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安溪魚類工作坊 

南濱隔離水道生物換家行動 

花蓮南濱太平洋公園綠草如茵，徐徐海風吹拂，是花蓮鄉親與遊客運動、散

步、遊玩休憩的好去處，110年花蓮縣政府積極向水利署爭取經費辦理「洄瀾

灣流水環境改善工程」，為提供更優質的水岸生態環境，改善南濱太平洋公園

的隔離水道，並串聯南濱海堤休憩廊道，營造美崙溪的生態棲地。開工前南

濱隔離水道即將關上水閘門，未避免原本居住於隔離水道內的生物可能面臨

缺水過熱，透過「花蓮縣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案」規劃吉安溪魚類

工作坊，邀請民眾志工一同參與「南濱隔離水道生物換家行動」，除了認識水

道內原生魚蝦及其他外來種生物，也透過實際行動讓參與的民眾志工能為花

蓮溪流生態盡一份心力。 

 



【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 

【執行單位】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活動時間】2022年 3月 26日（週六）14:00-17:30 

【集合地點】太平洋公園(南濱公園)入口右轉到底停車場處集合 

【參與對象】相關權責單位、關注溪流議題 NGO組織等為優先邀請對象 

【活動費用】免費（講師保險等費用由專案支應，志工抵達交通需自理） 

【活動報名】電話報名，洽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03-8333626，簡先生

(0910-666984) 

【報名截止】3月 23日截止 

【注意事項】本活動場地於戶外進行，請自備防曬帽、防曬衣褲與水壺，

現場提供飲用水，並辦理公共意外責任險。  

【活動流程表】 

時間 行動主題 進行時間 備註說明 

13:30-14:00 報名簽到 30分鐘 
太平洋公園(南濱公園)入口右轉到底停車場處集合

簽到 

14:00-14:30 
開場及安全
宣導 

30分鐘 開場介紹，主辦單位致詞，活動安全宣導。 

14:30-14:50 環教解說 20分 

分魚組進行魚類解說 20分鐘，辨識魚種、分類
桶、撈魚動作等步驟。 

分組，現場請參與志工分為分魚組、撈魚組，等
A/B組。 

14:50-16:50 

撈魚及魚群
分類 

2時 

協力員與志工協助撈魚組將魚群搬運上岸，組長
協助志工辨識魚類，志工進行分類與紀錄。 

運送/放流 
魚群分類後由協力員與志工搬運上車，車輛前往

放流區將分類桶下車，往返作業。 

16:50-17:10 場復清潔 20分 組整理器具，清洗裝備 

17:10-17:30 
活動心得分
享 

30分 心得分享，集合賦歸。 

 



【活動地點】南濱隔離水道（下圖） 

 

公部門 地址 
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花蓮縣花蓮市仁愛街 19號 
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 花蓮市林政街 1號 
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花蓮縣花蓮市府後路 26號 
花蓮縣政府環保局水汙科 花蓮縣花蓮市民權路 123號 
花蓮市公所 花蓮縣花蓮市林森路 252號 

私部門 地址 
臺灣環境保護聯盟花蓮分會 花蓮縣吉安鄉南華村南華六街 133巷 6號 
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分會 花蓮市華西路 123號(科學館 1樓) 
花蓮縣野鳥學會 花蓮縣花蓮市德安一街 94巷 9號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花蓮縣花蓮市中美路 81號 
財團法人花蓮縣蘇帆海洋文化藝術基金會 花蓮縣壽豐鄉鹽寮 148號 

吉安(七腳川)溪-南濱一帶之村里 地址 
花蓮縣花蓮市公所主和里辦公室 花蓮縣花蓮市廣東街 146號 1樓 
花蓮縣花蓮市公所主計里辦公室 花蓮縣花蓮市成功街 212號 
花蓮縣花蓮市公所主安里辦公室 花蓮市中正路 184巷 1弄 2號 
花蓮縣花蓮市公所主農里辦公室 花蓮市主農里 10鄰長春街 30號 
花蓮縣吉安鄉東昌村國辦公處 花蓮縣吉安鄉東昌村東里十五街六十之一號 

