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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魷 業 動 態 

日本 

赤魷 

7 月 24 日有 11 艘作業漁船進八戶港卸魚，共卸售 518 公噸赤魷漁獲，7 月 25 日與 27

日分別有 11 艘與 20 艘作業船分別卸售 1,232 公噸與 2,478 公噸赤魷漁獲，根據市場統計資

料顯示，累計至 6月 29 日之赤魷卸魚箱數為 235,400 箱，以每箱 12 公斤計算累計量為 2,825

公噸，平均每船卸售 8,100 箱赤魷漁獲，加上之後的卸魚量，平均每船卸魚量達到 8,600 箱，

累計總量為 4,500 公噸，雖然卸魚量較去年減少，但未如市場之預期拍賣價格上漲。 

美洲大赤魷 

至 7月 29 日已經有 29 艘作業船返港卸魚，預計還有 14 艘作業船會進港卸魚，7月份八

戶港作業船進出情況如下：21 日 6 艘、22 日 1 艘、23 日 5 艘、24 日 6 艘、25 日 1 艘、27 日

7 艘、28 日 4 艘、29 日 3 艘。 

2009 年共有 43 艘中型船隻進行作業，但較去年 56 艘中型船及 1艘大型船少，雖然在漁

季初期業者認為今年漁況將不佳，但實際漁獲情況與預期不同。 

日本魷 

7 月 28 日八戶港及函館分別進行日本魷拍賣，八戶港拍賣 2 艘作業船之漁獲共 17,542

箱，其中 12,664 為 51 尾裝；函館拍賣 1艘作業船漁獲 8,118 箱，其中 44%為 41 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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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第 30 週西班牙加利西亞市場鎖管交易量減至僅有 0.61 公噸，較第 29 週之 3,09 公噸減

少 80%，拍賣價格也從原先之每公斤 4.41 歐元暴增至 10.34 歐元。 

馬德里市場交易資訊整理如下：鎖管第 30 週交易量為 10.5 公噸，較第 29 週之交易量

15.5 公噸減少 33%，各規格市場拍賣價格為 7/10 公分 3歐元/公斤、10/12 公分 2.7 歐元/公

斤、12/16 公分 2.5 歐元/公斤、16/19 公分 2.3 歐元/公斤、19/22 公分 2 歐元/公斤、22 公

分以上 1.8 歐元/公斤；美洲大赤魷第 30 週交易量為 5.5 公噸，較第 29 週之交易量 5公噸增

加 9%，各規格拍賣價格為中型 2歐元/公斤、特大 2.5 歐元/公斤；阿魷各規格之拍賣價格為

24/30 公分淨後胴體 2.5 歐元/公斤、20/24 公分淨後胴體 2歐元/公斤、15/20 公分淨後胴體

1.8 歐元/公斤、18/22 公分胴體 0.9 歐元/公斤、 23/28 公分胴體 1.1 歐元/公斤、28 公分以

上胴體 1.5 歐元/公斤、200/300 克全魷 1.5 歐元/公斤、300/400 克 1.4 歐元/公斤、魷圈 1

歐元/公斤。(於仁汾，摘譯自 FIS Market Report 2009/8/5) 

