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pei XiaoXitou

臺北小溪頭
臺北市士林區東南角之內雙溪
自然中心是臺北市最大的森林
公園，串聯延伸至內湖區北面
山系之白石湖休閒區，整體以
豐富的生態與地形打造出媲美溪頭的風貌，有『臺
北小溪頭』的號稱。
為提供市民近郊休閒遊憩更多的選擇，振興地區產
業發展，本處整合內雙溪自然中心、碧山露營場、
白石湖休閒區等資源，以碧山露營場為中心，設置
遊客中心，提供住宿、餐飲、旅遊諮詢等服務，藉
登山步道及產業道路系統，串聯內雙溪自然中心之
自然教育解說、森林遊樂資源及白石湖休閑區之休
閒農業資源，成為結合生活、生產及生態之遊憩環
境，並設計多樣體驗行程，提供假日休閒之去處。

臺北小溪頭
全 區 導 覽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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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小溪頭

白石湖休閒區

Taipei Xiao Xitou

Baishihu Leisure Region
W3.夫妻樹

臺北safari-動物舞台

臺北小溪頭小檔案

多樣的森林生態環境，造就適
合各種動物生活的家園，目前
物種有蝶類7科59種、蜻蜓7科
16種、蛙類5科17種、蜥蜴3科
7種、蛇類3科9種、鳥類22科
52種與哺乳類3科3種。

本區幅員遼闊，生態環境豐富而多變，屬於亞熱帶
闊葉林生態系，但受東北季風影響，使部分迎風坡
面地區形成「風衝矮林」；冬季低溫也造成大崙頭
山、大崙尾山等近山頂區域呈現暖溫帶闊葉林的景
緻，這種受氣候因素使中高海拔地區的植物與生理
現象朝北方低海拔地區下降稱為「北降現象」，在
臺灣多樣的生態系中，亦屬極為特殊的例子。區內
大崙頭山與大崙尾山，山峰稜線突出、地形陡峭，
頂峰平台是極佳的觀景點。目前園區以朝向生態保
育、環境保全的觀點發展，將加速天然林的復原，
營造萬物共享之生態樂園。

短腹幽蟌

本區屬於亞熱帶闊葉林生態系
，但受氣候影響，竟然出現多
元的「壓縮型生態系」，可以
發現熱帶闊葉林到溫帶闊葉林
的生態特色，動植物資源豐富
，是相當珍貴的自然資產！

北降植物-野鴨樁

綠野仙蹤-植物家族

臺北市大地工程處

臺 北 市 政府 市民熱 線：市 話或手 機直撥1999，或市話撥打02-2720-8889。

臺灣藍鵲

攀木蜥蜴

永澤黃斑蔭蝶

內雙溪風情

Neishuangxi Natural Centra

目前調查到有113科316種的植
物，包括臺灣原生的江某、紅
楠、樹杞、楓香、茄冬、相思
樹、山櫻、苦楝等樹種，其中
白匏子、臺灣欒樹、大頭茶是
溪山苗圃步道的迎賓隊伍，是
前往踏青民眾最熟悉的印象。

植物不僅是人類的食物來源，
更是藥物的重要材料。透過藥
用植物園的規劃，民眾可以仔
細觀察藥用植物，也可瞭解植
物與日常生活的連結，更可近
距離感受自然與植物之美。

位臺北市士林區，是臺北市近郊最完整的森林，也
是唯一以森林型態的環境學習中心，園區南以大崙
頭山、大崙尾山為界與內湖區相隔，東鄰汐止市、
萬里鄉，北與陽明山國家公園相連，區內動物、植
物、地質、人文等資源十分豐富，加上有藥用植物
園、樹木標本園、溪山苗圃以及多條休閒步道等，
是走入森林、享受自然、快樂體驗、趣味學習的最
佳選擇。自然中心結合週休二日推出各類型的精彩
活動，期望市民找尋到符合個人興趣的活動主題。

