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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魷 業 動 態 

日本 

2 艘在紐西蘭海域作業魷釣船魚貨在 5 月 24 日於八戶港進行拍賣，總共拍賣 49,003 箱

全魷及 7,898 箱胴體，拍賣價格資訊為 11~15 尾裝 1,900 日圓/箱、16~20 尾裝 1,900 日圓/

箱、21~25 尾裝 2,050 日圓/箱、26~30 尾裝 1,630 日圓/箱、21~25 尾胴體 3,170 日圓/箱。 

西班牙 

第 22 週西班牙加利西亞市場鎖管交易量增加 10%，從第 21 週之 4.74 公噸增至 5.19

公噸，市場價格從每公斤 3.78 歐元上漲至 4.34 歐元。 

馬德里市場重要冷凍魷魚第22週交易量變動情形如下：鎖管37.06公噸(第21週為28.9

公噸)，各規格交易價格為 7-10 公分 3 歐元/公斤、10-12 公分 2.7 歐元/公斤、12-16 公分 2.6

歐元/公斤、16-19 公分 2.4 歐元/公斤、19-22 公分 2.1 歐元/公斤、22 公分以上 1.9 歐元/公

斤；美洲大赤魷 18.9 公噸(第 21 週為 8.3 公噸)；阿根廷魷各品項價格為 24-30 公分淨後胴

體 2.57 歐元/公斤、20-24 公分淨後胴體 2.53 歐元/公斤、15-20 公分淨後胴體 2.3 歐元/公斤、

18-22 公分胴體 1.85 歐元/公斤、23-28 公分胴體 1.85 歐元/公斤、28 公分以上胴體 2.25 歐

元/公斤、魷圈 1.95 歐元/公斤。  

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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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官方統計資料顯示 4 月份鎖管漁獲量為 33.5 公噸，較 3 月增加 3 倍，亦較 2009

年 3 月增加 33.5%，累計 1-4 月鎖管漁獲量為 71.5 公噸。 

海關統計資料顯示 4 月份鎖管出口量為 8.9 公噸，出口值為 15,298 美元，1-4 月累計

出口量為 11.7公噸，出口值為 19,429美元。 (於仁汾，摘譯自 FIS-Market Reports， 2010/6/9) 

