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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漁 業 資 訊 

阿根廷聯邦漁業委員會通過 

提前關閉南緯44度以北漁場 

阿根廷聯邦漁業委員會日前無異議通

過，提前在 8 月 10 日關閉南緯 44 度以北漁

場，該項決定主要參考阿根廷漁業研究暨發

展中心海上調查結果，該結果顯示阿魷族群

量已經過低。 

阿根廷漁業研究暨發展中心研究人員

在該海域進行 2 航次海上調查，主要研究夏

季產卵群以及巴塔哥尼亞系群族群量，經過

實際調查後建議聯邦漁業委員會提前關閉漁

場，以保育阿魷產卵親魚量。 

根據官方統計資料顯示，今年阿根廷漁

船阿魷捕獲量估計為 64,777.1 公噸，較去年

同期之 29,637.6 公噸增加 118.5%。（於仁

汾，譯自 FIS-World News，2011/8/8） 

要求福島退還部份入漁費 

福島執委會討論決定不退 

部分漁船對於福島今年改變入漁費退

款政策表示不滿，福島執委會在收到漁船申

請退款案後，並經過充分討論後決定不退

款，其主要原因為今年福島入漁費收取依照

作業期間不同而有不同比例，二月中到三月

中佔入漁費 5%、三月中到五月中佔入漁費

80%、五月中到六月中則佔入漁費 15%，漁

船可依照需求申請不同期間入漁，但參加入

漁最少要繳交三月中到五月中之入漁費(總

入漁費 80%)。 

以往入漁費計算僅依照捕獲量作為計

算基礎，但是今年則考慮到漁獲價值，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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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獲量仍無法達到 10 萬公噸，但去年漁季福

島海域內阿魷捕獲量僅有 12,000 公噸，今年

則回升至 80,000 公噸，且國際市場價格仍處

在高檔，因此福島拒絕退還部分入漁費。（於

仁汾，譯自 MercoPress，2011/8/6） 

狗鱈加工品出口稅降低 10%至 5%，以

狗鱈為加工原料之產品出口稅從先前 10%降

至 1%，主要考量到狗鱈產品加工需要高成

本人力以及加工繁瑣。 

魷魚產品出口稅由先前 10%降低至

2.5%，魷魚魚漿以及清理後魷魚出口稅從先

前 10%降至 1%，蝦類出口稅從 10%降至

5%。（於仁汾，譯自 FIS-World News，

2011/8/4） 

阿國總統日前正式簽署發布 

部分水產品將享出口稅優惠 

阿根廷政府日前正式宣布，狗鱈、蝦類

以及魷魚等水產品出口將享有半年出口稅降

低優惠。 

國 際 魷 業 動 態 

日本 

赤魷 

今年年初共有 65 艘作業船出海捕撈赤魷，但現在僅有 27 艘仍在作業，目前平均每船

捕獲量為 25-30 公噸，總捕獲量估計在 700-800 公噸，漁獲量與年初相較可能減少高達 3,450

公噸，作業船數減少原因為部分漁船離開日本海至其他海域作業。 

8 月 1 日有 6 艘作業漁船在八戶港共卸售 12,681 箱赤魷，拍賣價格下滑，11/15 尾裝拍

賣價格為 6,300 日圓，年初拍賣價格約在 4,810-4,860 日圓。 

日本魷 

7 月 29 日有 1 艘作業船進八戶港卸售 5,911 箱漁獲，其中 5,554 箱為塊凍，8 月 4 日

有 2 艘作業船進八戶港共卸售 10,874 箱漁獲，其中 10,702 箱為塊凍，31 尾裝以及 36 尾裝

拍賣價格都在 2,000 日圓以下。 

西班牙 

第 31 週加利西亞市場鎖管交易量為 5.88 公噸，較第 30 週之 6.04 公噸減少 3%，市場

價格則由每公斤 7.35 歐元上漲至每公斤 7.71 歐元，價格漲幅為 5%。 

馬德里市場鎖管各規格交易價格為 S 級(18 公分以下)每公斤 5.1 歐元、M 級(18-25 公

分)每公斤 5.4 歐元、L 級(25-30 公分)每公斤 5.5 歐元、XL 級(30 公分以上)每公斤 5.6 歐元；

阿根廷魷各品項交易價格為淨後胴體 24/30 公分每公斤 3 歐元、淨後胴體 20/24 公分每公斤

2.8 歐元、淨後胴體 15/20 公分每公斤 2.8 歐元、18/22 公分胴體每公斤 2 歐元、23/28 公分

胴體每公斤 2.2 歐元、28 公分以上胴體每公斤 2.8 歐元、魷圈每公斤 2.1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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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 

