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 

防災相關點位總表                                                        

更新時間：109年4月 

項目 數量 

列管邊坡巡勘觀測地點 18處 

列管山坡地老舊聚落 24處 

土石流潛勢溪流基本資料 50條 

列管沉砂池 50座 

列管山坡地社區 50處 

 

 18處列管邊坡巡勘觀測地點 

項次 行政區 里名 地點 

黃色/紅色 

警戒雨量值 

(mm/24hr) 

1 

士林區 

溪山里 萬山煤礦∕至善路3段336巷66號附近 400/500 

2 福林里 中山北路5段4巷26號一帶 400/500 

3 翠山里 中社路二段35巷28號一帶 400/500 

4 中山區 劍潭里 中山北路4段67號水牛圖擋土牆一帶 400/500 

5 北投區 溫泉里/林泉里 奇岩路丹鳳山巨石附近 400/500 

6 內湖區 大湖里 大湖山莊街21巷邊坡 400/500 

7 信義區 黎順里 崇德街157巷3弄6號一帶 500/600 

8 

文山區 

政大里 

萬壽路75巷47號後側已整治邊坡 400/500 

9 萬壽路75巷47號後側已整治區東北側邊坡附近 400/500 

10 新光路74巷11號一帶 400/500 

11 老泉里 文山區老泉街26巷11號一帶 400/500 

12 
指南里 

指南路三段草湳橋西北側已整治邊坡 400/500 

13 貓纜塔柱 T21下方已整治邊坡 400/500 

14 政大里 萬壽路下方已整治邊坡 400/500 

15 
南港區 舊莊里 

舊莊街2段334號附近 500/600 

16 大豐里產業道路1k+900已整治邊坡 500/600 

17 
士林區 溪山里 

碧溪(支線1)產業道路0K+250處 400/500 

18 萬溪(主線)產業道路5K+450~600處 400/500 

 

附件5 



 24處列管山坡地老舊聚落 

項次 行政區 里名 地點 

1 

信義區 

黎忠里/ 

黎安里 
和平東路三段 435 巷 29 弄山坡聚落  

2 松友里 虎林街 272 巷山坡聚落  

3 

黎安里 

和平東路 3 段 575 巷、531 巷 17 弄及47 弄附近山坡聚落  

4 和平東路 3 段 627 巷附近山坡聚落  

5 和平東路 3 段 631 巷南側承天宮下方至 10 之 4 號間山坡聚落  

6 泰和里 吳興街底靠山腳及坑溝之山坡聚落  

7 
六合里 

聯勤技術訓練中心左側兩系谷溝沿線舊山坡聚落  

8 信義路五段 150 巷 342 弄東側(慈惠堂)附近山坡聚落  

9 

大安區 
黎和里 

和平東路 3 段 606 巷及和平東路 3 段532 至 602 號山坡聚落  

10 和平東路 3 段 632 巷附近山坡聚落  

11 和平東路 3 段 606 巷附近山坡聚落  

12 和平東路 3 段 512 巷及 530 巷附近山 

13 學府里 基隆路三段 155 巷 176 弄東側山坡聚落  

14 
北投區 

秀山里 貴子坑溪水磨坑溪匯流口上游山坡聚落  

15 林泉里 幽雅路杏林巷曹洞寺附近山坡聚落  

16 內湖區 西康里 內湖路一段 47 巷西側及內湖路一段39 巷東側山坡聚落  

17 
士林區 

臨溪里 臨溪路 74 巷及 100 巷山坡聚落  

18 福林里 中山北路 5 段復興電台後方山坡聚落  

19 中山區 劍潭里 通北街 118 巷及 146 巷山坡聚落  

20 
文山區 

博嘉里 木柵路五段象頭埔山坡聚落    

21 景東里 景興路仙跡岩下方紫範宮一帶山坡 

22 

南港區 

中南里 聚落中南街 134 巷及 168 巷一帶山坡聚落  

23 舊莊里 舊莊街二段 156 號後側、160 號附近及 306 巷 1 號山坡聚落  

24 百福里 成福路底北興宮附近山坡聚落  

 24hr累積雨量超過300mm為黃色警戒 

 24hr累積雨量超過400mm為紅色警戒 

 