景點說明
X .溪山苗圃
主要生產臺北市造林所需之原生苗木，並配置樹木標本
園蒐集大臺北地區代表性的樹木種原，提供臺北市綠化
具誘鳥、誘蝶、誘蟲等生態功能的原生苗木。區內設有
學習教室，可作為室內活動使用，也提供各單位舉辦自
然保育相關主題活動的空間。

獅頭山

W2.乘風堡瞭望台
內雙溪

以太陽為主軸設計，由入口的彩虹階梯、反射陽光的玻
璃磚牆、太陽意象的地坪，藉以象徵本區具太陽般的熱
情迎接貴客的到來。遊客可以坐下來體驗於山林間欣賞
藝術團體的表演，享受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的奇妙感覺。

山腳下梯田與金龍寺全景。夜
晚可眺望臺北101大樓、圓山
飯店、松山機場及東區夜景。

W4

圓覺禪寺

全長六百公尺以枕木鋪建，卻

創建於民國13年，是內湖區最

可見極大的林相變化！起點為
避風的濕暖溪谷，越往高處樹
木呈現矮化現象，係為「風衝
矮林」，終點為大崙頭山，往
七星大屯方向可眺望觀音山、

早創立的佛教寺院，原名「源
善堂」，位於碧山山腰，正對
鯉魚山，寺內供奉三寶佛、釋
迦牟尼佛、觀音菩薩及地藏王
菩薩。整體環境樸實清幽，加

關渡；另一頭可見五指山、大
湖公園及基隆山系；以及松山
機場飛機起降及基隆河盛景。

上周邊景點眾多，順道經此參
拜的遊客及香客，為這身隱山
林的佛寺添加些許熱鬧氣氛。

內雙溪風情
水池，池內栽種各式雙子葉、
單子葉及蕨類水生植物，是自
然中心內兩棲類生態及夜觀活
動之絕佳觀察地點。

X 3.瞭望木平台
位於自然中心溫室旁，利用其

舉辦期間開放，若需舉辦自然
利用園藝治療原理建
構之景觀花園，透過
香草花園、日光浴草
皮、水景區植栽、冥
想空間等五感體驗，
提供市民生理與心靈
的療癒效果。

Z7
Z8

位於大崙頭山森林步道上，由於本區林相成熟豐富，又
地處迎風面，終年受強風衝擊，而形成由紅楠、森氏楊
桐、大頭茶、小葉赤楠等植物所組成「風衝矮林」。東
北季風造成冷溫效應，造成近山頂區域呈現出的暖溫帶
闊葉林景致，如山漆的「紅葉景觀」與臺灣石楠的「先
花後葉」等植物生態特色，原分佈於中海拔山區的植物
亦在園內出現，形成極為特殊的「北降現象」。

位於碧溪步道中間，通往碧溪
產業道路途中，以方塊為造型
增加休憩的趣味性，平台與周
圍環境融為一體，樹影婆娑，
枝葉投射平台，隨陽光呈現不
同倒影效果，煞有一番風情。

木棧道，共長1公里。

X 4.景觀木平台
位於自然中心溫室前，臺灣生

使用，可於15日前提出申請。

態池旁，結合平台休憩功能，

心夜間觀察搭設帳棚之用。

X 5.臺灣生態池

野餐平台、男廁、女廁各
南 側木屋台露營位區 位於管理室西南側，設有4人
木營位4座、8人木營位4座、8人露營木平台12座，
共可容納144人，亦設有圓型團康營火活動場、野餐
區、戶外洗滌台、兒童遊戲組合、簡易體能遊具、男

龍骨意象形塑，橋身
以不同單元構件，呈
現規律旋轉姿態。結
構採直路式設計，融
入當地景觀。

浴廁、女浴廁各1棟等服務設施。

吊橋橫跨忠勇山及大崙頭山，
突起的龍骨階梯銜接兩岸，宛
如巨龍飛越山谷，旋轉造型的

X 6.太陽能互動教具區

橋身象徵翻騰的龍身，從橋上

為使大眾體會再生能源利用的奧妙，設置不同材質太陽
能板，藉由互動式教具，讓至此參觀的民眾可透過實地
操作，親身體驗再生能源轉換與利用的神奇過程。

往下看，阡陌縱橫別有一番悠
然的田園風味。

藥用植物園
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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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9.巨木瞭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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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溪橋站
碧溪橋