國 際 漁 業 資 訊 

各噸位級漁船的卸魚量限制：20 噸以

下漁船，於 8 月 6 日~18 日之卸魚量不得超

出 15 噸，8月 20 日~9 月 15 日止之卸魚量不

得超過 18 噸；20~100 噸級漁船，8 月 10

日~18 日止之卸魚量不得超過 18 噸，8月 20

日~9 月 15 日止之卸魚量不得超過 20 噸；

100 噸以上漁船 8 月 19 日~9 月 14 日止之

卸魚量不得超過 35 噸。 

日本秋刀漁業協會召開理事會 

討論作業解禁日及漁船卸魚量 

日本全國秋刀漁業協會於 8月 2日在北

海道釧路市召開理事會，協議本年度漁期的

作業計畫及俄羅斯配額(3 萬 5,500 噸)消化

等相關問題，並決定噸位別漁船的卸魚量與

卸魚日期。 

全國秋刀漁業協會轄屬漁船的作業解

禁日期，分別是 8 月 5 日解禁 10~20 噸級漁

船，8月 9日解禁 20~100 噸級漁船，8月 18

日解禁 100 噸級以上漁船出海作業。而 100

噸以上漁船解禁後，北海道地區的卸魚指定

日，分別是 100 噸以上的大型船，原則上每

週一、三、五；100 噸以下的小型船則是每

週二、四、六進港卸魚。卸魚數量限制為大

型船 35 噸以下，小型船則於大型船解禁前後

分別設定。 

各噸位級漁船的共同管理措施：原則

上採當日作業方式(須在外海過夜時仍依指

定日期與卸魚量限制方式管理)超出漁獲

限量之部分將於下航次漁獲中扣抵，但不足

部分不可於下航次中補足本洲地區未指定

卸魚日期，但訂定各噸位級漁船之卸魚量

事故船及違反管理規定的漁獲交易方式另

訂。上述管理措施預定於 8月 16 日的理事會

中，視實際執行狀況再度提出檢討。(吳金

鎮，譯自日刊水產通信，2009 年 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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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拉圭與阿根廷共管海域 本漁期計有赤魷魷釣船 43 艘出海作

業，漁獲順暢，總卸魚量為 5,016 噸，平均

每船約 116 噸，除部分漁獲進倉入庫外，實

際交易量為 4,946 噸，平均單價每箱(10 公

斤)為 2,735 日圓，每艘作業船的漁獲金額平

均約 3,000 萬日圓。去年計有 56 艘出海作

業，總卸魚量為 5,026 噸，平均每船約 90 噸，

平均單價為 2,664 日圓。本年度由於作業船

數減少，但總漁獲量與去年大致相同，故每

艘船的漁獲增加。漁船進港卸魚較往年來得

早，在 8 月初就全部結束，漁獲拍賣價格方

面，在主力產品 16~20 尾者以 4,500 日圓開

盤，終盤僅稍微下跌至 4,000 日圓；而 11~15

尾者則始終維持在 5,000 日圓。 

訂8月31日關閉魷釣作業 

烏拉圭與阿根廷聯合技術委員會日前

宣布將在 8 月 31 日關閉共管海域之魷釣作

業，違反該項決定繼續作業之漁船將會根據

4/2009 號法令遭到起訴。 

根據阿根廷官方統計資料顯示，至 8月

4日之累計阿魷漁獲量為 56,545 公噸，遠低

於去年累計至 8月 31 日之 234,743 公噸，馬

德普拉塔仍是最大阿魷卸魚港口，該港今年

累計之阿魷卸魚量為 38,211 公噸，其次為馬

德林港之 12,492 公噸、得塞阿多港之 3,136

公噸。 

魷釣船累計漁獲量 47,503 公噸，其次

為生鮮作業漁船之 4,703 公噸，拖網船阿魷

累計漁獲量為 4,255 公噸。(於仁汾，摘譯自

FIS World News，2009/8/10) 

今後，所有作業船將轉往日本海從事日

本真魷作業。若無意外，下一次的北太平洋

赤魷作業，將於明年初在三陸外海開始。但

目前日本海海域的日本真魷作業，漁獲狀況

依然不佳，故有部分漁船轉到北海道東方的

浦河外海作業，每日漁獲約有 500~600 箱。

(吳金鎮，譯自日刊水產通信，2009 年 8 月

10 日) 

北太日本中型赤魷作業結束 

43艘作業船漁獲約5千餘噸 

日本中型魷釣船北太平洋赤魷作業，於

8 月 5 日進港卸魚，本年度夏季漁期正式結

束。 

專 題 報 導                 綜合判斷今年的秋刀漁季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蕭玉田 

                                      取材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2009年 07月 13～16日 

秋刀漁業者、流通加工業者等多數相關業內人士，無不關心著從今年 7月 8日開始的秋

刀漁季。到底今年的秋刀漁業將會出現什麼樣的態勢，流通加工、消費者的舉動又是如何呢，

此時已成為大家閒話家常的話題，因此，在東京都內所舉行的漁業資訊中心(JAFIC)第 2 回漁

業資訊研究會，標題『道東秋刀的漁況預測以及流通動向之相關研究會』，聚集了非常多的相

關人士。另外，由北海道水產品業主協會所主辦的『第 6 回全國秋刀魚˙鮮魚大型業主及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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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交易懇談會』也在 7 月 8 日登場，包括道內的貨主、生產者、業主等 160 多人參加，討論

