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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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份魷類產品進口量為 6,680 公噸，進口值達到

1,150 萬美元，進口量值分較 2011 年 1 月份減少 77%與 70%，較去年同期亦分別減少 58%

與 45%，最大魷類產品供應國為美國佔總進口量之 31%，其次為日本佔 13%。 

輸入平均價格為每公斤 1.72 美元，較 1 月 1.35 美元增加 27%，亦較去年同期每公斤

1.30 美元上漲了 32%。 

2 月份魷類產品出口量為 5,437 公噸，出口值達到 2,370 萬美元，出口量值分較 1 月份

減少 74%與 75%，亦較去年同期減少 49%與 38%，西班牙與美國是中國大陸最大魷類輸出

市場，分佔總出口量之 15%，其次為日本佔總出口量之 4%，平均出口價格為每公斤 4.36 美

元，較 1 月份 4.46 美元下跌 2%，較去年 2 月平均出口價格 3.59 美元增加 21%。 

今年累計至 2 月份，中國大陸魷類產品進口值達到 5,000 萬美元，出口值為 1 億 1,760

萬美元，魷類產品貿易順差達到 6,760 萬美元。 

泰國 

根據泰國官方統計資料顯示，今年 2 月份計有 3,267.8 公噸魷類產品輸入，輸入金額達

到 650 萬美元，平均輸入單價為 1.99 美元/公斤，其量值分別較去年 2 月增加 5%，累計魷類

產品進口量達到 6,370.8 公噸，進口值 1,270 萬美元，平均進口單價為 2.01 美元/公斤。 

2 月份出口之魷類加工品為 3,091.7 公噸(含添加物)，出口值為 1,760 萬美元，平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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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單價為 5.7 美元/公斤，其量值分別較 1 月減少 24%及 20%，累計出口量為 5,581.4 公噸，

出口值達到 3,240 萬美元，平均出口單價為 5.81 美元/公斤。 

2 月份魷類產品貿易順差為 1,110 萬美元，累計貿易順差為 1,960 萬美元。 

西班牙 

第 15 週西班牙加利西亞市場鎖管交易量增加 122%，從第 14 週之 9.38 公噸增至 20.87

公噸，市場價格從每公斤 3.31 歐元下跌至 2.5 歐元。 

馬德里市場重要冷凍魷魚第 15 週交易量變動情形如下：鎖管 8.3 公噸(第 14 週為 7.9

公噸)，各規格交易價格為 7-10 公分 2.3 歐元/公斤、10-12 公分 2.5 歐元/公斤、12-16 公分

2.7 歐元/公斤、16-19 公分 2.8 歐元/公斤、19-22 公分 3.2 歐元/公斤、22 公分以上 3.4 歐元/

公斤；美洲大赤魷 3 公噸(第 14 週為 3.3 公噸)；阿根廷魷各品項價格為 24-30 公分淨後胴體

3 歐元/公斤、20-24 公分淨後胴體 2.8 歐元/公斤、15-20 公分淨後胴體 2.8 歐元/公斤、18-22

公分胴體 2 歐元/公斤、23-28 公分胴體 2.2 歐元/公斤、28 公分以上胴體 2.8 歐元/公斤、魷

圈 2 歐元/公斤。 

阿根廷 

根據統計資料顯示 3 月份捕獲量為 11,824.3 公噸，較 2 月減少 30%，但較去年同期增

加 2 倍，累計至 3 月之捕獲量為 29,563.2 公噸，較去年第一季增加 18%。 

根據海關統計資料顯示 3 月份阿魷出口量為 12,318 公噸，出口值為 2,850 萬美元，較

2 月之出口值增加 4 倍，累計至 3 月之阿魷出口量為 17,165 公噸，累計出口值為 3,790 萬美

元。 

智利 

2 月份美洲大赤魷捕獲量為 8,300 公噸，較 1 月份增加 4 倍，但較去年同期減少 92%，

累計今年至 2 月份之大赤魷捕獲量為 10,300 公噸，遠低於去年同期累計 12,800 公噸。 

2 月份大赤魷出口量為 2,488.4 公噸，出口值為 320 萬美元，累計至 2 月之出口量為

5,119.2 公噸，累計出口值為 640 萬美元。 

秘魯 

3 月份美洲大赤魷產品(冷凍、生鮮與熟品)出口量為 14,583 公噸，出口值為 2,560 萬美

元，出口量值較 2 月份增加 47%與 58%，累計至 3 月份美洲大赤魷出口量值分別達到 31,002

公噸與 4,910 萬美元。(於仁汾，摘譯自 FIS-Market Reports， 2011/4/20) 

