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溪新視界
Taipei 溪 遊 記

虎山溪

歡迎您！

虎山溪生態工程，與自然景觀融
合呼應，創造極佳的親水空間。生態
環境復原成功，結合當地人文、歷史
與休憩，加上附近住戶自動參與的美
化、維護、植栽活動，虎山溪成為生
態社區營造的最佳見證。

位於臺北地標「臺北101」附近的虎山溪，擁有登山、休閒、生態、景觀等親近大自然的魅力
是臺北市民偷得浮生半日閑的最佳去處。
臺北市屬典型盆地地形，四周山區是許多溪流的上游，水流短而急促，緊臨山緣的住宅區，稍有不慎便因河床淤塞
發生水患，造成居民生命與財產損失。
臺北市政府多年來持續進行野溪及生態工程整治，除了防洪、防災等安全考量，尤其重視保留當地生態與景觀，進
而結合附近人文、休閒、產業等特質，成為臺北都會居民最方便、最廉價卻最珍貴的休閒資源。

《大地工程處》

愛護地球 響應節能減碳

蝌蚪、青蛙、水蠆、蜻蜓……
虎山溪中樂優游！
螢火蟲回來了、生態復原了！
親子戲水、生物觀察、
登山健行都不賴！

本摺頁使用再生紙 以環保油墨印製
北投區
士林區

虎山溪溪遊指引

螢回虎山樂悠遊

內湖區
大同區

臺北市政府對因礦渣堆積造成淤塞的虎山溪，進行兼顧安全與生態復育的生態工程野溪整治，溪水重現清澈，找回了螢
火蟲與多種水中生物；並依地形規劃了呈環狀步道系統的虎山自然生態休閒步道，提供市民多元的休閒環域。

中山區
松山區
南港區

中正區
萬華區

大安區

信義區

信義區中行里福德
街251巷底，搭公車至
福德街福德國小站下車，
再轉往福德街251巷四獸山
方向直行，至松山慈惠堂
旁即可抵達。

整治後的虎山溪，可見溪蝦、石魚賓（ 石斑）、蝦虎魚（狗甘仔）、川蜷、田螺，及復育成功的螢火蟲，小白鷺、黃鶺
文山區

鴒、白頭翁及綠繡眼、臺北樹蛙、褐樹蛙、拉都希氏赤蛙、蟾蜍等，當然還有蝌蚪、青蛙、水蠆、蜻蜓、各種蝶類、昆
蟲、松鼠等；植物方面有蕨類、中國穿鞘花、姑婆芋、冷清草等草本植物，生態資源豐富。
如今，野溪整治及排水系統改善完成，蘊藏採礦歷史感的虎山溪，溪水清澈找回了螢火蟲與水中生物，當地住戶自動發
起美化、維護、植栽的活動，讓虎山溪散發出兼具人親土親的人文氣質，也吸引許多外來遊客的探訪。

都是礦渣惹的禍
四獸山系虎山山腳下的虎山溪，發源於標高
310公尺的拇指山，流域長約850公尺，集水
面積180公頃，北流至松山慈惠堂旁，進入福
德街251巷箱涵下水道都市排水系統。 虎山溪

臺北市大地工程處

集水區範圍過去是礦區，開採後產生的廢礦渣

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3樓
電話：02-27593001
市民服務專線：1999

堆置在山溝谷口，當豪雨帶來溪水暴漲，受洪
水及雨水沖蝕的礦渣崩塌，下游福德街251巷

臺北市大地工程處 印製

的社區住宅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威脅。
2010.04
企劃執行／陽光房創意發想0936-952204 視覺構成／宏新設計工作室0918-682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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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石縫回填種植當地的原生植物，利用原有環境

不再虎嘯 安全防洪共享親水

河床上設置拋石，提供蝌蚪、青蛙、水蠆、蜻蜓

採 土壤中的植物種子，恢復自然植生，以加強壁面

在 等水生動植物的生長，這類環境非常適合親子戲

綠化，加速環境復育。

水與進行生物觀察。

臺北盆地東南側的「虎、豹、獅、象」四
座低海拔淺山，統稱「四獸山」，由於緊鄰市
區，臺北地標「臺北101」又近在咫尺，虎山
自然步道加上穿梭其間、整治後擁有豐富溪澗
生態資源的虎山溪，孕育出壯闊的山水景緻，
在步調忙碌的城市中，帶著一股幽幽閑靜的氣
息，登山、親子戲水、生態觀察皆適宜。
市府在規劃野溪整治時，秉持「景觀野溪」
的觀念，融合防災、環境、人文、休憩、社區
於一體，除了思量如何避免洪水引發溪岸廢礦
渣地侵蝕，造成崩塌災害，還要著重構造物造
型、色澤、親水機能、情趣、周邊視覺的調
和，以及生態系的平衡與永續發展。

縫植草提供蜻蜓、蝴蝶及兩棲爬蟲類隱避躲藏場
所，保存原有自然環境中的生物。蜻蜓、蝴蝶漫
天飛舞，兩棲爬蟲類四處漫遊，在水土保持與治山防
洪安全之外，凸顯生態環境保育效果。

