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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魷 業 動 態 

日本 

日本海關統計資料顯示 7 月份魷類產品進口量為 3,243 公噸，進口值為 15 億 1,800 萬

日圓，平均進口單價為每公斤 468 日圓，進口量值較 6 月份分別減少 42%與 1%，與去年同期

相較則分別增加 17%與 1%。 

累計至 7月份魷類進口量與進口值分別達到 21,092 公噸與 99 億 3,100 萬日圓，平均進

口單價為每公斤 471 日圓，累計進口量值與去年同期相較分別減少 6%與 9%。 

日本國內魷類存貨至 6月底估計為 32,955 公噸，較 5月份減少 10%。 

東京市場資料顯示 7 月份魷類產品交易量為 2,583 公噸，交易額達到 14 億 2,200 萬日

圓，累計前 7個月交易量達到 15,049 公噸，累計交易金額為 86 億 4,000 萬日圓。 

西班牙 

第 34 週西班牙加利西亞市場鎖管交易量減少 77%，從第 33 週之 8.32 公噸減至 1.94 公

噸，但市場價格因供給減少而上漲，拍賣價格從每公斤 3.72 歐元上漲至 5.32 歐元。 

馬德里市場重要冷凍魷魚第 34 週交易量變動情形如下：鎖管 20.3 公噸(第 33 週為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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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公噸(第 33 週為 3.2 公噸)，中型價格為 2歐元/公斤、大型價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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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歐元/公斤；阿根廷魷各品項價格為：24-30 公分淨後胴體 2.3 歐元/公斤、20-24 公分淨

後胴體 1.9 歐元/公斤、15-20 公分淨後胴體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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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歐元/公斤、200-300 克全魷 1.4 歐元/公

斤、300-400 克全魷 1.3 歐元/公斤。 (於仁汾，摘譯自 FIS-Market Reports， 2009/9/2) 

國 際 漁 業 資 訊 

阿根廷魷漁獲量創歷年新低 

缺乏科學資料進行資源評估 

2009 年阿根廷海域之阿魷作業漁季已

經結束，官方統計漁獲量為 61,249.4 公噸，

僅為去年漁季漁獲量 251,892.7 公噸之

24.3%，加上國際市場價格未明顯回升，加重

阿根廷魷釣漁業的財務危機。 

馬德普拉塔港阿魷卸魚量 42,091 公噸

為阿國港口中最高，其次為馬德林港

13,123.8 公噸、得塞阿多港 3,324.9 公噸、

與里瓦達維亞海軍准將港 1,228.5 公噸，漁

業別漁獲量中以魷釣 50,700.2 公噸為最

高，其次為生鮮作業漁船 5,352.5 公噸、拖

網船 5,080.5 公噸。 

在阿根廷專屬經濟區外的漁獲情況也

非常差，估計僅有 60,000 公噸。 

因科學資料缺乏，導致無法評估資源

量，北巴塔哥尼亞系群與春季產卵系群的海

上調查也尚未展開，另外與福克蘭群島合作

的調查計畫也被阿根廷政府取消。(於仁汾，

摘譯自 FIS World News 2009/9/8) 

