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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魷 業 動 態 

日本 

日本海關統計資料顯示 3 月份魷類產品進口量為 1,914 公噸，進口值為 12 億 8,100 萬

日圓，平均進口單價為每公斤 670 日圓，進口量值較 2 月份分別減少 15%與 1%，與去年同

期相較則分別減少 32%與 6%。 

累計至 3 月份魷類進口量與進口值分別達到 7,690 公噸與 41 億 4,600 萬日圓，平均進

口單價為每公斤 539 日圓，累計進口量值與去年同期相較分別增加 10%與 18%。 

東京市場資料顯示，3 月份魷類產品交易量為 1,802 公噸，交易額達到 12 億日圓，累

計前 3 個月交易量達到 5,487 公噸，累計交易金額為 32 億 8,400 萬日圓。 

中國大陸 

根據中國大陸海關統計資料顯示，3 月份魷類產品進口量為 16,290 公噸，進口值達到

2,180 萬美元，進口量值分較 2 月份增加 2%與 5%，與 2009 年 3 月相較則分別減少 20%與

5%，最大魷類產品供應國為美國佔總進口量之 19%，平均輸入價格為每公斤 1.43 美元，其

次為南韓，平均輸入價格為每公斤 1.66 美元。 

3 月份魷類產品出口量為 10,717 公噸，出口值達到 4 千萬美元，出口量值分別較 2 月

份增加 0.1%與 4%，與去年同期相較則增加 9%與 26%，西班牙是該月中國大陸最大魷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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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國，佔總出口量之 26%，其次為日本，佔總出口量之 18%，平均出口價格為每公斤 3.73

美元，較 2 月份平均出口價格 3.59 美元增加 4%，亦較去年 3 月之 3.22 美元上漲 16%。 

泰國 

根據泰國官方統計資料顯示，今年 3 月份計有 2,847 公噸魷類產品輸入，輸入金額達到

580 萬美元，平均輸入單價為 2.04 美元/公斤，其量值分別較 2 月份減少 14%與 8%，累計魷

類產品進口量達到 8,432 公噸，進口值為 1,570 萬美元，平均進口單價為 1.87 美元/公斤。 

3 月份出口之魷類加工品為 3,525 公噸(含添加物)，出口值為 1,740 萬美元，平均出口

單價為 4.936 美元/公斤，其量值分別較去年同期減少 16%及增加 11%，累計出口量為

10,063.7 公噸，出口值達到 4,730 萬美元，平均出口單價為 4.7 美元/公斤。 

3 月份魷類產品貿易順差為 1,160 萬美元，累計 1 至 2 月之貿易順差為 3,160 萬美元。 

西班牙 

第 19 週西班牙加利西亞市場鎖管交易量為 9.32 公噸(第 18 週為 5.41 公噸)增加 72%，

但市場價格也由每公斤 3.09 歐元上漲至 3.30 歐元。 

馬德里市場重要冷凍魷魚第 19 週交易量變動情形如下：鎖管 17.2 公噸(第 18 週為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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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 公噸(第 18 週為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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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官方統計資料顯示，4 月份阿魷漁獲量為 1,294 公噸，較 3 月份減少 78%，亦較

2009 年 4 月減少 91%，累計阿魷漁獲量為 25,995 公噸，較去年同期減少 48%。 

海關統計資料顯示，4 月份阿魷出口量為 3,384 公噸，出口值為 620 萬美元，累計出口

量為13,540公噸，出口值為2,070萬美元。 (於仁汾，摘譯自FIS-Market Reports， 2010/5/19) 

國 際 漁 業 資 訊 

受到高成本及漁獲不佳影響 

西班牙業者考慮自阿國撤資 

西班牙漁業公司因出口補貼到期及漁

獲不佳的影響，考慮從阿根廷巴塔哥尼亞地

區撤資，對此一事件阿根廷政府單位僅漁業

部門並無多作回應。 

西班牙業者表示，在巴塔哥尼亞地區投

資，營運成本較投資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及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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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普拉塔地區高出 50%，並且還要多負擔 10%