位於碧溪橋入口意象
前行2400公尺右側，
本瞭望台特色為全黑
檀木製作，四支支柱
保留原木形體，造型
壯觀且與四周景觀融
合。入口處前有梅花
形狀休憩廣場，民眾
可於此稍作休息，再
登上6公尺高的瞭望
台，於台頂遠眺大崙
尾山及圓山仔山，視
野所及，林木鬱鬱蒼
蒼，清風徐徐，頗有
呼嘯山林之感。

Y1.十二生肖植栽區

與珍惜，闢設『森林藥用植物園』，規劃為六區。
以生肖為名的『十二生肖藥用植物區』，與以五行
為名的『五行藥用植物區』，這兩區是著重『名
稱』，以有趣的方式方便民眾學習；『原生藥用植
物區』介紹園區當地野生的藥用植物；『百草茶藥

前人為植物命名時，常觀察

Y3

X2

其形態，再以熟知的動物名
稱加以形容，故都有動物名
字在裡面。本區頗具趣味，
以植物名冠以生肖特色，讓
民眾更容易認識與熟記。

Y2.人體藥草園區
在中國醫學上，非常重視人體五臟，亦即內臟與疾病
之關連性。本區融合養生休閒特色，以藥用植物原有

(碧
臺北小溪頭具有豐富生態及地形風貌，道路沿線亦有多
處景點可供休憩。

為宣導森林生態保育觀念，加強對野生植物的認識

溪

至

景點說明

藥用植物園小檔案

用植物區』是擷取先民日常生活中的智慧，將百草
茶原料介紹在此；『有毒植物區』則介紹常見的
有毒植物，提醒民眾勿濫服誤用；此外還種植了許
多果樹劃為『果樹保健藥用植物區』，提醒民眾水
果除了好吃外，也有特別的療效。

段

Z 5.黑桃平台

位於碧溪步道中間靠近尾
端，以梅花為造型，提供
遊客疲累時稍作休息，平
台下綠蔭成林，可在靜謐
中聽見五彩鳥鳴聲高唱，
清新舒暢的樂音，能振奮
精神後再重新出發。

位22組，共可容納144人，另有矩型團康營火活動場、

吊橋全長116公尺，
以環繞白石湖之龍形
山脈為設計理念，採

備有露營設施，可提供自然中

位於碧溪步道尾端，通往碧溪
產業道路旁，平台上可登高望
遠風光極佳，加上有撲克牌系
列意象之紅心石伴隨在旁，形
成具特殊浪漫的意境畫面，情
人可前往拍照留下美好回憶。

Z 6.梅花平台

北 側草坪露營位區 位於管理室西側，設有6～7人營

位於吊橋下方，為龍
穴之地。

並可觀賞臺灣生態池全景，亦

Z 8.紅心平台

位於碧溪步道前段，以黑桃為造型，配合梅花、方塊、
紅心等平台，組合成為完整之撲克牌系列。遊客來此漫
遊於碧溪步道，可隨興遊覽各平台不同之情趣，於此靜
坐小憩，耳得蟲鳴鳥叫，身承芬多精之洗禮，是一趟能
獲得身心靈解放的暢快體驗。