國 際 漁 業 資 訊 

智利第一季水產品外銷量下滑 

出口值較去年同期衰退近18% 

智利今年第 1 季水產品外銷值為 8 億

4,900 萬美元，較去年同期之 10 億 3,530 萬

美元衰退 18%，外銷量也從去年同期之

349,950 公噸下降至 246,170 公噸，減少約

29.7%。 

其中佔總外銷量 44.7%之冷凍魚貨及

28.7%之魚粉，第一季出口量分別較去年同期

衰退 31.2%與 39.3%，平均水產品出口單價為

每公斤 3.4 美元，則較去年同期上漲 16.6%。 

魚種別外銷中以太平洋鮭魚佔 22.2%為

最高，其次為虹鱒、大西洋鮭魚、表層魚類

以及竹筴魚。 

就外銷市場中以日本、美國及中國大陸

為前三位，前 9 大市場國之銷售量佔總外銷

量之 81.8%。 

漁業別外銷部份，捕撈漁業外銷量 13

萬公噸，出口值 2 億 5,490 萬美元，較去年

同期減少 7%，魚粉外銷量 70,770 公噸(外銷

值為 1億 1,240 萬美元)，低於去年同期之外

銷量 116,650 公噸，但外銷值卻高於去年同

期之 1億 810 萬美元。 

冷凍魚貨外銷值為 6,850 萬美元，佔總

出口值之 28.4%，主要外銷至美國、西班牙

及秘魯，上述三國之銷售量分別佔冷凍魚貨

外銷量之 23.7%、18.9%與 14%。 

罐頭產品第一季外銷值為 2,900 萬美

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13.3%，主要銷售至斯

里蘭卡、西班牙及美國，上述三國之銷售量

分別佔罐頭製品外銷量之 33%、19.3%與

5.2%。 

養殖水產品之出口量與出口值佔智利

水產品出口量值之 70%及 46.9%，出口量值分

別為 115,000 公噸與 5 億 9,400 萬美元，分

別較去年同期之出口量值減少 22%與

33.4%。（於仁汾，譯自 FIS-World News，

2010/5/31） 

化石中發現最早頭足類生物 

經判定遠在5億年前即現蹤 

加拿大研究人員從 1976 年發現的化石

中推斷當年判讀為蝦類遠祖的物種，其實應

該為頭足類的遠祖，此一發現將頭足類出現

年代往前推了 3,000 萬年，判定頭足類早在

5億年前就已經出現。 

該物種命名為 Nectocaris pteryx，5

公分長的化石明顯可以看到 1 對捕食用的觸

腕，在觸腕後方為眼睛，另外有煙囪狀的口

器，與現代頭足類相同可利用口器排水前進

與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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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科學家將會再進一步聯合更多

研究學者進行化石判讀，以確定該物種在演

化 進 程 中 的 位 階 。（ 於 仁 汾 ， 譯 自

MercoPress，2010/5/28） 

福島海域捕獲北太平洋物種 

推斷深層海域有北向南海流 

一項發表於深海研究學術期刊第一卷

之研究報告批露近期英國科學家在福島海域

捕獲棲息於北太平洋海域之長尾鱈、綿鰄及

深海魷魚，顯示在深海區可能有從北向南的

海流將這些原棲息於 15,000 公里外物種漂

帶至南極海域。 

自 1987 年開始福克蘭漁業局研究人員

就開始蒐集商業性漁船及研究船的漁獲物，

以分析記錄在巴塔哥尼亞海床上棲息的物

種，研究人員在美露鱈作業船上搜集到長尾

鱈樣本，另外從拖網船漁獲中採集到綿鰄及

深海魷魚，這些樣本經過基因分析後，與在

北太平洋採集到的樣本均屬同種，因此科學

家推論在深海區有與洪堡德洋流相反方向的

北向南海流，部分棲息在北太平洋的物種因

此被推送向南。（於仁汾，譯自 MercoPress，

2010/6/4） 

阿國碼頭罷工事件持續延燒 

損失已經高達3千5佰萬美元 

阿根廷海事工人聯盟日前不顧法院命

令仍持續罷工，堅持要求企業主必須遵守集

合勞動協議，要求船主必須給付基本薪資，

並保證加薪，但船主表示今年漁獲量不佳，

加上國際市場價格不振，企業主都在考慮裁

員以撐過不景氣，更不可能依照工人要求加

薪並保障基本薪資。 

業主估計馬德普拉塔港碼頭罷工已經

造成直接經濟損失達到 3,500 萬美元，業主

希望罷工能馬上停止以減少損失，但工人聯

盟宣稱罷工是憲法所賦予的權利，因此目前

仍陷入僵持中。（於仁汾，譯自 FIS-World 

News，2010/6/8） 

日本訂定秋刀魚漁獲可能量 

維持去年目標45萬5千公噸 

日本水產廳於 4 月 23 日在農林水產省

針 對 秋 刀 魚 、 花 腹 鯖 （ Scomber 

australasicus ）、 白 腹 鯖 （ Scomber 

japonicus ） 及 松 葉 蟹 （ Chionoecetes 

opilio）之平成 22 年漁期 TAC（漁獲可能量）

設定進行意見交換會，並指示個別之 TAC 案。 

有關秋刀魚 TAC 部分，將維持和前期相

同量，為 45.5 萬公噸。其資源雖仍維持在高

位水準，但為避免供需關係混亂，水產廳希

望最好能維持現狀。 

再者，平成 22 年度 ABC（生物學容許漁

獲量）之日本漁獲配額為 121.1 萬公噸，較

平成 21 年的 62.1 萬公噸大幅增加許多。 

對此，會場中漁業相關業者指出「從各

方面來說，為何持有捕捉不了更多漁獲物之

看法」。對於 121 萬公噸這個數字表達其隱

憂。 

至於花腹鯖、白腹鯖之 TAC 案方面，較

前年的 60.7 萬公噸還增加。此為調整配額除

下來所得之數字，平成 22 年 ABC 比此數字還

高，為 63.9 萬公噸。由於資源變動大，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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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進行更精確之再評估，故平成 22 年 TAC 之