國 際 漁 業 資 訊 

阿根廷海域阿魷捕獲量轉差 雖然在漁季開始阿根廷海域阿魷捕獲

情況很好，惟短暫出漁後漁況開始轉差，在

北區漁場(南緯 42 度至 44 度間海域)漁季初魷釣業者對此感到相當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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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每日平均捕獲量達到 16 公噸，但在漁季關

閉前最後 10 天每日捕獲量不及 1 公噸。 

目前歐洲市場去皮切片之規格需求量

大，但對觸腕及魷鰭需求則持平。（於仁汾，

譯自 FIS-World News，2011/4/19） 阿根廷聯邦漁業委員會核准 13 艘魷釣

船可繼續在北區漁場作業至 4 月 20 日，但船

主興趣缺缺，據報目前僅有 2 艘魷釣船持續

作業，多數漁船已經開始返回馬德普拉塔母

港。 

2011年阿國水產出口量下滑 

但出口值維持仍在相同水準 

2011 年第一季阿根廷水產品出口量為

78,493 公噸，出口值為 2 億 1,800 萬美元，

出口量值較去年同期出口量 92,220 公噸下

滑 14.9%，出口值則微幅上升 3.3%。 

聯邦漁業委員會要求阿根廷漁業研究

暨發展中心提出有關阿魷資源生物指標的研

究報告，以了解阿魷資源的問題。 

水產品出口量中 62,686 公噸為魚類，

出口值為 1 億 1,520 萬美元，蝦貝類及軟體

動物則為 15,807 公噸，出口值為 6,780 萬美

元。 

統計資料顯示至 4 月 20 日累計阿魷捕

獲量為 42,254.1 公噸，較去年同期之

27,984.9 公噸增加 54.5%。（於仁汾，譯自

FIS-World News，2011/4/15、2011/4/26） 

單項產品出口中以狗鱈 5,860 萬美元

(21,308 公噸)為最高，出口量值較去年同期

分別減少 38%與 18%。 

東日本海嘯影響範圍擴大 

秘魯美洲大赤魷魚群游離 

2011 年 3 月 11 日東日本大海嘯發生

後，秘魯北方海域美洲大赤魷游離，導致當

地加工業者原料短缺，而必須至南區收購原

料，雖然目前魷群已經洄游至離港 3 至 4 天

航程海域，但已經對加工業者帶來影響。 

其次以出口量排序為阿魷(9,500 公噸

/1,930 萬美元)、鯷魚(8,958 公噸/1,630 萬美

元)、福氣魚 (5,974 公噸/1,300 萬美元)、蝦

類(4,248 公噸/2,810 萬美元) 、扇貝(1,612

公噸/1,660 萬美元)、金吉利魚(1,260 公噸

/600 萬美元)、河魟(1,244 公噸/260 萬美

元)、鮃鰈(857 公噸/420 萬美元)。 

另外，因為智利目前正是水果產季，區

域內貨輪大多已經被智利水果業者預定艙

位，導致秘魯加工業者無法順利出貨，甚至

必須付出更高權利金以取得艙位加，導致加

工業者的成本增高，至亞洲航線貨櫃運費已

經高達每櫃 500 美元，預計 4 月 20 日以後

才能裝船出貨，智利加工業者目前原料供應

充足，但也面臨貨輪艙位不足的問題。 

巴西仍是阿根廷水產品最主要的外銷

市場，輸銷量為 15,827 公噸，交易金額達到

4,680 萬美元，其次為西班牙 10,486 公噸

(3,250 萬美元)、美國 3,984 公噸(2,570 萬美

元)及義大利 3,644 公噸(1,310 萬美元)。（於

仁汾，譯自 FIS-World News，2011/4/25） 

政 令 宣 導 

 3



「魷釣及鮪延繩釣漁船兼營秋刀魚棒受網漁業要點」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0 年 4 月 8 日農授漁字第 1001330534 號令訂定發布，並自即日生效。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輔導魷釣及鮪延繩釣漁船兼營秋刀魚棒受網漁業，

