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樂遊象山

好吃好玩

象山親山步道

象山步道
象山位於臺北盆地東南方的信義區，海拔 183 公尺，因外觀與象頭相
似而得名。地質主要由砂岩所組成，因造山運動作用影響，常可見黃
褐色的陡峭岩壁與巨石羅布山中，擁有令人驚艷的奇特地景。象山擁
有豐富自然資源，各種昆蟲、鳥類、生物種類繁多，緊鄰繁華都市鬧區，
使得象山成為市民就近飽覽山林美景、享受悠閒時光的好去處，也是
眾多攝影愛好者捕捉臺北城市風貌、夜景的熱門拍照地點。

象山步道沿線，設置有許多解
說牌，以引導遊客走訪山林時，
得以認識當地的地景風光與生
態系統，如各種稜線、岩壁、
山坡等不同環境，以及為數眾
多處處可見的蕨類。其中以金
狗毛蕨與筆筒樹等古老蕨類族
群最大，數量高居臺北市之冠。
在過去醫學普遍不發達的時代，
金狗毛蕨是民間常用來止血的
最佳良藥，而筆筒樹群則是最
為珍貴的植被生態特色。登上
象 山 眺 望 遠 方， 高 聳 入 雲 的
101 近在咫尺，臺北盆地地景
幾乎一覽無遺，是親近綠色山
林享受芬多精、健行養生與舒
緩身心靈的最佳選擇。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印製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Office,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Taipei City Government

象山頂涼亭
山頂上建有一座涼亭，為步道制
高點，是步道行走中途休息的好
地點。

六巨石
象山上巨石林立的奇特景像，又名老萊峽，從這裡可以一窺熱鬧的信義
商圈，也是熱門拍照景點。清晨上山可探訪台北 101 於晨曦中初醒的景
像，黃昏可欣賞信義區熙攘往來的都會繁華，尤其夕陽餘輝映照大地或
華燈初上的夜色美景，更是美麗耀眼。

拓印亭
永春崗步道中途有一處拓印
亭，可供往來的遊客收集拓印
之用。

超然亭
超然亭位於拓印台不遠處，視
野極佳也是俯瞰山下影像的好
地點，適合中途休息聊天。

永春亭
永春亭是供遊客休息的涼亭，有可旋轉的木門以及大象圖樣的裝
飾，呼應象山步道的整體概念。

一線天
一線天的由來是因為兩側山壁的山
脊線相當接近，巨崖岩壁突出遮
天，從步道仰望天際時，只見崖壁
縫隙裸露出又細又窄的天空視野，
故有一線天的雅稱。

攝手平台
攝手平台是專為攝影所打造的步道平台，從步道入口到平台僅需數
百公尺，路程大約 10 分鐘左右。攝手平台具有 270 度絕佳臺北環
景視野，除了可鳥瞰整個大臺北，還可完整將台北 101 大樓納入眼
簾，是跨年煙火秀最佳攝影地點之一。

象山石階步道
象山步道沿線，可見許多石階步
道，沿著石階拾級而上，相當考
驗體力，是揮灑汗水培養肌耐力
的好路段。

攝影平台
象山攝影平台造型相當特別，外型鳥瞰就如同一台照相
機，中央圍繞著大樹的環型座椅，如同相機鏡頭，遠眺台
北 101 視野良好，護欄扶手為寬版設計，方便攝影愛好
者擺放相機，是捕捉臺北影像的大熱門景點。

象山公園
象山公園為周邊附近面積最大
的公園，前身為中強公園，因
鄰近象山而改名為象山公園，
園內生態資源豐富，可見珍貴
的台北樹蛙隱身其中，公園內
許多設施皆以樹蛙造型有關，
是一座充滿生命力適合親子共
遊的生態公園。

A  台北 101
台北 101 為臺北市最著名的地標，共有地上 101 層及地下 5 層，
高度為 508 公尺，曾保有世界第一高樓的記錄，為集合購物中心、
辦公大樓、景觀台的超高樓，匯聚購物、時尚、美食、商業、文化、
觀光各種元素，由 101 景觀台可俯瞰整個臺北市，跨年活動所舉
辦的大型煙火表演，為國際知名的跨年景點之一。

