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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現代橋梁景觀設計競爭激烈，設計團隊通常由結

構土木工程師、建築師、藝術家以及景觀和環境方面的

專家組成，將工程技術與美學藝術密切結合，所呈現的

景觀橋梁本身就是一座完整的藝術品。由於橋梁工程所

面對的力學、材料、結構、施工等技術問題相當複雜，

而這些問題是一般藝術品創造過程中不可能遭遇到的，

所以橋梁設計領域主要仍屬結構土木工程專業，應由

結構土木工程技師來主導整合設計團隊。本文僅就個人

近年來之設計作品「虹起龍騰」、「鳳凰來儀」、「沙鹿之

翼」、「鄒族圖騰」、「山川琉璃」、「泰雅彩虹」等六座景

觀橋梁為例，分享橋梁與宗教、文學、藝術、美學元素

融合之規劃設計經驗提供參考。

建本觀光大橋以促進地方繁榮。

北港溪觀光大橋於西元 2000千禧年也是中國庚辰

年（龍年）開始著手設計工作，橋體設計即以虹起龍騰

為主題，「龍」為我國傳統文化與民間宗教信仰之吉祥

象徵，而地理位置恰於北港朝天宮前方，更象徵著媽祖

座前之守護神。因此主橋結構採三孔紐爾遜式提籃型鋼

拱橋，藉由拱圈及鋼索之麟片造型，孕育出虹起龍騰之

美感，利用三拱自然曲線之起伏韻律，結合吊索力學之

美，化身祥龍，生生不息，加上夜間的燈光照明效果，

更可表現出祥龍獻瑞之閃爍動感。

景觀照明設計上為展現獨特的宗教性，故規劃與

節慶、季節變化、人文活動相調合。藉由夜間照明的

表現，讓北港朝天宮在白晝與夜間呈現完全不同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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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現代社會日常生活審美觀點多樣化的趨勢，使得橋梁設計不再是單純的結構計算，而必須融入

更多的藝術美學與文化特質等相關元素，也因為橋梁工程與私有建築不同，橋梁具有公共性的特殊魅力

，可以沒有階級限制的為每位用路人提供服務，因此優雅的橋梁型態將成為現代城鎮本身展現自我意識

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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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北港溪觀光大橋位於雲林縣與嘉義縣之交界

虹起龍騰（雲林北港
溪觀光大橋）

北港溪觀光大橋位於雲

林縣與嘉義縣之交界，北端北

港朝天宮（媽祖廟）為一歷史

悠久之二級古蹟，根據統計資

料，平均每年約有五百多萬人

次之信徒及觀光客前來朝聖，

祈求北港媽祖庇佑。雲林縣政

府為考量每年媽祖遶境活動及

延續北港古鎮觀光發展，乃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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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尋求橋體設計與宗教元素結合，特於閉合之拱

