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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秋 刀 魚 漁 業 動 態 

秋刀魚粉原料開始供貨，魚粉加工業界歡呼稱讚 

根據日本全國秋刀漁業協會(全秋連)的消息指出，從今年的漁期開始，秋刀魚將被利用

作為魚粉加工原料。其中第一回合的秋刀魚卸貨安排在 10 月 4 日於日本北海道根室的花咲港

進行。進港卸貨的船隻包括 JF 根室漁協所屬的四艘，以及 JF 齒舞漁協所屬的一艘漁船共五

艘船隻。總卸貨量約 75 公噸，全部被運往廣尾町的魚粉加工廠。 

根據漁協的相關人士表示，漁場位置若從根室出發約需 7～8 小時的航程，稍微遠一點

點，而且航行中會受到風浪的影響，整體漁獲不易集結。為了製作良質的魚粉而出海作業，

但是實際上海上作業環境並不好。另一方面，日本魚粉協會也表示「這是日本第一次為製作

魚粉所進行的秋刀魚海上作業，具有指標性意義。」也表示高度肯定及歡迎之意。而且，目

前日本所進口的魚粉價格還在不斷的上升當中，此舉將受到配合飼料加工業者等相關人士的

高度關注。分析其主要原因乃是『以整尾秋刀魚作為原料所製造出來的魚粉，其品質是非常

優良的，當然會受到青睞，』大家無不對於今後要進港卸貨的秋刀魚數量有所期待。 

對於秋刀魚魚粉加工來說，只要是日本全秋連所屬的船隻都可以入港卸貨，但是為了要

與生鮮秋刀魚做出區隔，通常採用『無冰式貯藏方式』進行漁獲物處理，而且指定入港卸貨

的時間與日期。這一期包括日本道東方面的 3 萬 5 千公噸漁獲，以及本州地區合計目標訂在

6萬 5千公噸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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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北海道境內的入港卸貨時間是以每星期的星期六下午、星期天整天、星期一下午

為原則。漁獲物卸貨港口包括根室、落石、齒舞、濱中、厚岸、釧路、廣尾等七港口。漁獲

物的交易價格一律為每公斤 21 日圓(魚粉加工廠的到廠價格)。 

秋刀魚之所以被利用作為魚粉製造的供給原料，那是北海道漁連受到日本全秋連之委

託，執行日本政府的『直接交易推動事業政策』之故。根據此一政府之推動事業政策，從各

個港口到魚粉加工廠所需的漁獲物運搬費用的半數，將由政府的補助款支付。但是，因為從

港口到魚粉加工廠之距離不盡相同，因此，將採用共同享有制度(pool system)進行所得分

配。(蕭玉田取材自日刊水產新聞 2009 年 10 月 6 日) 