 

 

 

 



 50條土石流潛勢溪流基本資料 

項次 

行政區 

(警戒雨量 

mm/24hr) 

里名 地點 

1 

北投區 

(500) 

湖田里 

小油坑西側、陽金公路大屯橋東西向山溝 

2 頂湖北側巴拉卡公路南北向山溝 

3 陽金公路馬槽橋(馬槽溪) 

4 

泉源里 

十八份溪(東昇路/風溪橋) 

5 中正溪(與登山路149-17號/泉源三號橋、 下游東昇路/映竹橋） 

6 登山路129號旁排水溝往上游 

7 珠海路登山路口、郵政訓練所後方溪溝 

8 大屯里 復興三路復興高中旁(永春寮溪) 

9 
秀山里 

中和街錫安巷底、道生基督書院後方溪溝 

10 中和街458巷底 

11 大屯里 貴子坑水土保持教學園區右側水磨坑溪 

12 
秀山里 

貴子坑水土保持教學園區左側貴子坑溪 

13 貴子坑水土保持教學園區左側貴子坑溪支流 

14 稻香里 石仙路68巷內 

15 桃源里 中央北路40巷內及桃源國小後方 

16 永和里 石牌路2段343巷之行義公園 

17 林泉里 亞太溫泉會館（幽雅路銀光巷） 

18 

士林區 

(500) 

福林里 泰北中學、松園營區 

19 
臨溪里 

至善路2段25巷內溪溝(往上游至仰德大道二段2巷50號下方止) 

20 至善國中東南側、劍南路東西向山溝 

21 新安里 故宮博物院右側山溝(猴峒溪) 

22 

溪山里 

自來水公司雙溪水庫排水口下游左側山溝 

23 下游為至善路3段336巷口附近 

24 上游為至善路3段336巷61號附近 

25 
中山區 

(550) 
大直里 大直路62巷5弄實踐大學北側 

26 

信義區 

(600) 

泰和里 
吳興街600巷98弄底溪溝 

27 吳興街600巷100弄底、沿糴米古道旁之溪溝 

28 六合里 金興煤礦北側、信義路五段150巷聯勤兵工技術學校東側山溝 



29 
松隆里 

松山路650巷15弄南側附近溪溝 

30 松山路669至725號美的社區後方 

31 

文山區 

(500) 

老泉里 政大地滑地南側老泉街45巷混元宮北側山溝 

32 指南里 指南路3段38巷、指南國小旁(石坡坑橋)溪溝 

33 政大里 與政大一街210巷道路橋涵交會之溪溝 

34 

南港區 

(600) 

仁福里 
福德街373巷94-2號附近（南港國宅 D棟後方） 

35 福德街373巷68~74號附近（南港國宅 C棟後方） 

36 九如里 信和煤礦北側研究院路3段161巷左側山溝(四分溪上游) 

37 
舊莊里 

舊莊街2段120號旁/更寮步道路線(大坑溪支流) 

38 舊莊街2段232巷旁(大坑溪支流) 

39 

內湖區 

(500) 

大湖里 

大湖山莊街177巷附近  

40 大湖山莊街219巷底左轉接243巷右側溪溝(新銳天下社區左側) 

41  大湖山莊街243巷底左側溪溝(米粉坑溪) 

42 大湖街131巷葉氏祖廟右側山溝(大溝溪) 

43 
碧山里 

內湖路3段60巷底溪溝(森之林社區旁) 

44 內湖路3段256巷附近、金龍禪寺後方溪溝 

45 
金瑞里 

內湖路3段348巷護國延平宮 

46 內湖路3段348巷延平宮左側山溝 

47 
港華里 

環山路2段68巷底麗山新村附近山溝 

48 環山路2段50巷底麗山新村左後側山溝(竹月寺) 