圈上開有圓孔，每於日正當中時，便有圓束光環自天

空降臨，意謂「灌頂」。「灌頂」乃源自印度國王傳位

的儀式。當老國王退位傳給新王時，先用寶瓶盛以海

水澆太子之頭，名曰「灌頂」。太子受此「灌頂」儀式

後，便貴為人王。然後才施行政，無不從心。所以於

藏文，「灌頂」的正義就是授權的意思。漢人的「灌

頂」儀式有數種意義：

  加持：令受灌者得到上師及本尊的加持。

  隨許：授權予弟子觀想自己為本尊、持咒及作本尊手
印等之修持。

  授記：令受灌者種下在未來成為本尊、證悟佛境的意
思。

  淨化：清淨受灌者之身、語、意罪障。

北港溪觀光大橋自 2003年完工啟用迄今，由於雲

林縣政府預算有限，一直未有機會進行養護工作，因

2017年北港燈會之賜，整座橋重新上漆養護並重置燈

光，加上「百鳥朝鳳」的裝置藝術，讓這媽祖座前的守

護神，起伏韻律之美再度燦爛耀眼。

鳳凰來儀（台中國際機場人行陸橋）

台中國際機場人行陸橋位於台中市沙鹿區之台 10

線與台 10乙線交叉路口乃為台中國際機場之入口門

戶，平時交通量極大。因路口東南側設有公明國中，且

此處亦有規劃將來與自行車道串連，經地方居民熱烈反

應，為顧及民眾通行安全，此路口確實有需要進行相關

改善措施，因此興建本座陸橋，不僅保障人行交通之公

共安全，亦為台中國際機場打造一座具國際級之入口新

地標。

圖 2   原設計 3D模擬圖（一）

圖 3   原設計 3D模擬圖（二） 圖 4 閉合之拱圈上開有圓孔隱含「灌頂」之宗教儀式

圖 5 每於日正當中時拱圈上之圓孔便有圓束光環自天空降臨
意謂「灌頂」

貌。因此在景觀照明設

計上將考量下列因素：

(1) 橋軸動線視覺變

化。(2)河堤上遠望該

橋時的視覺震撼。(3)

悠遊橋上之視覺觀感。

(4)以夜色為背景襯託

出橋拱之龍的造形。

(5)以點狀光源藉由河

水映射營造出閃動麟片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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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國際機場人行陸橋於 2010年開始著手規劃設

計工作，由於橋址位於國際機場入口，設計團隊內部經

過相當程度之衝撞與激盪的討論過程，最後決定將我國

固有的文學元素隱喻於橋梁形體上，展現出內斂的橋梁

美學，因此「鳳凰來儀」嫣然誕生。四書五經為我國儒

家最重要之經典著作，四書包含：論語、孟子、大學、

中庸。五經則包含：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

而尚書．益稷：「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意指有鳳來

儀，乃國運呈祥之意，故設計團隊藉由結構型體表達出

祈求天佑台灣「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之深切意涵。而

橋體型態之靈感則發想來自藝術大師楊英風先生的雕塑

作品「鳳凰來儀」，寄希展現出如同歐美各國藝術作品

納入日常生活之中，呈現我國人文、藝術與工程技術結

合特色，建立具有相當代性之國際門戶地標。

為尋求與當地環境地景取得和諧，於靠近台中國際

機場圍牆外側設置中央橋塔，單塔式雙跨斜張橋，橋塔

主要由分化的兩支鋼構形體組成，主梁以極簡主義式箱

梁搭配隱藏的線型光源、垂直的類格柵欄杆，表現出輕

盈、細膩變化的觀感，不僅外觀顯得輕巧，極簡主義的

幾何造型，以樸素細膩形態應合周邊環境的千變，且不

致對於整體環境景觀造成太大的視覺衝擊。「鳳凰來舞

而有容儀」，古代為祥瑞的預兆，藉由展翅飛翔的形體

敘說吉祥的徵兆，除意味著台中之人文、科學、產業等

蓬勃發展之外，也象徵著祈求國家順遂的未來。

圖 6 鳳凰來儀陸橋地理位置位於台中國際機場之入口

圖 7 尚書．益稷「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意指有鳳來儀，乃國運呈祥之意

圖 8 無論從各個角度觀賞均可感受到橋體展翅飛翔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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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鹿之翼（臺中市臺灣大道人行陸橋）