的地方稅，2007 年當地勞工團體內鬥，部份

西班牙投資的水產品加工廠遭放火，且高階

主管遭到恐嚇威脅，加上近 2 年狗鱈及阿魷

產量暴減，加工廠根本沒有足夠加工原料支

撐運作。(於仁汾，摘譯自 MercoPress 

2010/5/20) 

阿國前4月水產品出口量減少 

出口值較去年同期衰退7.2% 

 今年 1 至 4 月阿根廷水產品出口量達

到 118,877 公噸，出口值為 2億 771 萬美元，

與去年同期(135,458公噸與2億985萬美元)

相較出口量值分別減少 12.3%與 7.2%。 

水產品出口量中 91,260 公噸為魚類，

貝類出口量為 27,617 公噸，其中狗鱈出口量

43,531 公噸(出口值 9,370 萬美元)仍居首

位，其出口量值較去年同期之 43,126 公噸與

9,970 萬美元分別增加 0.9%與 6.1%。 

其次為阿魷 17,683 公噸(出口值 2,700

萬美元)，遠低於去年同期出口量 26,028 公

噸，其他較重要出口水產品項分別為鯷魚

10,993 公噸(出口值 2,000 萬美元)、蝦類

7,201 公噸(出口值 4,810 萬美元)、福氣魚

5,614 公噸(出口值 1,100 萬美元)、扇貝

2,610 公噸(出口值 1,810 萬美元)、河魟

2,421 公噸(出口值 500 萬美元)、金吉利魚

1,850 公噸(出口值 780 萬美元)及比目魚

1,109 公噸(出口值 450 萬美元)。 

西班牙仍是阿根廷水產品最大市場

國，累計交易量達到 21,070 公噸(交易金額

為 6,810 萬美元)，其次為義大利 7,490 公噸

(交易金額 2,390 萬美元)、美國 4,172 公噸

(交易金額 1,270 萬美元)。(於仁汾，摘譯自

FIS World News 2010/5/21) 

全球魚類資源出現嚴重警訊 

40年後資源可能會消失不見 

聯合國環境計畫官員日前接受訪問時

表示，如果全球不刪減作業漁船讓漁業資源

回復，2050 年可能就無魚可捕。 

聯合國環境計畫估計全球有2,000萬艘

漁船與 3,500 萬人從事漁業，漁業周邊產業

就業人口達到 1 億 7,000 萬人，家計經濟與

漁業有關的人口數達到 5 億 2,000 萬人，目

前約有 30%漁業資源已瀕臨枯竭，僅有 1/4

經濟價值較低的漁業資源處在健康狀態。 

各國政府每年補貼漁業金額高達270億

美元，但漁業產出僅有 850 億美元，如果以

補貼估算漁船捕撈能力已超出可持續利用水

準之 50-60%。(於仁汾，摘譯自 FIS World 

News 2010/5/18) 

為撤底有效打擊IUU漁業行為 

港口國措施為重要之國際協定 

根據報告指出，每年全球 IUU 漁業行為

漁產量高達 260 萬公噸，經濟產值高達 230

億美元，在漁業資源 80%都處在過度開發階

段的情況下，必需建構全球有關 IUU 漁業行

為監控與訊息分享網絡以打擊 IUU 漁業行

為。 

以往國際上針對於IUU漁業行為認為是

船旗國責任，但從去年所通過具有法律效力

的港口國措施協定(PSMA)觀察，國際上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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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思維，藉由港口國禁止涉及 IUU 漁業行

