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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魷 業 動 態 

日本 

11 月 14 日分別有 6 艘作業船在八戶港及 5 艘作業船在函館卸日本魷，11 月 16 日則分

別有 4 艘作業船在八戶港及 1 艘作業船在函館卸日本魷，個體凍結魚貨比例較先前增加，魚

貨體型較小且市場拍賣價格持續下滑。  

泰國 

根據泰國官方統計資料顯示，今年 9月份計有 2,634.8 公噸魷類產品輸入，輸入金額達

到 490 萬美元，平均輸入單價為 1.87 美元/公斤，其量值分別較 8 月減少 15%與增加 1%，累

計魷類產品進口量達到 28,829 公噸，累計進口值為 4,740 萬美元，平均進口單價為 1.65 美

元/公斤。 

9 月份出口之魷類加工品為 3,175 公噸(含添加物)，出口值為 1,420 萬美元，平均出口

單價為 4.48 美元/公斤，其量值均較 8 月減少 3%與 1%，累計出口量為 32,502 公噸，累計出

口值達到 1億 3,250 萬美元，平均出口單價為 4.08 美元/公斤。 

 9 月份泰國之魷類產品貿易順差為 930 萬美元，今年前 9個月之貿易順差達到 8,510 萬

美元。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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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6 週西班牙加利西亞市場所有頭足類交易量增加，其中鎖管交易量增加 130%，從第

45 週之 2.53 公噸增至 5.82 公噸，但市場價格從每公斤 5.77 歐元下跌至 4.62 歐元，跌幅為

20%。 

馬德里市場重要冷凍魷魚第 46 週交易量變動情形如下：鎖管 34.5 公噸(第 45 週為 35

公噸)，各規格交易價格為 7-10 公分 2.7 歐元/公斤、10-12 公分 2.5 歐元/公斤、12-16 公分

2.4 歐元/公斤、16-19 公分 2.2 歐元/公斤、19-22 公分 1.9 歐元/公斤、22 公分以上 1.7 歐

元/公斤；美洲大赤魷 7.9 公噸(第 45 週為 7.6 公噸)，中型價格為 2歐元/公斤、特大型價格

為 2.5 歐元/公斤；阿根廷魷各品項價格為 24-30 公分淨後胴體 2.2 歐元/公斤、20-24 公分

淨後胴體 1.8 歐元/公斤、15-20 分淨後胴體 1.6 歐元/公斤、18-22 公分胴體 0.9 歐元/公斤、

23-28 公分胴體 1歐元/公斤、28 公分以上胴體 1.3 歐元/公斤、200-300 克全魷 1.3 歐元/公

斤、300-400 克全魷 1.2 歐元/公斤。 

阿根廷 

根據阿根廷官方統計資料顯示，2009 年 10 月份阿魷漁獲量為 595.4 公噸，較 9 月份增

加 71%，但較去年同期減少 1%，累計阿魷漁獲量為 66,322 公噸，較去年同期減少 74%，為近

5年最低漁獲量。 

根據海關統計資料顯示，10 月份阿魷出口量為 751 公噸，出口值為 140 萬美元，累計出

口量為 37,793 公噸，累計出口值為 4,270 萬美元 

智利 

官方統計資料顯示，9 月份大赤魷漁獲量為 2,000 公噸，其量與 8月份相同，去年同期

僅有 200 公噸，累計大赤魷漁獲量為 47,500 公噸，較去年同期減少 35.7%，其中 33,500 公

噸在第 8 區所捕獲，另外 6,000 公噸在第 5 區所捕獲，漁業別漁獲量中以家計型漁船捕獲量

最大，佔總漁獲量之 92.9%。 

9 月份大赤魷外銷量為 675.4 公噸，外銷額為 422,300 美元，今年累計之大赤魷外銷量

為 8,959.6 公噸，累計外銷額為 1,130 萬美元。 (於仁汾，摘譯自 FIS-Market Reports， 

2009/11/25) 