基礎數量為前一年ABC的57.5萬公噸所增加

之 6.4 萬公噸的一半再加上前年之 ABC 量。 

松葉蟹之 TAC 案指示為 6,133 公噸，較

前年短少 290 公噸。按系群別則為西部日本

海（A海域）4,400 公噸（較前年減少 300 公

噸）、北部日本海（B 海域）310 公噸（和前

年相同）、北海道西部 43 公噸（和前年相

同）、鄂霍次克海 1,000 公噸（和前年相同）、

太平洋北部 380 公噸（較前年增加 10 公噸）。 

關於西部日本海方面，資源動向為「減

少」，ABC 則是採用為增大最近親魚量之劇本

而減少 300 公噸。另一方面，太平洋北部資

源評估為中位增加，親魚量現狀維持在 ABC

所訂之 376 公噸基準。 

今後關於 TAC 案將募集民眾意見，並預

定於 5 月下旬召開水產政策審議會上正式決

定 TAC 案。（轉載自國際漁業資訊第 211 期） 

南韓志成為全球十大漁業國 

將投入約6億美元協助發展 

南韓政府擬挹注 7.09 兆韓幣（6.24 億

美元）供漁業界投資與貸款，企圖在 2014 前

成為世界排名第十大的漁產品生產國。 

該國食品農林漁業部（MIFAFF）發佈新

聞稿指出，屆時漁業生產量目標是 370 萬公

噸，而 2008 年漁業生產量為 336 萬公噸。 

據新聞報導，南韓亦計畫利用此政策增

加出口值至25億，而2008年的出口值僅14.5

億。 

若依計畫進行，南韓生產量將從 2007

年的第 13 位擠入第 10 位，出口則從世界第

26 位躍居第 20 位。 

在此計畫下，南韓政府沿著朝鮮半島鋪

植 7,000 公頃的海底海帶林，以改善野生海

洋生物的棲息地，並建構出 50 個新的海洋牧

場。沿著海岸構築海洋牧場，不僅可擴充產

量，同時可減低成本。 

上述的績效將大大提升國家漁民的基

本收入，從 3,112 萬韓圜（折合 27,143 美元）

增加至 3,800 萬韓圜（約 33,143 美元）。 

該國政府計畫將與 15 個國家簽署備忘

錄（MoU），目的為幫助韓國船隻在遠洋與國

外海域作業。 

其他正在建構的措施包括對生態友善

的海洋魚貝類養殖方法，及引薦漁船裝設額

外的發光半導體（LED）以吸引魚群。（轉載

自國際漁業資訊第 211 期） 

中國召開漁業經濟專家論壇 

旨在加速發展現代漁業建設 

由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主辦的 2010 中

國漁業經濟專家論壇於 5 月 28 日在北京召

開，本屆論壇的主軸為加速發展現代漁業建

設。農業部漁業局李健華局長受邀出席。 

李健華局長指出，中國目前處於經濟轉

型時期，漁業發展方向轉變是一個長期的歷

史過程，影響和決定發展方式轉變的主要因

素包括資源、產業結構、技術創新、市場機

制和政策調整等，其中市場機制的作用非常

大。現階段是加速發展現代漁業的重要時

期，要積極探索實踐「藍色農業」發展理念、

全面推廣健康養殖、提升水產品質量安全、

提高全球海洋生物資源開發利用能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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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民的民生水準、提高漁業科技創新與推廣