為漁船進港的強力措施，來有效打擊 IUU 漁

業行為。 

目前已經有 15 個國家簽署港口國措施

協定，但該項協定必需要 25 個國家簽署後才

能生效。 

針對 IUU 漁業行為管控，專家指出有 3

個盲點必須克服，首先是全球漁船資訊不

足，過去 6 年僅有 1/3 列在 IUU 名單上的漁

船動態被掌握；其次為針對 IUU 漁業行為缺

乏合宜執法效力，從過去的例子來看，港口

國對已經確認的 IUU 漁業行為，每 4 件僅有

1 件會善盡港口國義務；最後是 IUU 漁業行

為並無全球管制機制，目前仍僅在各區域內

成為管理焦點，IUU 漁船可以在區域外管制

較差的港口卸魚補給。 

IUU 漁業行為不僅嚴重打擊漁業管理成

效，以及破壞資源，更對賴以維生的窮苦沿

海社區帶來極大威脅，同時也直接、間接增

加各國政府預算，因此即使港口國措施協定

生效，對於未簽署的國家仍不具有拘束效

力，在國際間仍然會有漏洞，因此仍需要有

一個更透明的訊息系統來作為資訊分享，以

有效打擊 IUU 漁業行為。(於仁汾，摘譯自

MercoPress 2010/5/22) 

俄羅斯調整部分進出口關稅 

將可促使水產品內銷量增加 

俄羅斯聯邦漁業委員會準備提高冷凍

明太魚的出口關稅及明太魚片的進口關稅，

此項舉措旨在促使廉價的魚類產品回歸本國

市場。俄羅斯漁業委員會理事會主席亞歷山

大‧薩韋利耶夫指出，以前曾試圖增加鱈魚

及其他水產品在俄羅斯國內市場銷售的諸多

措施都無效果，希望此項措施能夠有所成

效。據有關部門統計數字顯示，2009 年俄羅

斯出口魚類及水產品達 137 萬 1,700 公噸，

出口金額達 21 億 8,610 萬美元；同期進口量

為 95 萬 700 公噸，進口金額為 16 億 9,160

萬美元。渠續表示:「在俄羅斯擁有大約 200

萬個大大小小的湖泊，12 萬條河流，資源廣

闊、物種繁多，在這些不同的水域中生活著

3,000 多種生物。然而，這些水產品仍然像

以前一樣，輕易地從俄羅斯輸出到境外，只

有一部分出口水產品留在國外市場，而另一

部分卻經過加價後又回到了我們的餐桌上。」 

近幾年來，俄羅斯聯邦政府成功地在短

時間內使漁業生產有了起色。雖然俄羅斯捕

撈船隊的折舊率已經高達 80%，但 2009 年其

捕獲量還是增加了 13%，漁業稅收增加了 5

倍多。2009 年俄羅斯聯邦水產品生產量達到

370 萬公噸，其中太平洋鮭魚產量達 53 萬 2

千公噸，創歷史新高。在全球金融危機時期，

俄羅斯漁民的平均工資提高了 20%，人均月

工資達到 2.3 萬盧布。但令人感到無法理解

的是，魚類產品一上市銷售，價格就會大幅

上漲，完全顛覆了商品越多價格越低的法

則。此外，展售台上出售的魚類產品，在外

觀、價格、新鮮度和質量等方面也都無法令

人滿意。 

顯然，俄羅斯魚類產品市場的現狀已引

起政府單位的極大關注，2010 年 4 月 15 日

在摩爾曼斯克市舉行的會議，討論了發展沿

岸基礎設施建設問題和接收、加工、保存以

及運輸水產品的問題，以促使漁業生產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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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財政預算收入，而且能夠成為處理危機