至9月底止秋刀魚卸魚量約11萬噸 

根據日本全秋連所整理的資料指出，至 2009 年 9 月 30 日為止的的秋刀漁期，全體秋刀

魚總卸貨量約 11 萬 8,636 公噸，約比去年同期增加 7%，比上一次的資料(9 月 20 日)約上升

了 3%。平均秋刀魚單價為 10 公斤裝 1,031 日圓，約比去年下跌 8%，預估很快就會跌破 1,000

日圓大關。而在總漁獲銷售金額方面，累積達 122 億 3,278 萬日圓，約比去年同期下降 2%，

比上次統計時約上升 1%。如果從北海道以及本州的地區別來分析，北海道地區的秋刀魚總卸

貨量、金額都比去年增加。北海道的秋刀魚總漁獲卸貨量約 8 萬 7,791 公噸(約比去年增加

18%)，平均單價 1,026 日圓(約比去年下跌 14%)，總金額為 90 億 432 萬日圓(約比去年增加

1%)。另一方面，日本本州地區除了岩手縣、宮城縣與北海道相同，總金額都比去年增加外，

然而，從福島以南卻比去年大幅度下降。本州地區合計漁獲總數量為 3萬 845 公噸(約比去年

下降 17%)，平均單價 1,047 日圓(反而比去年上升 7%)，總金額為 32 億 2,846 萬日圓(比去年

同期下降 11%)。 

現在的魚體大小組成從漁期一開始就產生相當大的變化，大部分的秋刀漁獲都屬於瘦中

小型者，以及少部分的肥大型秋刀魚，兩造之間的差異性非常明顯。根據日本漁業情報中心

的報導指出，今年 10 月 2 日所捕撈上岸的秋刀魚，體長以 27 公分為中心，重量則以 90～110

公克者的比例最多。如果單純就此一部份的魚體組成來看，好像與往年到了 10 月後半至漁期

終了時的魚體組成很類似。只不過，體長超過 30 公分的秋刀魚，重量約在 170～190 公克之

間，可以說是今年秋刀漁期最為亮眼的秋刀魚身影。 

大型秋刀魚漁獲量比較多的地方出現在 10 月 4 日在日本東北方的三陸海域所形成的漁

場，約在北緯 40 度的岩手縣黑埼岬海域附近，距離陸地稍微遠一些些的海面上。其次是，從

此一海域往北走的方向，約在北緯 41 度附近的海域，以及根室、落石港附近的道東海域都有

漁場形成。一般認為，這應該跟颱風剛剛通過之後海水溫度降低，漁場稍微往南移動有關。

雖然如此，在道東海域方面的漁場還是繼續存在。只不過，根據日本漁業情報中心的報導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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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今後在漁場海域附近洄游的秋刀魚群，其體型應該與當初所預料的相去不遠，以中小型

魚體為主。在目前的漁場前端部分，大型秋刀魚的後續魚群洄游至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從秋刀魚的大量消費地區來看，由初期的優良體型反轉直下，變為以瘦中小型的魚體為

主。有的魚體雖然重量達到標準，但卻還是偏向小型魚體，因此，在市場販賣時的銷售速度

顯得有些遲緩。如果以上之報導分析沒有發生變化，那麼以生鮮秋刀販賣型態出擊的大型秋

刀魚數量可能不足，到時候有可能得仰賴冷凍秋刀魚來填補空缺。 

另一方面，在秋刀魚體組成逐漸惡化的同時，當然會擔心經營環境是否也會持續惡化下

去。然而，日本漁業情報中心的相關人士也指出，由於從今年度開始，有一部份的秋刀魚將

轉成魚粉製造的加工原料，這也許將可支撐生鮮秋刀魚以及一般加工用秋刀魚之價格，反而

具有支撐秋刀魚平均價格之功能。(蕭玉田取材自日刊水產新聞 2009 年 10 月 6 日) 