C 市府轉運站
市府轉運站位於忠孝東路及基隆路交
叉口 ，人潮眾多，建物佔地近 5,000
坪，是一處集合客運轉運、臺北捷運、
百貨、商場和飯店等多功能用途的複
合式大樓。
轉運站大樓建築新穎，相當氣派，周
邊商業發達，適合休閒散步消費購物，
二樓建有一處露天廣場，在繁華熱鬧
的都會區可享受難得徐徐清風與一派
悠閒。許多來到象山步道賞玩的遊客，
下山後會一路逛到這裡再搭車回家。

D 台北世貿中心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集合商品展示、貿易服務、會議服務及旅館餐飲等
四大功能，時常舉辦各種展覽為各種商業上的買賣交流平台，對於從
事國際貿易人士提供最便利、最完善的服務。 F 台北探索館

台北探索館位於臺北市市政大樓門廳
右側，過去為市政資料館，記錄臺北
市歷史文化的發展軌跡，是了解臺北
在地人文、歷史、社會變遷、重大公
共建設與國際交流互動情形的好地方。

G 四四南村
四四南村為臺北市第一個眷村，座落
於信義區松勤街，隨著時代變遷，居
民漸漸遷出，已被列為歷史建築，充
滿懷舊氛圍的四四南村，是穿越時空
體驗往昔眷村純樸風情的最佳地點。

H 幾米月亮公車
療癒系的幾米月亮公車，位於信義路
與松智路口，以幾米《月亮忘記了》
繪本為主軸，將平面的繪本變成立體
的世界，為臺北市第一個幾米主題的
戶外裝置，在繁忙的都市中得以走入
魔幻童趣世界中，沉澱心靈得到舒緩
放鬆。

爬完象山，一定耗費相當多體力，是不是感覺有點飢腸轆轆？快到鄰近覓食，尋找當地好吃的美食吧！這裡的美食眾多口味豐富，各
國料理都吃的到，不論是臺灣傳統小吃，或是中式、日式、西式各種風味餐，都足以挑動味蕾讓人胃口大開！

美食區

I 松山文創園區
為臺北文創產業重要基地，以打造國際級文創聚落為目標，透過扶
植原創、提供創作者展現成果平台，鼓勵各種創新實驗與創意激發，
是臺北文化亮點，也是展現臺灣文創力的國際櫥窗。

B 信義商圈
信義商圈擁有眾多著名百貨商場，是臺北逛街購物的首選。新光
三越百貨商圈擁有多棟主題館，每逢週年慶活動，總吸引許多人
潮湧入，百貨公司中有各種知名品牌精品與美食，適合逛街購物
行程。威秀影城為全臺首座結合商場的複合式影城，是許多人觀
看電影的首選地點，也是休閒逛街必經之處，在影城附近常可見
到街頭藝人表演，是打發時間、購物逛街的絕佳地點。誠品信義
旗艦店有大型圖書城、服飾禮品店、音樂文藝演講廳等主題區，
還會不定期舉辦各系列展覽講座活動，相當受到青年朋友喜愛。

暢玩臺北

E 國父紀念館
國父紀念館為紀念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百年誕辰，所興建
的 綜 合 性 文 化 設 施，1972 年 5 月 16 日 落 成 啟 用， 總 面 積 約
35,000 坪，除了具紀念價值外，也是戶外運動、休閒散步、展覽
以及藝文活動的綜合性休憩公園。

廣告

吃的有創意
海鮮飯
挑逗舌尖的異國風情料理，色香味
俱全令人食指大動，在象山公園不
遠處，濃郁道地的海鮮飯，是當地
的人氣美食，一邊享受音樂律動，
一邊品嚐擁有多重鮮味的海鮮飯，
愜意又有情趣。