主題為『與去年同量的 TAC 四十五萬五千公噸秋刀魚的有效利用暨販賣策略』，以下為研究會

與懇談會之內容摘要。 

從高精度海況日報來看今年的道東海域之海況特徵 

秋刀魚在秋天到冬天這個時期是由日本三陸沿著黑潮流域向東，到了隔年春天，再由東

經 150～160 度附近北上。從夏天再到秋天，則隨著親潮由道東、三陸、常磐海域南下洄游。

由於親潮養分非常豐富，對秋刀魚來說是一重要海域，此一動向對秋刀魚漁業者來說影響頗

鉅。另一方面，暖水塊的移動不得不重視它。暖水塊對南下的秋刀魚群來說，簡直就是一道

厚牆，其動向將深深影響到漁場的形成。在日本色丹島海域的暖水塊一旦形成，秋刀魚洄游

至道東的時間將會延後。2004 年、06 年、08 年在道東海域滯留的暖水塊讓沿岸秋刀魚群的

南下有所延遲。 

分析今年秋刀魚的狀況，暖水塊的形成與 2004 年很類似。而且，在最近這 5 年內，從

沿岸附近的狀況來看，道東海域漁場形成的時間有可能會延後。至於海水表面溫度，根據日

本氣象廳的報導，今後將會出現高水溫的狀況。還有，2004 年暖水塊朝東北方向移動的時間

稍微遲延而讓南下的秋刀魚群也發生遲延，預估今年秋刀魚群往道東移動的時間將在 9 月下

旬左右。 

從秋刀魚的漁獲變動來看來游動向 

2008 年的西北太平洋群秋刀魚的卸貨量，日本以及台灣約比前年多出 4萬 9千公噸，包

括韓國以及俄羅斯在內，四個國家的總漁獲量達到 60 萬 366 公噸，全體約比前一年多出 9萬

1660 公噸，今年預估應該不會有如此的豐漁盛況。 

從去年所捕獲的秋刀魚體型大小來看(道東海域、漁期 8～10 月)，與 2007 年相比較發

現，2007 年小型魚約 8%，中型魚 30%、大型魚 62%；2008 年則為小型魚約 1%，中型魚 12%、

大型魚 87%。小、中型者在 2007 年將近 40%，到了 2008 年卻只剩 13%，取而代之的是大型魚

將近 90%。而且，印象當中中型魚確實太少了。根據資料調查統計發現，中型魚若偏少量，

那麼隔年大型魚將隨之偏少，因此，預估今年大型魚將不會很多。 

其實，問題在於小型魚。雖然說卸貨時的比率小型魚非常少，但這是因為在 1997 年導

入魚體選別之後，小型魚被丟棄，只將比較大型的魚體運回來所造成的結果。也因此，從港

口的卸貨秋刀魚魚體的大小並不能反映出實際上的漁場狀態。然而，自從廢除魚體選別機改

裝棄水裝置(無水裝置)之後，上述狀態還是沒有改變。 

其次是外國船隻(包括台灣船以及韓國船)的海上作業，台灣船大部分的船隻幾乎都在東

經 165 度以東的海域作業，而且比去年還要早進入該海域，當然也進入俄羅斯海域。由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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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海域的魷釣漁業出現欠漁的狀況，勢必會在秋刀漁業方面盡全力。預估今年台灣船的