國 際 漁 業 資 訊 

魷釣漁船作業環境日趨嚴峻 

秘魯赤魷價格只剩去年一半 

根據日本八戶港的消息指出，秘魯美洲

大赤魷漁業的作業環境日趨嚴峻。由於漁獲

物供給量的增加或是相關製品販賣之停滯不

前，以及日本政府推動愛用本國貨(購買自己

國家船隻所捕撈的漁獲物)等諸多原因而導

致在日本八戶港的赤魷作業船進港卸貨之平

均單價直直落，相關漁船老闆紛紛跳上台桌

高喊「快要經營不下去了」。 

秘魯赤魷的價格從去年夏天以來就開

始一路往下掉。到了今年 9 月，八戶港的平

均卸貨價格(八戶魚市場所整理的資料)約為

每公斤 60 日圓，比去年的平均單價下跌

58%，甚至還不到一半的價格。更跌破生產者

的平衡損益點價格 120～130 日圓。今年 9月

赤魷的商品別平均價格如下：以去耳翼為主

體的赤魷平均一尾約 13.5 公斤，每公斤為

55 日圓(比去年下跌 58%)，同重量但尾數為

2 尾裝者每公斤為 71 日圓(比去年下跌

53%)，副產品的耳翼 2 只為 61 日圓(比去年

下跌 60%)，去除吸盤加上 3 只耳翼者為 57

日圓(比去年下跌 58%)。 

分析商場交易價格之所以下跌的原因

包括(1)因為機器故障進行維修的船隻重新

加入捕撈赤魷的行列，今年作業的船隻有 4

艘，其中 1 艘為調查船，但實質上仍然比去

年增加 1艘，年供貨量達 2萬公噸(比去年的

1 萬 3 千公噸多出一半以上)。(2)根據加工

業者指出，赤魷的加工製品銷售狀況並不理

想。(3)由於季節性的關係，鯖魚以及秋刀魚

漁季將來臨，業者必須空出倉庫，因此對赤

魷的採購並不熱衷。(4)同樣是去耳翼的 2尾

裝赤魷，因魚體體型比往年還要大很多，就

加工的採肉率(步留率)或是加工效率來說，

大型魚都比較吃虧等諸多原因一一出籠。 

在這種狀況下，生產者方面確實面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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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困難的危機。就生產者來說，從事生產

所必須的花費當中，包括將漁獲物以貨櫃等

方式運往日本的運費、人事費等。對製品所

投資的費用一般都是固定的，但是，燃油價

格目前依然處在高檔，因此只能從漁具方面

著手看看是否能夠降價，才能暫時彌補經營

上的虧損或損失不至於繼續擴大，這便是目

前生產業者的苦狀。至於加工業者方面，大

多數業者都希望日本漁船的海上作業能夠持

續下去，如此才能確保原料之穩定供給。然

而，生產者卻面臨著魚價持續低迷、燃油費

用依然高騰、運費以及人事費等龐大的支出

而經營不下去的窘境。 

在交易市場方面，從下一個漁期開始，

調查船將移往別處的海域作業，如此一來，

加工業者反而樂觀的表示，只要供給貨源減

少，價格應該會提昇上來才對。另外，在秘

魯海域作業的船隻可能遭受到聖嬰現象之影

響，從今年 8 月以來，漁獲狀況確實非常糟

糕。一般預料，今後從秘魯進口的貨品將會

短缺很多，像目前這樣交易冷清的市場是否

會持續下去，還是個未知數。無論如何，為

了讓交易市場能夠長期穩定下來，今後對於

秘魯赤魷的新產品開發、消費市場之擴大等

都有亟待努力的地方。(蕭玉田取材自日刊水

產新聞 2009 年 10 月 6 日) 

秘魯魷類外銷因金融危機衰退 

至8月底較去年同期衰退13% 

累計至 8月底，秘魯魷魚及大赤魷外銷

金額為 7,350 萬美元，較去年同期之 8,410

萬美元衰退 13%，業者表示外銷金額衰退主

要導因於國際金融危機所致。 

今年前 8個月秘魯共外銷 1,680 萬美元

魷類產品至西班牙，但與去年同期交易金額

2,910 萬美元相較衰退 42%。 

在此同時，外銷智利魷類產品之交易額

為 810 萬美元，亦較去年同期之 1,120 萬美

元衰退 28%。 

業者預估今年魷類產品外銷金額為1億

6,400 萬美元，將比去年外銷金額減少 23%，

轉載外銷將減少 19%，熟品及罐製品外銷衰

退幅度預估為 28%，西班牙及中國大陸市場

將在 2010 年自由貿易協定簽署後好轉，而中

國大陸市場也將在 2010 年好轉，隨後秘魯也

將與韓國進行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簽署，未來

魷魚及大赤魷進口關稅將分別調降至 12%與

10%，將有利於秘魯魷類產品市場開拓。（於

仁汾，譯自 FIS-World News，2009/10/13） 

阿根廷漁產量較去年衰退36% 

至9月份止共累計約52萬餘噸 

阿根廷官方統計資料顯示，今年累計至

9 月底之漁產量為 524,337.4 公噸，較去年

同期之 822,732.4 公噸減少 36%，其中

407,954.9 公噸為魚類、73,736.5 公噸為軟

體動物貽貝類，42,646 公噸為甲殼類。 

較重要單項產品產量為狗鱈 188,368.5

公噸、福氣魚 67,766.3 公噸、阿魷 65,453.4

公噸、白口 18,809 公噸、河魟 14,537.5 公

噸、金吉利魚 12,850.9 公噸、石首魚

10,371.5 公噸、鬚鱈 4,445.6 公噸、比目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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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7.3 公噸、鯛魚 4,240.9 公噸與星鯊

