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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地區因位在地震帶

，建商在建物的結構

上都已做加強，而且花蓮

地區較少有高樓大廈，因

此，對於地震的預防，在

加強宣導下，應可避免重

大傷亡的發生，至於風災

，因為花蓮發生的機率很

高，官方與學校在防災的

措施上已有相當豐富的經

驗，尤其，目前預報的準確性很高，提早做好因應

，即可避免重大損失的發生。

　令人擔心的是，農作方面屢造成損失，但只要做

好防範工作，像韭菜就可加蓋綠網或蔬菜果園即時

疏濬等，都可有效降低災情。

要有效降低農作災情

防災工作的落實務必做

到全面、深入的宣導

，搶救、支援小組人員的

充分訓練，政府相關部門

救災經費的準備，以及民

眾的配合。

　以颱風入侵來說，防颱

的宣導工作，一定要層層

往下推動，從縣府到各鄉

鎮市公所，至村里鄰長、

社區理事長、部落族長等

，讓每一位民眾都了解防颱的重要，一旦有登陸的

可能，消防單位的搶救、支援小組人員立即做好充

分訓練及應變能力，而政府的搶救經費也要備妥，

隨時應急。

政府要備妥搶救經費

防災工作的落實除了有

賴政府單位的力量外

，民眾的配合也是不可或

缺的一環，也唯有政府、

民眾的緊密結合，一旦發

生災害才能將損失降低到

最低程度。

　防災工作，政府方面要

做到落實的宣導作業，讓

民眾了解自己應該做的防

患措施，在防治水患工作上，對低窪的「淹水區」

進行徹底的清理，流水區做疏濬，成立「第一時間

因應小組」，同時備妥民眾撤離及收容計畫。

　而民眾為維護自己及他人的安全，所裝設的看板

該加固或拆除應及早動手。

政府民間須攜手防災

每逢七月，總是教人又喜又驚，喜

的是，暑假觀光季來臨，花蓮各

行各業都有機會財源滾滾；驚的則是，颱風季也跟著來臨了

，尤其每一次強烈颱風橫掃花蓮，對各產業都造成慘重的損

失，這也是花蓮鄉親們的「宿命」。　

　颱風，人力無法阻擋，只有事前做好防災工作，才能把損

失降到最低；這點，縣府各所屬單位要提早做好準備。

　雖然，大自然的力量很難抵擋，但，人為的防災疏失，才

更可怕；例如，該保持全年暢通的雨水下水道，就不容許有

堵塞的情形存在，縣府工務局下水道課要責成全縣十三鄉鎮

市公所，現在就要清理所有下水道，確認保持暢通。

　各消防救難單位的所有裝備，包括消防車、救護車、救生

艇等，都要完成裝備檢查，確認通通可用。

　農政單位更要注意，每逢颱風，農作損失總是最慘重，能

夠在颱風登陸前先搶收的部分，必要時應聯繫軍方支援人力

，投入搶收行列，以減少農民的損失。　

　還有一項不可預測的天災是地震，尤其大陸四川五月間才

發生大地震，造成近七萬名無辜百姓遇難，還有一萬八千餘

人失蹤，災情之慘重，超過台灣「九二一大地震」近廿倍。

　花蓮屬地震頻繁區，大陸旅遊界「踩線團」到花蓮訪問時

，也頻頻問到花蓮地震的情形，顯然大陸遊客對地震是心有

餘悸；因此，縣府所屬各地震防災單位，平時也要做好防災

的準備。　

　尤其，太魯閣國家公園是所有外籍遊客必定遊覽的景點，

公園內所有可能因地震而造成崩坍的路段或定點，都要做好

強化的措施，以免因地震崩坍而傷人。

　　　

