中學生普遍認為較佳的推廣方式。第七、因為受訪者

對於渡槽橋有進一步認識，了解其文化價值和扮演著運輸水源的關鍵角

色，更多受訪者願意擔任志工負責環境整潔和解說的工作，推行社會教

育刻不容緩與可執行性高。 

陸、結論與心得 

一、 嘉南大圳 7 座渡槽橋現況。 

     7 座渡槽橋中南幹線 3 座渡槽橋已列為文資身分，因此舊的曾

文溪渡槽橋沒有拆除，政府單位挹注 2600 萬資金進行第一期修復

工程。文資處目前已完成嘉南大圳北幹線三座渡槽橋（龜重溪、急

水溪、八掌溪）文資審議先期調查，後續將啟動審議，日後並持續

與水利會合作，保存並推廣嘉南大圳文化景觀。朴子溪渡槽橋因受

損重建，不具有文資身分。 

 

舊曾文溪渡槽橋進行修復工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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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從交通運輸與建築工法建構渡槽橋文史資料庫。 

     本研究彙整文獻相關資料、實地走讀踏查和採訪專家，以文字

和照片製作成渡槽橋 GIS 地圖，從歷史脈絡與地理位置建構渡槽橋

文史資料庫。 

三、 認識渡槽橋的歷史和對臺南水文化的影響。 

    從渡槽橋興建沿革，了解其對臺南水文化影響頗深，見證圳流

百年時光，嘉南大圳化育萬物生生不息，多少家庭在此安居樂業，

後人飲水思源感謝前人辛勞付出。 

四、 提出推動渡槽橋美學和文化教育的有效建議，呼應渡槽橋是臺南市重

要的文化資產。 

        從渡槽橋建築美學和工法具有時代性意義，應多舉辦以渡槽橋為

主題的活動，例如專題演講、安排解說人員解說、戶外教學學習場域

等活動，讓更多人意識到渡槽橋是臺南市重要的文化資產。 

五、心得 

    1.本研究小組實地走讀踏查嘉南大圳的 7 座渡槽橋，藉由農田水利會

某工作站站長的解說，更進一步了解渡槽橋，在過程中發現：因為

曾文溪舊橋的橋墩建在深水處，為了防止倒塌，所以在橋墩旁放置

消波塊抵銷水流；舊朴子溪渡槽橋墩上的接觸面可以防止鋼構橋樑

直接與橋墩碰撞；急水溪渡槽橋橋面上的凹槽用來限制車輛行駛，

以延長使用年限；渡頭溪渡槽橋欄杆和橋面使用小圓石灌漿建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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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可以分散重力，承受壓力較大，延長使用壽命。 

2. 我們發現：在照片上看跟親自走讀的落差很大。例如：在照片上

看到的鉚釘不是很清楚，到了現場才清楚看見它完整的模樣；在

照片上看渡槽橋的水流時會覺得它的水流很小且水道看起來很

窄，但是實際去到現場卻發現很壯觀，不僅水流很湍急，水道也

很寬廣。而且經過站長的詳細解說之後，我們知道了很多在文獻

上未出現的內容。例如官田溪渡槽橋的太陽能廣播器。 

我們希望大家要珍惜文化資產，多去了解它、傳承保留文化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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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敬受訪者：  

    本研究主題為嘉南大圳渡槽橋之研究，研究目的為國中生對渡槽橋之熟悉

度，本問卷採不記名的作答方式，懇請你耐心為我們填寫問卷調查表。 

    你寶貴的意見，將成為我們研究重要的依據，感謝你撥冗參加本階段研究。 

台南市○○國民中學獨立研究小組敬上 

第一部分  基本資料 

一、 你的生理性別:□男  □女 

二、 你就讀的年級: □六升七 □七升八 □八升九 

三、 你最喜歡的科目(單選): □社會 □國文 □數學 □英文 □自然 

四、 你最不喜歡的科目(單選): □社會 □國文 □數學 □英文 □自然 

五、 你所居住的地區?(單選): 

□大崎 □官田 □渡拔 □烏山頭 □二鎮 □南廍 □社子 □東西庄 

     □隆田 □隆本 □其他                

第二部分  認識渡槽橋(又稱水橋、水道橋) 

一、 你有聽過渡槽橋嗎? 

 □有  □沒有 

二、 你知道嘉南大圳的渡槽橋有幾座嗎? 

 □6 座 □7 座 □9 座 □1 座 

三、 現代渡槽橋的主要功能是什麼？（可複選)  

□輸送水源 □供人行走 □運送砂石 □交通運輸 

四、 你知道嘉南大圳的渡槽橋分別坐落在哪幾個縣市?（可複選)  

□雲林 □嘉義 □臺南 □高雄 

五、 渡槽橋橋樑的接合工法代表著當代的施工技術，請問是採用什麼工法呢?  

□鉚釘 □螺絲釘 □鑲嵌 □焊接 

六、 你是否知道嘉南大圳南幹線的渡槽橋具有文化資產身分呢? 

□知道 □不知道  

【背面還有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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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活化渡槽橋 

一、 您想透過下列何種方式來認識渡槽橋？(可複選) 

     □聽解說人員解說 □閱讀相關書籍 □參加走讀活動 □上網查詢  

     □其他                

二、 請問你希望以什麼方式推廣渡槽橋? (可複選) 

     □教科書介紹 □渡槽橋旁設置解說牌 □舉辦以渡槽橋為主題的活動  

     □設立渡槽橋粉絲專頁 □成立渡槽橋解說員團隊  

     □開發渡槽橋文創商品  □定期舉辦認識渡槽橋工作坊 

     □其他                

三、 請問你比較想要透過什麼主題活動來認識渡槽橋? (可複選) 

     □路跑 □專題講座 □志工服務(環境整潔、解說) □戶外教學  

     □鐵馬行  □繪畫比賽  □攝影比賽  □其他                

 

＊本問卷到此全部結束，請你再檢查一次是否有漏答的部分，不完整的答案無

法做為研究分析樣本，再次感謝你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