國 際 漁 業 資 訊 

FAO通過首項打擊IUU漁船公約 

港口國將禁止涉及IUU漁船進港 

日前 FAO 通過港口國禁止涉及 IUU 活動

漁船進港之公約，未來該公約 25 個會員國簽

署生效後將是首項打擊 IUU 漁業活動的國際

公約，該公約在 FAO 討論通過後立即有包括

烏拉圭、美國、安哥拉、巴西、智利、歐盟、

印尼、冰島、挪威、薩摩亞、獅子山等 11 個

國家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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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簽署公約，FAO 會員國宣示將採行

禁止涉及 IUU 漁業活動漁船進港之措施，以

預防、阻止及消弭 IUU 漁業活動，阻斷 IUU

漁業之漁獲進入國際市場。 

FAO官員表示該公約通過將是自1995年

聯合國魚種協定(UNFSA)簽署後最重要的漁

業國際公約，未來監視漁船活動不再只是船

旗國的責任，港口國採行漁船進港查驗、報

告及禁止進港等措施，IUU 漁業活動的後門

漏洞將可有效防堵，負責任漁業管理失敗，

IUU 漁業活動傷害漁業生產並可能最終導致

整個產業崩潰，對仰賴漁業資源作為食物及

收入來源的人來說是相當嚴重的問題。 

未經核准的 IUU 漁業活動捕撈管制魚

種，不顧配額管理措施使用非法漁具，對發

展中國家來說要在遼闊海域監控管理這些漁

業活動相當不易且耗費甚鉅、成效顯微，因

此港口國管理措施被視為最佳管理利器，藉

由以下措施將可有效打擊 IUU 漁業活動： 

1. 外國籍漁船入港前必須事先向港口國報

告海上活動及裝載之漁獲以取得進港許

可，港口國可以事先辨認可疑漁船； 

2. 港口國可引用標準程序對進港之外國籍

漁船檢查，檢視核准文件、檢查漁具、查

對漁獲量與作業紀錄，以審核該外國籍漁

船是否涉及 IUU 漁業活動； 

3. 對簽署公約的港口國來說，港口檢查員之

訓練及檢查配備也必須確定符合國際標

準； 

4. 港口國禁止涉及 IUU 漁業活動漁船進港

必須立即向相關國際組織及船旗國通

報，船旗國也必須在收到通報後對漁船採

取後續管制措施。 

以上之港口國措施不僅適用於外國籍

漁船管理，同樣也適用在本國籍漁船管理，

簽署國將在 4 年公約生效後有義務定期檢視

其執行情況。（於仁汾，譯自 MercoPress，

2009/11/25） 

日本2010年水產預算成長22％ 

總預算金額達2仟8佰餘億日圓 

日本水產廳於 8月 31 日發表平成 22年

度(2010 年)水產預算要求概要。根據以上所

述，明年度預算要求金額計 2,875 億 5,300

萬日圓（和前年度相比，其百分率為 121.8

％）。而主要預算之重點項目劃分為以下 4

項：(1)穩定漁業及養殖業之經營，並提升其

收益力；(2)資源管理與回復，及推動者的確

保與培育；(3)加強產地販售力及擴大消費水

產品；(4)綜合性漁村之活化。要求稅制修正

部分為漁業用 A 重油之免稅、歸還措施等與

前年相同。 

而明年度水產預算概要要求內容為：非

公共預算 1,291 億 6,000 萬日圓（122.5％）。

公共預算 1,583 億 9,300 萬日圓（121.1％），

其詳細內容為一般公共預算計 1,572 億

8,000 萬日圓（121.3％）、整頓水產基礎計

1,454 億 1,700 萬日圓（121.3％）、漁港海

岸計 118 億 6,300 萬日圓（121.2％）、災害

重建 11 億 1,300 萬日圓（100％）。 

在重點項目中，漁業及養殖業之穩定經

營及提升收益力方面為預防資材成本變動而

準備了安全防護措施（要求金額為 22 億日

圓）及穩定漁業經營對策款共 51 億日圓。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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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提升收益之推動款計 70 億日圓。在新