提升我國捕撈秋刀魚漁船船隊規模，特訂定本要點。 

二、下列漁船之漁業人得申請兼營秋刀魚棒受網漁業： 

（一）新建造魷釣漁船。 

（二）本要點生效前已領有漁業執照之魷釣漁船。 

（三）本要點生效前已領有漁業執照之總噸位五百以上鮪延繩釣漁船。 

三、前點第一款及第二款魷釣漁船申請兼營秋刀魚棒受網漁業，其程序、應檢附文件及漁業

執照核發，依漁船建造許可及漁業證照核發準則規定辦理。 

四、本會核准第二點第三款鮪延繩釣漁船兼營秋刀魚棒受網漁業，以十艘為限。 

五、鮪延繩釣漁船申請兼營秋刀魚棒受網漁業，其漁業人應於本要點生效二個月內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本會提出： 

（一）漁業執照影本。 

（二）漁船安裝秋刀魚棒受網漁具之設計圖說。 

六、依前點規定提出申請，並經本會審查符合規定者，許可其兼營秋刀魚棒受網漁業；如符

合規定之漁船逾十艘者，以公開抽籤方式決定優先順序。 

七、經許可兼營秋刀魚棒受網漁業之鮪延繩釣漁船，其漁業人應於三個月內完成安裝具備可

正常操作之秋刀魚棒受網漁具（包括集魚燈、網具、揚網設備、吸魚機等）設備，申請

核發兼營秋刀魚棒受網漁業之漁業執照；逾期未辦理者，本會逕予廢止許可，由次一順

位之鮪延繩釣漁船依序遞補。 

專 題 報 導            東日本震後水產復興一步一腳印(下)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蕭玉田 
取材自水產經濟新聞 2011 年 4 月 8~12 日 

秋刀魚的故鄉･女川樣貌全變 

加工、集貨機能喪失：以「秋刀魚的故鄉」聞名的日本宮城縣東邊的港口女川市，在港

口對面從宮崎到石濱，以及對岸的鷲神濱地區，一直是女川市自以為傲的冷藏加工廠的集散

地。然而，受到大地震以及大海嘯襲擊之後，已經再也看不到如此壯觀的場面了，相關設施遭

到大海嘯襲擊，無論是天花板還是牆壁幾乎無一倖免全遭破壞，到處可見鋼筋、建材等暴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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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以「斷垣殘壁」來形容再恰當不過了。不見行人往來其間，可說是安靜的出奇，加工基地