沙鹿之翼位於臺中市臺灣大道與台 10號省道交叉

路口為臺中市通往台中港、台中國際機場、中山高速公

路及第二高速公路間之必經路段，路口之尖峰時段交通

量相當大，且與竹林國小、沙鹿高工、弘光科技大學及

靜宜大學相鄰，學生穿越本段道路時，在部分動線規劃

不完善之情況下，部分學生須平面穿越道路而屢生危

險，地方反映對於此路口之改善聲浪一直持續不斷，乃

興建本陸橋以改善交通現況並確保用路者之安全，創造

順暢之交通環境，並建立具地方特色與國際接軌之景觀

地標，以現代科技表現於橋梁型式上，同時配合周邊環

境綠美化，提供民眾休憩場所，橋梁工程從 2006年 8

月起動工，2008年元月完工啟用。

以往，斜張橋總以其巨大的身影倏地出現在環境當

中，無論在海上、在山谷中，或者人群聚集的都市，斜

張橋藉由其獨特的造型設計及其突出的量體吸引旁觀者

的目光；但一味競逐高大、爭奇鬥艷，反倒少與其所處

環境做較深刻的考量，其結果往往是不自覺地成為環境

景觀的殺手。因此，為尋求與當地都市地景取得和諧，

於三民公園設置中央橋塔，雙塔式雙跨斜張橋，橋塔以

輕巧之三根圓型鋼管組成，主梁以簡潔箱梁搭配造型助

鈑及欄杆，表現出輕盈富變化的感覺，不僅外觀顯得輕

巧，幾何造型亦較富於變化，且不致遮蔽視野。

輕捷的斜張橋形，構築起的質量感是輕柔的力

度，而曲線形的橋梁主體，具有比直線形體更嬌柔的

姿態，但卻不致於過份的扭曲，企圖裂解橋梁巨大且

笨重的呆板意象，更加強斜張懸掛的驅動張力，雖具

動態感，而非粗暴狂野，保持其先天力學所具有的美

好平衡姿態。橋塔的重量與強度，透過將主體的拆

解，分解成三圓柱式的橋塔，適度的顯示橋塔的結構

強度，亦削減 36公尺高大橋塔的強勢量體感，在具有

圖 9 橋塔以輕巧之三根圓型鋼管組成，主梁以簡潔箱梁搭配造型肋板，表現出輕盈富變化的感覺（原設計 3D模擬圖）

圖 10 曲線形的橋梁主體具有比直線形體更柔和的姿態 圖 11 橋塔之圓形光環意象代表天使，兩側張開的鋼纜意謂
著天使的翅膀，守護本路口所有學童與行人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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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的地標彰顯作用之下，避免對都市景觀的強烈干

涉，適度禮讓出天空與地景等自然景觀。

陸橋於設計期間，因為一位小學低年級學童，放

學回家穿越本路口時，由於路口長秒差短，尚未到達

對面，號誌燈即已變化，在心生恐懼的情形下，反而

奔跑折回，就在當時，來向車輛已達路口，學童當場

往生。因此，設計團隊即以橋塔之圓形光環意象代表

天使，而兩側張開的鋼纜意謂著天使的翅膀，守護本

路口所有學童與行人的安全，陸橋完成後經網路票選

命名為「沙鹿之翼」。

鄒族圖騰（嘉義阿里山福美吊橋）

2009年 8月 8日莫拉克颱風挾帶超大豪雨重創南

臺灣，成為臺灣五十年來最嚴重的一次水災。位於嘉

義縣阿里山鄉山美村達娜伊谷外緣之善美吊橋，亦遭

到無情大水沖毀，居民只能以流籠渡河，險象環生。

災難發生之後，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全面動員參與災後

緊急救援及各項重建工作，善美吊橋的重建經費則全

數由大陸紅十字會善款捐助，於 2011年 10月正式重建

完成，並重新命名為「福美吊橋」，以紀念兩岸攜手重

建之佳話。

紅、藍、黑三色是鄒族圖騰基本原色，因此，舉凡

吊橋纜索顏色、橋面護欄、花崗石地坪等之造型及色彩

語彙元素皆發想於鄒族的圖騰，既能與環境相互融合又

能凸顯當地原民特色，吊橋優美的弧線劃過山際，跨越

過曾文溪峽谷，構成一幅美麗的畫面令人感動。

圖 12 福美吊橋長度 175公尺是當時國內跨徑最長的人行吊
床式吊橋

圖 13 吊橋刻意顯露結構原件呈現結構力學與美學結合的量體

福美吊橋屬吊床式吊橋型式，橋面兩側藉由垂吊

索懸掛在主索下方，設計團隊的目的是刻意呈現主

索、索夾、吊耳及錨座等結構元素，展現出吊橋結構

力學與美學結合的量體，並增加吊橋本身的穩定性，

隱藏在橋面下的兩條防震索，對於吊橋整體穩定效果

的確發揮相當大的作用，抗風索線型則與水平線約呈

30度夾角，整體配置恰當，即使通行典禮當天同時約

二百多人在橋面上行走亦不覺得搖晃。

圖 14 福美吊橋融入鄒族
圖騰基本色彩顯現
原民特色風貌

圖 15   錨碇基座馬賽克面飾創作圖像由山美國小提供

族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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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美吊橋設計期間，透過山美社區發展協會協助，