制定之安全防護措施中，其中為緩和油價高

漲所帶來的影響，將建立漁業者經營安全防

護事業款計 20 億日圓。依照漁業者與國家捐

獻來發給補助金。 

當原油價格漲幅超過一定基準時，補助

業者之金額單價計算方式為該季平均原油價

格乘以前兩年間平均價格的 115，超過的部

分即補助金額單價。 

另一個則是為緩和配合飼料價格上漲

所帶來的影響，將建立穩定養殖用配合飼料

價格事業，養殖業者與國家捐獻分配款為 2

億日圓。 

在資源管理與回復，及推動者的確保培

育方面，業者為響應省能源、資源回復等推

動支援事業而自主性配合減船、休漁等獎勵

金分配款為 17 億日圓。為增加海洋資源，實

施整頓國有直轄漁場開拓漁場整頓事業分配

款為 15 億日圓（公共）。為培育海洋豐度，

依據水產生物之生活史，進行廣範圍水產環

境整頓之綜合性對策事業分配款為 114 億日

圓。 

於強化產地販售力及擴大水產品消費

方面，漁業團體將進行開發新水產品及提供

學校飲食之食材等配合支援強化水產品產地

販售力事業分配款為 18 億日圓；於漁港基地

等推動衛生管理對策水產品流通機能高度化

對策事業分配款為 411 億日圓。 

綜合性漁村之活性化，將透過有效利用

地區既有資源等生產基礎及進行有效整頓生

活環境設施等，以創造安全有活力之漁村，

其分配款為 85 億日圓（漁村再生給付金、公

共項目）。 

對於配合漁業再生之離島漁業村落，將

依據支援給付金實施離島漁業再生給付款計

16 億日圓。（轉載自國際漁業資訊 203 期） 

日召開水產油脂資源演講會 

討論秋刀魚及鯖魚資源變動 

日本水產油脂協會 8 月 28 日在日本東

京涉谷青學會館召開「2009 年水產油脂資源

演講會」。會議中討論到溫暖化、水產資源變

動及秋刀魚與鯖魚之今年資源變動，同時也

提到日本秋刀魚漁業、資源量與幼齡化等問

題。 

北海道大學水產科學研究院櫻井泰憲

教授以「努力發展不受溫暖化影響之漁業」

為題發表演說。他介紹了漁場移動及資源變

動。同時也說明溫暖期日本魷資源有明顯增

加、寒冷期會減少之形成原因。也解說陸奧

灣真鱈今後資源量之預測。同時也談到生態

系變化的預測，也提出應該建立適應這些變

化的漁業。 

水產綜合研究中心東北區水產研究所

八戶支所資源生態研究室長上野康弘介紹了

秋刀魚之生態與生活史，同時也說明了資源

動向，國內外秋刀漁業現狀及問題點。關於

2010 年資源動向，他指出 2010 年的資源量，

加入量較歷年稍微增加，2010 年 1 歲魚增

加，因此資源量較前年為低，同時以全漁期

來看，中小型魚比例較前年增加，南下游向

三陸近海之時間也較歷年為早。 

水產綜合研究中心中央水產研究所主

任研究員渡邊千夏子針對今年鯖與資源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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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說明，花腹鯖無論東海或太平洋系群資

源量均非常安定，預測 2009 年級群可能為卓

越年級群，對馬及東海全體來看，預估鯖魚

漁獲量 2009 年與 2008 年大約相近。（轉載自

國際漁業資訊 203 期） 

國 內 漁 業 資 訊 

促進海峽兩岸海洋學術交流 

假台北舉辦教育與科技論壇 

農委會漁業署表示，為建立兩岸海洋教

育與科技合作交流之基礎，以促進兩岸海洋

產業與科技共存共榮發展，與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合作，邀請中國海洋大學、中國大連海

