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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颶風桑迪一週年紀念日，葛謨州長、白思豪市長和美國陸軍工兵部隊宣佈動工建設洛

克威-大西洋海岸修復項目  

  
耗資 3.36 億美元的沿海恢復力項目，從法洛克威街區延伸到尼珀斯特街區，從屬於陸軍

部隊領導的減少大西洋海岸和牙買加灣沿岸洪水風險的工作  

  
在颶風桑迪 (Hurricane Sandy) 8 週年之際，安德魯 M. 葛謨州長、比爾·白思豪 (Bill de 

Blasio) 市長和美國陸軍工程兵團 (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上校馬修 W. 盧紮托 

(Matthew W. Luzzatto) 今天宣佈動工建設洛克威-大西洋海岸修復項目 (Rockaways 

- Atlantic Shorefront Project)，該項目將保護社區並加固洛克威半島 (Rockaway 

Peninsula) 6 英哩長的海岸線。美國陸軍工程兵團領導的這個項目包括一個用於阻擋風暴

潮的加固沙丘系統和新的擴展的錐形堤壩。這些石壩是延伸到海洋中的類似防波堤的結

構，旨在留住沙子和減少海灘侵蝕，並幫助維持大西洋 (Atlantic Ocean) 和當地社區之間

的重要天然緩衝區。  

  
「氣候變化已經在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颶風桑迪 (Hurricane Sandy) 表明，洛克威市 

(Rockaways) 特別容易受到由氣溫升高導致的極端天氣帶來的破壞性洪水造成的影

響，」葛謨州長表示。「作為我們在全州範圍內建設更強大、更有恢復力的社區的持續

工作的環節，紐約州很自豪能夠在這個項目上展開合作。」  

  
「八年前，颶風桑迪摧毀了我們的城市和海岸線，」比爾·白思豪市長表示。「我們致力

於重建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大，我感謝聯邦夥伴和州夥伴共同努力，使這個至關重要

的項目得以實現。我們一起保護海岸線，創建更有恢復力的紐約市。」  

  
紐約區 (New York District) 指揮官馬修·盧紮托上校表示，「這個重要的復原項目代表了

為加強海岸線和海岸付出的巨大努力。加強六英哩地區的恢復力，以減少沿海風暴的破壞

性影響、挽救生命，並減少財產損失和經濟損失。我要感謝聯邦、州和市層面的所有合作

夥伴，他們在這段動盪的時期努力推動這個項目向前發展。」  

  
參議員查理斯 E. 舒默 (Charles E. Schumer) 表示，「自從颶風桑迪摧毀洛克威市後，

我竭盡全力爭取數億美元資金來重建家園、學校和操場，還修建了新木板路、石築壩和加

固橫跨大西洋海岸的沙丘，以保護這個社區免受未來超級風暴的襲擊。這個重要的項目終

於開始了，洛克威市從法洛克威街區延伸到尼珀斯特街區的海灘很快就會與居住在附近的

居民的恢復力相匹配。我感謝聯邦、州和地方合作夥伴，特別是比爾·白思豪市長，是他



 

 