作業狀況將比去年熱絡，而韓國船在去年則有 8 艘出海作業。根據來自台灣船的消息指出，

好像漁獲狀況不甚理想。去年 6月下旬左右，平均每艘船每天約有 18～20 公噸的漁獲量，今

年非常之少，只有 3～5 公噸而已。 

日本調查船的海上作業在 6月下旬的時間點是在東經 165 度以西的海域，漁獲量掛零，

判斷秋刀魚群的北上有遲延的現象。此一外國船隻的動向以及日本調查船的報告，再加上去

年漁獲之體型大小分析，預估今年的漁期將延後、大型魚的比率將減少。 

根據以往的漁獲數據統計分析，大型鰹魚漁獲量少的那一年，大型秋刀魚的漁獲量也跟

著減少。今年的鰹魚數量非常少，大型秋刀魚預測也會出現少量的現象。 

近年來的秋刀魚消費動向 

秋刀魚的家庭消費量是增加的，尤其是西日本方面特別明顯。與 1984 年相比較，目前

在福岡的消費約增加為 10 倍，在廣島則增加為 7倍之多，而且在西日本的盤商市場的交易非

常熱絡，尤其是從北海道來的出貨量持續增加當中。 

秋刀魚消費出現階梯式的增加態勢，一般認為這只不過是一時的現象而已。在北海道的

產地，生產者對於生鮮品的出貨共識非常高，當然這也跟產地的高度光榮感有關，之後，以

『北海道秋刀魚』商標出現的廣告隨之登場。例如，「舞秋刀」(根室、齒舞地區)、「青刀秋

刀」(釧路地區)、「大黑秋刀」(厚岸地區)、「每日歸秋刀」(濱中地區)、「鹽風秋刀」(落石

地區)等商標陸續出現，各地的風情一一展現，這也表示道東秋刀魚的評價是一等一的。 

到底商標的效果如何呢？在 2007 年時，產地價格平均每公斤約 80 日圓，到了消費市場

則變成 529 日圓，約 5～10 倍。單看這些數字，不難想像商標的效果如何了。今後，以商標

的條件來看，除了要嚴加控管數量，還必須在品質保證的鮮度之外，另尋某種『創意』的表

現才行。 

至於流通的變化又是如何呢？不只是原有的燒烤品或是加工利用品，生魚片的利用也愈

來愈多，在超級市場，此一趨勢也出現明顯的成長跡象。而且，不是採用個別包裝，反而是

採取大箱裝填的方式讓消費者自由選取的販賣模式。在迴轉壽司方面則為固定品名，而且在

日本全國的壽司店都可以吃到，甚至在 1 月份還可以品嚐到秋刀魚壽司。根據調查，在某一

超級市場其 2008 年的秋刀魚販賣營業金額約比 2007 年成長 124%，而且販賣非常穩定；該店

面秋刀魚約佔水產品全體販賣額的 12%，其中，生魚片用的秋刀魚販賣金額有逐年增加的趨

勢，由此可以看出，秋刀魚之需求確實有擴增的態勢。 

迴轉壽司店的需求也持續增加，在日本宮崎縣的某一壽司店，歷年來每到秋天一定有秋

刀魚壽司，一盤 2塊約 240 日圓。有初次品嚐到秋刀魚壽司的客人，讚不絕口說「好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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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而且簡單的便能品嚐到生鮮的秋刀魚，這當然能喚起需求的增加。秋刀魚藉由生食的機

會來刺激消費、擴大消費，確實可以延伸至缺乏此一飲食習慣的地區，今後，仍然希望需求

能夠逐年增加。 

擴大秋刀魚附加價值製品之販賣˙綜合討論 

日本全秋連專務˙石部善也：北海道產地相關人士提出，在北海道必須確保足夠的卸貨

量。而且，在大臣TAC管理額度35萬公噸當中，全國約有6萬～6萬5千公噸回歸到魚粉(meal)

的加工利用上，關於這一點今後有待檢討。 

山十前川商店社長˙宮崎征伯：在上一個漁期中最重要的是 TAC 額度增加的問題，除了

北海道的卸貨量有減少的狀況外，卸貨量有偏重在三陸地區的現象。北海道秋刀魚產地流通

協議會除了承認魚粉加工利用的部份，也希望 TAC35 萬公噸的半數 17 萬 5 千公噸能夠在北海

道卸貨，不但做成決議並向政府提出申請。 

帕聶里斯德(panellist)商店社長˙磯田：匯兌的動向牽動著出口幅度，今年假設秋刀

魚的卸貨量能夠達到 40 萬公噸，再配合匯兌的起伏，岸邊價格應該可形成。 

帕聶里斯德商店部長˙鉛山：今年秋天在量販店所賣出的秋刀魚價格，往年每一尾約在

110 日圓左右，今年預估大概是 80 日圓前後。今年 1～7 月船凍的秋刀魚每尾約 50 日圓左右，

這讓消費者留下價格便宜又美味的好印象。在日本秋刀魚已經成為大眾化的魚類，應該在季

節來臨時擴大販賣才對。 

帕聶里斯德商店部長˙本間：秋刀魚的消費量在最近這一、二年內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特別是今年，在沒吃過秋刀魚生魚片的地區有擴大消費之跡象。商標化之後的秋刀魚在價格