2,594.6 公噸。貽貝類以扇貝 8,117 公噸為

最高，甲殼類中以紅蝦 42,367.4 噸為最高。 

就港口卸魚量來說，馬德普拉塔累計卸

魚量 286,187.2 公噸為最高，其次為馬德林

港之 82,196 公噸、火地島之 62,773.2 公噸、

得塞阿多港之 30,588.3 公噸、里瓦達維亞准

將港之 16,679.7 公噸。 

就漁業別漁獲量來看，生鮮作業船

165,761.1 公噸為最高，其次為拖網船之

139,672.9 公噸、魷釣船 54,456.6 公噸。(於

仁汾，譯自 FIS-World News，2009/10/2) 

智利為促使SPRFMO儘速成立 

將禁止外國漁船在其港口補給 

智利外交部日前強硬措辭威脅，如果南

太平洋漁業管理組織(SPRFMO)成立進程受

阻，智利將實施空白條款第 123 號法令，禁

止其港口提供外國漁船相關補給。 

智利外交部長在對國會漁業委員會質

詢時作出上述強烈聲明，主要針對目前區域

內並無有效公海管理機制，以智利的港口作

為補給港的中國大陸與歐盟船隊在智利鄰接

公海區大量捕撈竹筴魚，嚴重傷害智利的漁

業利益。 

智利國會對其外交部聲明表示支持，並

將授權相關單位在 SPRFMO 成立進程受阻情

況下實施空白條款 123 號，禁止對外國籍漁

船提供相關補給作業，這是智利唯一逼迫歐

盟正視 SPRFMO 成立進程的手段，以達到公海

竹筴魚資源管理的目的。 

根據政府單位統計資料顯示，累計至 8

月底智利漁船竹筴魚漁獲量為 762,443 公

噸，較去年同期之 774,228 公噸減少 1.5%。

(於仁汾，譯自 MercoPress，2009/9/29) 

專 題 報 導       氣候變遷下的漁業及水產養殖 

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 鄭鈺霖         

轉載自國際漁業資訊第 202 期 

聯合國氣候變遷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指出氣候的變遷造成頻繁且嚴重的水災及旱災，影響人類糧食及水資源的安全。大

家似乎並不盡然了解氣候變遷影響了水生生態系統（aquatic ecosystem）、漁業及水產養殖。

2009 年 12 月召開的 UNFCCC 第 15 次締約國大會主要是幾個機構間的協商，強調本議題並確

保決策者和氣候變遷的協商者能考慮水生生態系統、漁業及水產養殖等問題。 

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及其他溫室氣體的持續增加正影響著地球氣候、海洋、海岸及淡水系

統—空氣及海面溫度、降雨量、海平面、海洋酸性、風之型態（wind pattern）及熱帶氣旋

的強度。 

氣候變遷將持續改變海洋及淡水物種的分佈、生產力、生物進程（biological process）

及食物鏈，此外，未來持續影響人們依賴的水生生態系統、漁業及水產養殖的後果還無法得



知。 

漁民、養殖戶和沿海地區居民將承擔全部壓力，這些衝擊影響了原本不穩定的生計，改

變了食用魚的可用性及品質，也提昇了自身健康、安全及家園的風險。因為貧窮、缺乏社會

福利及公共建設，許多仰賴漁業的社區早已過著危險又脆弱的生活。由於漁業資源的過度開

發及生態系統的敗壞，使得這些社區日漸凋零。氣候變遷嚴重影響著一些小島國及開發中國

家的食品安全及生計。 

阻止並調整這些威脅的成長是當務之急，並增加我們對複雜海洋及水生進程（aquatic 

process）的知識。最終目的就是要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量，然而人類就是氣候變遷的罪魁禍