日召開韓俄漁業問題研討會 

並主張北方四島為日本領土 

西元 2001 年 8 月 1 日，取得俄羅斯當

局同意的韓國秋刀魚漁船強行進入日本的北

方四島（指齒舞、色丹、國後及擇捉四島）

周邊水域作業，引起日本方面抗議，史稱「韓

俄漁業問題」。 

為紀念北海道大學研究所水產科學研

究院海洋生物資源科學部門「水產綜合基礎

系統科學領域」開辦 2 週年，北海道大學函

館校區特地於日前召開「韓俄漁業問題研討

會」，邀請事件發生時的日本水產廳長官渡邊

好明，以及當時負責實際交涉的水產廳資源

管理部部長海野洋說明當時的事發背景及經

過，希望能作為今後處理類似漁業事件時的

參考。 

談到「韓俄漁業問題」前，必須先回顧

事件前一年所簽署的韓俄漁業協定。2000 年

12 月，韓國和俄羅斯簽訂韓俄漁業協定，俄

羅斯當局允許韓國秋刀魚漁船在北方四島周

邊水域作業，並給予一定的漁獲配額。然而，

就日本而言，北方四島是日本領土，故北方

四島周邊水域即日本的專屬經濟水域

（EEZ）。俄羅斯允許韓國漁船進入該水域作

業的行為，無疑是否定日本對北方四島的主

權。為解決此爭議，日本和俄、韓間進行了

多次協商，然結果卻是毫無交集，主要是因

為日本與俄羅斯皆主張擁有該四島的主權。 

2001 年 6 月，韓國向日本提出申請，希

望允許韓國船在日本三陸（※大致等於現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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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森縣、岩手縣及宮城縣）外海作業。對

此，日本方持保留態度，並警告韓國當局，「韓

國漁船進入北方四島周邊水域作業，係違反

日本的國內法令及日韓漁業協定，日本無法

接受。倘韓國漁船要強行進入北方四島周邊

水域作業，日本將不允許韓國漁船在三陸外

海作業。」 

2001 年 7 月，日本同意韓國漁船在三陸

外海作業，惟先決條件是「日韓雙方對韓國

漁船是否進入北方四島周邊水域作業，達成

共識」。不過韓方持續要求日方撤消該條件。 

2001 年 8 月 1 日，韓國漁船強行進入北

方四島周邊水域作業。日本方面立刻向韓國

及俄羅斯提出強烈抗議，當時的日本首相小

泉純一郎也在8月20日向俄羅斯總統普丁寄

發抗議信函。 

當時的日本農林水產大臣武部勤曾公

開表示，不損害日本的法理地位、不提供代

替漁場及不增加日本漁民的負擔，是處理「韓

俄漁業問題」的三大原則。日本當局即基於

該三大原則，進行之後的交涉工作。 

2001 年 9 月，日俄針對 2002 年相互入

漁條件召開局長級會議，雙方同意依日方意

願，摸索解決前述問題的方法。之後，俄羅

斯當局表示，不再同意第三國漁船進入北方

四島周邊水域作業。 

另一方面，2001 年 9 月後，日本和韓國

之間持續召開多次日韓漁業共同委員會次委

員會，以推動實質協商，但卻毫無進展。 

2001 年 12 月，韓俄之間達成共識，俄

羅斯不同意韓國漁船於 2002 年在北方四島

周邊水域作業，不過給予其他代替漁場的漁

獲配額。 

於是，在 2001 年 12 月 28 日召開的日

韓漁業共同委員會次委員會中，韓國通知日

方，韓國漁船不會於 2002 年進入北方四島周

邊水域作業，而此事件就此落幕。 

前水產廳資源管理部部長海野洋表

示，其實在 1992 年也曾發生過類似的問題。

1991 年 9 月韓俄簽署雙邊漁業協議，據此，

兩國當局在 1992 年 1 至 2 月間召開協調會，

會中俄國同意韓國漁船前往北方四島周邊水

域作業，並給予一定配額。 

日方在得知消息後，立即向俄、韓兩國

抗議。之後，日、俄、韓經過多次雙邊會談，

但卻無法取得共識。不過，由於韓國方面自

我約束，實際上並無韓國漁船前往北方四島

周邊水域作業，才使事態得以平息。海野洋

表示，可能是因為韓國方面在日方抗議後，

為維持雙方的友好關係，才自我約束。 

另外，當時的日韓漁業協定係採「船旗

國主義」，即許可證的發放及取締，都由漁船

的船旗國執行，一直到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於 1999 年生效後，新的日韓漁業協定才改採

「沿岸國主義」。 

在研討會最後的總結部分，海野洋表

示，「韓俄漁業問題」看似漁業問題，其實是

領土問題。日本和鄰近國家都有領土問題的

爭議，但領土問題卻先是以經濟水域的形式

浮出檯面。為了不損及漁業者的利益，相關

領土爭議必須徹底解決才行。 

前水產廳長官渡邊好明則認為，因國土

或國境爭議所引發的漁業問題，一定還會再

次發生，而在解決類似問題時，國家領導人

的強力主導及一元外交，是絕對必須的。（轉

載自國際漁業資訊第 2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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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管理免除條款及彈性運用 

