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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
花蓮縣議會廣告

張  峻

北濱突堤如何改善困擾

花蓮民眾多年，在未

確實改善前，花蓮市排水

系統更需確實加強。

　針對自由街大排整治工

程淹水隱憂，自由街排水

涵蓋花農西側一帶、和平

路上端，以及中山、中正

、中華舊市區一帶，施作

箱涵是二十四平方公尺斷

面，問題癥結在於南京橋、成功橋積水，造成舊市

區淹水，抽水站卻抽不到水，因為原抽水站設定水

位二‧七公尺，市公所因抽水不足易造成抽水機組

燒毀，希望提高至三公尺，箱涵工程貫通後，立即

要求抽水機回復起抽水位，控制在安全水位之內。

必須確實加強排水系統

國土的維護是政府施政

最重要的工作，任何

侵蝕國土的情況都不得發生

，防堵國土流失除積極外更

應有成效。

　北濱最近海與沙灘的距離

縮小了，只要一有大浪隨時

都會侵蝕到陸地，如何加強

防補設施及紓緩海浪沖擊力

，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

　北濱海灘遭侵蝕的情況異

常嚴重，已危及附近民眾身家性命安全，更對公共

設施造成威脅，雖然水利署已在該處施設消波塊防

堵海浪侵蝕，但效果不佳，專家與民意代表一致建

議以突堤改善，希望獲得重視。

盼以突堤減緩侵蝕問題

為確保花蓮市北濱街一帶居民生命、財產安全及海岸不

被侵蝕，議長楊文值所關切的北濱突堤改善工程，已

獲得水利署的重視，提撥五千萬元經費分兩期執行，第一

期將在本月底發包，第二期在年底。

　花蓮市北濱海岸由於常年遭大浪侵蝕，原有的沙灘逐漸

消失，雖然九河局以消波塊方式改善，但造成景觀上的破

壞，同時減緩侵蝕的功能也不佳，地方各界多年來不斷要

求改善，他也在定期大會中正式提案，要求水利署正視這

項花蓮市民多年來的期盼。

　希望水利署盡速展開北濱海岸突堤規劃工程，逐年編列

預算，讓北濱海岸的養灘計畫得以進行，結合南濱海岸規

劃成觀光遊憩區，能有效帶動南北濱一帶的繁榮發展。

　今年度規劃辦理經費約五千萬元，第一期工程核定經費

為三二○○萬元，並依據今年規劃(海錨型突堤)案及其後

續水工模擬驗核與一月二十二日立法院經濟委員會現勘會

議決議事項，另參考相關工程資料辦理設計；主要內容為

以透水性沉箱為主幹，上層包覆大塊石，表層再以十五噸

以上消波塊鎮壓穩定堤身，突堤向海延伸約十五公尺。目

前已上網公開招標，期望於本月三十日前完成發包；第二

期工程預定於年底辦理。

北濱突堤改善 獲中央提撥經費

第九河川局計畫在北濱

海岸辦理環境改善工

程，對逐漸消失的海岸不僅

有其必要性，且與地方觀光

產業發展及鄰近民眾生命、

財產有重要的關聯，因此，

該項工程不但要執行，還要

在最短的時間內完竣。

　花蓮縣優美的海岸線已嚴

重流失相當大的面積，海

岸外即是相當深的海溝，遊客觀浪、親水，危險性

高，而由於海岸的縮短，逢颱風期間掀起的大浪，

也威脅岸邊住戶生命、財產的安全。如今第九河川

局計畫辦理改善工程實為良策，可望為花蓮的觀

光、民眾的居家安全帶來極大的正面效益。

改善工程應該盡快完成

北濱海岸遭海浪侵蝕情

形嚴重，進行改善工