壁

施 生態體系及民眾親水需求，配合自然環境及下游

作野溪治理工程，兼顧環境景觀，維護當地自然

從 工，抑止綜橫向掏刷，以天然石材襯砌護岸，減

生態上的考量，施工時在溪床設置橫向的固床

社區規畫步道系統，將社區居民日常生活動線引入溪
溝環境，提供市民接近大自然，享受休憩的機會。

少結構體對自然環境的視覺衝擊，以達到安全排洪功
能，並保持自然原貌，維護自然景觀。

置深潭淺灘製造跌水效果，增加水中含氧量，配
合護岸的石縫和拋石，營造有利水中生物生長的
棲息環境。

設

虎山溪整治成功，螢火蟲復育獲成效，不
僅提供市民親山親水的休閒遊憩場所，對
附近居民生活環境品質的提高，以及推廣
市民生態保育觀念，都有積極意義。

溪設置圓拱橋、親水平台、水潭、小水道、木長

沿 廊、砌石護岸、汲水泵及步道階梯等親水設施，
營造出江南庭園的休閒景緻，提供市民親近大自然的
戲水空間、旅遊的好去處。
量對自然環境的維護，避免造成景觀破壞，溪溝

原石在河床上疊砌成固床工，採分段蓄積溪水的

考 的結構物表面以自然塊石處理，藉由塊石的自然

用方法，蓄積平時少量的水量，匯集不同深度水

材質來緩和視覺衝擊，營造視覺上的美感。

域，營造出多樣化的生態環境，提供魚類、蝦類及其
他水中生物繁殖與棲息空間。

用石縫回填種植當地的原生植物，利用原有環境

不再虎嘯 安全防洪共享親水

河床上設置拋石，提供蝌蚪、青蛙、水蠆、蜻蜓

採 土壤中的植物種子，恢復自然植生，以加強壁面

在 等水生動植物的生長，這類環境非常適合親子戲

綠化，加速環境復育。

水與進行生物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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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低海拔淺山，統稱「四獸山」，由於緊鄰市
區，臺北地標「臺北101」又近在咫尺，虎山
自然步道加上穿梭其間、整治後擁有豐富溪澗
生態資源的虎山溪，孕育出壯闊的山水景緻，
在步調忙碌的城市中，帶著一股幽幽閑靜的氣
息，登山、親子戲水、生態觀察皆適宜。
市府在規劃野溪整治時，秉持「景觀野溪」
的觀念，融合防災、環境、人文、休憩、社區
於一體，除了思量如何避免洪水引發溪岸廢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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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色澤、親水機能、情趣、周邊視覺的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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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資源的虎山溪，孕育出壯闊的山水景緻，
在步調忙碌的城市中，帶著一股幽幽閑靜的氣
息，登山、親子戲水、生態觀察皆適宜。
市府在規劃野溪整治時，秉持「景觀野溪」
的觀念，融合防災、環境、人文、休憩、社區
於一體，除了思量如何避免洪水引發溪岸廢礦
渣地侵蝕，造成崩塌災害，還要著重構造物造
型、色澤、親水機能、情趣、周邊視覺的調
和，以及生態系的平衡與永續發展。

縫植草提供蜻蜓、蝴蝶及兩棲爬蟲類隱避躲藏場
所，保存原有自然環境中的生物。蜻蜓、蝴蝶漫
天飛舞，兩棲爬蟲類四處漫遊，在水土保持與治山防
洪安全之外，凸顯生態環境保育效果。

壁

施 生態體系及民眾親水需求，配合自然環境及下游

作野溪治理工程，兼顧環境景觀，維護當地自然

從 工，抑止綜橫向掏刷，以天然石材襯砌護岸，減

生態上的考量，施工時在溪床設置橫向的固床

社區規畫步道系統，將社區居民日常生活動線引入溪
溝環境，提供市民接近大自然，享受休憩的機會。

少結構體對自然環境的視覺衝擊，以達到安全排洪功
能，並保持自然原貌，維護自然景觀。

置深潭淺灘製造跌水效果，增加水中含氧量，配
合護岸的石縫和拋石，營造有利水中生物生長的
棲息環境。

設

虎山溪整治成功，螢火蟲復育獲成效，不
僅提供市民親山親水的休閒遊憩場所，對
附近居民生活環境品質的提高，以及推廣
市民生態保育觀念，都有積極意義。

溪設置圓拱橋、親水平台、水潭、小水道、木長

沿 廊、砌石護岸、汲水泵及步道階梯等親水設施，
營造出江南庭園的休閒景緻，提供市民親近大自然的
戲水空間、旅遊的好去處。
量對自然環境的維護，避免造成景觀破壞，溪溝

原石在河床上疊砌成固床工，採分段蓄積溪水的

考 的結構物表面以自然塊石處理，藉由塊石的自然

用方法，蓄積平時少量的水量，匯集不同深度水

材質來緩和視覺衝擊，營造視覺上的美感。

域，營造出多樣化的生態環境，提供魚類、蝦類及其
他水中生物繁殖與棲息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