的主力之一，並明確指出聯邦政府還需加強

的各項工作。為了發展水產品加工業和增加

水產品的銷售，俄羅斯聯邦政府已經採取了

一系列在發展水產品加工產業的措施，其中

包括：批准《俄羅斯聯邦 2020 年前漁業發展

構想》、通過第一部行業聯邦級目標規劃。該

規劃規定了利用聯邦財政預算資金在 2009

年至 2013 年間向漁業領域投資 320 多億盧

布，以及發展魚類加工基礎設施的國家政策

等多項措施。 

俄羅斯聯邦漁業委員會主任安德烈‧克

賴尼起草了一些建議，提高稅費是其中之

一。其實，對那些輸出國的水產品最先提出

增加關稅壁壘想法的是第一副總理維克多‧

祖布科夫。他在 2009 年秋季鮭魚和大馬哈魚

出口創歷史新高的情況下提出了上述建議。 

然而當時決定實施限制出口措施，是因

為俄羅斯國內的運輸和冷凍基礎設施還沒有

做好準備接受大批水產品的能力。現在情況

不同了，先從莫斯科市場上明太魚的批發價

格說起，根據漁業生產業者表示，目前價格

高於出口至中國價格（包括運費），在俄羅斯

聯邦漁業委員會的支持下，鐵路和漁民雙方

在今年已成立了運輸和物流公司，這個公司

雖然沒有得到國家的特別補貼，但仍然能夠

提供價位合理的海參威市至莫斯科市路線的

運輸路線。遠東漁民已經向俄國歐洲部分運

輸了約 4,000 噸明太魚，儘管國內魚類冷凍

的問題仍然存在。聯邦漁業委員會主任克賴

尼介紹說，最近有兩個現代化的魚類冷凍庫

已經開始在莫斯科地區開工，預定今年年底

完工。 

不過有專家指出，並不完全是由於冷凍

庫缺乏的因素才導致許多明太魚捕撈企業向

中國出口產品，漁業委員會理事會主席薩韋

利耶夫認為，捕撈企業向中國出口緣於俄羅

斯許多漁業生產商能夠在中國獲得低利貸

款，而貸款是按照魚類的產量計算的。另外

一個原因，在於一些商人持續擴大在中國境

內的加工企業。然而一些回銷至俄羅斯的中

國產魚片質量並不符合要求，因此近年來銷

售到俄羅斯的魚類加工製品減少了 53%。 

除了採取提高關稅的措施之外，克賴尼

認為有必要對利用貸款購買魚類加工原料的

企業給予貸款補貼，目前俄羅斯魚類加工企

業的開工率最多達到 60%，其原因在於流動

資金短缺。政府如能在貸款補貼上給予足夠

支持，對於在市場上與中國同業競爭將更有

幫助。 

總之，俄羅斯漁業委員會看好俄羅斯魚

類產品市場的發展前景，正計劃在每一個大

區域中心城市建設一處魚市，據專家估計，

全國將建置 47 個魚市。正如安德烈‧克賴尼

所承諾的，2010 年將首先在莫斯科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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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轉載自國際漁業資訊第 209 期 

