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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魷 業 動 態 

中國大陸 

根據中國大陸海關統計資料顯示，2009 年 12 月份魷類產品進口量為 29,671 公噸，進口

值達到 2,320 萬美元，進口量值分較 11 月份減少 10%與增加 0.4%，與 2008 年同期相較增加

28%與 53%，最大魷類產品供應國為美國，佔總進口量之 31%，輸入平均價格為每公斤 1.46 美

元，其次為南韓，佔總進口量之 25%，輸入平均價格為每公斤 1.42 美元。 

12 月份平均進口價格為每公斤 1.39 美元，較 11 月份平均進口價格 1.25 美元上漲 11%，

但較去年 12 月之 1.16 美元上漲 20%。 

12 月份魷類產品出口量為 16,954 公噸，出口值達到 6,270 萬美元，出口量值分較 11 月

份增加 5%與 14%，與 2008 年同期相較則增加 86%與 149%，西班牙為最大魷類市場國，佔總出

口量之 17%，其次為日本，佔總出口量之 15%，12 月份平均出口價格為每公斤 3.7 美元，較

11 月份平均出口價格 3.42 美元上漲 8%，但較去年 12 月之 2.77 美元上漲 34%。 

累計 2009 年中國大陸魷類產品進口量為 250,346 公噸、進口值 2 億 7,790 萬美元，出

口值累計為 5億 30 萬美元，貿易順差達到 2億 2,240 萬美元。 

根據舟山市統計資料顯示，去年中國大陸漁船在北太平洋捕獲量為近 10 年最低，捕獲

量較 2008 年減少 60%，價格暴漲至每公噸約 1,9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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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赤魷 

2 月 9 日僅有 1 艘作業船進八戶港卸售魚貨，當日共卸售 358 箱帶鰭赤魷，加上觸腕總

計魚貨為 625 箱，部分漁船已經停止作業，如漁況未好轉將會有更多漁船停止作業。當日各

品項市場拍賣價格分別為 11/15 尾裝 5,550 日圓/箱、16/20 尾裝 4,900 日圓/箱、21/25 尾裝

4,110 日圓/箱、觸腕 1,530 日圓/箱、魷鰭 1,550 日圓/箱。 

美洲大赤魷 

2 月 8 日在八戶港共拍賣 44,866 箱魚貨，其中 30,938 箱為去鰭剖身，個體型佔拍賣比

例及拍賣價格為 1 尾裝佔 6%(955 日圓)、2 尾裝佔 17%(1,250-1,200 日圓)、3 尾裝佔

25%(1,220-1,200 日圓)、4/5 尾裝佔 43%(1,515-1,450 日圓)、6/9 尾裝佔 9%(2,000 日圓)。 

日本魷 

2 月 9 日八戶港拍賣 5,769 箱日本魷，其中 4,215 箱為個體凍結，26 尾裝佔總量 81%，

各品項拍賣價格為 23/25 尾裝 2,050 日圓、26/30 尾裝 1,870-1,858 日圓、31/35 尾裝 1,965

日圓。 

西班牙 

第 6 週西班牙加利西亞市場鎖管交易量為 27.4 公噸(第 5 週為 17.7 公噸)增加 55%，市

場價格由每公斤 2.93 歐元上漲至 3.31 歐元。 

馬德里市場重要冷凍魷魚第 6 週交易量變動情形如下：鎖管 14 公噸(第 5 週為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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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公噸(第 5 週為 3.3 公噸)，中型價格為 2 歐元/公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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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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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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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魷圈 3.1 歐元/公斤。 (於仁汾，摘譯自 FIS-Market Reports， 

2010/2/17) 

國 際 漁 業 資 訊 

聯合國環境計畫調查 聯合國環境計畫人員表示，東亞沿岸生

態正面臨污染及外來種侵害導致海域生產貧

乏而亟需保護，在此區域內 75%的人民生活東亞海域貧產需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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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間接與沿岸海域相關，區域內 80%的