相關社區發展協會 地址 
花蓮縣花蓮市主和社區發展協會 花蓮縣花蓮市廣東街 146號 
花蓮縣花蓮市主農社區發展協會 花蓮縣花蓮市中順街 77號 



花蓮縣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 

太平洋南濱公園「魚棲換家行動」百人參與親子共學工作坊 

花蓮南濱太平洋公園綠草如茵，徐徐海風吹拂，是花蓮鄉親與遊客運動、散

步、遊玩休憩的好去處。花蓮縣政府為提供更優質的水岸生態環境，改善南

濱太平洋公園的隔離水道，並串聯南濱海堤休憩廊道，營造美崙溪的生態棲

地積極向水利署爭取經費辦理「洄瀾灣流水環境改善工程」。開工前南濱隔離

水道即將關上引水閘門，為避免原本居住於隔離水道內的生物可能面臨缺水、

過熱缺氧環境劣化引致魚類死亡情況，透過「花蓮縣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

圖規劃案」規劃辦理吉安溪魚類工作坊，以人工捕移方式將隔離水道內原生

魚類移棲至吉安溪，活動中除了認識水道內原生魚蝦及其他外來種生物，也

透過實際行動讓參與的民眾志工、大小朋友們能為花蓮溪流生態盡一份心力。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於 111年 3月 26日下午 2時假太平洋公園（南濱公園）舉

辦「吉安溪魚類工作坊－南濱隔離水道生物換家行動」，邀請縣議員、中正國

小師生家長、花蓮親子共學團及環保局吉安溪水巡守隊一同參與生態共學工

作坊。建設處表示，縣政府正規劃連結花蓮在地山景水岸，改善吉安溪下游

河口段之水域空間，並優化南濱公園步道環境延續生態水岸，以期接軌東大

門夜市及日出香榭大道，形成觀光軸線，達成與水共生、共存、共榮之目標

願景。 

 



 

本次活動約有 140人參加，其中包含師生家長 80位與水巡守隊 40位，經捕撈

記錄發現，原棲於南濱隔離水道中魚類共有兩千餘條，包含 5 種原生魚種

（海鰱 6條、羅漢魚 1條、鯽魚 120條、鯔魚 165條、鯉魚 6條）與 3種外來

魚種（吳郭魚 1898條、泰國鱧 2條、朱紋錦 1條）。 

 
 

 



 

參與家長表示，很開心能與孩子們一起參與本次活動，有趣的生態解說員搭

配實作體驗的工作坊，更能深刻瞭解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性，小朋友也在活

動中收穫許多知識，充滿意義與教育目的，期待未來辦理更多元的親子共學

活動。小朋友則是興致地分享在活動認識的魚類朋友，並希望以後還有「抓

魚玩水」課。議員楊華美表示，建設發展的同時務實地考量生態永續發展，

大力肯定建設處辦理之親子共學活動，盼未來有更多民眾參與，一同為環境

永續盡一份心力，攜手愛護花蓮這片美麗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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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 函
地址：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

承辦人：謝豐澤

電話：03-8224127

傳真：03-8230643

電子信箱：a620280@hl.gov.tw

受文者：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6日

發文字號：府建水字第111008075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376550000A_1110080751_ATTACH1.pdf)

主旨：檢送本府111年4月14日辦理「洄瀾灣海岸工作坊」紀錄，

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府111年4月7日府建水字第1110069662號函暨111年4

月12日府建水字第1110075366號函賡續辦理。

正本：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花蓮管理處、台灣

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區管理處、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務分公司、花

蓮縣環境保護局、花蓮縣文化局、花蓮縣花蓮市公所、花蓮縣吉安鄉公所、本縣

景觀總顧問、花蓮縣花蓮市公所主和里辦公室、花蓮縣吉安鄉東昌村辦公處、花

蓮縣議會、張議長峻、潘副議長月霞、張議員美慧、魏議員嘉彥、謝議員國榮、

楊議員華美、林議員宗昆、徐議員子芳、李議員秋旺、吳議員東昇、莊議員枝

財、鄭議員寶秀、邱議員光明、黃議員馨、張議員懷文、徐議員雪玉、張議員正

治、黃議員振富、林議員源富、葉議員鯤璟、吳議員建志、黃議員玲蘭、笛布斯

‧顗賚議員、李議員正文、周議員駿宥、蔡議員依靜、賴議員國祥、哈尼‧噶照

議員、陳議員建忠、田議員韻馨、簡議員智隆、高議員小成、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花蓮分會、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分會、花蓮縣野鳥學會、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蘇