首。漁業和水產養殖業需要具體的調整和緩解措施：(1)改善漁業及水產養殖的管理和水生生

態系統的完整性；(2)發生氣候變遷衝擊時，對食品和生計安全的機會良機和威脅作出回應；

(3)協助漁業和水產養殖降低溫室氣體排放。 

一、健全的水生生態系統有助維持糧食安全及生計 

漁業及水產養殖對於食品安全及生計有著重大貢獻，同時也倚賴著健全的水生生態系統

─但這些事實往往未被確認並且被低估。其理由是：(1)魚類（包括貝類）提供了 30 億人口

必須的營養；一些貧窮的國家至少提供了 4 億人口 50％的動物蛋白質及礦物質；(2)發展中

的國家有超過 5億人口直接或間接仰賴漁業和水產養殖以維持生計；(3)水產養殖是世界食品

生產系統內成長率上升最快的行業，每年成長約 7％；(4)魚產品是最廣泛交易的食品，至少

超過 37％產量在國際間進行貿易。 

海洋在氣候變遷中扮演了如下重要角色：(1)海洋是地球氣候變遷最主要的緩衝區，並

承擔最大的衝擊；(2)2000-2007 年人類所製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約有 25％被海洋吸收；(3)

海洋吸收了 95％的太陽輻射，並調節陸上最適氣溫；(4)海洋提供了 85％的大氣水蒸氣，這

些雲是調節陸地和海上氣候的關鍵；(5)海洋的健全與否關係著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 

二、永續水生生態系統─調整氣候變遷關鍵點 

健全的水生生態系統關係著野生魚類的生產力，譬如仔魚多寡、水產養殖的飼料來源。

沿岸漁業的生產力跟健全的沿岸生態系統有密切關係，包含食物的提供、棲地、育幼場，特

別是河口域、珊瑚礁、紅樹林及海草床。在淡水系統裡，健全的生態系統及生產力則跟水質、

水流及溼地有關。 

如鯷魚和沙丁魚等一些小型魚都會被加工成魚粉，也會當成飼料餵魚（養殖）或餵家禽，

這些魚類對於海洋狀況的改變非常敏感。 

沿岸生態系統不僅維護著漁業，同時也保護著沿岸社區免於受到自然災害的衝擊。紅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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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的天然屏障抵擋了暴風雨所帶來的驚濤駭浪，其根部抓緊了底泥更降低了海岸侵蝕的機

率；健全的珊瑚礁、海草床及溼地也提供了類似的好處。氣候變遷已經危及生態系統的結構

與功能。 

海水溫度的升高及海洋酸化將使珊瑚礁日益惡化，且容易受到過漁、污染、不當的旅遊

習慣及外來物種的影響。這些將影響魚群數量及種類，特別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及島國的沿岸

社區。基於生態系統，漁業及沿岸帶管理是必須的，使這些寶貴的生態系統可以適應氣候變

遷的影響，並減少其他環境的威脅。 

三、漁業和水產養殖必須支持緩解並調適 

管理者及決策者都知道要改善措施，但往往缺乏政策的決心及行動，要建立適應氣候變

遷的彈性，並從中達到持續最大的獲益，漁業和水產養殖業管理者需要採納和堅持最佳做法，

如 FAO 所描述的負責任漁業行為準則，這些作法必須跟河川流域、分水嶺及沿岸地區作更有

效的整合。 

透過養殖草食性魚種可以提供富含營養的食物，且只會產生少量的碳足跡。養殖牡蠣或

貽貝等貝類不僅是門好生意，還有助於淨化沿岸水域及培育水生植物吸收廢水。水產養殖剛

好與世界各地農業產量下降形成對比，因為氣候變遷，使得許多物種開始被養殖；因為氣候

變遷，沿海地區被侵蝕；因為氣候變遷，許多河川流域建造了水壩及人工湖，以調整降雨模

式；因為氣候變遷，都市的廢棄物有了新的處理方式。 

漁業及水產養殖務必被納入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裡面，一旦沒有嚴謹的計畫，僅跟其