W6.白石湖吊橋

起龍船岩，連接白石
湖山、大崙頭山、忠
勇山、鯉魚山，至圓
覺瀑布，像是蜿蜒山
嶺的巨龍，而龍口正

中心水資源中心，池內各式水
生植物，及水生昆蟲、魚類、
兩棲類等豐富生態，是生態觀
察及夜觀活動之絕佳地點。

Z 7.方塊平台

露營位區三大區。

平台，可眺望自然中心全景及

自然形成臺灣狀的水池，是本

Z 4.風衝林觀景台

營位區、南側木屋台

森 林步道區 位於管理室東側，區內有鐵木棧道、枕

教育相關活動，歡迎出借場地

Z9

步道區、北側草坪露

本區為圈谷地形，東

可提供夜間觀察使用。

然中心環境教育推廣課程活動

碧山露營場分為森林

具觀景的優勢地形，設置眺景
山景變化，並備有露營設施，

場 地借用資訊：本苗圃僅於自

W7.碧山露營場
在白石湖的開墾史中，山區水
源一直是一大課題，苦旱不雨
常造成農民困擾，睿智的古錐
伯於是召集村民挖鑿蓄水湖，
供村民共同使用，名古錐埤。
目前已無蓄水功能，營造為多
樣性水生生態，水池兩旁的相
思樹林，彎曲樹影倒映湖中更
顯得景色優美，每到夏天便成
為蛙類的樂園與避暑的聖地。

以生態手法營造近自然的生態

市重要水源區「雙溪取水口」，為生長良好之天然
闊葉林，擁有本市最完整的森林林相，動植物資源
豐富，不論何時拜訪都會有不同的驚喜與體驗。

X 1.療癒花園

W5.古錐埤(可愛泊)

X 2.生態滯洪池

年為民眾墾殖區域，目前主要以生產臺北市造林的
原生苗木，提供臺北市綠化原生植物苗木，未來朝
向轉型為肩負自然教育、資源解說及生態旅遊，成
為兼具森林遊樂型態之自然教育中心。溪山苗圃屬
於內雙溪流域的碧溪集水區，水量豐沛，下游為本

景點說明

W5

W6

位於自然中心西南方150巷三叉路口之大平台，早

Z6

W7

可登上大崙頭山，山頂視野遼
闊，可觀美麗山景。

溪山苗圃小檔案

Z4

W2

W3

溪山苗圃

Z5

W1

或稱尖頂開漳聖王廟。寺內奉
祀開閩民族英雄陳元光，被視
為漳州人守護神，是臺灣最大
開漳聖王廟，香火鼎盛。白天
可見蜿蜒的淡水河、鯉魚山、

大崙頭山自然步道

Z1

位處大崙山頂，是內湖區最高
山脈，山頂平台視野遼闊，北
與七星山、大屯山對望，西可
遠眺林口台地，南則可見寬廣
的臺北盆地，是一處適合登高
望遠風光極佳之觀景台。

位於內湖碧山尖鋒的碧山寺，

散步於芬多精的自然森林中，
是極為舒適之林蔭木板步道，
可端詳樹幹的蟬、蜥蜴，觀察
枝頭的鳥類、果實，沿途山林
青翠碧綠，一路緩步漫行，即

Z 2.太陽劇場

Z3 Z2

崙頭山為內湖區最高點，而大
埤頭是該區水之最高源頭，係
農民灌溉及碧山露營場水源，
可見靜謐湖水倒映白雲，湖光
山色伴著鳥鳴，景色怡人。

碧山巖

Z 3.石頭厝

Y

雙心形的生態濕地，目前成為情侶合照熱門的景點。

位於大崙頭山北面步道旁，大

位於碧山巖上方，平行碧溪產業道路與碧溪支流間，
往左為大崙尾山步道，可連接故宮及大直，往右通大
崙頭山步道，可連接五指山及萬里。因位在溪澗，避
風、潮濕、溫暖的環境造就成為蕨類天堂，水邊的蛙
類、蜻蜓、鳥類也經常出沒，是賞蕨觀蟲的好去處。

全長一公里的高架步道，享受

X

楝、流蘇及百合花等特色植物，增加採果遊覽吸引力。

碧溪自然步道

大崙頭山森林步道

位於碧溪產業道路上，為大崙頭尾步道起點。係由大屯
山系的安山岩打石堆砌而成，極具當地農村建築特色，
屬內湖採石行業的特色建築。因位處崁腳斷層帶上，可
作為介紹內湖地區斷層與地質地形之場所。