應用、不斷加強漁業法制，全面提升漁政管

理能力。 

李健華局長強調，要把握產業發展規律

並站在制高點，重點在漁業行業的定位、現

代漁業的目標和內涵、保證水產品供給以及

水產品質量安全、漁業安全生產等方面進行

更細緻的研究。希望全國漁業經濟專家學

者、管理人員和企業家們好好利用中國漁業

經濟專家論壇平台，加強漁業經濟研究，為

政府決策提供研究支撐。 

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張顯良院長表

示，漁業經濟研究是該院的重要研究工作之

一，做好漁業經濟研究工作是大家共同的責

任。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將繼續團結全國漁

業經濟和科技界的專家學者，共同為加速發

展現代漁業建設做出應有的貢獻。 

來自全國高校、研究機構、政府管理部

門、漁業企業等 32 個單位的代表共 80 餘人

參加論壇，共收到論文 80 多篇。中國農業發

展集團總公司董事長劉身利、中國漁業互保

協會理事長王朝華、中國科協副主席唐啟升

院士、大連海洋大學副校長陳勇以及廣東海

洋大學副校長朱堅真分別發表了「堅持創新

發展遠洋漁業」、「中國特色漁業保障體系建

設與漁業互助保險」、「漁業與海水養殖業」、

「中國海洋牧場建設」、「我國漁民轉產轉業

新問題研究」等主題報告。中國海洋大學潘

克厚教授等 13 位專家學者分別從低碳經

濟、水產養殖生態服務價值與環境污染、漁

船與漁港管理、漁業基本經營制度、漁民權

益保護與漁民收入、國際貿易與水產養殖產

業化發展等方面作了專題演講，針對加速發

展現代漁業建設，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

和建議。據了解，中國漁業經濟專家論壇由

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結合國內有關單位於

2007 年發起，每年舉辦一次，目前已連續舉

辦四屆。論壇為更有效整合全國漁業經濟研

究力量，展開漁業經濟研究建立了學術研討

和交流的平台。（轉載自中國水產網） 

專 題 報 導         從英法漁業談判檢視台日漁業問題(下) 