事大學、中國國家海洋技術中心以及中國極

地研究中心等單位 9 位專家學者來臺，與臺

灣海洋大學及成功大學等臺灣學者，於 98 年

11 月 28、29 兩日，假台北市公務人力發展

中心舉辦「2009 海峽兩岸海洋教育與科技論

壇」。 

漁業署表示，海洋開發、利用、管理、

安全、權益維護及環境保護等海洋科技與海

洋事務議題，與兩岸人民之民生福祉與社經

發展息息相關，尤其目前地球處於氣候變遷

的當下，更需要對於海洋進一步的研究調查

與瞭解。為提升我國海洋教育與海洋科技發

展，促進兩岸海洋科學研究交流，該署沙志

一署長透過兩岸交流的機會，與中國國家海

洋局有關人員共同促成兩岸海洋科學研究交

流，在雙方努力下本次論壇得以順利舉辦，

並獲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海岸巡防

署及國家實驗研究院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支持。 

漁業署進一步說明，海洋占地球面積的

70%，不僅是地球生命的起源，更蘊藏大量的

生物與非生物資源，如礦物、石油以及漁業

資源等，對於人類生活的影響非常深刻，但

是人類對於海洋的認知卻非常有限，故本次

海峽兩岸海洋教育與科技論壇，藉由兩岸的

專家學者針對「海洋教育與科技」、「海洋監

測」、「氣候變遷與極地調查」、「海洋資源」

以及「海洋產業與利用」等五大方向的議題，

共同探討海洋科技發展趨勢、海洋環境災害

監測與保全、氣候變遷對海洋的衝擊、極地

調查、古海洋研究、深層水開發、海洋國際

生物資源研究以及海洋能源與產業發展等眾

多議題。 

漁業署強調，希望透過本次論壇拋磚引

玉，提供兩岸海洋學術研究交流的平台，讓

兩岸各有所長的研究進行交流，將有助於提

升我國海洋領域研究的水準。(轉載自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網站) 

專 題 報 導       菲律賓致力發展漁業 

行政院農委會漁業署 趙俊琳          



轉載自國際漁業資訊第 204 期 

自 2002 年起菲律賓政府投入發展永續沿海、遠洋漁業，養殖水產品產量大幅上升，平

均每年產量成長 7％。據 FAO 調查，菲律賓目前是全球第八名水產國家，年產量約 470 萬公

噸。 

菲國漁業與水產資源局副局長表示：「我國漁業蓬勃發展，每年產量平均增加 3-4％，產

值上漲 6％。其中水產養殖產量每年成長 11％，這還不包括觀賞魚類在內。」 

過去十年來，養殖漁業一直是菲國最大、發展最快速的水產業。水產養殖水產產量佔 47

％，其餘沿岸小型漁業(municipal fishery)產量佔 28％，商業漁業佔 23％。 

至 2007 年水產養殖產量達 220 萬公噸，比 2006 年的 210 萬公噸增了 5％。魚類、軟體

動物與甲殼類產量佔水產養殖品的三分之一；至於海菜等水生植物年產量約為 150 公噸，菲

律賓因此成為全球水生植物第二生產大國。 

2007 年商業漁業產量為 120 萬公噸，相較上年增產 10％，而沿岸傳統漁業(漁船在 3公

噸以下)產量則是 130 萬公噸，產量比上年提昇了 6％。 

該副局長表示：「菲律賓正經歷由海洋漁撈轉換為養殖的過渡時期。我們試著降低漁業

作業對環境的衝擊影響，相信藉由轉換為養殖漁業來降低漁業行為帶給海洋的破壞與壓力，

並維護沿岸珊瑚礁的生物多樣性。」而水產養殖型態則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例如第 1 區