降低損失 各單位要提早做好準備

防颱，我對縣府有信心

，因為每年都有颱風

侵襲花蓮，像家常便飯一般

，縣府所屬各單位早已「熟

能生巧」，幾乎已到了無須

演練的境界。

　至於地震，我比較擔心，

因為從民國四十年大地震至

今，花蓮尚未發生過「夠震

撼」的大地震，縣府各單位

及鄉親們在防災心態上，可能較為鬆懈，就像大陸

四川大地震若發生在花蓮，其造成的損失恐怕也難

以想像。

　因此，建議縣府，應該以四川大地震的規模及震

度作為「假想敵」，若發生在花蓮，可能造成什麼

樣的損害？相關單位如何立即展開救災？

對縣府防颱深具信心

每逢颱風，我最擔心的

就是原住民部落的土

石流問題，希望縣府能做

好防災準備，把全縣所有

土石流監測系統檢查一遍

，確認都能保持廿四小時

順利運轉。

　而土石流容易發生的區

域，通常都是水土保持做

不好的地方，或是遭到濫

墾濫伐，包括林務局等相關單位，應該全年無休全

力做好水土保持。土石流監測系統只能「治標」，

做好水土保持才是「治本」。

檢查土石流監測系統

颱風和地震這兩項天然

災害，是花蓮人的「

宿命」，躲不掉，只有面

對；面對的方式，只有事

前做好防災準備。

　防颱的工作已愈來愈難

做，因為颱風的威力似乎

有年年加強的趨勢；因此

，我們的防颱工作要有「

提升等級」的準備，千萬

不要以為過去的那一套可用一輩子。　　

　防震當然也要加強，因為花蓮已經很久沒有發生

過強震，在防災心態上容易鬆懈；因此，建議各相

關單位要提高「防震備戰」的等級，做最壞的打算

，但也做好最佳的防災準備。　

要提升防颱工作等級
颱風防災工作，花蓮縣

府團隊做得很不錯。

　我只希望的是，風災過

後的災損補償，中央應再

提高金額，尤其是對農作

災損的補償，因為，農民

辛苦耕作一年的收成，如

西瓜、文旦柚等，可能一

個颱風就全部化為烏有，

還要倒貼所有肥料等物力

與人力成本，農民頓時成為「難民」，情何以堪？

　尤其，政府可以動用勞退基金、郵政儲金去救股

市，動輒賠上百億元，扁政府還大方丟廿億元到大

陸四川賑災，這些錢都是人民的納稅錢，拿來幫助

可憐的農民，應該更能深得民心。

災損補償金額應提高

風雨無情，面對颱風季

的來臨，縣府應及早

做好防災準備。　

　土石流一向是原住民部

落的「最怕」，雖然內政

部在全縣各土石流可能發

生的區域，均設有監控系

統，隨時都能發出警報；

但，如何做好水土保持，

不讓土石流再發生，才是

最根本的解決之道，縣府和林政單位責無旁貸。

　花蓮是農業縣，颱風期間所造成的農損，常讓農

民做一年都補不回來；因此，颱風所造成的農損，

中央應提高補助金額，才能讓農民維持繼續耕作的

意願。　

千萬別讓土石流發生

防災工作必須在平日就

有完善的準備，但目

前公部門的推動仍嫌不足

，大多處於被動的情形，

每當災害來臨時，常見政

府單位顯現出手忙腳亂的

窘境，我認為，平常就應

建立妥適的制度，並透過

定期的演練，熟悉各項防

災救難技能，才能將天然

災害所帶來的傷害減到最低。

　而防災工作，公部門應積極結合各地方社團，在

平時就進行任務分組及演練的工作，全民共同「動

起來」，惟有如此，才可以讓民眾的生命財產，獲

得更大的保障。

平常應演練救災技能

以我長年定居秀姑巒溪

畔的經驗，如果上游

降雨量超過五百公厘以上

，必定造成兩岸洪水災情

，尤其九二一大地震後，

中央山脈地層土石鬆動，

每遇有豪雨，大量土石被

沖擊而下，造成下游河床

淤積極為嚴重，玉里的豐

坪溪、拉古拉古溪河床填

高至少五公尺以下，使原有堤防變成低矮，兩岸河

防安全岌岌可危。

　颱洪期即將到來，我希望水利單位加速疏濬淤積