如此努力地工作，才使我們走到這一步，我期待著屆時我們能聚在一起，親自與社區居民

一起慶祝這一里程碑時刻。然後去放鬆地游泳，在木板路上散步。」  

  
參議員柯爾斯頓·吉利布蘭德 (Kirsten Gillibrand) 表示，「我為爭取聯邦資金以使洛克威

-大西洋海岸項目成為現實而感到自豪。在我們面臨氣候變化對社區造成的毀滅性影響之

際，我們必須竭盡所能保護紐約民眾，並維護我們海岸線獨特而美麗的生態系統。這個項

目證明了這一承諾，也是對超級風暴桑迪過後重建生活和社區的成千上萬堅韌的紐約民眾

的證明。」  

  
洛克威半島在 2012 年被颶風桑迪 (Hurricane Sandy) 摧毀。1,000 多棟建築物在高達 10 

英呎的風暴潮中遭到嚴重破壞或摧毀。此外，大約有 150 萬立方碼的沙子被從洛克威海

灘 (Rockaway Beach) 轉移到附近的社區，或者被沖到海裡。超級風暴桑迪過後不久，美

國陸軍工程兵團將大約 350 萬立方碼的沙子放回洛克威海灘，以恢復項目的原始設計，

並提高修復力以抵禦侵蝕和沿海洪水。在超級風暴桑迪之後，參議員舒默和吉利布蘭德為

這個項目爭取到了聯邦資金，作為超級風暴桑迪補充撥款法案 (公法 113-2) 的一部分。 

這兩位參議員為確保這個項目的建設能得到聯邦政府的全部資金而奮鬥。  

  
該項目的大西洋海岸線部分是由紐約市、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NYS DEC) 和美國陸軍工程兵團共同完成

的。它的建造花費了大約 3.36 億美元的聯邦資金。該項目對於保護沿海社區免受洪水、

惡劣天氣事件以及氣候變化對洛克威市地區造成的其他影響至關重要。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廳長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考慮到颶風桑迪、愛琳 

(Irene)、李伊 (Lee) 和其他受氣候變化影響的沿海風暴造成的破壞性影響，紐約州和我們

的合作夥伴繼續採取行動保護海岸線和依賴它們的社區。我感謝葛謨州長、美國陸軍工程

兵團和紐約市為推進這一關鍵項目而付出的努力，並期待著繼續與洛克威社區合作，直至

項目完成。」  

  
第一階段的建造工作將包括建造 14 個新的石壩結構和修復洛克威半島大西洋一側的五個

現有的壩結構。這些新的石壩將為重新培育的沙灘和沙丘提供穩定性，並保持起保護作用

的海灘剖面。  

  
這些改善也將有助於恢復當地的生態系統，並確保笛鴴和海莧菜等瀕危物種的長期生存能

力。颶風桑迪帶來的強風和快速移動的洪水破壞了堰洲島的景觀，而堰洲島是當地動植物

的家園。  

  
第二階段的建設將包括建造加固的沙丘系統以加強海岸線抵禦因氣候變化而日益頻繁和更

具破壞性的沿海風暴。沙丘的核心將由裝甲石和鋼板樁牆構成，這將減少破浪壓力，限制

風暴潮氾濫和跨半島洪水。沙丘所有公共入口都將使用彈性材料重建。  

  



 

 

該項目的設計源自於對更具恢復力的海灘和海岸線的廣泛分析，是美國陸軍工程兵團於 

2018 年完成並發佈的東洛克威灣至洛克威灣和牙買加灣研究 (East Rockaway Inlet to 

Rockaway Inlet, and Jamaica Bay Study) 的一部分。  

  
美國陸軍工程兵團授予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貝肖爾嚮 (Bay Shore) H&L 承包有限責

任公司 (H&L Contracting LLC) 建設合同，以啟動第一個主要項目階段，合同金額約為 

1.14 億美元。在 30 年代的海灘上建造新堤壩的合同已經啟動。 洛克威-大西洋海岸項目

預計將在四年內完成。  

  
大西洋海岸線部分是美國陸軍工程兵團為加強洛克威半島而開展的兩個主要沿海基礎設施

項目中的第一個項目。美國陸軍工程兵團與紐約市和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密切協調，也在推