的機能完全停擺。「這一帶(宮崎)的加工廠全滅，只剩下港口附近少數幾間僅存的而已。」災後

來到辦公室幫忙善後的女川魚市場部長木村先生做以上的描述。 

木村部長每天上班的女川魚市場的集貨場周邊也一樣全變了樣貌，該魚市場每年的營業

金額約 85 億日圓，其中，秋刀魚以及養殖銀鮭約佔六成左右。災後的隔天 3 月 12 日，本來預

定是養殖銀鮭今年的第一次出貨，但是因為相關的卸貨機器、自動選別機等都被大海嘯沖走，

再加上當前正處於盛產期，「地震前二、三日剛剛才準備好的卡車用地磅(truck scale)也遭受破

壞」。另外，遠洋鰹魚圍網漁船以及鮪魚卸貨專用的設施，如輸送帶或選別機等也被大海嘯沖

走不知去向。 

秋天時大型秋刀漁船專屬的卸貨碼頭，沿岸牆壁等也遭大海嘯襲擊剝落或毀損。碼頭高

度也因地震的關係大約降低一公尺，如果高度無法向上提升將不能再度使用。該碼頭因為要提

升衛生標準已經獲得日本政府的補助，預定在明年八月開始建造遮雨棚屋頂。木村部長說「去

年雖然秋刀魚的漁獲量明顯下降，但是今年大家都抱持著高度的期待。」無奈，造化弄人，女

川市漁港要恢復往日榮景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呢？ 

維繫地方經濟命脈的冷凍加工廠：海面上無論是銀鮭、帆立貝(干貝)還是牡蠣、海帶芽等

養殖設施都無一倖免全部遭受到破壞。在避難所相遇的養殖銀鮭業者說「鮭魚、養殖設施、相

關資產以及設備、房子等通通沒有了、被沖走了。想要讓養殖業重新開張不知要到什麼時候呢，

目前可以說是一團亂，光是養殖設施或設備等貸款就要二千萬日幣，真不知道往後的日子要怎

麼過。」 

養殖設施、碼頭、市場、加工廠、冷凍庫等一一遭受重擊的女川市，是否能恢復昔日榮

景還是個未知數呢？前述的養殖業者表示「在漁港的水面下不知道堆積了哪些東西，必須完全

清除才能讓船隻(秋刀漁船)進出，碼頭的修整刻不容緩。」另外，沒有加工廠，漁獲處理將無

法進行，冷凍加工廠的恢復工作同樣重要。木村部長進一步說明，「加工廠維繫著女川市的水

產命脈，即使集貨中心以及碼頭都修整好了，若沒有採購人前來，船隻也不會進漁港卸貨，因

此，衷心期待大家能同心協力趕快讓加工廠得以恢復昔日的功能。」 

水產業的瓦解等同於城市的毀滅：4 月 2 日，女川市的漁民、加工業者、漁會、魚市場、

市民等約八十人參加了災後首次的水產業界的研討會。其中，對於漁港、港灣的經濟復甦整備，

或是市場的卸貨相關設施的恢復、加工廠等水產品進出貨狀況的恢復等，希望政府全力支援、

讓女川市趕快恢復昔日榮景。除了上述的決議事項外，研討會現場充滿著「大家一起加油」的

氣氛，希望一步一腳印的慢慢走出災後受重創的陰霾。 

「女川是一水產都市，如果水產業瓦解了，這等同於女川市也一同毀滅了。」木村部長

如此訴說。「雖然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恢復女川市往日的榮景，但是，無論如何也要自立救濟，

