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園區木棧步道

山形地勢
　　園區屬古台北丘陵的一部份，為古

老的沈積岩地質，最高稜線處為五指山

層，至碧溪河口附近之大寮層，兩地層

之地質年代相隔近一千萬年，但是年老

的五指山層在上，年輕的大寮層反而在

下方，這是因為兩者之間有崁腳斷層通

過，地層推擠所造成的「逆衝現象」，

反而將地層上下倒置。自然步道旁有許

多巨大岩塊，皆屬質地堅硬的五指山層

砂岩，舊登山步道石階及石桌椅多用此

就地取材構成。

　　從外雙溪至善路方向進入園內，首

先見到大寮層硬質砂岩所構成的獅頭山

(289公尺)雄峙在碧溪旁，宛若公園的守

護神。大崙頭山(475公尺)與大崙尾山

(461公尺)併列在後，兩座山峰稜線突出

顯明地形陡峭，均是極佳的觀景點，在

大崙頭山向北可一覽公園全貌，更可遠

眺七星、大屯火山群，以及火山噴發熔

岩流冷卻後，形成的平等里(坪頂)熔岩

流平台。

　　全園地勢走向由東南向西北遞減，

地形有如畚箕形，將東北季風帶來的充

沛雨量，匯集到碧溪後流注雙溪內。在

下游處的「雙溪取水口」為台北市重要

水源區，因此園內的水土保持益加重

要。

從民生經濟到生態復育
　　初夏時，油桐花處處綻放，為蒼林

灑下遍遍白雪。目前油桐樹是天然繁衍

的，在林下總能見到像小木瓜樹般的油

桐苗。前人為採果煉製桐油的經濟目的

種植油桐，當桐油產業沒落，油桐林便

遭棄置，天然山林得以逐漸自行復原起

來。當時遺留的油桐種子與幼苗，現在

也已長成大樹。碧溪步道旁的老楊梅

樹、柿子，亦或曾經有過豐收滿籮的景

象。林內常見樹木自基部就有多數分枝

的奇特現象，這是先人砍伐木材後，樹

木藉由旺盛的生命力，再從基部萌生新

枝幹所形成，因此本園之天然山林亦為

前人的「薪材林」。

　　園內小部分地區曾經施以人工造

林，當時「生態綠化」觀念尚未普及，

僅以經濟與人為主觀的角度選擇樹種，

因此種有檸檬桉、大葉桉、肖楠、柳杉

等非屬於現地天然植群的外來植物，在

四周都是天然林的對比之下顯得十分突

兀，且不具有提供本地野生動物取食、

棲息等生態功能。現今山林復舊皆已朝

向生態保育、環境保全的觀點施行，因

此在園內規劃闢建專為繁殖生產原生植

物之苗圃，將生產之苗木用來加速天然

林的復原，營造萬物共享之生態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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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雙溪方向：
　　自行開車者請將車停於碧溪橋頭