GDP 與沿岸天然資源有關，因此海洋環境應

列為經濟計畫的中心。 

東亞海洋環境報告指出，在該區域內

40%的珊瑚及一半以上的紅樹林都消失不

見，據估計珊瑚在此海域內的每年產出值高

達 1,125 億美元，紅樹林產值每年為 51 億美

元。 

東亞海域從韓國、中國大陸延伸到澳

洲，這塊海域有全球船運最繁忙的航線，50%

全球海洋漁產量及 80%養殖產出都在此區

域，海洋環境的健全與否攸關區域內經濟與

人民生計，東亞海域包括柬埔寨、印尼、馬

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及越南，這

些國家的管轄海域佔全球受管轄海域的30%。 

聯合國環境計畫報告建議必須針對東

亞海域進行系統性及整合性的方式管理海域

環境，包括資料蒐集改進及管理方法改進，

並提供經濟誘因鼓勵私部門參與海洋環境保

護，透過上述方式可支持較佳的決策及評估

珊瑚及海洋資源現況，促進公私部門的夥伴

關係。（於仁汾，譯自 FIS-World News，

2010/2/22） 

水產業已經成為媒體的箭靶 

國際綠色組織發表錯誤消息 

水產業近年來較以往更受到媒體的關

注，主要受到消費者越來越有環境意識，以

及綠色和平組織越來越注意漁業，海洋管理

委員會(MSC, 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

的設立、海豚保護認證、加強漁獲限制管理

等等，都是在媒體關注下出現。 

最近媒體炒作議題的例子包括英國廣

播公司(BBC)有關未來 50 年無魚可食的報

導，聳動標題震撼全球，該報導內容不僅未

善盡查證責任，更嚴重的是該報導的內容是

完全錯誤的謬論。 

這類報導的材料來源大多直接接受自

綠色和平組織，媒體在此類事件僅做到採訪

該組織發言人或是組織成員。 

美國國內最近所發生有關鮭魚的議

題，讓人對綠色和平組織的作為感到不解，

凱森是美國綠色和平組織的資深成員，長期

以來反對鮭魚養殖，積極遊說美國國內各大

連鎖超市停售養殖鮭魚改賣野生捕撈鮭魚，

但另一方面綠色和平組織又大肆宣傳將盡一

切努力保護野生鮭魚。 

綠色和平組織的作為經常是莫名奇妙

不合邏輯，媒體也因此而隨之起舞出現莫名

奇妙不合邏輯的報導，結果就出現 BBC 報導

未來 50 年無魚可食的荒謬報導，綠色和平組

織的發言拿來當作報導材料，未進一步探索

相關研究結果就片面報導。 

但實際上水產業的不透明及沒有可以

與綠色和平組織相抗衡的聯合團體，也是導

致水產業容易成為箭靶的原因。 

另一個著名的案例是媒體報導MSC紅鮭

標籤認證完全不具有公信力的報導，報導來

源資訊又是出自綠色和平組織，認證程序才

剛開始，基本上所有人都認同這類管理的成

效已較以往好很多，仍需時間讓產業界作調

整，漁業作業及管理都朝正確方向前進，可

確信下個 50 年我們仍是有魚可食。（於仁

汾，譯自 FIS-World News，2010/2/12） 



專 題 報 導   從水產品價格之變動以及流通階段別的邊際

率來看流通系統之問題(下)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蕭玉田 

                                  取材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 2010 年 1月 20 日~2 月 2日 

四、34年間持續低迷的產地價格 

以鰺魚、鯖魚、日本魷以及真鰛等作為驗證對象。 

鯖魚：雖然在日本福岡市等特定地方有其死忠的消費族群，但是隨著薪資所得的增加，

消費數量卻反而下降。因此，儘管它的資源水準來到低水位，產地價格以及消費地價格卻仍

然持續低迷。1991 年的產地價格以及 92、93 年的消費地價格的上昇，與其說是因供需關係

的變化所導致，不如說是因魚體大型化所引起來得貼切。還有，從 2006 年以後的產地價格之

所以會反轉上升，推估其原因應該是因出口急增至 18 萬公噸的影響所致。 

日本魷：資源狀態比鯖魚來得好一些，大概在中度水準。由於消費仍然不見增加，結果

當然是魚價下滑。目前的產地價格每公斤最低價為 200 日圓，差不多是加工原料的水準。 

鰺魚：雖然產地以及消費地的價格雙雙下跌，然而因消費不至於像其他魚種那麼糟糕，

因此仍然可以維持在一定的魚價水準。只不過，從 90 年代以後消費地價格的變動與之前相比

較，變動幅度比較小，這或許可以解讀為因為量販店介入的關係所導致。 

真鰮：資源水準如今仍停留在低位狀態，因為供給上的絕對不足，而可以看到無論是在

產地或是消費地其價格都呈現上昇的走勢。鰛魚類的捕獲量從 1984 年的 418 萬公噸一路往下

滑，到了 2008 年只剩下 5 萬公噸左右而已。問題是，「消費」這檔事情一旦出現萎縮，而且

在資源狀態又出現回復的情況下，價格反而會不升反降，這又是價格形成的特質之一。 

養殖紅魽：其價格變動與天然魚類不太一樣，在尾數的狀況對價格形成具有相當的影響

力，至於養殖產業的穩定供給特性並無法發揮作用，因此價格變動幅度很大，這對紅魽之養

殖經營造成蠻大的阻力。其次是，養殖魚類通常都成為量販店的指定商品，價格的高點通常

都有其上限，可是價格的低點卻往往會跌破生產成本。 

五、水產品流通的利潤(margin)比率到底如何變動? 

整體水產品流通體系的利潤變化：一般而言，流通體系的邊際效益(或利潤率，以下通

稱為利潤)包含出貨、中盤、小賣三大主軸，各有其比例分配及變化。在分析流通體系的利潤

時要特別留意以下項目。此次的「水產品流通階段別價格形成追蹤調查」乃是日本農林水產

省統計資訊部所執行的工作，在執行調查時是以東京都內某些小賣店為對象，並設定一時間

週期進行「價格的逆向追蹤」。只不過(1)因為是樣本調查而有其界限(無法代表全體)；(2)