向當地山美國小的小朋友邀稿，取得四幅美麗圖畫，入

選作品分別是「鄒族神話故事－哈莫神造人」、「鄒族神

話故事－小米女神」、「夢見達娜伊谷－山美大橋溪谷」

及「夢見達娜伊谷－達娜伊谷賞魚」等。吊橋揉合了藝

術與工程，一改原吊橋基礎混凝土的風貌，在錨碇基座

表面進行馬賽克面飾工作，由於山美國小小朋友們的協

助，吊橋週邊得以譜繪出希望與感動之創作圖像，讓眾

人愛的力量在達娜伊谷傳頌，為山美、茶山與新美村民

構築一條安全的回家之路，更為當地居民記錄著永不放

棄的重建故事。

山川琉璃（屏東三地門吊橋）

2009年 8月 8日莫拉克風災所有重建工程最後終

於在 2015年 12月 26日以屏東三地門鄉「山川琉璃吊

橋」劃下完美的句點。山川琉璃吊橋懸吊於青山綠水之

間，全長 263公尺，距離河床平均高度 45公尺，散發

著濃濃的部落文化之美。吊橋啟用後，可連結屏東瑪家

鄉和三地門鄉間，行走於橋上，除了瞭望周邊的山巒疊

嶂，站在橋身上更可一睹屬於部落的 24面故事牌，細

數著原住民的過往，而橋身所鑲嵌的琉璃珠及裝置藝

術，足以讓人回味再三，無怪乎有人要說山川琉璃吊橋

是屏東最美的一景。

2015年山川琉璃吊橋以 263公尺刷新了臺灣吊

床式吊橋最長跨徑的紀錄，也超越了同樣出自本團隊

所設計曾經是全國最長的阿里山福美吊橋 175公尺跨

徑。這次設計整合了橋梁工程力學與原民藝術美學，

期盼除了提供災民可長久安全使用的吊橋，更揉合了

圖 16   行走於橋上可瞭望周邊的山巒疊嶂

圖 17   橋面上可目睹屬於部落美麗故事的琉璃珠裝置藝術

圖 18 吊橋每根抗風支索的斜拉角度均經過精心規劃設計讓橋面更加穩定（下方為舊三地門吊橋）

原民藝術元素於其中，

突顯原民特色，尊重族

群融合。吊橋設計團隊

更邀請了當地排灣族藝

術工作者參與，共同創

作琉璃故鄉的裝置藝

術，讓遊客沿著橋面看

見原民祖先流傳的美麗

琉璃珠故事。而橋體結

構則是藉由懸吊式力學

原理，讓吊橋結構元件

與遊客更親近可一覽無

遺，再加上每根抗風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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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的斜拉角度均經精心規劃採最佳化設計，讓橋面更