帆海洋文教基金會、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副本：經濟部水利署(含附件)、本府建設處水利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花蓮縣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洄瀾灣海岸工作坊 

會議紀錄 

第1頁共 8頁 

一、 時間：民國 111 年 4 月 14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二、 地點：花蓮縣政府小簡報室（第五會議室旁） 

三、 主席：花蓮縣政府建設處水利科 張科長世佳   記錄：謝豐澤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會議簽到表) 

五、 業務單位說明 

六、 發言(書面)紀要： 

(一)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李宜澤教授 

1、 里漏部落為南勢阿美七社之一，現在人類學和文化領域也開始重

視大地工程、港口道路如何影響當地生活。 

2、 在南濱路段受到幾個發展轉變的影響，包括私有化（農地、灌溉

水圳的地景變動）、軍事化（戰後初期、1980 年代）、都市化及工

業化。 

3、 從地理位置變動到儀式地景的改變，1939 年花蓮港開港後，港口

禁止進行一般活動進行，原民捕魚活動改至河流中段及花蓮溪出

海口，常常會發生意外。戰後 1970 年代受到第經濟部水利署九河

川局管理影響，捕鳥的儀式活動以前是為割稻時進行，現在族人

的羽冠上羽毛則是從越南進口。 

4、 從儀式地景到傳統文化的改變，東昌現在只剩兩艘船，船祭前要

妝點船隻，路線也有改變。Ma’orad（1931 年進階）因 193 縣道

尚未拓寬，當時水圳也允許私人行走，所以可以走到最靠近海邊

的位置，並進行祭拜。Alemet（1973 年進階）因海巡署設哨口加

上第九河川局設化仁海堤，所以改到阿美文化村入口為競跑路

線。 

 

(二) 成大水利海洋基金會－郭晉安博士 

1、 目前消波塊為 15-20 噸，可以不用到這麼大的消波塊。北濱和南

濱海堤為 6.25 公尺、化仁海堤為 4.61 公尺，但南濱海堤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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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域僅剩 1.5 公尺。 

2、 未來海岸線侵蝕的問題仍可能持續發生，需要推估 20 年後海岸線

可能後退到哪，規劃劃設災害防治區和陸域緩衝區。 

3、 有關花蓮港海岸侵蝕、鹽寮海岸的侵蝕和堆積等問題需處理，可

以利用鹽寮以北邊的沙補南邊的侵蝕；美崙溪配合疏濬，補充沙

源補充配合錨型；北濱做侵蝕補償，並用美崙溪的疏濬沙做補

充。 

4、 生態與環境建議先普查，考量未來利用生態做成生態潛礁做為天

然防禦措施。 

5、 洄瀾灣海岸防護課題，可以發現吉安溪口的岸線一直退，從椿號

出去本還有 140 公尺，到 90 年後退近百公尺；後來海岸線有增長

出去，105 年有 80-90 公尺。以花蓮港還沒增建前對照，整個海岸

線後退；南北濱有化仁海堤後，變化才沒有那麼大。 

6、 美崙溪至北濱段海岸飄砂自成一系統，夏季飄砂由南往北的飄砂

積在美崙溪右岸導流堤南側；冬季因遮蔽效應，使夏季飄砂無動

力南回，使北濱海岸侵蝕。 

7、 化仁海堤南段的離岸堤（第 15-16 座）已形成砂舌，致北側海岸

的飄砂補助困難。 

8、 東南方向的浪對吉安溪溪口影響較大，建議吉安溪口辦理疏浚配

合養灘，疏浚時依照生態洄游魚類所需水深做調整。 

 

(三) 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工務課－黃承焌課長 

1、 南濱海岸的挑戰：海岸線侵蝕、退縮和颱風大浪。以 50 年會發生

一次的颱風做規劃，原有消波塊吊為潛礁，並做拋石斷面。目前

希望把直立式堤防改成緩坡。 

2、 南濱離岸潛堤是第一道防線，拋石讓海浪在孔隙間消能，進而保

護後方居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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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濱海堤（民國 16 年直立式弧石），98 年施作砂石專用道和 106

年的養灘，目前方式為入砂養灘，整體對之後有正面幫助。 

 