位於白石湖吊橋與觀光果園區之通行路線，利用自然地

親山步道及其他景點

然中心，請組成20至40人團體，於15日前提出申請。

於碧溪橋前行四百公尺之步道
拾階而上，平台設有導覽牌、
欄杆及座椅，讓民眾能放慢腳
步稍事休息，並於此飽覽風景
與特色山嶺，搭配照片展示使
更進一步了解身處之美景。

W4.生態濕地(同心池)

油桐花

團 體導覽預約：本園位於溪山苗圃內，入內參觀需洽自

Z 1.奇岩觀景台

是登山遊客暫時休憩、乘風納
涼的好處所。

台及步道系統，提供遊客休憩駐足，濕地周邊亦種植苦

W1.大埤頭

森林在臺灣的角色扮演，從運
用森林資源伐木，轉變為護水
護土、維繫生物多樣性的家園
守護者，更是提供自然體驗、
休閒遊憩的田野教室。雖然森
林已經成為自然中心，歷史的
巨輪依舊在此流下點點滴滴。

紅楠

為原生樹木的教學園地，除種
植原生樹種外，蓮霧、柚子、
柿子等果樹四季更是呈現不同
的風采，春夏開花爭奇鬥豔，
秋冬結實纍纍吸引不少嬌客，
大冠鳩、台灣藍鵲、喜鵲、五
色鳥等時常拜訪此地，亦成為
野生動物的天堂。

Y .藥用植物園

兩株樹姿優美的紅楠，營造出
夫妻共同扶持之意象，並建構
鋼琴造型之木平台，可眺望山
谷及龍船岩，樹下設置有觀景
座椅，大樹覆蔭分外清涼，常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人類足跡

樹木標本園

內雙溪自然中心小檔案

本區因擁有豐富農業特色與景觀生態資源，為促進
產業觀光，新建有吊橋、生態濕地、步道、觀景平
台等設施，並成為北市首個休閒農業區，區內有觀
光草莓園、水蜜桃園、火龍果園、番茄園、觀賞南
瓜園等作物，每年11月至翌年5月是產期。

景點說明

相思樹

內雙溪自然中心

山系南稜最高峰，屬於大屯火山群東南面區域。因
在白石湖山與開眼山西側有出產白色砂岩的盆地，
因而得名。昔日白石湖聚落不僅處處紅瓦厝，最特
別的是以當地特產砂岩所建的白石屋，融合成風格
獨特的閩式三合院落，為獨特之人文古蹟。

位於碧湖產業道路上，係利用

形產生之湧泉，營造同心圓生態濕地，池畔設計親水平

從至善路進入，獅頭山雄峙在
碧溪旁，是進入園區最引人入
勝的地標。登上大崙頭山，不
僅可以一覽區內全景，更可以
遠望北部第一高峰七星山！雙
溪是臺北市重要的水源區，下
游步道的「雙溪取水口」，正
是過去灌溉的水源印證。

小空間大驚奇-壓縮型生態系

Taipei City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Office

內湖區北面為碧山，最高峰即為白石湖山，為五指

水火交融-地質景觀

資源特色

發 行 人 林裕益
發行單位 臺北市大地工程處|臺北市松德路300號3樓
02-2759-3001| http://www.tcge.taipei.gov.tw/
設計單位 鴻宜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臺北市南京東路2段8號4-1樓
02-2523-9009
出版日期 2010年12月|著作權所有，轉載或翻印請事先洽詢

白石湖休閒區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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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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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山仔山