利潤因受各項支出(產品聚集、損壞率、調理加工等)的影響，所以即使利潤率上升並不代表

純益就會增加；(3)流通體系的利潤變化要看是否增加或擴充功能，因此，想要提升利潤並不

 4



是非得完全依靠「惡質的(下流的)」手段或觀點不可。(4)調查數據在某一時間點是「不充分

或不完全」的數字，不規則的情況應儘量予以刪除，而取其一定的趨勢，因此數據上有其界

限，以上各點必須加以留意。此項調查是從 70 年代後半開始執行，到了 80 年代幾乎每年都

執行，直到 2002 年調查才告一段落。調查期間的魚種對象更換、不連續性等是其缺點所在。

從 2003 年之後因為改為流通階段別的經費調查，因此，利潤率如何變動，已經沒有資料可供

諮詢。但是，在 2008 年的調查中，水產品當中的 10 項目曾被發表其利潤率，其中生產者所

得到的利潤為價格比例的 24.7%。 

流通體系利潤之動向：80 年代、90 年代以及 2000 年以後之年代其流通利潤率到底變化

如何呢?經過分析發現除了養殖紅魽以外，所有被調查的魚種都呈現上升的走勢。但是，就鯖

魚來看其產地的出貨利潤雖然從 80 年代以後便一路往下滑，但是在小賣方面的利潤卻反而增

加，因此，總體的利潤並未上升。以出貨方面的利潤來看，除了秋刀魚以外，全體都呈現穩

定的狀態或只是呈稍微減少的趨勢。雖然這是起因於出貨費用的增加，但也只是在出貨利潤

上稍微縮小而已。其次可以發現消費地市場的中盤商利潤呈現微幅的上昇趨勢，即便如此，

中盤商的經營卻出現前所未有的困難窘境(苦於人事費用、管理費用等之上升)。 

其實，流通體系利潤之上升主要來自於小賣利潤大幅增加所導致。小賣業的利潤率除了

鰛魚類約比 80 年代減少 4～5%外，其餘整體仍然呈現增加的走勢。為何產地的價格在低檔盤

旋而小賣業的利潤卻反向增加呢，追究其原因，可能是水產品流通過程中經濟利益的平衡機

制已經崩壞，是否如此將再進一步進行採證檢驗之。 

為何小賣的利潤年年增加：80 年代以前小賣業的「訣竅」在多樣化的魚種、高新鮮度、

全年皆可供給生魚片等強項，在這段期間小賣業的價格形成逐漸脫胎換骨。這是因為產地狀

況(供給情況)已經無法影響消費地的價格形成，大致上小賣價格已經變身成為擁有「一定的

價格帶」的商業行為了。當然，小賣價格可能在一天二十四小時內都在變，只不過其變動的

幅度愈來愈小罷了。全年都能供應新鮮漁獲，其實意味著供給者可以綿延不斷的提供水產品，

問題是相關的費用必須得轉嫁到利潤上才可以。另外，消費者則必須負擔為了推出好漁獲所

產生的費用。因此，80 年代小賣業的利潤率之所以上升是來自於附加價值增加的結果。 

新的流通費用支出：其內容包括(1)壓迫中間流通體系的中心費用，為了配合處於流行

浪潮的大型量販店，拍賣業者或是工廠等收購業者在大型量販店的物流中心或配送中心，當

商品納入時必須支付該中心的使用費，亦即所謂的中心費用。拍賣業者或是納入業者由於必

須負擔此一中心費用，因此在經營上便愈加困難，進一步詳細觀察發現 1999～2000 年堪稱最