他部門申請的議案（例如在高降雨量的水域增加水壩及水力發電、建造人工海岸防禦工事或

風力發電廠）擺在一起討論，對於水生生態系統、漁業、水產養殖來講，將可能會無濟於事。 

緩解的解決方式並非長久之計，仍需要創新的方法，例如最近 REDD（減少伐林及森林退

化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Reduction in Emission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將紅樹林列入保育對象，顯示 REDD 注意到流域間森林的保護。此外，可以考

慮利用減船方式以降低排放量的資助計畫，尋找創新且安全無虞的方法，以減少水生生態系

統中的碳含量，並開發低碳（low-carbon）養殖生產系統。 

許多的漁業及其生態系統都疏於管理，並造成經濟損失，因為過漁、污染及喪失棲地，

預估每年至少損失 500 億美元。完善的管理、創新的技術及負責任的行為都可以使漁業增加

產值並永續經營。目前許多漁船必須更有效率的捕魚才能抵抗高居不下的油價，減少過多的

船隻數量不僅可以幫助回復漁業資源及維持全球產量，還可以大大地降低碳的排放量。 

四、因應氣候變遷而調整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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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漁業、水產養殖和水生生態系統增加投資是一種投資「流動資產」的調整。水生生態

系統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以緩衝及分攤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衝擊，例如暴風雨、水災、海岸

侵蝕或旱災。投資水生科學是最根本的─投資研究水生生態系統的學問；投資複雜生物學及

化學過程，以測量海洋的碳循環；投資研究洋流及渦流如何產生颶風。相同的，需瞭解人們

對於氣候變遷會如何處理及適應，及瞭解對於未來的變化該制度與生計應該如何演變才能維

持應有的彈性。 

投資的認知也很重要─從當地議會認為要投資海堤到決策者認為要補助燃油津貼。該認

知攸關到數百萬人的投資，必須讓投資者和當地社區有選擇權。 

易損性及風險評估可以提供現有狀況；技術及訓練可以提供支援。採用最佳的做法以管

理和支配自然資源是一個「沒有遺憾」的途徑，可以創造當下和未來的利益，提高水生生態

系統和經濟的彈性，還可以減少碳的排放量。 

我們現在能做什麼？(1)實施綜合及整合的生態系統，以管理沿岸地區、海洋、漁業、

水產養殖、減低災害風險和調整氣候變遷；(2)推動環保觀念、高效能漁船用油、水產養殖方

法；(3)降低過漁及漁獲能力；(4)舉辦學校氣候變遷課程、與利益相關者取得共識；(5)進行

適合當地的風險評估；(6)受氣候變遷影響的水產養殖與其他部門整合；(7)建立當地海洋氣

候模式；(8)強化自身水生生態系統動態及生物地球化學循環等知識，如海洋碳循環及氮循

環；(9)鼓勵使用海藻製成的環保生質燃料；(10)透過水生生態系統探索碳封存（carbon 

sequestration）。 

五、召開水生生物議程 

一些倚賴漁業、水產養殖、水生生態系統且需要調整及緩解的社區，理應要獲得決策者

及規劃者更多的注意。永續且富有彈性的水生生態系統，不僅對漁民及沿岸社區有好處，也

提供了商品與幫助，例如糧食安全及保育生物多樣性。 

因為漁民、養殖者及沿岸地區居民皆位於氣候變遷的前線，例如一些位於較低窪的發展

中國家及小島國，一些重要的行動計畫應包括確保資源應用於：(1)充實必要的知識，評估水

生生態系統、漁業、水產養殖以因應氣候變遷；(2)加強人與制度量能，以確認沿岸社區及漁

業在氣候變遷下所產生的風險，並實施調整及緩解措施；(3)建立健全、具生產效能的生態系

統意識是跨部門的職責，以形成有秩序的漁業及水產養殖，並謹慎利用流域及沿岸地區。 

一些開發中國家的漁業、水產養殖及魚類棲息地的處境都很危險，例如海平面上升使得

海水入侵湄公三角洲，並威脅到鯰魚養殖業的發展，除非發展可以適應海水的品種，該行業

一年產量約 100 萬公噸，產值約 10 億美元，並提供了 15 萬個工作機會給大部分的農村婦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