國立台灣大學 姜皇池 

一、背景 



「澤西島特區」（Bailiwick of Jersey）離法國海岸僅約 30 公里之「英屬皇家領地」

（British royal dependencies），包括「澤西島」（Island of Jersey），以及一系列島嶼、

小島與岩礁 。因其位於英倫海峽中線以西，非常鄰近法國海岸，距離從 3-21 浬不等，東北

方為法國「諾曼第半島」，西南方為法國「不列塔尼島」，兩半島形成「格藍佛灣」（Bay of 

Granville），形成環抱態勢，使澤西島特區全部在該海灣內，以致澤西島特區居民捕魚範圍，

長期和法國主張海域權利相互重疊 。 

(一)《1839 年漁業協定》與其後續爭執 

遠在 19 世紀，兩國漁民間就生蠔捕撈問題紛爭不斷，嚴重困擾雙方政府。為處理此問

題，法國和英國在 1839 年締結漁業協定。在《1839 年漁業協定》中，法國與英國漁民就各

自島嶼低潮線向外 3 浬範圍內之生蠔，均各自擁有「專屬排他權利」，然顧及法國漁民利益，

在 Iles des Chausey 部分，則給予法國漁民部分「特權」（privileges）。然部分議題並未

達成協議，比如《1839 年漁業協定》是否僅適用於生蠔漁業，抑或及於其他漁業？以及主權

有爭執的 Ecrehos 與 Minquiers 兩島，是否有權利主張 3浬專屬漁業海域？該協定蓄意規避，

以免妨礙當時最尖銳生蠔捕撈問題之解決。 

降至 1950 年代，因英、法兩國對位於澤西島東北方的 Ecrehos 島，以及澤西島南方的

Minquiers 島之主權歸屬爭執白熱化。為避免情勢惡化，1951 年時，法國接受英國建議，將

兩國有關 Ecrehos 島和 Minquiers 島主權爭端，提交國際法院審理；與此同時，在法國之堅

持下，雙方亦達成共識，不論未來該等島嶼主權判決歸屬何方，Ecrehos 和 Minquiers 兩個

島嶼周邊海域，兩國漁民權益應予保障，為落實此一共識，同年 1 月，雙方在倫敦簽署《有

關 Ecrehos 與 Minquiers區域漁業權利協定》（Agreement regarding Rights of Fisheries in 

areas of the Ecrehos and Minquiers, 1951）（以下簡稱《1951年漁業協定》）。於此安排下，

1953 年國際法院雖將上述兩島嶼主權判決歸屬英國 ，然在 Ecrehos 與 Minquiers 地區則適

用《1951 年漁業協定》，至於其他海域仍不妨礙《1839 年漁業協定》所建立漁業秩序。 

(二)1965 年《歐洲漁業公約》之因應方案 

上述漁業秩序狀態，隨著全球海域生物資源爭奪，受到挑戰，不得不有所因應。1963

年西歐國家召開「歐洲漁業會議」，經過三次會議，1964 年《歐洲漁業公約》（European 

Fisheries Convention）（簡稱《倫敦公約》（London Convention），公約有奧地利、比利時、

盧森堡、丹麥、法國、西德、愛爾蘭、義大利、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與英國等締約

方，《倫敦公約》於 1966 年生效，根據《倫敦公約》，西歐國家之專屬漁業區域將延伸到 12

浬，原則上從領海基線往外算 6浬內之海域漁業資源，全為沿岸國所專有，6-12 浬則為沿岸

國和傳統且尚在此等海域捕魚國家所共同享有；換言之，《倫敦公約》第 3條保留其他國家傳

統之捕魚權利，允許以往在該海域作業之外國漁船，仍可於 6 浬至 12 浬間海域繼續傳統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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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但《1964 年倫敦公約》第 10(D)條將澤西島附近予以例外排除，就「格藍佛灣」與 the 