之至善路上，或搭市民小巴1路公車至

溪山苗圃站。

內湖方向：
　　搭小2公車至碧山里終點站下

車，步行20分鐘至大崙頭山南面大崙

湖處登山口。

　　內雙溪自然中心內道路皆

為產業道路，路面狹小崎嶇，

且園區內停車位置不足，建議

勿自行開車進入。

親山親水系列

內雙溪自然中心

《永續經營自然淨土》

　　「內雙溪自然中心」是臺北市唯

一一處森林型態的環境學習中心，位於

台北市士林區溪山里，面積104公頃。

公園南側以大崙頭山、大崙尾山為界與

內湖區相鄰，東側鄰近汐止市、萬里

鄉，北側與陽明山國家公園相對，西側

與士林中央社區接壤。

　　台北市政府為永續經營市有林地，

保育自然生態環境，早自民國84年即已

著手規劃闢建本地區，初期計畫依土地

使用現況規劃為「農業體驗區」、「森

林經營區」、「生態保育區」等三分

區，而將此地暫名為「內雙溪農林體驗

園區」。經過數年評估檢討，規劃方向

轉著重於自然環境生態之保育、保存與

保全，而定名為「內雙溪自然中心」，

民國99年又與鄰近的「白石湖地區」、

「碧山露營場」合併整體規劃為「臺北

小溪頭」，提供市民休閒遊憩與自然教

育最佳場所。

　　內雙溪自然中心目前完成「森林藥

用植物園」、「樹木標本園」、「溪

山苗圃」、「太陽廣場」等設施建設，

以及「大崙頭山森林步道」、「大崙頭

山自然步道」、「碧溪自然步道」等登

山健行的步道。園內92％以上區域為生

長良好之天然闊葉林，保留為「生態保

育區」，藉此保育台北市脆弱的低海拔

自然生態體系，在保育區中設有步道與

自導式之解說系統，目前已完成初期步

道網路三千餘公尺。台北市錫瑠環境綠

化基金會配合規劃設計步道解說牌與解

說摺頁等解說設施，並訓練體驗自然活

動指導員以服務民眾，宣導自然生態理

念，期望能達成全民共構一個與自然共

生、共存的生態城市。

地質解說

由大崙頭山鳥瞰園區全景

　　佔地約2公頃，包括溪山苗圃及療

癒庭園、自然教室等設施。溪山苗圃用

以生產台北市造林所需要的原生樹苗，

並配合鄰近的樹木標本園，蒐集大台北

地區代表性的樹木種源，並且提供台北

市都市綠化所需的誘鳥、誘蝶、昆蟲食

餌等具生態功能的原生植物苗木。新設

一座療癒花園，透過香草植物、日光浴

草皮、冥想空間等五感體驗，提供市民

身心靈療癒的最佳場所。自然教室則妥

善運用周遭環境資源，經常性辦理多項

自然體驗教學活動，以推廣生態教育及

自然保育等理念。

　　為充實內雙溪自然中心環境教育提

材，並宣導節約能源觀念。臺北市大

地工程處結合內雙溪自然中心場域，

規劃設置太陽能光電系統，運用太陽

光電發電達到節能減碳成效，並藉由簡

易操作之互動體驗模式進行示範教育，

落實再生能源之推廣應用。特別設計的

互動式太陽能展示教具，分為「晶矽型

光電板」及「獨立型晶矽光電板」二種

示範類型。其中，「晶矽型光電板」利

用方位角、傾斜仰角來模擬不同日照量

改變發電量大小，透過直流馬達驅動小

風車轉動，民眾可藉由操作光電板傾斜

角度，改變太陽光照射量的多寡。「獨

立型晶矽光電板」則採用多矽晶型光電

板，於日間發電儲存電力於儲電池，並

於夜間提供LED背光顯示牌發電，民眾

可藉由遮蔽光電板受光面積的大小，透

過數碼顯示體驗發電量之變化。

　　上古傳說神農氏遍嚐百草，以尋找

治病良藥。即使在科學昌明的現代，科

學界仍不斷在植物中探尋，以求得治療

難治與不治之症的靈丹妙藥，但是研究

的腳步，總追不上植物因人們開發、破

壞而滅絕的速度。

　　因此，為了喚起民眾對身旁一草一

木的珍惜與重視，特在此設置森林藥用

植物園。本園佔地0.3公頃，沿山勢闢建

展示區與步道。規劃十二生肖植物園、

人體藥草園區、綠能涼亭、解說教室。

藥用植物園入口處以十二生肖有趣之聯

想種植各類中草藥及香草植栽，例如鼠

尾草、牛膝、虎耳草、兔兒菜…等十二

生肖植物及薄荷、芳香萬壽菊、薰衣草

等芳香撲鼻的西洋香草。另結合人體各

部位與五行之概念，規劃人體藥草園

區，可以參照解說設施了解中醫五行對

應人體五臟六腑的醫藥觀念。此外為提

供導覽解說休憩地點，於園區內營造多

處解說休憩廣場、解說教室、涼亭等設

施供參觀民眾體驗優質之活動。

　　位於樹木標本園對面及以碧溪步道

的出入口的太陽廣場，抽象藝術風格的

太陽圖案為設計主軸。由入口的彩虹階

梯、反射陽光的玻璃磚牆、太陽意象的

地坪拼花象徵本區熱情迎接遊客到來。

可以在此集合聚會或小憩，或著欣賞特