上的確有上升的走勢，而且在安全、安心方面也得到很高的評價，因此要如何與販賣單位相

互合作更是今後的重點以及努力的地方。還有在漁季過後，如何讓高鮮度急速凍結的秋刀魚

做出美味的生魚片，應該利用廣告或媒體向消費者做充分的宣傳才對。 

三友冷藏營業代理課長˙西尾光浩：去年日本三陸以及北海道的秋刀魚價格相差達到 2

倍之多，目前在庫的冷凍秋刀魚即使價格相當便宜也幾乎賣不出去，希望今年兩地的秋刀魚

價格不要差那麼多，甚至沒有價差，才能使賣相好轉。 

青森中央水產鮮魚部代理課長˙工藤猛：去年一直到 12 月中旬還在採購新鮮秋刀魚，

消費者也希望在秋刀漁季能夠吃到新鮮的漁獲。因此，希望在今年 9 月份不要再有卸貨量之

限制，捕獲的愈多將購買愈多。 

名古屋海產市場鮮魚部代理部長˙武藤長正：由於販賣競爭非常激烈，在名古屋每尾秋

刀魚的價格來到 30～50 日圓，道東的鹽味秋刀魚也留下不少數量。名古屋是一個吃鹽味秋刀

魚的城市，如果上述之態勢不變，三陸、常磐的冷凍秋刀魚將會增加。 

 6



森山商店社長˙森山修一：這些年來，最賺錢的莫過於秋刀魚的加工製品。今年要是 TAC

的半數都能在道東地區卸貨，加工業者應該加把勁，努力思考要如何研發製造出美味的加工

製品。 

釧路丸水社長˙近藤信治：希望今年的卸貨量能夠多一些，讓全體業者都能受惠。去年

北海道的秋刀魚卸貨量達 12 萬公噸，當中的 5萬公噸全部以新鮮的方式進行販賣。但是，在

週末時適逢休漁，雖然商店掛出大大的鮮魚販賣招牌，可是消費者卻買不到魚而抱怨連連。

希望今後能夠配合量販店的販賣動向，做好卸貨量之管控。 

今年的秋刀魚海況 

去年日本全國秋刀魚總漁獲量約 34 萬 3 千公噸，無論數量或金額都比前年增加。從每

一旬的 CPUE(每天的漁獲量)來看，自 8 月上旬開始上升，到了 12 月也就是終漁時才轉為下

降，這是一般的模樣；然而，去年到了 12 月時卻還繼續攀爬至最高點，這顯示雖然已經到了

終漁的時候，可是還是有大量的秋刀魚，其實這也表示秋刀魚的資源量很多。另外，根據(1)