程保障優美的海岸線，以及

鄰近民眾的安全有其必要

性，但九河局規劃時須謹慎

嚴密，不要破壞了景觀，造

成醜陋的巨大水泥建物，影

響了視野及自然生態。

　由於不敵海浪的侵蝕，花

蓮市北濱的海岸遭到嚴重的

淘空，流失了相當大面積的沙灘，因此，進行海岸

改善工程有其必要性。

　但以往相關單位進行的海岸改善工程，多數是以

巨大的消波塊來防治，醜陋的巨大水泥建物，破

壞了視野也影響自然生態，希望辦理單位以維護景

觀、防治侵蝕兼具的方式執行。

工程切勿破壞自然景觀

花蓮海岸是地方重要的

天然觀光資產，由於

已流失相當大的面積，不

復見往日的美麗，相關單

位計畫進行治理工程，當

然是一項極佳的措施，但

務必以最新的生態工法施

作，達到維護景觀、保障

民眾安全兼具的目標。

　小時候在北濱沙灘奔

跑、戲水是相當快樂的記憶，也是外地遊客喜歡

前往觀景的地點，但因浪潮長年的侵蝕，不但綿

綿沙灘、優美景致不見了，甚至嚴重縮減到危及

鄰近住家的安全。九河局將進行改善工程，建議

該局以目前最新式的生態工法辦理。

要以新的生態工法施作

受到浪潮的沖刷，北濱

海岸遭嚴重侵蝕，流

失相當大面積的國土，不

僅破壞了原有景致，更危

及岸邊住戶的安全，九河

局將著手辦理環境改善工

程，建議執行時除了保護

國土，也要兼顧景觀的維

護，讓工程完竣後重現以

往美麗的海岸風貌。

　北濱一帶美麗的海岸線因長年的遭浪潮侵蝕，

讓大幅縮短的岸邊已不見往日的優美風貌，更可

見在颱風期間所引發的大浪，對岸邊居民生命、

財產造成威脅。希望辦理改善工程時，同時達到

保障居民安全及維護海岸景觀的雙重目標。

要保障安全並維護景觀

北濱海岸突堤建置，只

要達到養灘、國土

保持功效，再加上保障居

民生命財產安全與漁民生

計，相信地方都受惠。

　突堤完工後，規劃單位

應該評估對當地海域的影

響以及魚類遷徙或群聚的

效應，才能做為後續執行

的規劃與參考依據。

　北濱突堤改善工程保障自然景觀與居民財產、

漁民生計，對地方觀光發展也有正面幫助，同時

也希望將觀光旅遊人潮導引到吉安鄉海岸線，從

點、線、面串聯，相信可以獲得大花蓮與吉安鄉

親更多認同與支持，也希望工程早日完工。

期盼引進更多觀光人潮

南北濱突堤改善除了保

障自然景觀與居民財

產，對地方觀光發展也有

正面幫助，希望工程早日

完工，但要加強周邊景觀

營造與綠美化，才可望帶

動南北濱一帶繁榮發展。

　花蓮位處於太平洋東

岸，每年颱風期間岸區必

經長浪沖擊所以用突堤方

式興建，保障當地居民安全，同時也營造出南北

濱不一樣的海岸風情。這次北濱海岸突堤工程，

希望保護國土不致流失，但要我認為應該要加強

周邊景觀營造與綠美化以及增加周邊休閒設施，

達到禦浪養灘功效，帶動南北濱一帶繁榮發展。

相信對地方發展有幫助

對於北濱海岸環境改善

工程，花蓮市北濱海

岸不只有當地居民，還有

眾多遊客前往，來往人潮

愈來愈多，基於保護人民

安全，施作工程單位更應

全盤考量，兼顧安全及觀

光。

　目前以消波塊改善海浪

侵蝕問題，但非長久之計

，唯有施作工程才能確保人民安全。海岸環境改善

工程完工後，不僅能保護居民安全，也能便於民眾

休閒遊憩，甚至帶動整體花蓮觀光。

要能便於民眾休閒遊憩

北濱海岸環境改善工程