具此一特徵的代表。由於中心費用的計算基準、價格體系不透明而常常遭受詬病。另外，在

贊助金方面也有同樣的情形，包括廣告贊助金、新製品引進贊助金等。為了支付大型量販店

贊助金以及中心費用等，水產品的拍賣業者以及中盤商都得增加費用支出，當然此舉將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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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縮中間流通體系的利潤率，此一壓力可能又得轉嫁給上游的生產業者；(2)中間流通體系的

費用支出波及到產地貨主，漁協或是產地出貨業者看到來自消費地的拍賣「結帳單」後都不

禁搖搖頭。因為以前雖然會從販賣金額中扣除佣金而成為產地的結帳單(等於支出金額)，但

是其中的通信費、搬運費以及分裝費用等經費卻早已扣除。一旦產地外加通信費，那麼在市

場中因為物品的流通便會衍生許多名目的費用支出，結果，依場所之不同，產地方面常常會

被要求支付比佣金更高數倍的經費。因此，產地業者不得不想辦法直接出貨給實際需求者(外

食或小賣)以節省不必要的經費支出。亦即，此舉將會增加市場外的流通機會。還有，產地出

貨業者所增加的經費也會完全反映在生產業者的利潤縮減上；(3)小賣業的高利潤問題，進入

二千年代小賣的利潤呈現上漲超過 40%的走勢。到底問題出在哪裡呢?結論是，孩子少又高齡

化或是經濟成長鈍化而導致水產品需求持續縮小，這也擊潰了當初生產者最為期待的「藉由

開拓市場來刺激或增加需求」的願望，也因此唯獨小賣業的利潤增加，當然會遭受批評。 

一般而言，可以藉由小賣業的機能而確保獲利，這可由量販店的拓展而導致生產者、中

間流通業者相當明顯的「轉包現象」看出端倪。而且跟全國各地逐年成長的「直營店」相比

較，具有魅力的商品無法陳列出來才是真正問題的所在。首先要注意的是，目前的銷售作為、

導覽中心的業務執行等都必須時時刻刻注意環境之變化。常常聽到水產擔當者的技藝低下而

無法再創造更具魅力的賣場，這將導致消費者裹足不前而直接影響水產品的消費量。其次是，

商業之間的「相互依賴與競爭」關係趨向單純化。量販店之間的競爭逐漸白熱化，各公司無

不絞盡腦汁想要區別自己公司的產品與他公司商品的差異，這對消費者來說無異於「低價格

化之同質競爭」。其實，不同的競爭戰略將產生不同的商品擺設或陳列，結果反而會增加消費

者的選擇機會，這也將刺激消費者的買氣。各個分店之間不但相互競爭，在商品的陳列上也

可以相互照應，這也是商業組織活力再現的契機。 

令人遺憾的是，大型公司為了讓消費者上門之後能夠一次購足而開始拓展所謂的「完全

業種店」，問題是，此種店面商品陳列有其限度，如此一來反而失去了消費者上門購買的機會，

而且前述的相互依賴關係將消失，當然也就無法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就水產品來說，當然也