定的藝術團體表演，享受藝術與大自然

融為一體的深刻感受。

　　旁邊的古樸石頭厝，是由大屯山系

安山岩打石堆砌而成，極具當地山居農

村建築特色。因為位處崁腳斷層帶上，

加上地下水位高，使地盤軟弱導致石頭

厝梁柱歪斜、建築部分塌陷及周邊設施

損壞之情形。為保存此具有地質意義之

建築物，臺北市大地工程處進行「整體

性石頭厝之農村建築治理工程」。包含

石頭厝復舊、地盤改良、周邊設

施改善等項目，石頭厝牆面石塊

(唭哩岸岩)拆除後以原地重建方

式復舊，利用原有石塊及相同位

置排列重建。設置完成戶外解說

區、涼亭、生態水池及步道等設

《內雙溪自然中心》

療癒花園

樹木標本園入口

兔子石雕

石頭厝內解說牌

施，塑造石頭厝為地質解說教室。可實

際觀察崁腳斷層及周圍的地質環境，更

可看到東南側原來深埋的老地層(五指

山層)向西北逆衝而上，並與西側較年

輕的地層(大寮層)直接接觸，為臺北市

難得一見的地質觀察地點。其豐富的地

質環境，將可提供環境教育解說使用。
油桐花

樹木標本園

太陽能光電系統

楊梅

　　在圓山仔小山丘下，避風的西南坡

面，原為遭違規佔用的果園、苗圃、菜

園，經市府收回後，暫時保留園內既有

果樹，在不刻意維護管理的情形下任其

自然淘汰後，再補植樹木，以免過度衝

擊環境。本園種植原生樹種，結合樹木

種源保存與環境教育的功能。區域內有

完善的步道系統與自導式解說設施，可

以安全、輕鬆的作一趟體驗農業與自然

之旅。

　　目前園內有山櫻花、蓮霧、楊梅、

柿子、柚子等樹木。春季山櫻花豔麗、

夏季柚花撲鼻，秋季有纍纍的柚子、冬

季橙黃的柿子留在樹梢鳥兒與松鼠享

用，這些美妙的自然景象在步道沿途皆

可一覽無遺。

森林藥用植物園

石頭厝 人體藥草園區園區木棧道

太陽廣場

太陽廣場及石頭厝

戶外解說區涼亭及步道

園區入口橋下內雙溪

十二生肖藥用植物區

自然教室苗圃溫室栽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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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崙頭山森林步道(棧木)
　　步道長約1公里，以木製棧道架高

於地面上，對沿線自然環境的破壞減至

最低，而且當路與樹衝突時，選擇了保

留樹而有樹在步道中的景象，此一尊重

自然的做法為日後相關工程立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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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崙湖

碧山露營區

大崙尾山

內雙溪自然中心

　　樹木標本園

　　內雙溪自然中心

　　巨木瞭望臺

大崙頭山山頂平台

大崙頭山自然步道

巨木瞭望臺

碧溪自然步道

　　石頭厝

　　碧溪自然步道
　　步道平行於碧溪產業道路與碧溪支

流間，串連大崙頭山2條步道與樹木標本

園。步道全線地勢避風且近溪澗，環境較

為陰濕。蕨類適應此地環境，所以是森林

底層的主角，鬼桫欏、烏毛蕨、觀音座蓮

等中大型蕨類遍地。步道中段留存有多株

楊梅與柿子，是前人

墾殖所遺留下的。

途中經過多處小

溪溝，是蛙類與

豆娘的繁衍地，

不妨豎起耳朵張

大眼睛，看看他

們隱身在哪裡？

　　太陽廣場

樹木標本園入口廣場 柚子

往
故

宮
→

紅腹幽蟌

大崙頭山森林步道

　　森林藥用植物園

　　大崙頭山自然步道(枕木)
　　86年完成長約600公尺以鐵路廢棄

枕木所鋪建的步道，由步道起點至大崙

頭山山頂可明顯察覺林相的變化，起點

處已近避風的溪谷處，所以樹木較高

大，當越走越高時卻發現樹木越來越矮

了，這是因為每年東北季風強烈吹襲下

所造成的「風衝矮林」。山頂有一平

台，適合安排在此用餐，並且是園區最

佳的觀景點。

山櫻花

←
往

萬
里

←往聖人瀑布

馬利筋

人體藥草園區

　　溪山苗圃育苗溫室

　　碧山露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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