治療功能，藉由景觀植栽設計方式，融入人體自然生

常見藥用植物

長（幼、青、壯、老年）及律動形式（心、肝、胃、
肺、腎等），達到串聯並凸顯各區活動風貌。

X6
鼠尾紅

虎耳草

雞屎藤

豬母乳

金銀花

木槿

樹木標本園
Y1
Y2
碧
溪
雷公根

照片

梔子

茵陳蒿

步
道

Y3. DIY教室
此教室配合中國節氣及傳統節

開 放參觀資訊：本園週六及週日開放自由參觀。

日，提供簡易傳統中草藥加工

團 體導覽預約：週三為團體預約參觀導覽，請組成20至

產品製作教學，如香包、天然

40人團體，於1個月前向臺北市大地工程處提出申請。

防蚊用品、手工肥皂等。

臺北小溪頭全區導覽圖
Taipei Xiao Xitou Tourist Guide
臺北市步道位置索引
D2 大崙頭尾山親山步道

鄰近遊憩據點位置索引

主要遊憩據點位置索引

B5 樹木標本園

C5 內雙溪自然中心

F6 碧山巖

D2 中社路支線

B4 溪山苗圃

D4 碧山路支線

B4 藥用植物園

Y

F7 圓覺禪寺

B5 森林木棧步道

B4 奇岩觀景台

Z1

F8 圓覺瀑布

F2 金面山親山步道
F2 金面山步道
F6 忠勇山、鯉魚山親山步道

X

X

Y

B5 太陽劇場 Z2

(307747,2778729)

公車停靠站位置索引

B5 石頭厝 Z3
B6 風衝林觀景台

Z3

B3 碧溪橋站

Z4

F6 忠勇山步道

B5 黑桃平台 Z5

D2 大崙尾山步道口站

F6 鯉魚山步道

C5 梅花平台 Z6

E6 碧山巖站

其他列管步道

C5 方塊平台 Z7

D8 碧山路支線

C5 紅心平台 Z8

E8 五路財神廟支線

D5 巨木瞭望台

E8 開眼山支線

(307354,2778940)

Z2

Z1

Z5

Z4

Z9

D7 白石湖休閒區

E5 忠勇山越嶺步道

C6 大埤頭 W 1

F8 圓覺寺步道

C6 乘風堡瞭望台

A3 平菁步道

E7 夫妻樹 W3

B5 碧溪步道

E7 生態濕地(同心池)

C5 自然步道

E7 古錐埤(可愛泊)

C6 北面步道

E6 白石湖吊橋

W6

D4 南面步道

D5 碧山露營場

W7

內雙溪自然中心

W2

(308435,2778377)

Z6

W1

W4

Z7

W5

Z8

W2
(308307,2778342)

Z9

交通資訊
1 自行開車前往
A 由士林區方向進入：從濱江交流道下，左轉大直橋過自強隧道，於故宮路與至善路口右轉，
續行至善路三段，於碧溪橋右轉即可到達。
B 由內湖區方向進入：從成功交流道下，往內湖路三段左轉金龍路，續行碧山路即可到達。

(307598,2777669) W7

2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A 於捷運劍潭站或士林站，轉乘公車小18或市民小巴1至「碧溪橋站」下車。

白石湖休閒區

B 於捷運士林站，轉乘公車255至「大崙尾山步道口站」下車。
C 於捷運圓山站，轉乘公車213至「大崙尾山步道口站」下車。
D 於捷運內湖站步行至碧湖國小，轉乘公車小2(區間車)至「碧山巖站」下車。

W3

遊程建議
1 半日遊(約6小時)

W4

(308408,2777128)

A 內雙溪森林樂活遊：溪山苗圃→樹木標本園→太陽劇場→森林步道→風衝林觀景台→乘風堡

W6

B 內雙溪碧溪溯源遊：藥用植物園→石頭厝→碧溪步道→黑桃梅花方塊紅心平台→巨木瞭望台
C 大崙頭尾山休閒遊：中社步道登山口→大崙尾山→自然步道→大崙頭山→乘風堡→大埤頭
D 白石湖田園逍遙遊：碧山巖→白石湖吊橋→古錐埤→同心池生態濕地→夫妻樹→觀光果園
2 一日遊(約6小時)
A 小溪頭生態探索之旅：溪山苗圃→樹木標本園→森林步道→自然步道→碧溪步道→石頭厝
B 小溪頭健行觀景之旅：中社登山口→自然步道→北面步道→同心池生態濕地→白石湖吊橋
C 小溪頭文化產業之旅：石頭厝→森林步道→北面步道→同心池生態濕地→白石湖吊橋

臺北小溪頭
總面積 332 公頃
內雙溪自然中心
面積 148 公頃
白石湖休閒區
面積 184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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