是如此。商業行為是要將當地各色各樣的商品陳列出來，「顧客至上」的高度服務精神才是最

重要的，現在量販店的寡占行為可說倒行逆施，難怪小賣業的利潤會逐漸肥大起來。 

六、水產品的價格形成與流通體系之間的關連性 

在低價競爭中搖搖欲墜水產品的一日商品化：量販店中所販賣的清潔劑、衛生紙等商品

對消費者來說，已經看不出製造商的好壞了。也因此，量販店在處置天然資源的水產品時，

有利可圖的魚類販賣通常就不設置專業人員，如同一般日用品那樣，只是將水產品當作是一

日商品任其低價化競爭，這對生產者亦或是消費者都是一大隱憂。 

水產品流通體系到底要何去何從：(1)企業再編，現在的水產品流通與價格問題是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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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的變化(量販店主導的流通體系化)，或是全球化(進口水產品之增加)所引起，此一狀況變

化確實造成上游的產地流通與價格形成莫大的影響。這些問題與既存的流通機構內部發生矛

盾(或是制度過時)有關。從過去 35 年間的產地與消費地的價格變化來看，產地價格對於景氣

衰退的反應非常敏銳，最近產地價格甚至陷入破底的狀態中。因此，水產品的流通與價格問

題是無法對症下藥的，目前的流通體系唯有進行總體檢才能解決所面臨的各類問題。進入2000

年時綜合超級市場急速拓展開來，2008 年時營業額達到巔峰、店鋪數更是一時之最，但是到

了 2009 年 2 月因為消費低迷以及專門店的崛起而發生龐大的赤字。取而代之的卻是新興的食

品折扣店(Discounter，簡稱 DS)以及，以便當業發跡的便利商店(convenience store ，簡

稱 CVS)。回顧水產品所發生的流通問題，無論是在小賣階段還是在拍賣市場階段，因應環境

變化的敏銳度太過於遲鈍，以及現行的制度太過時等都是今後應該檢討改善的地方；(2)生

產、流通之社會分工根本改善的時代，唯有站在消費者的立場才能知道消費者的需求是什麼，

也才能將最新、最正確的信息傳達給生產者而開始生產。此一資訊原本就是產業的資本，而

且由此資訊來決定商品的種類與數量，謀求生產的提升。其實，這也是生產與流通相互依賴

的關鍵所在。產量或消費量一旦增加，流通範圍當然隨之擴大，商業行為的專業分工將更形

重要。長久以來，社會上的專業分工通常都是重大的歷史轉捩點，服飾品、化妝品、半導體、

汽車業通通是如此。再加上經濟的全球化、IT 技術的滲透等，從生產到消費各個階段的功能

分擔都應該從根本進行徹底的改善才可以，無法創造利益的系統應該通通予以廢除，改變體

質當然是必要的。就水產品流通機構來說，最重要的還是「各流通階段的分工功能必須徹底

改善」。 

消費者或市場需求並不只是來自小賣業而已：生鮮漁獲物的消費持續低迷，從食品別的

家庭消費金額的變動來看，若以 2002 年時當作 100，糧食全體的消費金額在 07 年時為 96，

肉類為 102、蔬菜為 97，水產品中的鹽乾品為 91，生鮮魚類只有 85。還有，就水產品的消費

來看(二人以上的家庭)，最高的時期在 1963 年，平均一個家庭每年約消費 63.2 公斤，2002

年為 53.2 公斤，2007 年為 48.4 公斤逐年創新低。另一方面，生鮮肉類卻從 2002 年的平均

39.9 公斤緩慢增加，到了 2007 年約為 40.6 公斤。就產地來說，應該想辦法讓數量少的魚種

或規格外的魚種、季節性的魚種等透過安全、安心的適當標示來獲得消費者的信賴與青睞。

在魚類消費低迷的此時，如何提供便利性、調理方法說明、高新鮮度、健康訴求等等，生產、

流通與小賣業者都應相互合作重新開創水產品的美好時代才對。 