日本東北區水產研究所針對「日本近海至西經 165 度的海域所進行的資源量調查」，(2)日本

漁船的秋刀魚總卸貨量之歷年調查資料，以及(3)佔總卸貨量 60%以上的 100 噸級以上漁船之

CPUE(每一網所捕獲之漁獲量)等顯示，西北太平洋的秋刀魚資源量一直處在高位，而且非常

穩定，往漁場移動的來游狀況也非常良好。 

就來游量來看，2002 年以後由日本東北區水產研究所進行一系列之調查。以今年 6～7

月的漁期前之調查結果來看，漁期前的秋刀魚分佈每年都是以東經 165 度以東的海域較多。

還有，秋刀漁棒受網漁船的 CPUE 在 9～10 月通常都在高峰期，這可以用在 6～7 月時分佈在

海域會合處的秋刀魚群移動到棒受網漁船盛漁期的漁場加以解釋。2009 年 6～7 月位於東經

143 度到西經 165 度的海域，日本東北水產研究所利用北鳳丸、山口縣水產高校利用青海丸

進行底拖網秋刀魚漁獲調查。結果顯示，今年仍然以東經 165 度以東之海域資源量最多。在

該海域預估資源尾數達 601 億尾，比去年的 396 億尾還要多。只不過，今年大型魚的比例約

16.4%，比去年的 61.1%大幅下降。預估資源量 351 萬公噸，比去年的 483 萬公噸還低。另外，

北海道立釧路水產試驗場的北辰丸在今年 7月也針對北緯 40 度 30 分～46 度 30 分、東經 149

度 30 分～162 度 30 分之間進行流刺網調查，每一網的漁獲尾數平均為 11.7 尾(去年為 14.9

尾)，稍微下降。還有，5～7 月由日本水產綜合研究中心之開發調查中心也進行秋刀魚棒受

網調查。調查結果發現，魚群非常少。也因此，調查船的作業天數比去年減少，總漁獲量也

減少。由以上的漁期前之調查結果顯示，秋刀魚的來游量預估比去年還要少。 

在體型方面，根據日本東北區水產研究所在 2009 年 6～7 月所進行之調查結果顯示，在

東經 160 度以西之海域，以大型魚為主，東經 160 度以東之海域則以中、小型魚為主。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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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海域大型魚約占 16.4%，比去年的 61.1%大幅下降。從 2002 年以來，以今年的調查最低。

另外，通常都在東經 160 度以西海域進行棒受網漁業調查的日本水產綜合研究中心之開發調

查中心，在今年 7 月的調查結果，漁獲物的體型呈現雙波峰分佈，大型魚體以及中、小型魚

體通通有。從 2002 年以後所做的漁期前調查結果顯示，漁期前分佈在東經 155 度以東海域的

秋刀魚，到了漁期時將移動至日本近海。因此，在漁期開始時，漁期前分佈在東經 160 度以

東之秋刀魚群將移動至此。也因此，在漁期過程中中、小型魚的比率會增加，而在整個漁期

內中、小型魚的比率預估將會大幅增加。 

就漁期與漁場來看，在過去的 5年內，每到了 8月下旬，漁場的平均表面溫度在 15℃左

右，7 月下旬的道東海域漁場的平均水溫約在 11～13℃。往年到了 8 月下旬表面水溫會逐漸

上升，根據日本氣象廳的氣象預測，今年道東海域的表面水溫預估會比去年還要低。還有，8

月 20 日的預測水溫，表面水溫 15℃的等溫線將從釧路海域一直向東延伸。由以上資料預測，

在大型船出漁後的初期漁場將在比去年稍微偏南方的道東海域至色丹島海域間形成。三陸海

域(北緯 41 度 30 分以南、東經 143 度以西)在過去 10 年中的平均初漁場形成日約在 10 月上

旬左右，去年大致上也是如此。在海況預報方面，日本襟裳岬南方的親潮第一分支的展開跟

往年差不多，接著，位於南南西方的三陸海域有冷水域存在。還有，在三陸海域因為沒有阻

止秋刀魚南下的暖水塊，因此，預估往三陸海域的南下秋刀魚群會比去年還要早移動。因此，

三陸海域初漁場之形成會比去年早，預估在 9月下旬左右。 

就今年沿岸海域的北上魚群來說，主要是在 8月中旬左右。以流刺網漁業、小型棒受網

漁業所捕獲的魚群來看，釧路水試所的「北辰丸」從 6月 24 日到 7月 2日以流刺網進行漁獲

調查。整個調查點所捕獲的尾數只有 24 尾，比去年的 294 尾少了很多，最多捕獲場所為 14

尾，去年則為 178 尾。魚體跟去年大致上相差不多，還是以大型魚為主。從調查結果來看，

預估從 7月到 8月中旬的漁獲對象魚群，魚體以 29cm 以上的大型魚為主，分佈量應該會比去

年還要少。 

就今年的會合海域(沖合域)來看，主要是在 8月份以後，大型棒受網漁業所捕獲的魚群。

根據日本東北水產研究所在 7 月初所進行的表中層底拖網調查資料來看，分佈量今年會比去

年還要多。就體型來看，去年在海域東西向都呈現大型魚，但是今年的調查資料顯示：東經

160 度以西以大型魚為主，愈往東邊中、小型魚將愈多；如果超過西經 180 度，預估幾乎都

是極小型的秋刀魚。 

就今年整個漁期來分析，分佈量將會比去年還要多，而且還是會以大型魚為主，只不過，

中、小型魚的比率會比去年高出很多。還有，愈往東邊魚體愈偏向中、小型魚，這也意味著

漁期的延後，小型魚的來游量將會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