享受悠閒
港式飲茶
臺北的午後，悠閒的時光，從步
道下山後，洗滌疲憊身心恢復元
氣，來趟港式飲茶之旅，盡情享
受都會間難得的極致享受。

好朋友聚餐
牛排料理
頂級豪華的牛肋排餐，肉質鮮
嫩，配菜豐富，滿足饕客的味
蕾，最適合親子共遊象山後，家
庭聚會一起談心享用美食。

濃濃湯鮮
小籠包
具有歷史口碑的小籠包，皮薄汁
多入口即化，採用溫體豬肉製
作，肉質新鮮甘甜，嚐起來滑順
濃郁，遠近馳名的好味道讓人愛
不釋手。

東洋和風
日本料理
象山步道鄰近信義區都會，具頂
級風味的日本料理不只一家，無
論生魚片、壽司等各種和式風味
的創意料理應有盡有，喜愛美食
的遊客絕不能錯過。

下班後小天地
居酒屋
現代人工作忙碌，除了閒暇時間
登山健行維持健康，亦可到象山
附近的居酒屋，與親友三三兩兩
聚會談心，保持愉快的心情。

永春崗平台
由永春崗公園往步道方向前進，即
可看見永春崗平台，為從永春崗公
園入口開始的第一處觀景平台。

永春崗公園
永 春 崗 公 園 位 於 信 義 區 松 隆
里，鄰近永春高中、象山親山
步道，宛如一座城市森林，是
眺望台北 101 的好地點，這段
步道坡度較為緩和，也是許多
人行腳象山的首選。

市療步道
市療步道為串接象山步道的主要入
口之一，步道兩旁林蔭密佈，常可
聆聽鳥叫蟬鳴，生態資源豐富，可
充分享受幽靜的山林閒情。

煙火平台
101 煙火賞點首推象山步道，擁有完善步道設施及絕佳視野，「煙火賞
景平台」提供遊客近距離貼近台北 101，不必擔心距離太近無法完整看
見煙火全貌，是跨年時分享受浪漫煙火美景的最佳地點。 

Discover Taipei



認識步道
臺北盆地四周的郊山是民眾健行、踏青、散步與大自然互動的好地方。
臺北近郊山區由北到南，共有大屯、七星、五指、南港及二格等五大
山系，每座山系各有其自然景觀與地方特色，是假日休閒、健身的最
佳去處。

象山親山步道位於臺北市東南方的南港山系，是臺北都會區最熱門的
步道，可盡情享受公園綠地、奇岩地景、宗教寺廟、登高望遠，以及
遠離塵囂、縱情山水的大自然山野風光。

￭什麼是親山步道？
為了讓民眾更容易抵達登山口，親山步道的規劃，串連了鄰近大眾運
輸系統與登山步道系統，在臺北街道上，可前往親山步道的捷運站或
公車站附近，都能發現親山步道的標誌，只要隨著標誌的指引前往，
就能體驗臺北的好山好水。

￭什麼是親山認證拓印亭？
臺北市目前有 20 條親山步道，每一條親山步道都有一組獨特的紀念

戳 ( 立體鋼印浮雕的效果 )，共 20 組，民眾想取得這些紀念戳，最好

的方式就是前往分布在每一條步道上的親山認證拓印亭，將紀念戳拓

印在預先準備好的拓印摺頁或小筆記本上，讓您的登山行動再添一筆

驕傲的記錄。

￭如何區分親子級、勇腳級與山友級步道？
臺北市「親山步道」路線依照步道坡度、舖面、設施狀況分為「親子
級」、「勇腳級」及「山友級」三個等級，包括 20 條「親子級」、
10 條「勇腳級」及 5 條「山友級」路線。

 親子級： 路線指標清楚，行徑路線容易掌握，步道舖面設施完整，
登山口容易辨識，一般人可輕鬆漫步走完全程。

   山友級： 登山口與叉路清楚易行，部分階梯路段坡度較陡，較無完
整舖面設施，行走時須考驗腳勁及肺活量，適合經常登山
健行、體力較佳者行走。

 勇腳級： 路徑簡單、寬窄不一，登山口、路標較不明顯，部分路線
位置隱密，可能在地圖不易查尋，須依賴熟悉者引導。坡
度較陡長，人工舖面設施較少，多屬自然狀態，適合經常
從事登山健行活動或體力極佳者行走。