如何利用未被利用的漁獲物：漁業現場，小型魚或是不符合流通規格、商品價值低的魚

類約占日本漁業生產量的 30%。世界上目前正處於水產資源減少而吃魚文化逐漸擴大的時期，

而且加工原料預料將開始出現調貨困難的狀態，因此，如何將未被利用的魚類讓其回歸到「吃」

的組合上是目前值得注意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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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遭受燃油費用增加與魚價滑落雙重打擊的漁業經營 

如同本篇文章在前面所敘述的一般，漁業的船用重油在 2008 年時曾飆高到 03 年 3 月的

3 倍(每公升由 42.5 日圓變成 124.6 日圓)。漁船用油約占整體漁撈支出的 30～40%，然而目

前的漁業卻處在「即使出海卻連汽油錢都不夠」的困境。現在原油的價格約為每桶 70 美元左

右(最高為 2008 年 7 月的 149 美元)，原油價格今後雖然有所變動，但一般預測 2010 年應該

還會上升至 100 美元。便宜的原油價格應該不會再來了，原油價格是由(1)資源的供需；(2)

新興國家未來的供需；(3)投機客的資金炒作所決定。目前正處在「貴的資源時代」的過渡時

期，原油價格如何取得平衡機制尚在摸索階段。目前的漁業者其漁業所得經過模擬計算推估

的結果，約為 1989 年當時的 60%而已。如果再加上「家族的勞動費」，大部份的漁業經營者

都將陷入赤字的困境。就水產價格的因應策略來說，除了要維持生產費用的魚價外，還要再

考慮加入「家族勞動費」之漁獲價格要如何實現才對。 

八、結語 

在商品上「標示魚的原價」，這是 2009 年夏天日本眾議院選舉時在地方上出現的聲浪。

為了給漁夫們留下一絲生活喘息的空間應該讓魚獲的原價(漁民所賣的價格)讓消費大眾知

道，否則業者的辛苦、經營困境、保護大海環境、提供優質水產品等辛勞又有誰能夠知道呢。 

流通體系所扮演的角色乃是將生產者與消費者雙方都能滿意的品質與價格的產品適時

適地的推出。水產品與工業製品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水產品很容易受到大自然的環境所左右，

想要提供穩定且一定品質的產品確實不容易。也因此，商業行為便是盡可能的將各式各樣的

水產商品讓其大幅度的利潤變動能夠取得平衡，並進一步取得消費者的信賴。但是，量販店

因為隨著交易量的增加，以及有計畫的推出商品販賣活動、導入販賣系統而開始執行販賣管

理體制。雖然採用了 POS 系統，可是水產品卻仍然被當作是工業製品般在販賣。一般而言，

個別水產品的價格以及販賣利潤會因大自然的變化(豐收或欠收)而產生變動，然而量販店卻

因自己的利益而決定利潤的高低。由此看來，量販店為了確保自身的利益將會壓縮生產者與

中間流通業者的利潤，1990 年到 2000 年便是如此。 

如何增加漁業者的實質獲利呢?為了保全海洋資源、優質的漁業環境、同樣是地方成員

的漁業要如何重建呢，提案如下：(1)產地，漁業者應該推動組成合作社藉以壓制或降低生產

成本，並提高附加價值。包括地方特性、季節性、故事或話題、優質、好吃等值得吸引消費

者的商業行為都需要積極企劃推動；(2)提升消費者的販賣價格只會縮小消費而已，應該將目

標放在降低流通費用的支出，因此，相關業者應該同心協力改善更具效率化的流通體系才對；

(3)產地與消費者，無論是量販店或是小賣業者應該擺設更多樣的水產品藉以增加消費者上門

購買的機會。不只是魚價的問題，今後如何重新建立日本漁業的往日雄風才是重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