轉載自國際漁業資訊第 209 期 

國立台灣大學 姜皇池 

 (二)《關於在格藍佛灣漁業協定》 

除在海域予以明確劃分外，一般國際實踐顯示，漁船作業問題不必然需與所劃出界線完

全一致，主要是需考量漁民傳統作業權益，特別是當兩國作業水域交錯難分之際，若不對作

業漁船予以特別處理，則雙方漁船因捕魚作業而生之衝突，恐仍無法避免，因此英法兩國在

談判過程中，同時又簽署《關於在格藍佛灣漁業協定》，在該協定中明白將雙方之捕魚範圍，

以及可共同進行捕魚之範圍，再予以明確界定。 

之所以需於劃定海域範圍協定外，另行處理漁船作業範圍與管理機制，蓋因在 1951 年

舊條約體制下，雙方捕魚範圍並不明確；猶有甚者，英法兩國漁船均可在尚未完全劃分之水

域內作業，且無任何機制來限制各自捕魚數額，在此種情況下，非常容易產生過漁結果。因



此《2000 年漁業協定》規定，雙方任何漁船均需取得捕魚許可後，始可在相關海域進行捕魚，

澤西島漁業當局與法國漁業當局將各自發放許可給予本國漁船。在最初階段，將維持各自現

存之捕撈額度，且僅限於將許可給過去延續至今在此海域有作業之區域漁船和區域外漁船，

至於非此等區域內之漁船，則限於 1998 年 6 月 30 日前兩年內，有在該區域捕魚之船舶，始

有權利申請許可。 

而為保障雙方漁民利益，又針對沿岸漁業予以特別處理，主要是舊條約將離岸 3-6 浬間

海域作為共同作業海域，雙方漁船均可在此區域作業，引發諸多衝突與疑慮。蓋如前所指出，

法國漁船擁有資金與技術優勢，若不根據實際情形予以調整，澤西島漁民仍將陷入無法競爭

以致淘汰之困境。是以在澤西島漁民強烈要求下，採用不同區塊管制模式，《2000 年漁業協

定》中，對於西經 2 度以東海域予以特別處理，分成 A-F 六個不同漁業管理區塊（Zones 

A,B,C,D,E,F），根據具體實際情形作相當完備調整，以符合現今（傳統）漁撈作業，並保障

漁業資源的合理使用。 

《2000 年漁業協定》另一個重心是建立「共同管理委員會」（Joint Management 

Committee；JMC），該「共同管理委員會」由澤西與法國兩地漁政官員與科學家組成，「共同

管理委員會」負責管控海域內的漁撈作業與漁撈努力量，至於捕魚許可，則每年重新申請，

共同管理委員會即可根據所蒐集之漁撈努力量與漁業狀況，來決定年度可捕量，以及給予捕

魚許可之船舶與船舶數量。 

此外，為輔助共同管理委員會做成妥適決策，《2000 年漁業協定》另行設立「共同諮詢

委員會」（Joint Advisory Committee；JAC），由漁民代表（雙方各四名）、市場公會代表（雙

方各四名）、政府官員（雙方各四名）與科學家（法國兩名、澤西島一名）雙方各兩名）所組

成（參考《2000 年漁業協定》《附件 C》）。當初之所以另設此一輔助機構，主要是考量到澤西

與法國漁民對於管理決策之作成，往往無從置喙，且澤西與法國兩國漁民幾乎不相往來或接

觸，設立此機制，讓兩國漁民相互往來且提供意見，創造交流機會，做為決策參考。「共同諮

詢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作為討論議場，並提供意見給「共同管理委員會」，經驗顯示，讓

漁民相互有往來平台，既可降低雙方敵意，亦可促使其較願意解決雙方歧見。《2000 年漁業

協定》並規定，共同管理委員會必須參考共同諮詢委員會所提出意見，始可做成決定，在此

種規定下，可確保雙方政府官員能將雙方漁民的關切事項列入決策考量。 

《2000 年漁業協定》另外規定：雙方若無法達成共同標準時，可以提交仲裁之規定。

此種仲裁程序包括「緊急仲裁程序」（emergency arbitration）與「一般仲裁程序」兩種，

前者用以處理有關緊急通過養護與管理措施所衍生爭端，至於後者則用以處理有關《2000 年

漁業協定》之解釋與適用所衍生爭端，且此仲裁程序庭除當事方另有協議者外，應在荷蘭「海

牙」（The Hague）進行，且需適用國際法原則。此種直接指定仲裁處所之規定，在一般國際

仲裁案例中相當罕見，因為仲裁主要求其彈性與靈活，仲裁處所當然受此原則限制，但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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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或是恐怕在任何一方領土內所進行仲裁將較有利於一方，因而直接原則指定第三國做為