登山準備
￭事前充分規劃與準備
走入自然環境前，預先蒐集當地相關資訊，作好充分的計畫與準備，避
免因不瞭解或準備不足，造成自己、他人或環境的傷害。

￭在可以承受的地點行走與宿營
健行或登山時，待在指定的步道上和宿營地點內，不走捷徑，並儘可能
留下最輕的足跡。

￭適當的維護環境、處理垃圾
只攜帶適量的裝備與食物，並帶出所有攜入的物品，萬不得已時，亦應
妥切的處理無法攜出的棄物。

￭勿取走任何資源與物件
致力保持造訪地點的原始風貌，不任意改變當地自然與人文環境，也不
取走任何物件。

￭減低用火對環境的衝擊
不輕易生火，若有必要亦應使用對環境傷害最少的器具來煮食或照明。

￭保育自然環境與野生動植物
自然是各種生物的家，尊重並盡量不影響其生活環境，不任意餵食動物、
不破壞任何植栽及林木。

￭尊重其他的山林使用者
與他人分享山林環境，尊重他人獨處所需的寧靜，審慎思考自己的行為
對環境和他人的影響。

( 登山準備資訊由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提供 )

登山健行重要裝備
￭登山鞋
登山鞋必須兼具防滑、防水及透氣功能，選擇合腳並搭配登山襪，保
護足部及腳踝。

￭背包
選擇寬背帶及有腰帶背包，可調整貼合背部，減輕肩部負擔。

￭衣著
選擇三層式具排汗透氣服裝，及排汗透氣內外褲，並戴防曬、防寒帽，
輕鬆活動在山野間。

￭飲食
視行程長短，攜帶充分的飲水，營養價值高、不易腐敗之食物，輕便
無毒容器，裝備輕量化。

￭雨具
兩截式雨衣是最好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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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醫療院所

圖例說明

步道口導引
交通資訊
￭�由捷運象山站 2 號出口下車，往信義路五段 150 巷象山公園方向

人行道，約 10 分鐘抵 150 巷 22 弄靈雲宮登山口。

￭�由捷運永春站下車，往松山路永春高中方向步行，約 25 分鐘抵永

春崗公園，或搭 20、33、286、299 至「永春高中站」下車，沿
松山路進入。

￭�公車 88、207、281、282 副、588、647、650、915、棕 6、棕 7、

棕 18、棕 21、綠 1、1570、1571、1572 至「信義行政中心站」
下車沿象山捷運站 2 號出口旁信義路五段 150 巷至靈雲宮登山口。

￭�公車 1、22、33、37、226、藍 5 至「吳興國小 ( 莊敬 ) 站」下車，

沿信義路五段 150 巷步行至靈雲宮旁登山口。

醫療院所 地址 電話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111 號 02-29307930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 87 號 02-27861288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252 號 02-27372181

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路 131 號 02-27615844

臺大醫院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7 號 02-23123456

耕莘醫院新店院區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362 號 02-22193391登山健行要領
￭進入山區前必須隨時注意氣象變化。

￭平時應有充分的體能及技能鍛鍊，吸收山野新知，保持良好的體力和耐力。

￭完整的裝備、充分的飲水和糧食，是保護自身生命安全不可或缺的要項。

￭ 起步時不要快，保持穩健步伐，步步踏實，將重心放在腳掌上，暖身

後以平均速度前進。

￭ 適當的休息，適度的調整，方能保持充沛的體力走完全程。

￭ 遇到斜坡，應放慢腳步，上身傾斜，步伐縮小，以大腿肌肉帶動全身，

平穩攀爬。

￭�下坡時腰部放低，視線注意向下方向，步步為營，不可急衝，以避免

腳部及腰部受傷。

￭ 迷路時應折回原路，或尋找避難處所，避免消耗體力，以通訊器材求

救，靜待救援。

頂埔

南京復興
北門

松山
南京
三民

台北
小巨蛋

大安
森林公園丹鳳

迴龍

信義
安和

台北101
世貿

象山

南

松山線

象山線 象山步道觀光地圖

步道口

轉運站

地標

步道

親子級親山步道

指引路線

捷運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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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紅線

市療步道口 顏子廟步道口靈雲宮步道口 永春崗步道口 天寶聖道宮步道口

廁所

公園

捷運站

公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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