Minquiers 與 the Ecrehos 兩處海域，排除上述原則，而由相關國家就該海域漁業資源另行

協商建立個別機制，在新機制尚未建立前，沿用舊制度，因而《1951 年漁業協定》以及《1839

年漁業協定》之規定，仍然予以延續。 

澤西島地方政府原先以為此部分海域僅限於和法國相向之海域，因為《1839 年漁業協

定》規定的海域是：「在法國與澤西島間」（between the coast of France and Jersey）海

域，認為此種傳統三浬限界，限於東方與東南方海域，至於其他部分海域，則可根據 1964 年

《倫敦公約》，主張 6＋6浬專屬漁業海域；但 1965 年，英國和法國兩國間換文，卻仍允許法

國漁民在澤西周圍三浬以外捕魚。因此澤西島特區周邊海域成為西歐唯一僅建立不超過三浬

專屬漁業之海域。 

自 60 年代後期起，法國不僅主張 12 浬領海，且如上所述，澤西島仍限於 3浬領海，且

在 3 浬外之海域仍屬於法國得自由捕魚海域，澤西島地方政府和當地漁民對此種情況非常不

滿。 

(三)20 世紀 80 年代之衝突 

80 年代，法國在澤西島 3 浬外海域持續加強捕魚，因澤西島漁民採用傳統作業模式，

不敵法國船舶在大量政府補貼下之現代化作業，逐漸退出傳統重疊海域作業漁場，無疑讓澤

西地方之漁民更加強烈要求政府必須與法國重新締約。1986 澤西地方政府正式請求英國政府

與法國政府開始談判新的漁業協定，包括劃分海域邊界。然《1839 年漁業協定》與《1951 年

漁業協定》均無終止條款，法國堅持「條約必須遵守原則」（the principle of pact sunt 

servenda），不願重啟談判，法國認為除非雙方另有協議，否則系爭條約持續有效 。英國政

府法律顧問 Professor Derek BOWETT 則提出本案已經符合「情勢重大變遷」（a fundamental 

change of circumstances; rebus sic stantibus）情勢，雖然條約並無「終止條款」

（termination clauses），英國方面仍有權利終止系爭相關條約。Professor BOWETT 表示：

首先，當系爭條約締結時，國際社會普遍規範是 3 浬「專屬漁區」（exclusive fisheries 

zones），是以當時協定所規範海域應皆為公海，然在 1986 年時，各國已不約而同地主張 12

浬專屬漁區，甚至更寬廣範圍，此等重大改變，已然使英國有權利終止上述漁業協定；第二，

退一步而言，有關專屬經濟漁區的一般國際法規範已然變更，而上述相關漁業條約已與當代

規範不相一致，因而英國有權利請求「修訂」（revise）相關條款 ，在法國不願進行修訂之

情形下，英國隨之有權終止該等條約。不論上述理由是否充分，澤西特區政府確實說服英國

政府，要求重啟談判，起初法國政府不願就任何條款進行修訂，更遑論重新締約，但往後經

過說服與壓力，法國同意重新議約，歷經 11 年談判，終於 2000 年 7 月 4 日簽署：《關於建立

法國與澤西島間海域邊界之協定》（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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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 Ireland and the Government of French Republic 

concern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France and Jersey）（簡

稱《邊界協定》） ，以及和《關於在格藍佛灣的漁業之協定》（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French Republic concerning Fishing in the Bay of Granville）（以

下簡稱《2000 年漁業協定》）。簽約儀式在澤西島特區首府「聖海利爾市」（St. Helier）舉

行，由澤西島特區總督 Mr. Michael WILKES 與法國駐英大使 Mr. D. BERNARD 分別代表各自

政府簽署，英國政府 2002 年批准此二項協定 ，法國政府則於隔年批准 ，兩項協定於 2004

年 1 月生效。 

二、劃界與漁業兩項協定內容概述 

(一)《關於建立法國與澤西間海域邊界之協定》 

因系爭海域之島嶼主權經由國際法院判決確定，是以主權問題並不尖銳，不過國際法院

雖判決兩組島群歸屬英國，但對島群之個個組成地理特徵並未詳細處理，不難想像，各國均

會使用此種微小地理特徵來主張最大海域權利，又因為兩國在此部分島嶼可主張海域範圍高

度重疊，因此雙方對遍布海域之岩礁或乾礁應如何處理？仍多所爭執。 

在英法兩國有關澤西島特區與法國間劃界問題，英國的領海範圍是由岩礁與低潮高地做

為基點往外主張，眾多劃界基點即是 Ecrehos 或 Minquiers 島群之小島或岩礁，法國同樣如

此。但該等岩礁或低潮高地可否主張特定權利，往往是爭議事項，特別是諸等岩礁或低潮高

地，剛好在兩國海域中央，其歸屬於何方影響甚大，所以當時與談英國代表即表示，兩國幾

乎是「一顆岩礁接著一顆岩礁談判」（had to negotiate rock by rock），最後各自作一系列

妥協與修改，達成劃界協定，終於在海圖上劃出兩國間海域疆界 。 

雙方所達成海域劃界協定，共有三條條文與一張附圖，條文第二條詳細規定 14 個座標

基準點，附件插圖中藉由 14 個點，包括兩個終止點（G.14, G.15），以及 12 個轉折點

（J1.-J.12），共同連成 13 條直線，直線總長度約 79.3 浬 ，將澤西地區與法國間海域之範

圍予以明確劃出；然應注意，該 13 條界線並未完全劃分法國與英國間海域，僅就澤西島特區

與法國重疊部分予以處理，大致上採用等距中線劃分 。 

不容否認，《海域邊界協定》最重大作用在解決澤西島和法國間領海重疊問題，在上述

插圖中，邊界劃分得十分清楚，雙方作業船舶與執法船舶，均可明確知悉各自可活動範圍，

不會再像 1951 年時舊條約那般地糾葛不清。總體而言，在《2000 年邊界協定》簽署後，兩

國所能宣稱的領海、鄰接區、專屬經濟海域等等，都受到該《協定》限制，亦受該《協定》

明確保障，有效杜絕爭執。(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