的河床，使洪水宣洩流暢，老舊低矮堤防也要趕快

整修加固，以確保溪岸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快加速疏濬淤積河床

花蓮縣過去已歷經多次

的大地震、水災，政

府及民眾應該能記取教訓

，作為防災的前車之鑑，

但近幾年災情一再重演，

我認為防災工作仍有待加

強，尤其政府相關單位的

防災工程，可能受到經費

預算的限制，總是無法滿

足民眾的需求，如果主管

機關未能做到「未雨綢繆」防範災害釀生，哪算是

「大有為政府」?

　我曾一再反映，趕快修建富興溪堤防、防範瑞港

公路、樂合入山口崩塌落石，以維護居民安全，但

迄未見下文，颱洪期又要來了，希望趕快辦。

須加緊防範崩塌落石

「防災重於救災」

是政府與民眾

應重視的觀念，尤其花蓮

縣處在地震、颱風的敏感

地帶，更應有週全的防災

準備，才能減少災害程度

，針對地勢低窪及易遭土

石流災害地區，主管單位

都劃設有警戒區，我希望

應加強宣導，提高民眾的

警覺，事先做好防災避難準備，才能使災害減輕。

　颱洪季節來臨前，我建議縣府及水保單位要針對

警戒區的野溪，全面進行疏濬清理作業，另外警戒

通報機制應事先演練熟悉，以免屆時失靈錯失防災

先機。　　

要加強宣導提高警覺

在談論防災工作之前，

不如先注重預防措施

，造成重大傷亡的天災，往

往都是因為工程偷工減料所

造成，如能事先對所有工程

採取嚴謹監督、避免偷工減

料的情形，相信天災來臨時

，必可將傷亡降到最低。

　花蓮縣境狹長，而每次防

災中心皆設在北區，雖然中

、南區係由鄉鎮公所負責，但因權限關係，均需通

報縣府後才能採取救援措施，常產生緩不濟急的狀

況，我建議，防災中心的設立應分北、中、南三區

，中、南區可分別由副縣長及秘書長直接指揮，省

去層層通報的時間，以發揮救災工作最大的效率。

應設北中南防災中心

花蓮地區原住民所佔的

比例極高，而且都聚

集在山區，對於風災、地

震所造成的威脅非常嚴重

，而且，原住民賴以維生

的「家產」都在山區，只

要發生地震或風、水災，

都會造成原住民極為嚴重

的傷害。

　依目前的現況而言，原

住民所有在山坡賴以維生的田園因水土保持作業，

未臻完善，所以每逢天災都會發生災害，影響生活

及子女教育，更影響生活品質。

　希望政府能加快山坡地治山防洪的作業，使原住

民的農作物能在無災害的情況下生長，增加收入。

加快山坡地治山防洪

花蓮只要發生水災，都

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傷

害，所以希望防災單位要有

「未雨綢繆」的心態，盡量

在災前做好防範工作，期使

災害降至最低。

　花蓮地區民眾大都以務農

維生，除一些有田園的民眾

外，更有許多民眾租用河床

種植短期作物，每逢汛期受

害最嚴重的也都是一些租用河床地的民眾，他們與

天爭食的精神應受到肯定與支持。

　為照顧弱勢民眾，政府應加強災害宣導，使民眾

能在災害來臨前，做好應有的防範，使災害程度降

至最低。

政府應加強防災宣導

花蓮縣吉安鄉多年前曾

發生嚴重的土石流，

奪去數十條人命的景像猶

在眼前，每逢颱風季節，

都是山邊居民坐立難安的

時節，我希望政府除了加

強宣導外，也應確實定期

做好防災演練，讓民眾、

救難單位熟悉救災相關流

程以及求助方式。

　除了土石流監測、抽水

系統維修外，坐落在地震帶的花蓮，也應加強房屋

建築、公共設施防震措施的監督，對於抗震係數等

要求，絕對不可馬虎，保障縣民居住安全。

防災絕對不可以馬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