進該項目的牙買加灣 (Jamaica Bay) 部分，包括在牙買加灣附近的洪水易發社區沿海岸線

建造護堤、防波堤和自然地貌系統。該項目目前正處於初步設計階段，估計費用為 2.37 

億美元。  

  
眾議員格裡高利·米克斯 (Gregory Meeks) 表示，「我很高興看到陸軍工程兵團開始加固

洛克威市的海岸線，為我們的海灘和社區提供長期解決方案以實現更大的修復力。加固沙

丘和石堤將有助於防止未來的風暴侵蝕我們的海岸，幫助我們的海灘保持開放。感謝舒默

參議員和吉利布蘭德參議員和我一起努力，使這個項目在國會獲得通過，也感謝市長和州

長在當地的持續支持。」  

  
州參議員小約瑟夫 P. 阿岱寶 (Joseph P. Addabbo Jr.) 表示，「在超級風暴桑迪發生八

週年之際，我激動地看到這個急需的海岸復原項目動工建設，這將有助於保護我們的社區

免受沿海洪水和海灘侵蝕。在目睹了桑迪造成的破壞後，我知道我們再也承受不起八年前

桑迪那樣的超級風暴或颶風給我們的社區造成的巨大破壞了。該項目的所有方面都將大大

有助於保護海灘和沿海地區免受氣候變化的影響。感謝市長辦公室、州長辦公室、州環境

保護廳、美國陸軍工程兵團和所有參與實現這一重要項目的人員。」  

  
女眾議員斯泰西·費法爾·阿瑪托 (Stacey Pheffer Amato) 表示，「在颶風桑迪八週年之

際，這個項目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必要，它將為我們的地區帶來急需的彈性基礎設施。

開始加強我們的海岸防禦以抵禦氣候變化造成的日益惡化的影響，我希望這是我們可以採

取更堅實措施的開始。我非常感謝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夥伴，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刻同心協

力，使這個計畫得以實現。」  

  
市議會 (City Council) 發言人考瑞·約翰遜 (Corey Johnson) 表示，「氣候變化對我們整

個城市來說是一場生死存亡的危機，對洛克威市更是如此，在颶風桑迪期間，我們目睹了

可怕的破壞程度。我們必須竭盡所能做好準備，讓我們的城市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危險，

並從我們最危險的社區開始，在五個行政區建立有彈性的基礎設施。委員會很榮幸支援彈

性基礎設施建設，並將繼續推動更多與州和聯邦政府的合作。」  

  
市議員多諾萬·理查茲 (Donovan Richards) 表示，「在我們紀念超級風暴桑迪八週年之

際，至關重要的是，我們要確保採取短期和長期保護措施，以保護洛克威半島。隨著氣候



 

 

變化繼續過重地影響環境正義社區，像大西洋海岸彈性項目這樣的資本投資必須向前推

進。我要感謝美國參議員查克·舒默 (Chuck Schumer)、比爾·白思豪市長、安德魯 M. 葛

謨州長、國會議員格裡高利·米克斯、美國陸軍工程兵團和在洛克威市的諸位同事們對保

護洛克威市做出的承諾。我要特別感謝洛克威市社區的持續承諾，確保我們建立更有恢復

力的洛克威市。」  

  
市長恢復力辦公室 (Mayor's Office of Resiliency) 主任嘉尼·巴維斯 (Jainey Bavishi) 表

示，「颶風桑迪襲擊了洛克威市，我們發誓要重建更強大的家園。現在，這個重要的項

目已經開始建設，它將保護洛克威半島沿岸的社區免受未來的海岸風暴和海灘侵蝕。如果

沒有聯邦和州各位合作夥伴的堅定支持，這一切都不可能實現，我們非常感謝他們的辛勤

工作和持續致力於建設更具恢復力的海岸線。」  

  
紐約市公園管理局 (NYC Parks) 局長兼美國註冊規劃師協會成員 (Fellows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lanners, FAICP) 米切爾 J. 西爾弗 (Mitchell J. 

Silver) 表示，「洛克威-大西洋海岸項目對於提高海岸線的恢復力和保護洛克威市社區和

紐約州全體民眾至關重要。加固洛克威海岸線是維持海灘和濱水公園的重要環節。我們感

謝美國陸軍工程兵團領導這個項目，感謝葛謨州長、白思豪市長和我們各級政府的合作夥

伴，感謝他們致力於建設更具適應力的城市。」  

  
紐約市氣候政策首席顧問丹尼爾·扎瑞利 (Daniel Zarrilli) 表示，「颶風桑迪過後，紐約市

改變了應對氣候危機的方式，努力結束化石燃料時代，並為所有五個行政區日益增長的氣

候風險做好準備。今天洛克威-大西洋海岸項目的開工是這項工作的重要下一步，也是加

強紐約市海岸防禦風暴和海平面上升的重要一步。即使在疫情期間，我們也沒有忽視迫在

眉睫的氣候危機及其將對健康和福祉造成的威脅。正因為如此，紐約市正在放棄化石燃

料，並通過投資清潔能源、彈性基礎設施和環境正義來創造就業機會，為紐約州的下一代

民眾確保宜居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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