讓女川優質、好吃的漁獲再度呈現在市民或全國國民的眼前。」 

 5



東洋首屈一指的石卷漁港已經看不到魚 

「在石卷市看不到魚，這是讓人無法想像的畫面。目前最期待的是趕快讓石卷漁港恢復

生機，讓漁獲物早日呈現在市民的眼前。」石卷市水產課的及川先生做了以上表示。石卷漁港

擁有號稱東太平洋最長的碼頭，更是日本東北部重要的漁港之一，但是，這次仍然抵擋不了大

地震以及大海嘯的肆虐。在漁港正前方有一長達 650 公尺象徵石卷魚市場的看板建築物，藍色

的屋頂相當顯眼，整體建築被 27 根大柱子所支撐，然而這些柱子卻全部倒塌或折斷。一旁的

電線桿也傾斜倒塌，又因碼頭下沉約一公尺之故，柱子也沉浸在水中。在魚市場後方的水產加

工團地內大多數的冷凍庫、加工廠等不是牆壁破損就是玻璃破裂、散落一地，除此之外，到處

都可見清也清不完的爛泥巴。 

漁船方面，雖然大型的圍網船、近海底拖網船逃過一劫，但是，沿岸的小型船隻卻遭受

重大的傷害。漁具、生產機具等被沖走、生產這些機器設備的企業也遭受重大的災害。魚市場

週邊因停電之故，幾乎所有工作都無法順利進行，及川先生說「無法製冰、冷藏或冷凍都被迫

動彈不得，即使有漁獲也無法流通販賣。」及川先生每天早上都吃生魚片，至今已多日未吃魚

了。他說「像我這樣每天都必須吃魚的人大有人在，應該儘早恢復提供漁獲物的態勢才對。」

另一方面，及川先生也說「當前，政府正忙著處理往生者的遺體以及避難所的相關工作，人手

極度不足是目前災後地區的情況。」 

僱用確保･邁向重建：加工廠每天都有載運漁獲的大小車輛進進出出，這是昔日的景象。

以前每天可以生產 100 公噸以上加工能力的機器類已被一一拆除並擺在加工廠前面，那是因為

工廠內目前正在進行清除污泥作業。木村昌視會長表示，「這些被清除的汙泥經過乾燥之後將

重新被用來當作工廠修復的原物料資源。」木村會長的公司員工約 40 人，其中年齡超過五十

歲或是無法離開石卷市的員工，若要到別的地方覓職會是一大問題，因此，公司將尋找新進人

才邁向重建之路。另外，相關公司的日和冷藏也同意如此的做法，理由之一便是「地方上根深

柢固的公司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無論是誰都想留在水產業：業界所發起的「復興水產業的行動」已經啟動了。災後約二

週的 3 月 24 日，漁會或魚市場、買賣人合作社、市或工商議會等幹部集合召開所謂的「石卷

水產業再建宣言」研討會，目標當然是早日恢復海上捕撈作業。到了 3 月 30 日，水產相關的

業者約 120 人集合召開「水產復興」會議，以清除瓦礫做為第一要務，並做出「石卷再生」之

決議案。 

石卷漁港附近的景象「宛如另外一個城市」似的，整個市容已經變了樣，相關人員都抱

持著「恢復到底要花多少年呢?」、「可能恢復嗎?」等不安的口吻。但是，若從復興會議的討論

內容就可以看出，無論是誰都想繼續留在石卷市打拼的意願。誓言「再建」的木村會長說「無

論恢復要花多少年，還是得拼命去做。一步一腳印、從掃除泥巴開始、從清除瓦礫開始，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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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才有希望，愛拼才會贏。」 