世界各國HACCP導入實態調查 

日本厚生勞動省整理出食品之高度衛

生管理法之實際態勢調查報告書，在日本國

內依據先前已公告的內容而導入 HACCP 制度

的企業約有 13.3%。至於海外調查方面，中

小企業者在導入 HACCP 制度之後，在執行上

到底又花費多少功夫，這方面交由海外人員

進行現地調查。調查結果，北美或大洋洲

(Oceania)HACCP 制度的導入是屬於義務性

質，但依企業之實際態勢以及企業規模而設

有免除條款。歐洲雖然沒有籌設除外規定，

但在運用面卻保留著非常大的彈性，最重要

的是，海外各國無不衡量自國的實際情況然

後再進行高度的衛生管理。 

衛生管理調查內容包括乳製品、水產

品、麵包、餅乾、清涼飲料水等，將 HACCP

制度之導入視為義務性質者如 EU(英國、法

國、德國)、挪威、澳洲、紐西蘭、美國、加

拿大、瑞士等國家，此一調查是採訪當地國

家之執行機關或企業、團體之結果。進一步

分析各國對 HACCP 規定等之義務化導入實施

之策略，包括(1)EU 各國，最初便規定所有

食品之製造、生產都必須義務導入 HACCP 制

度，在執行上則邊實施邊觀看企業者導入

HACCP 之比率如何，其最後目的當然是全面

義務實施 HACCP 制度。(2) 澳洲、紐西蘭、

美國、加拿大，考量對外出口之影響或食物

中毒之風險而導入 HACCP 制度，或是規定比

較容易導入該制度的企業先行實施，最後仍

然希望所有食品項目都能義務化導入 HACCP

制度。雖然導入 HACCP 制度分為兩種策略，

但是在實施上都具有相當的彈性，這是他們

共同之處。 

世界各國義務化之狀況或水產品之概

要如下所示。(1)EU，乃是依據 HACCP 的原

則，對於所有加盟國的食品無論製造規模大

小，所有企業都有義務導入 HACCP 制度。

HACCP 之方法若能確實依序進行，將可以提

供既安全又可靠的食品。製造流程、方法、

嚴格性等一切委由加盟國自行運用實施。免

除條款是一次生產以及特定的相關活動。還

有，對於小規模事業者來說，HACCP 要件的

簡單化、相關原則等都可以彈性化處理。(2)

挪威，就水產品來說，相關設施或冷凍船隻

都有導入 HACCP 制度之義務。該設施指的是

生產水產品之陸上設備、加工船或二枚貝之

洗淨中心等也是規定之對象。冷凍甲殼類或

二枚貝，或是不進行其他調理食品加工但卻

進行加熱之漁船；去除魚頭或內臟之魚類或

只進行整尾魚冷凍之漁船都不是所謂的加工

船。還有，同一規定對小賣業者等進行漁獲

物買賣者來說，都不適用。(3)美國，魚介類、

食用肉、家禽肉、果汁、燻製品以及進行某

一特定業務者都有導入 HACCP 制度之義務。

目前，導入 HACCP 制度之企業者其實施比率

達到 100%。果汁、魚介類等設有免除條款，

就魚介類來說，漁船、運輸業者、零售業者

(retail)則不能享有免除條款。(4)加拿大，

已在政府相關單位登錄之食用肉、肉製品、

魚類、魚類製品之製造業者都有導入 HACCP

制度之義務，沒有登錄者則不必負義務責

任。該國履行此一義務化之企業者，已有 70

～80%，為了出口方便或是為了擴大海外市

場，HACCP 制度之導入已成為必要措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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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肉、魚類、乳製品等輸出品 100%必須

義務化導入 HACCP 制度。但是在澳洲國內的

食品流通，將視各州之情況而定，就政府來

說，肉類製造有導入 HACCP 制度之義務，今

後，將會逐步擴大至部份的魚類以及部份之

肉類、加工用牛乳、乳酪等。(6)紐西蘭，原

則上是針對所有一次製造加工業者、二次製

造加工業者等，基於 HACCP 制度的原則進行

風險管理(要害管制)之義務規定。但可因企

業規模之大小而設有免除條款。在水產方

面，在紐西蘭排他型經濟水域內所捕獲之魚

類以及魚類之暫時保有或保管場所等可享有

免除條款。(蕭玉田，譯自日刊水產通信，2009

年 8 月 31 日)  