49 西安里 環山路1段136巷花園新城左後側山溝 

50 西康里 內湖路1段47巷底之西湖社區 

 

 

 

 

 

 

 

 

 

 

 

 



 50座列管沉砂池 

項次 行政區 里名 備註 類別 

1 

北投區 

大屯里 復興三路300巷永春寮溪(北市 DF008) 

土石流潛

勢溪流列

管 

2 稻香里 石仙路70號旁仙窟溪(北市 DF014) 

3 桃源里 桃源國小後方運動場(北市 DF015) 

4 士林區 臨溪里 劍南路100巷天惠煤礦土石流告示牌處 (北市 DF020) 

5 
信義區 松隆里 

松山路650巷豹山溪(北市 DF029) 

6 松山路695號美的世界後方(北市 DF030) 

7 文山區 政大里 政大一街210巷道路橋函交會處(北市 DF033) 

8 
南港區 

仁福里 福德街373巷南港國宅 D棟旁(北市 DF034) 

9 九如里 研究院路三段161巷(北市 DF036) 

10 

內湖區 

碧山里 
內湖三段60巷12弄森之林社區後側(北市 DF043) 

11 內湖三段256巷16號慈聖宮牌樓旁(北市 DF044) 

12 金瑞里 內湖三段348巷底護國延平宮後方(北市 DF045) 

13 

港華里 

環山路二段68巷(北市 DF047) 

14 環山路二段50巷14弄底(下方)(北市 DF048) 

15 環山路二段50巷14弄底(上方)(北市 DF048) 

16 西安里 環山路一段136巷(北市 DF049) 

17 
北投區 永欣里 

石牌路二段315巷底北投6號公園-1 

溪溝列管 

18 石牌路二段315巷底北投6號公園-2 

19 

士林區 陽明里 

格致路168號後側-1 

20 格致路168號後側-2 

21 格致路168號後側-3 

22 

中山區 北安里 

北安路759巷潛壩-1 

23 北安路759巷潛壩-2 

24 北安路759巷潛壩-3 

25 文山區 老泉里 老泉街26巷4-3號東山高中 

26 

內湖區 

萬盛里 萬盛街107-6號 

27 港華里 環山路二段10巷鐵皮圍籬內 

28 西康里 文湖街21巷底 

29 
金湖里 

成功路五段420巷26號康寧醫院-1 

30 成功路五段420巷26號康寧醫院-2 



31 

北投區 秀山里 

貴子坑水保園區外 

休閒遊憩

場域列管 

32 貴子坑水保園區 

33 貴子坑露營場草地營區 

34 貴子坑露營場景觀平台旁 

35 

中山區 北安里 

劍南路352巷劍南蝶園上游 

36 劍南路352巷劍南蝶園中游 

37 劍南路352巷劍南蝶園下游 

38 

中山區 

北安里 自強隧道南洞口東側拆遷整治區域 

已拆遷整

治區列管 

39 

大直里 

自強隧道南洞口西側拆遷整治區域 

40 北安路501巷拆遷整治區域-1 

41 北安路501巷拆遷整治區域-2 

42 北安路501巷拆遷整治區域-3 

43 北安路501巷拆遷整治區域-4 

44 

信義區 
松隆里 

松山路650巷15弄南側山坡拆遷整治區域(B區)-1 

45 松山路650巷15弄南側山坡拆遷整治區域(B區)-2 

46 松山路650巷15弄南側山坡之東側溪谷拆遷整治區域-1 

47 松山路650巷15弄南側山坡之東側溪谷拆遷整治區域-2 

48 松山路底福德街51巷拆遷整治區域-1 

49 松山路底福德街51巷拆遷整治區域-2 

50 泰和里 吳興街583巷117弄拆遷整治區域 

 

 

 50處列管山坡地社區數量等級統計表 

50處列管山坡地社區數量等級統計表 

年度(4

月結果) 

行政區 處理等級   

文山區 信義區 內湖區 南港區 士林區 北投區 A級 B級 C級 總計 

109年 29 0 5 1 9 6 0 6 44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