攸關於人民的安全及

觀光發展，海岸線不斷向內

縮減，危急當地居民的生命

財產安全，若是大浪打上來

，不但可能造成淹水，也會

波及居民安全，海岸改善工

程是勢必要進行，目前雖以

消波塊減緩海浪侵襲，但並

非長久之計，應盡速執行改

善工程，或以涵管方式進行，相關單位都應列入考

量，以保護人民安全為要點。

　若是整體改善工程完工後，景觀也會大為提升，

消波塊雖可減緩海浪侵蝕，但就美觀上而言，還是

有些不足。北濱海岸環境改善工程可確保居民安全

，也能塑造整體海岸線的景觀。　

盼塑造整體海岸線景觀

針對北濱海岸環境改善

工程，這項工程對於

當地居民具有影響性，考量

當地居民生命財產安全，工

程絕對有其重要性，雖目前

九河局以消波塊減緩大浪侵

蝕，但花蓮海景是全台最美

景致，消波塊對整體海景來

說，缺少了美感，相關單位

應尋求更佳方式改善問題，

或以涵管方式改善，都可列入考量。

　任何一項工程都應適度進行，以不要破壞自然環

境為前提，而人民也要養成愛護環境習慣，珍惜資

源，讓地球永續。

不破壞自然環境為前題

花蓮市北濱海岸位居花

蓮觀光事業發展的

心臟地區，北濱海岸環境

改善工程，對於提振北濱

觀光地景和商圈，甚至是

整個花蓮市的觀光事業，

都能夠大大的加分，這是

很好的事；不過北濱海岸

環境改善之後，我希望在

交通動線上也能夠跟著改

善，譬如目前北濱兩條交通動線都是單向通車，

全線限速時速都是四十公里，這種時速太慢了，

我覺得不合理，依當地的交通情況，至少應該提

高到五十公里；地方建設、觀光事業都與交通運

輸息息相關，縣政府在規劃時都應該全盤一起考

量進去。

交通動線也要跟著改善

潘富民議員曾經擔任玉

里鎮第十三、十四屆

鎮長，當時把玉里鎮治理

得政通人和、佳評不斷，

熱忱服務是他的最高工作

原則，他說：「鄉親的小

事就是我家的大事！」

「誠懇、謙虛、熱情、服

務」永遠都寫在潘富民的

身影上。鄉親們也都衷心

期盼，優秀、忠誠、樸實、鄉土的潘富民，能夠再

轉回鎮長跑道，為鄉親繼續服務。潘富民誠懇呼籲

鄉親，繼續大力支持他、栽培他、指導他，讓他繼

續有服務鄉親的機會，他再次強調：「鄉親的事就

是我的事，我的當選就是鄉親的當選」。

請鄉親支持再回任鎮長

縣議員陳修福服務軍中

六年，官拜憲兵少

校通信官，退役後返鄉務

農，躬耕兩甲多的農田，

但是他服務鄉親熱忱不

減，經常熱心幫忙大家，

逐漸嶄露頭角，在阿美族

人的支持下，連續五屆十

九年擔任鎮民代表，任內

爭取老人活動中心、托

兒所等績效卓著，並主張大力培育族人學習各項

技藝，在他的努力促成下，各部落處處充滿希望

與生機。今年爭取南區平地原住民縣議員連任選

舉，他步步為營，相信「好人才不會被埋沒！」

呼籲鄉親們，大家團結一致來支持他。

相信好人才不會被埋沒

建議應把黃金海岸沿

線一併開發，從花

蓮大橋沿海往北方向，經

由光華工業區、台開、阿

美文化村、南濱至北濱公

園等，除興設自行車道之

外，還要把海岸線全面整

頓，甚至可以將範圍再延

伸至七星潭海域，把美麗

的黃金海岸呈現在國內外

觀光客的視野範圍。

應該一併開發黃金海岸

對於北濱海岸

環境改善工程

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