呂宋島多為箱網養殖，而位於維薩亞斯群島中心的班乃(Panay)與內格羅(Negros)島的第 6區

則以養殖池飼養虱目魚為主。除此外，呂宋島中央的第 3 區及南呂宋島的第 4 區皆以養殖池

為主。其他如第 8、11 區是以箱網養殖虱目魚。 

漁業與水產資源局副局長特別指出，2007 年半鹹水養殖的虱目魚產量高達 22 萬公噸。

除虱目魚外，吳郭魚是菲律賓另一重要養殖魚種。據統計，2007 年淡水養殖池的吳郭魚產量

為 13 萬公噸，而淡水箱網養殖產量為 79 萬公噸。該副局長表示：「第 3區的吳郭魚大多以養

殖池養殖，至於我們開發的鹹水吳郭魚則是以箱網養殖。我們是全球最大的吳郭魚生產國，

但我們不打算增加吳郭魚的產量也不打算出口吳郭魚。吳郭魚在菲律賓是非常受歡迎的魚。」 

近年來菲律賓的養殖產量已超出政府及聯合國 FAO 所預估，因此期望水產養殖能有效紓

緩菲律賓群島海域過漁的壓力。「5 年前，FAO 原本建議我們 10 年內要使水產養殖產量達到

50％的比例，當時水產品產量的比例是 60％捕撈，40％養殖。而 5 年後，也就是到 2008 年

底，我們已經達成 50：50 的目標了，大大超前預計的進度。」 

菲律賓漁業局正積極推動養殖產業，以養殖產量 60％、捕撈產量 40％為最終目標，以

便關閉幾個過漁情形嚴重的漁場。除此外，近幾年來魚類消費量不論是在鄉村或城市都顯著

的上升，對鄉下民眾而言魚類更是日常生活必須品，市中心的速食連鎖店也紛紛在菜單上加

上魚類食品以符合大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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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局長表示：「5年前麥當勞還沒有賣魚類的餐點，本土的 Jollibee 速食連鎖店也沒有，

但現在速食商店裡隨處可見。菲律賓人的飲食習慣改變了，人們比以往更愛吃魚。以前人們

愛吃竹莢魚，竹莢魚是魚價的指標；而現在吳郭魚則成為新的指標。」 

菲律賓是全球最大的群島型國家，由北至南長達 2,000 公里，共有 7,107 個小島，海岸

線長達 36,000 公里。其領海範圍共 220 萬 km2，其中沿海水域為 266,000 km2，大洋性水域

則為 190 萬 km2。菲律賓共有 1,541 個自治區，其中 832 個屬臨海城市，包括首都馬尼拉在

內的 25 個主要城市皆位於沿岸地區；換句話說，全菲律賓人口 8,600 萬人中，有 62％是住

在沿海區域。 

菲律賓海域內擁有大片生產力強的生態系統，包括珊瑚礁及海草、海藻床；除此外還有

約 138,000 公頃的紅樹林。擁有 430 種珊瑚、2,300 種魚、16 種海草、數百種藻類以及數千

種海洋無脊椎動物，菲律賓擁有世界上最富裕的海洋生態，也帶來了無限的商機。單單珊瑚

礁就讓菲國每年至少賺進了 10 億美元，若加強沿岸海域的管理，便還能獲取更大的利益。 

菲國政府正進行一項為期 7 年的沿岸漁業資源養護計畫，由菲律賓中南部 6 省的 68 個

自治區一同參與；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借貸 3,380 萬美元來支持復育紅

樹林、建立珊瑚礁保護區以及協助漁民建立新漁村事業。 

菲律賓從事漁業人口眾多，約有 160 萬人從事漁業及相關行業，佔全部勞動人口的 5％。

其中 68％從事沿近海漁業，計有 100 萬個家庭仰賴沿近海洋資源維生，然而這之中有 76％是

屬於低收入戶。菲律賓共有 470,000 艘 3 公噸以下漁船作業於內水，其中 62％(292,000 艘)