(四) 臺灣環保聯盟花蓮分會－鍾寶珠分會長 

1、 南北濱海岸問題要如何治理，未來朝養灘方式規劃，真的是我們

（NGO 團體）所期待的。我們認為消坡塊對海岸線保護沒有幫

助，從美崙溪出海口自然工法可以看得到成效，在過去就一直在

呼籲朝這個方向設計施作。 

2、 剛剛有提到吉安溪南濱出海口塊石的擺放的位置，以人工夾彎提

出南北濱養灘論文（論文名稱為「以人工岬灣與養灘綜合工法應

用於花蓮南、北濱海岸」。研究生為國立中山大學邱筱蘭，指導

教授為許榮中），幾乎就是現在岬灣理論的概念來操作，或許我

們未來有機會可以和港灣、研究所、機關就工法探討施作方式來

進行對談有關過去與現在的變化差距。希望建港後南岸北岸有機

會回復自然沙灘。 

3、 南北濱海岸治理應該討論保安林復育，林投區產生自然的保護消

波塊功能，應該納入共同討論。在龍王颱風過境後有帶過學生做

科展，觀察海岸林現有固沙防風的調查，發現七星潭有林投、木

麻黃，砂石都被擋在前面，有很好的防護作用，馬鞍藤可以固

灘。前面固攤後面破浪的職務分工非常好，用此策略可以和部

落、社區共同合作，相信他們也會有想法。 

4、 南北濱海岸的退縮和東砂北運有否關連，到底上游的量供應到海

邊的量是多少？應該也要從河川整治和海岸間的關係思考。 

 

(五) 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分會－楊和玉主秘 

1、 吉安溪的水量到底足不足？取用水影響是否會形成沒口？對生態

的影響為何？我們必須注重這些議題，水巡守隊為現場第一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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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也可將議題帶回觀察。 

2、 建議九河局單位，如果回頭看七星潭塊石區的部分，應該以近自

然的工法去做，如馬鞍藤等植物。應該復土去種海岸合適的植物

去攀沙，採軟性工法。相關單位應該透過歷史資料去找回濱海植

物，種回適宜的植物。軟硬配合才能讓海岸不再生硬。 

 

(六)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副教授－吳海音 

1、 海岸的變動不只是海岸和水，還有內陸的水和砂的問題，要保護

的對象、解決方法、自然擾動空間等都需要考量。要恢復自然海

岸和人民居住安全的部分，因跳出既有想法，以更大的區域討

論。簡報看不清楚細節，想取電子檔回去研究。 

 

七、 綜合討論 

(一) 林務局花蓮林管處－施明秀技士： 

在 2619 號保安林這邊近台開新農場沿海側部分，有屬吉安公所管

轄之海祭場設施，該硬體設施當初營造時超過規定容許面積，目

前已知該建造物是與原民族文化相關意義，請問該設施是否也屬

「傳統之必要」保留？若不是，希望吉安鄉公所減量硬體設施至

規範容許面積；若是，也希望公所積極辦理相關解編撥用之申

請。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李宜澤教授回應： 

就研究經驗，過去確實有靠近南邊的活動行為，捕魚祭活動在花

蓮溪出海口附近進行。因傳統文化位置會隨著相關空間的擠壓而

改變，近年里漏部落族人考量便捷與安全性，較少靠近花蓮溪口

進行活動，改往阿美族文化村旁的海祭廣場，有關問題中提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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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物，建議與公所及地方代表至現場指認較佳。 

 

(二)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李宜澤教授： 

請問有關洄瀾灣海岸生態之勘查，是否有針對阿美族人的對照研

究？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吳昌鴻執行長回應： 

目前僅對應工程，尚未有生態資料對應研究，期待未來有機會合

作，整理對應文化與生態相關資料。 

 

臺灣環保聯盟花蓮分會－鍾寶珠分會長補充： 

李宜澤老師簡報中有黃啟瑞先生所拍攝之魚種照片，既然未來要

合作，希望除了鳥類也可以有魚種的紀錄。 

 

(三) 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分會－楊和玉主秘： 

北濱養灘是否有丟卵石？近美崙溪口那段海灘高低差是利或弊？

是否為預期中發生情形？是否會進行滾動式檢討？ 

 