美國對中國水產品扣驗未解禁 

額外產生費用及延遲交貨時間 

從 2007 年至今，美國對中國輸美水產

品實施的特別扣檢措施一直沒有全面解禁，

只有少數幾家企業通過 FDA 審核後被網開一

面。   

據中國廣東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食品監

管處處長楊國海表示，美國 FDA 從 2007 年 6

月開始對中國輸往美國的水產品實施扣留抽

檢，該項特別措施一直持續至今，使廣東對

美國出口水產品的企業倍感困擾，曾有企業

反映，一個輸美貨櫃水產品因扣檢產生的額

外費用高達 5000 美元，並且壓倉時間長達一

個月，對美出口業務大受打擊。  

目前美國FDA的這項特別措施已有所鬆

動，但只是針對個別的中國企業。楊國海表

示，美國 FDA 經過審核後，相繼解除了十餘

家中國企業的限制，其中亦包括四、五家廣

東企業。目前 FDA 官員正在開展第三批檢查

和評估，估計陸續會有更多中國企業被解除

扣檢。楊國海指出，廣東輸美水產品註冊養

殖場超過 100 家，解禁的畢竟是少數，而目

前美國 FDA 沒有聲明何時全面解除對中國水

產品的特別檢測措施。（轉載自中國水產資訊

網站） 

專 題 報 導       美國海洋漁業補貼簡析(上) 

                                         轉載自國際漁業資訊第 201 期 

迄今大多數有關補貼量化評估的研究文獻都是以多國或全球層級進行探討，甚少基於詳

實的個別補貼計畫進行統計，因而限制其在管理決策上之正確性與有用性。據此，為解決美

國漁業補貼在此方面的問題，本篇研究所採用的方式，係分析評估美國政府由不同層級所提

供予其漁業部門的各種補貼。 

一、前言 

聯合國糧農組織(FAO)估計，海洋魚類遭受過度開發與耗竭的比例，已由 1970 年代中期

約 10％增至現今將近於 25％，而學術研究結果則顯示出更加惡劣的情況。美國境內的統計情

況與此類似，依據美國國家海洋漁業局 2006 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在其國內 530 種受監管的魚

類，有四分之一已是過漁(overfished)狀況，另有五分之一正面臨過漁(overfishing)的窘境。 

雖然各研究的評估方式有所不同，然而我們很清楚的是在漁撈能力與能永續捕撈的資源



量之間存在極大的不平衡狀態。FAO 估計約有 30％的過度捕撈與主要漁船隊規模有關。而世

界自然基金會(WWF)所估計的數字甚至更高，其評估在海洋上的船隻數量是永續捕撈需求量的

2.5 倍，且現行漁撈態樣是無法永續利用的，一份 1998 年的研究報告，調查全球卸魚量的統

計資料顯示，在 1950 年至 1994 年間，卸魚量有顯著的改變：由食物鏈頂端的長壽型魚類

(longlived fish)轉向食物鏈底層的壽命短型魚類(shortlived fish)。 

儘管長期以來我們都認為缺乏漁業管理是造成過漁及過度捕撈的重要因素，然近年來大

家也都體認到政府所給予漁業的補貼也是一項主要的影響因素。如同 1999 年，美國聯邦漁業

投資特別工作小組攸關美國漁業補貼的主要報告所言，「近期有許多報告提出…關於世界漁業

的補貼及漁撈能力。其一致的結論都認為，全球已遭受過度捕撈，而政府補貼正是造成過度

捕撈的主因，過度捕撈導致許多海洋漁業資源減少」。 

幾年後，聯合國環境計畫署針對漁業補貼議題，在其一份關鍵報告中表示，「漁業補貼

可能會增加漁撈努力量，因此對魚類資源量具有負面影響，已普遍地為文獻所公認」。 

二、漁業補貼之定義與分類 

雖然在補貼、過度捕撈及漁業資源過度開發之間具關聯性的看法已有所共識，惟在漁業

補貼之定義與分類方面，尚存有許多歧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 Flaaten 與 Wallis