以海相連相互支援 

四月初，石卷港的大型碼頭停靠著一艘大型的遠洋圍網漁船「第二八興丸」(349 噸級)。

經採訪現身該船甲板的大副押元千曉先生，他說「從燒津港出航到石卷港進行救援物資的卸

貨，由於石卷漁港遭受重創無法靠岸之故，因此，只能取得停靠港灣的許可。」第二八興丸漁

船根據地是燒津港，南方漁場以鰹魚、鮪魚為主要漁獲對象。所屬公司為八興漁業(股)，總公

司在石卷市，今天該漁船停靠在石卷港的主要任務包括幫忙總公司的災後清理工作，以及確認

船員們的家屬是否安全等。總公司位在海邊附近，幾乎處在壞滅的狀態，可喜的是，公司員工

都安然無事。押元先生說「大家都期盼趕快恢復以及重建」。 

遠洋圍網船的船員來自日本東北地方的比例相對比較高，這次的災害，如同第二八興丸

進行自力救助者非常多，而且以遠洋圍網船進行搬運救援物資的較多。第二八興丸的漁場雖然

在遙遠的海外，但是，海洋卻彼此相連接，同為討海人，當災難來臨時，唯有彼此互相幫助、

支援才是正確而且該做的事情。 

對核污染水產品所造成的心理不安：押元先生當高中畢業之後便進入二年制的專科學

校，從 23 歲開始就來到第二八興丸漁船。現年 29 歲的押元先生，他說「石卷市是一漁業的城

市，當然要先從漁港再建出發。」碼頭是「船員們跟家屬會面以及物資搬運的地方。也是海洋

與陸地相連接的地方，更是水產業非常重要的場所。」不過，就今後不安的材料來說，例如核

能發電廠爆發釋放出大量或高濃度的放射線物質將讓水產品遭受到污染產生危險。另外，該公

司除了擁有遠洋圍網漁船外，還擁有近海底拖網船、秋刀漁船等，就放射線物質的汙染影響來

說，只要是從事漁業經營者，有誰不擔心呢。 

首要課題是漁港的再建 

日新丸派遣行動到了 4 月初所要取材或發表的內容包括(1)參加這次派遣行動的相關人員

對於漁港恢復的看法；(2)災區水產相關業者對災後重建的意向；(3)行政支援的動向等。吾人

從「災後日本東北地區水產復興一步一腳印」連載當中不難看出，災後災區確實已經加快腳步

朝水產業恢復邁出了一大步，但是，至今仍未從陰霾中走出或根本不想再動的人也不少。巨大

的海嘯，其威猛確實令人難以想像，因此，無論是誰想要保有與之前同樣狀態的事、物已經不

可能了。船隻被捲走、流失，設施遭受破壞、房子不見了，家人死傷、妻離子散，美好家園已

變成瓦礫堆、到處可見斷垣殘壁。「還不是恢復的時候」、「還不是談漁業的時候」…，太多的

無奈也讓人不免失去恢復家園與事業的信心。 

災後約經過了一個月，政府方面傳來「想要用舊制度來恢復是不可能的信息」。就災區來

說「從糧食供給的角度來看，政府的計畫當然會以水產業的恢復作為優先考量，因此會採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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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間的訴求而訂定制度。」當然，就水產相關業者來說，也應該提出或呼應政府更具前瞻性

的政策出爐。 

就日本來說，已經很久沒有看到如此一致性的政策決策了。在災區，我們看到來自全國

各地甚至是海外的救援人士、募款金、救援物資等。雖然說「這是一個價值觀多樣化的時代」，

但是，災後再次確認社區生活的重要性。例如，相互幫助的溫暖、糧食的捐贈等。今後，日本

水產業要如何恢復，政府大膽政策若要通過實施，必須參考來自普羅大眾的聲音與訴求才對。 

海水、水產品中放射性物質的含量 

日本福島核電廠爆炸所放出的放射線物質對海水或海洋中的漁獲物到底影響有多大，是

否要擔心遭受放射線物質的汙染呢?日本東京海洋大學石丸隆教授的說明如下。 

從 3 月 25 日開始，日本海洋開發機構所屬的學術研究船「白鳳丸」號，選定福島縣距離

陸地 30 浬的海面作為觀測站。當天(3 月 25 日)的濃度為福島第一核電廠附近海面的表層每千

分之一公升(1CC)被測出含有 0.059Bq(Becquerel)或 0.059Sv。若以濃度來考慮，其實這樣的

檢出量應該不是來自汙染的海水所引起的。一般認為，這應該是來自第一核電廠 3 號機爆炸後

放射線物質擴散至空氣中並降落至海水中的量，因此，3 月 25 日之後含量便急速下降。另外，

愈靠近沿岸濃度也愈高。亦即，在沿岸附近約 1～2 浬之內，污染水源將隨著陸地一路南下，

預估將到達茨城縣的北部地區(這是根據調查海水的移動速度，一天大約移動 5～10 浬所進行

的推測)。 

對水產漁獲物進行檢測後發現，每公斤的銀魚約含有放射線物質 4080Bq 的問題，石丸

隆教授表示，根據日本水產廳或海洋生物研究所的資料顯示，小型魚的放射線物質(碘的同位素)

之濃縮係數大概在 1～10 左右。若以最高的係數 10 倍來計算，10 倍為 4080Bq，那麼每千分

之一公升(1CC)應該約含有 0.4Bq 的程度，這樣的海水必須流至平潟，否則銀魚應該不可能被

檢驗出含有 4080Bq 的放射線物質。亦即，海水在流至平潟的期間內大概只稀釋 125 倍而已。

問題是，這樣的濃度只是一時性的，高濃度的汙染水源已經停止排放，往後含量將會持續下降。 

此外，在 4 月 4 日於北茨城市海面也檢測出銀魚每公斤含有放射線物質(銫的同位

素)526Bq，同樣的，經過生物濃縮的倍率換算，大概只有 2.5 倍而已，就濃縮率來看是屬於低

值。石丸隆教授進一步表示，食品中的放射線物質濃度基準限制相當嚴厲，這次在北茨城海面

從銀魚身上所檢測出的含量算是低標，而且在此一時期，銀魚的幼魚都在表層洄游，因此會被

檢測出比較高的含量。只不過，高標乃是一時性的，如果污染水源沒有繼續排出，濃度應該會

持續下降才對。至於大型的洄游魚類，難免還是會有擔心的聲音，但是以目前的狀態來看，即

使多少會有生物濃縮的現象發生，不過要在短短的一、二個月內超過基準值，應該不會發生才

對。從數據看，此一污染水源要飄流至日本房總海面的機會相當少，而且海水中的濃度或是魚

類中的濃度也會慢慢減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