第九河川局工務課－黃承焌課長回應： 

1、 卵石一米以上不可採，一米以下帶回北濱。當初海灘完工是使

用 1:5 的緩坡規劃，但因緩坡未做保護措施，皆是河床料，被

海岸沖刷後容易造成高低差，目前對海岸線仍持續進行監測，

養灘需要長期追蹤才能知道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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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灘高低差造成民眾親水性的不便，目前水利規劃試驗所正在

製作養灘手冊，若有實務上的問題歡迎於專家學者會議時提供

訊息以利撰入手冊供未來工程單位使用。 

 

成大水利海洋基金會－郭晉安博士補充： 

該處養灘屬於靜態養灘，高灘養灘是用裸露灘地放置養灘砂料。

養灘就是要讓波浪或潮流作用自然去帶，前沿一定會崩。高灘收

尾是陡一點，所以才會成為斷崖式。全段面養灘，浪打不到的地

方會形成緩灘，但需要更多礫料。可能之前礫料有限，所以先做

高灘養灘，可以參考鄰近海灘的淤積段，較不會形成斷崖式結

果。 

 

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務分公司）補充： 

本次出席是代表我司環保單位人員，並非工程專業人員，恕無法

提供相關專業意見。後續請主辦單位提供與會單位資料，會將本

次內容之相關議題帶回公司與同仁討論後提供回應資訊。 

 

(四) 林務局花蓮林管處－施明秀技士： 

大家的遠景都是希望洄瀾灣做養灘，恢復兒時記憶。只是洄瀾灣

南北側已有沙灘車遊憩行為，是否可請機關討論沙灘車規範，看

林務局花蓮林管處是否需提供土地的使用部分也可以做協助。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吳昌鴻執行長（主持人）回應： 

目前沙灘車議題已有相關單位正在著手討論，有關本議題將收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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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提供觀光處及相關關注單位參考。 

 

(五) 臺灣環保聯盟花蓮分會－鍾寶珠分會長： 

民國 92 年許榮中教授與論文學生邱筱嵐有提出沒口溪的對應策

略，調整離岸潛堤的長度，用工法的方式去解決沒口溪，採鯉魚

尾的方式把飄砂引到北側，是否有對話可能？而吉安溪出海口放

很多大石保護，若是觀察自然的出海口就會瞭解不應有那麼大的

大石，如此到底有多少保護功能？ 

 

成大水利海洋基金會－郭晉安博士回應： 

用峽灣的方式就可以解決，但需謹慎規劃，如然會產生下游側的

問題，需試不同的水深。潛堤目前都做太近，遠一點達一定水深

才有成效。波浪通過潛堤變碎坡，堤後會造成水位抬升，抬升上

來浪再進來，反而會加劇浪打上來的高度。可以做、也可以討

論，但潛堤不要再堆高，往外伸才會潛礁。如新社海堤建議做

礁，可以寬不要高。建議機關潛堤延伸做消能，做遠一點。若將

全部做成北濱的樣子，南北兩邊都有峽角，從吉安溪口伸出兩

邊，一邊往南一邊往北，個人並不認同，花蓮溪沙子只會到吉安

溪口，過不去北濱。 

 

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工務課－黃承焌課長補充： 

當時 135 公尺的潛堤位置，是權衡經濟性，花蓮外海陡降，現在

高層-9。認同郭博士加寬效果會變好，但造價是「億元」為單位，

公部門還是需要在執行預算和安全考量取得平衝。另外，有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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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在南濱海堤南側，那邊是工程人員收尾的地方。為安全考量，

在沒有影響吉安溪出口的斷面的前提下，若不做收尾，將來很可

能成為崩潰的脆弱點。 

 

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補充： 

吉安溪潛堤是斜的，有導流效果。平常因為海浪作用很容易沒

口，水理上可以靠自己力量沖開。平常海浪作用 1:30 作用，都相

比九河局的 1:5 來得更緩，九河局的顆粒比較大。個人看法這些都

是養灘的過程，讓灘面慢慢拉高與拉平。而出海口北側放很多大

石保護，因波浪、河川、礫石原就有動態平衝，大石相形之下較

不容易被推動，以基本力學來看，有其設計理念和效果，那就是

原有設計者所期待。 

 

八、 結束時間：下午 12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