提出一項簡單明確的補貼定義：「涉及與漁業政策相關聯的貨幣價值(monetary value)，不論

其係來自於中央、區域或地方政府」。 

研究人員 Khan 則提出下列 11 種型態的漁業補貼定義：(1)漁業管理計畫及服務；(2)漁

業研究及發展；(3)免稅計畫；(4)入漁協定；(5)船隻建造、更新及現代化計畫；(6)漁港建

造及更新計畫；(7)漁業發展計畫及支持服務；(8)行銷支持、加工及倉儲公共建設計畫；(9)

漁民協助計畫；(10)漁船買回計畫；及(11)農村漁民的社區發展計畫。 

本研究資料來源包括先前研究報告已定義分類的計畫項目，尤其是由 Milazzo、Flaaten

及 Wallis、OECD、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Sumaila 及 Pauly、以及 FFITF 所做之研究。

此外亦參卓美國提報給 WTO 的補貼通知，雖然該項通知內容缺乏主要的補貼計畫資訊，而且

在呈報的計畫項目上，也沒有完整的資料，但參酌聯邦與州政府的稅法規定予以充實相關資

料，俾使本研究更加完整。 

不過，有些補貼計畫因為對漁業產業不完全具有特定性(例如經濟發展管理與小型商業

經營貸款)，或屬性超出本研究範圍(例如漁業管理及執行基金與漁港建造及維修支出)，因而

將其除在研究標的之外。另攸關養殖、淡水及娛樂性漁業的補貼亦一併予以排除。 

本研究選定下列補貼計畫作為分析項目：(1)聯邦及州政府的用油補貼；(2)州政府的營

業稅補貼；(3)災害救助；(4)非管理的漁業研究基金；(5)入漁費；(6)剩餘收購計畫(surplus 

removal)；(7)資本建造基金(Capital Construction Fund)；(8)海產行銷計畫；(9)漁船及

許可證買回計畫；(10)漁業財務計畫；及(11)漁民的應急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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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 1996 年至 2004 年間上述各項補貼計畫量化每年補貼金額，並且儘可能就該

等計畫的地區性與魚種類別進行分析。此外，該研究亦希能就此等補貼計畫的屬性提出自身

的觀點見解，亦即哪些補貼計畫可能有益於美國的漁業資源，哪些可能有害，以及哪些可能

屬灰色地帶(ambiguous)的補貼。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量化及分析上述各項補貼的方法為：(1)將補貼計畫在這 9年期間(1996-2004 年)