加穩定，即使完工前夕經歷二次強颱考驗，橋身也不

致有明顯搖晃情形。

設計團隊與當地藝術工作者共同創作琉璃故鄉的

裝置藝術，讓遊客沿著橋面看見原民祖先流傳的美麗

泰雅彩虹（桃園新溪口吊橋）

新溪口吊橋於 2016年 8月完工，跨越石門水庫集

水區上游之大漢溪，為目前國內跨徑最長的人行吊床

式吊橋，長達 303公尺，除了提供大漢溪兩岸之「角板

山」與「溪口台地」居民往來，同時亦連結角板山公園

與溪口台地風景區週邊景點，帶動觀光產業發展，展現

泰雅族原住民之人文特色與風貌。

「新溪口吊橋」被山巒包圍，層巒疊嶂，景色秀麗

的天成美景，大漢溪河面靜止如湖，吊橋橋影靜靜的倒

映在水面上，即將成為極富魅力的觀光勝地。

橋址居民以泰雅族原住民為主，其歌舞、民俗、

生活典藏著濃厚的人文氣息，藏有深度的文化資產。根

據泰雅族部落傳說，相信人要走向永生的世界，須通過

圖 19 吊橋設計整合了橋梁工程力學與原民昂首百步蛇的藝術
美學

圖 20   山川琉璃吊橋藉由簡單的夜間橋面琉璃珠光雕增添浪漫
氣氛

圖 21 新溪口吊橋長度 303公尺為目前國內跨徑最長的人行
吊床式吊橋

圖 22 吊橋橋影靜靜的倒映在水面上即將成為極具魅力的觀光勝地

琉璃珠故事、昂首百步蛇護欄

及夜間橋面琉璃珠光雕。山川

琉璃吊橋自 2015年 12月 26日

起至 2016年 1月 23日試營運

期間，造訪遊客人數已超過 12

萬人次（平均每天超過 4,000

人次），若以每人當日消費金

額 500元計算，一個月內所創

造的商機金額已超過吊橋建造

成本。山川琉璃吊橋已成為地

方部落族人夢寐以求的生活轉

機，期盼將來能結合原住民文

化園區之資源，加強地方特色

推動整合觀光計畫，創造觀光

商機，提升觀光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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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尊重本地部落的文化，利用泰雅族常用的色

系、語彙與對自然山林的崇敬，來打造主索、防震索、

抗風索的色系，並利用原木來打造橋面板及護欄，來呼

應山林自然元素，而兩岸錨碇座上的「祖靈之眼」守護

著吊橋，祈求新溪口吊橋在祖靈的庇佑下，部落子孫及

遊客們可以長長久久的安全使用。

結語

結構力學與藝術美學是橋梁工程的兩大生命主軸，

也惟有透過力學與美學的揉合才能豐富橋梁的靈魂，橋

梁設計師與藝術家、作家和音樂家一樣，都會有一種風

格及專業上的堅持，惟有透過這種堅持方能將想像力延

伸發揮到極致，有時候為了實現夢想中完美的橋梁工

程，往往必須與許多大自然或人為的外在因素衝撞或妥

協，即便如此，只要保持強烈的熱情，才能夠成就一座

結合勇氣與智慧的動人作品。

圖 23   吊橋橋體利用 RGB紅綠藍三原色塑造彩虹意象

圖 24 當日光與山嵐交會時，河面將蘊出一道令人驚艷的七色彩虹

一座橋，在橋的一頭有七色彩虹橋日夜把關，無人能夠

僥倖過關，把關者的任務是審判人們在世時的行為與心

思，彩虹橋高大壯觀與天頂相接，非常亮麗，而在橋的

下深淵，有一條怒濤澎湃的大河穿越，橋的起點，有一

審判者等待著過橋者，不論男人或女人，只有良善正義

的人才可以通過。設計團隊就透過光學原理，利用光的

RGB（紅綠藍）三原色塑造彩虹意象，當日光與山嵐交

會時，河面將蘊出一道令人驚艷的七色彩虹。

圖 25 吊橋施工期間即使面臨攝氏零度的寒流來襲，設計監
造技師仍親臨現場主導整合設計與施工團隊

水
利

土
木

工
程

學
會

新溪口吊橋結構型式亦採吊

床式構造為主體，利用兩端的地

錨將錨碇座穩穩的固著在兩岸岩

盤上，再將吊橋主索懸掛在兩岸

錨碇座，由於橋梁工程所面對的

力學、材料、結構、施工等技術

問題相當複雜，而這些專業問題

均屬結構土木工程領域，吊橋施

工期間即使面臨攝氏零度的寒流

來襲，設計監造技師仍親臨現場

主導整合設計與施工團隊，追求

精緻且安全的施工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