設立仲裁庭所在地。 

在《2000 年漁業協定》另有所謂「共同立法」（joint legislation）概念，而之所以

有如此安排，主要是漁船同時在澤西島與法國周邊捕魚，因而有關此等海域之漁業養護規範

應該求其一致，以使漁民易於遵循，雙方在《2000 年漁業協定》中同意，在未經另一方同意

前，不通過新的漁業養護與管理法律或規章，然考量到歐盟對於漁業管理與養護之管理權限，

《2000 年漁業協定》規定，若是歐盟通過相關養護與管理規範，則不受此等限制。但又顧及

雙方各自 3-6 浬海域之管理，是各自認為應該予以特別處理者，因而此區域，若有緊急需要，

必須對漁業養護或魚類棲息地進行養護，雙方有保有權利通過單方養護與管理措施。 

(三)小結 

上述兩項協定之簽署，不論是在漁業管理與走私防治問題，或是對漁業資源永續利用，

皆有正面意義。當然更重要的是，做為國家構成主體的人民，相互間漁業利益與從業權利，

獲得法律上確實保障。若從歷史宏觀角度思維，則此二海域邊界與漁業協定，把法國和澤西

島的管轄範圍規定清晰明白，在兩國百餘年來有關該海域漁業與管轄衝突不斷之歷史背景

下，則此二協定僅經歷十餘年之談判，稱得上是相當成功案例。 

三、政策建議：對台日漁業衝突之啟發 

(一)海域劃界問題 

本案中值得注意的是兩國就海域劃界之協商技巧與流程：雙方先在 1994 年以「換文」

將處理海域範圍予以限定，在 1994 年換文中，英國直接表明所將劃定區域，限於法國與澤西

島特區附近水域，而不及於其他海域；換言之，不必然需將全部爭端海域一次處理完畢，可

先就「較有可能處理」或「較為急迫部分」之海域進行協商，因此未來進行台日劃界談判時，

若有可能應試圖先行簽署雙邊書面文件，明確將所要談判海域與議題予以界定，避免衍生不

必要衝突，當然亦可用於減少談判時，某一特定方故意再忽略某一議題。 

第二、在《倫敦公約》中，對於不同部分海域，即可予以不同處理，且有關海域劃界問

題，不必然需將漁業資源海域和礦物資源海域一併處理；換言之，無庸採用「單一疆界線」

（a single boundary line for all purposes）。就此而言，我國應該援引作基礎，認為在

台日雙方漫長且廣袤的重疊海域中，不應遵循單一原則處理，而是應該分區域，根據具體情

形進行個別方案處理 。 

第三、英法兩國原僅希望針對漁業問題進行談判，但最後達成協定劃分相關海域，並安

排漁業捕撈事務；不僅如此，漁業捕撈安排與劃界協定分別處理，其範圍不必然有嚴密關連，

對台、日談判而言，漁業談判是否必須立基於海域劃界談判，即有思維空間。然另一方面，

英法兩國原先僅就漁業問題談判，但進行談判後，立即期待能在此相對友好可行氣氛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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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處理有關海域劃界問題 ，基於此一先例，我國未來與日本進行漁業談判時，是否應將海域

劃界一併處理，不無思考空間？若期待畢其功於一役，則將引入太多政治因素；然若不藉由

漁業會談，單獨處理海域劃界，將因過於敏感而毫無突破可能。從策略上考量，現階段似乎

僅能在漁業會談中，思考有無機會一併劃界問題，英法此次談判先例，有相當啟發與參考價

值。 

(二)漁業養護管理問題 

首先，《2000 年漁業協定》中載有爭端解決條款，設立提交仲裁之機制，在當代諸多雙

邊漁業管理協定中，似乎均有此種機制，因而未來有關漁業爭端談判，同樣可以設立爭端解

決機制，特別是台灣之特殊國際地位，建立「仲裁機制」，似乎是最為可行模式。 

第二、《2000 年漁業協定》所設立之共同管理委員會同樣值得參考，大部分漁業雙邊協

定中似乎均有此種機制，但英法兩國之共同管理委員會僅由政府官員組成，是否妥適即不免

有商榷空間，蓋管理事務若無被管理者參與，往往事倍功半，因而在建立決策層級的共同管

理委員會時，應該考量將政府官員與業者代表一併納入。所幸在制度設計上，另外設立所謂

「共同諮詢委員會」，負責提供未來最可能執行之措施。在英法先例中，兩國「共同諮詢委員

會」包括政府官員、漁民代表和科學家，一定範圍內可能影響養護與管理措施之客觀性。未

來與日本或相關國家在進行漁業協定中，雖同樣應該置入此種客觀諮詢機制，然最好純粹由

科學家組成，比照大部分區域性國際漁業管理組織的「科學委員會」（Scientific Committee）

概念，僅提供專業科學研究結論，供決策管理委員會參考。 

四、結論 

任何漁業爭執若與領土主權相糾葛，即難免高度政治性與民族情感，且任何個案事實均

有差別，不必然可以完全比照，然「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考諸英法兩國歷經百年戰爭，殖

民地利益衝突，全球領導地位爭奪等等，雙方恩怨情仇，既尖銳且長久。然從上述漁業協定

發展軌跡觀察：19 世紀 30 年代時，兩國對於可能影響漁業權益範圍之有爭執島嶼主權先行

擱置，先行處理有關生蠔漁業問題，一則顧及漁民生計，一則確保不會因漁民權益衝突導致

兩國關係惡化。在 20 世紀 50 年代，兩國同意以和平司法途徑處理有爭執島嶼主權歸屬議題，

與此同時亦接受長期在該等島嶼周邊作業之兩國漁民權益，不因島嶼主權歸屬之確認而受影

響。而在 90 年代後期，又能進一步再針對因海域權益高度重疊進行劃分，於劃界同時，一樣

顧及該海域作業生計漁民之權益之保障，准許兩國漁民同時作業。最後，在眾多爭執與利益

妥協下，於 21 世紀初達成漁業協定，確保雙方漁民權益與兩國友好關係。此種以耐性逐步處

理之模式，「先擱置爭議，優先養護資源」、「先易後難」、「保持彈性，伺機而動：先單純漁業

秩序管理，視具體情形，再處理高政治劃界」等等流程，對比至台日漁業紛爭，雙方之主政

者，確實是應以更大耐心與彈性持續努力，始能尋求與確保兩國人民最大利益。(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