的補貼依序列出；(2)簡述計畫摘要，包括其背景介紹；(3)有鑒於無法取得正確數據，因此

所作評估為保守估計數字；(4)以 2007 年的美元作為貨幣計價基期；(5)補貼計畫的行政成本

排除於評估之外。 

(一)用油補貼 

美國聯邦政府對其境內大部分的石油及柴油進行課稅後，將稅金用於其道路的建設及維

修。倘若政府對其陸運及海運交通的作法一致時，則漁業亦應支付相同的稅金，而這筆資金

可以用來建造及維修漁港、支付海巡署及其他公共設施與服務。然而在美國商業性漁業方面，

可以免除所有聯邦及州的燃料稅，甚至州政府所課的營業稅亦可免除。 

(二)州政府營業稅補貼 

在美國有些州政府給予漁民在漁撈相關支出的營業稅特別減免，例如在阿拉巴馬州、加

州、康乃迪克州、佛羅里達州、喬治亞州、路易斯安那州、緬因州、馬里蘭州、麻薩諸塞州、

密西西比州、紐澤西州、紐約、北卡羅來納州、羅德島州、南卡羅來納州、德州、維吉尼亞

州及華盛頓州等地的州法，都有提供免營業稅的補貼。 

(三)入漁費 

1988 年漁業多邊協定生效後，美國政府即開始支付 16 個南太平洋島國入漁費，以換取

其鮪漁船進入某些太平洋海域(包括專屬經濟區)進行作業的入漁權。美國政府每年支付入漁

費取得入漁權而未向其漁業界收費之金額即列為入漁費補貼金額。 

(四)資本建造基金 

資本建造基金是一項聯邦計畫，允許漁民可以延繳與漁撈相關的應納稅額，但漁民需將

該所得儲放於特定帳戶，以供日後建造、整修或購買船隻。一旦漁民購買完船隻，或完成與

船隻相關的計畫後，國稅局就會恢復徵收稅金。此項計畫就像是由政府提供無息貸款，因此

可以視為是促進美國漁船隊壯大的直接聯邦政府補貼。 

(五)漁業財務計畫 

此項計畫提供資金貸款給漁民用於船隻建造及整修，或購買設備(例如魚貨裝卸、加工

及配銷設備)及個人的捕魚執照。 

 7



 8

(六)國家層級的分析 

作者加總上述每一種補貼型態每年的估算金額，以求出年度估計補貼金額。補貼計畫大

多全部由聯邦政府資助，或者全部由州政府資助，僅有少數情況補貼資金係來自州政府與聯

邦政府兩者共同的補助。 

(七)地理區域層級的分析 

本研究分成七個不同的漁撈區域進行地理分析。即阿拉斯加、西北太平洋(含奧勒崗州

及華盛頓州)、加州、北大西洋(含緬因州、新罕布夏州、麻薩諸塞州、羅德島州、康乃迪克

州、紐約及紐澤西)、南大西洋(含德拉威州、馬里蘭州、維吉尼亞州、北卡羅來納州、南卡

羅來納州、喬治亞州、佛羅里達州東岸及加勒比島)、海灣沿岸(含德州、路易斯安那州、密

西西比州及佛羅里達州西岸)以及西太平洋(含夏威夷州及美屬薩摩亞)。 

(八)魚種層級分析 

有些資料可以很明確地就界定目標魚種，有些魚種則完全獨立分開，有些則無法納入魚

種層級的資料中。如基金分配給不只一種目標魚種時，則補貼基金必須依其分析目的加以劃

分。就資本建造基金與漁業財務計畫而言，它的目標魚類通常有三種，所以在分析時，就必

須將基金平均地分配給這些魚種。至於災害救助補貼，則依其救助支付前 5 年期間在相關地

區的平均卸魚量進行基金分配。由於資料不足，本研究處理下述補貼計畫無法以魚種層級分

析：用油補貼、漁業研究、漁民的應急基金、州政府的營業稅補貼、資本建造基金的次級資

料、漁業財務計畫及海產行銷計畫。 

(九)補貼分類 

研究人員 Khan 將其所提出的 11 種漁業補貼型態，分類成好的(good)、壞的(bad)及醜

陋的(ugly)三大類補貼。漁業管理計畫及服務及漁業研究是屬於好的補貼，因為此等補貼可

以藉由保育增加資源量或經由監控措施來監督漁獲情況，以達到最適利用狀態。免稅計畫、

入漁協定、船隻建造、更新及現代化計畫、漁港建造及更新計畫、漁業發展計畫及支持服務、

以及行銷支持、加工及倉儲公共建設計畫則屬於壞的補貼，因為該等補貼會導致天然資源的

消蝕，會讓漁撈能力超過資源之最大經濟產量。至於漁船買回計畫及農村漁民的社區發展計

畫則歸屬於醜陋的補貼，因為它們究竟會導致如資源提升計畫的正面影響或如資源過度開發

的負面影響並不明確，端賴補貼計畫實際的本質與內容而定。 

為了提供漁業管理人員及決策者思考架構，使其能瞭解到政府補貼是如何影響美國漁

業，作者將上述的分類方法，作了二項修正。首先，為提供更清楚的類別名稱，作者將好的、

壞的及醜陋的三大類補貼，分別更名為有益的(beneficial)、有害的(harmful)及灰色地帶

(ambiguous)的補貼。其次，作者認為聯邦與州政府的研究基金型態非常多樣化，故將其置於

具灰色地帶的補貼類別中。(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