是無動力漁船，其餘 38％(178,000 艘)屬動力漁船；3公噸以上之商業漁船約有 6,370 艘。 

2007 年漁業生產額高達 1,805 億披索，較前年上升 10％。值得一提得是，同年在沿近

海域內所捕獲的漁獲價值高達 642 億披索，這表示漁獲多為黃鰭鮪、扁花鰹等高經濟價值魚

類。至於商業漁獲值為 547 億披索，而養殖產值則為 616 億披索。 

竹莢魚、沙丁魚和鮪魚是商業漁業以及當地沿近海域漁業的主要作業魚種。2007 年商業

漁船共捕獲 244,000 公噸重的竹莢魚，佔總漁獲量的 20.5％；沿近海漁船之捕獲量為 75,000

公噸，佔總漁獲量的6％。另外，2007年商業漁船的扁花鰹漁獲量為123,600公噸、正鰹152,000

公噸重以及黃鰭鮪 82,600 公噸，巴鰹 47,700 公噸。同年，沿近海漁船則捕獲扁花鰹 67,800

公噸及黃鰭鮪 51,800 公噸。 

沙丁魚也相當受菲律賓人喜愛，2007 年商業漁船共捕獲沙丁魚 186,000 公噸，為總漁獲

量的 16％；而沿近海漁船漁獲量為 120,000 公噸，佔其總漁獲量的 11％。菲律賓人多半將沙

丁魚製成罐頭食品後食用，每年沙丁魚罐頭產量達 6 億至 6.5 億罐。然而近年由於沙丁魚漁

獲量減少，罐頭產量也下跌 10％至 15％。由於沙丁魚罐頭是一般低收入戶的日常食品，沙丁

魚罐頭價格一直是菲律賓一項重要的政治議題。隨著馬口鐵價格下跌，沙丁魚罐頭的零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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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跟著下降，銷量大增，使菲國政府為確保罐頭正常供應而採取行動。 

該副局長並表示：「為確保沙丁魚的供應量，我們在民答那峨島南部設立了冷凍廠，可

儲藏 400 公噸的沙丁魚。沙丁魚多半是在我國領海內捕撈的，除了罐頭外我們還有價格比較

高的玻璃瓶裝沙丁魚食品，空的玻璃瓶還可以讓消費者拿來作別的用途。」同時，菲國政府

正致力確保國內魚產品出口商能符合歐盟明年開始對進口魚產品所設立的新規定。歐盟是菲

律賓最大的漁產品出口市場，其次是美國和日本。 

2007 年共出口 173,000 公噸漁產品，價值 5 億 7 千萬美元，然而相較於 2006 年下跌了

9％。鮪魚、海菜和蝦是三大出口漁產品，佔總出口量的 65％。 

至於進口方面，2007 年漁產品進口額為 1億 5千多萬美元，包括鮪魚等冷凍魚，多半是

用來加工或再輸出。另一主要進口魚種為鯖魚。 

「為了要符合歐盟理事會辦法 No.1002/2008，政府採取了許多措施。歐盟定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辦法，所以我們施行產銷履歷系統來配合所有歐盟漁產品出口的要求。未來

漁業局也會認證漁產品是由非 IUU 漁船所捕獲。」未來出口至歐洲的漁產品都必須證明捕獲

的漁船是經過認可的，且必須紀錄船名、產區，以及在合法的漁港內卸貨。 

「菲律賓的水產加工業非常發達。我們主要出口新鮮、冷藏或冷凍的鮪魚至泰國、美國

和西班牙。同時我們也會進口鮪魚來加工。」該副局長並指出，每年鮪魚產品的出口額高達

近 2億 2千萬美元。「罐頭鮪魚大多出口至美國和德國，輸往德國之鮪罐也會再輸出至歐盟其

他國家。出口罐頭鮪魚的價值比新鮮、冷凍鮪魚還要高。」 

菲律賓領海內的鮪魚漁期為每年的 1月至 6月，漁獲多為黃鰭鮪，捕獲後送至民答那峨

島的達沃市魚市場進行等級分類。等級高，可作生魚片的漁獲就出口至日本，其餘等級的則

大多製成罐頭。 

菲律賓漁民也會到印尼海域作業。「印尼允許 35 公噸以下漁船進入其領海內作業。這種

漁船約 30 尺長，裝有舷外機，就是他國所稱之『傳統漁船』。每航次大約可捕獲 2至 10 隻鮪

魚，鮮度、等級更高，價格可以賣 2倍以上。」 

菲律賓出口漁產品中，最大宗是鮪魚，其次為海菜、蝦和螃蟹。2007 年菲律賓共出口

48,280 公噸的罐頭鮪魚，價值 1億 2,500 萬美元，以及 26,860 公噸的冷凍鮮鮪魚，價值 9,300

萬美元。 

「歐洲是罐頭鮪魚的主要市場，其他產品則是以美國為最大市場。但歐洲市場幾乎和美

國一樣大，這也是為甚麼我們特別重視歐盟的新規定。」 

菲國政府為發展小型沿近海漁業，增加沿海漁民的收入，正計畫在菲律賓南部和中部興

建兩個新漁港。為此，漁業局與菲律賓港務局協商，希望能將閒置無用的港口轉作為漁港用；

而另一座則是擴建原有的小型漁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