統計資料顯示，6 月鎖管漁獲量僅 11.43 公噸，較 5 月捕獲量高但較去年同期減少 51%，

累計至 6 月鎖管漁獲量為 44.1 公噸。 

海關統計資料顯示 6 月鎖管出口量為 1.8 公噸，出口值為 7,627 美元，累計鎖管出口量

值分別為 23 公噸與 52,030 美元。 

福克蘭群島 

福島漁業局統計資料顯示，7 月鎖管捕獲量為 7,076 公噸，遠高於 6 月 11 公噸，但與

去年相較減少 36%，其中福島籍漁船捕獲 6,640 公噸、西班牙漁船捕獲 427 公噸、韓國籍漁

船捕獲 9 公噸。 

累計至 7 月福島海域魷魚及鎖管捕獲量為 101,908 公噸(魷魚 79,381 公噸、鎖管 22,527

公噸)。 (於仁汾，摘譯自 FIS-Market Reports， 20111/8/10) 

國 內 漁 業 要 聞 

今年首批秋刀魚豐收進港 

陳主委赴高雄為國人迎鮮 

今年第一批遠洋秋刀魚船載著滿滿的

魚貨返航了！農委會主委陳武雄關心今年秋

刀魚產業狀況，於 7 月 29 日到高雄市前鎮漁

港視察秋刀魚貨返國卸魚之情況，陳主委除

強調應確保秋刀魚之安全無虞外，並指示漁

業署應盡力協助業者更順利將魚貨推廣至國

內外市場，去年我國秋刀魚年產量約 16 萬 5

千公噸，年產值約 40 億元，除供應國內消費

外，主要外銷大陸、韓國等地。另秋刀魚已

列入 ECFA 早收清單，本年 1 月 1 日起，秋

刀魚大陸進口稅率已從 10.5%降為 5%，截

至 6 月底止台灣外銷數量為 1,628 公噸，價

值 121 萬美元，較去年同期之 227 公噸，價

值 14 萬美元，成長 7 倍以上。 

陳主委表示，為確保消費者食魚安全，

消除日本福島核災影響我國秋刀魚漁船傳統

作業漁場之疑慮，農委會於本（100）年 5

月份指派水產試驗所之水試一號試驗船赴我

漁船作業漁場進行採樣工作，確認我秋刀魚

作業漁場無輻射汙染後，始准許我秋刀魚漁

船赴漁場作業；水試一號試驗船 7 月份計採

11 件秋刀魚、6 件浮游動物及 18 件海水樣

本，經原能會核能研究所檢測均未檢出人工

核種。今年第一批秋刀魚魚貨已由常順號運

搬船載運返台，本次轉載 8 艘漁船漁獲，其

中 6 艘漁船秋刀魚樣本已於海上交由水試一

號試驗船帶回，餘 2 艘漁船秋刀魚樣本經檢

測亦未檢出人工核種，證明我國漁船所捕撈

之秋刀魚是安全、優質的漁產品，請民眾安

心食用。 

陳主委說，本年 3 月 11 日東日本大地

震引發海嘯、核災等複合式災害，重創日本

當地包括秋刀魚在內之沿近海漁業，而我國

秋刀漁船所捕撈漁獲正可發揮替代供給效

果，預期今年產量及魚價應亦會有不錯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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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而我國派遣水試所水試一號赴漁場採取

魚體及水體樣本檢測有無輻射汙染的積極作

為，亦受韓、日等鄰近國家之讚揚及肯定，

對我國秋刀魚產品更具市場信心。（轉載自漁

業署網站） 

專 題 報 導                 近期日本秋刀魚漁業概況及漁況預報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蕭玉田 

取材自朝日新聞社地方報導 2011 年 08 月 3~9 日 

今年的秋刀魚漁業已逐漸步入熱鬧的漁季了，主力的秋刀魚棒受網漁船(10～20 噸未滿)

在 8 月 2 日已經解禁，捕獲量號稱日本第一的根室・花咲港以及釧路港等道東港口，幾乎都

同時出港捕魚。今後，預定在 8 月 5 日為中型船隻，15 日則為大型船隻將陸續解禁。雖然如

此，東日本因為大地震以及海嘯之故，多數的漁船在三陸地區受創甚深，能夠出海捕魚的船

隻將比往年少。另外，由於核電廠爆炸之故，放射線污染所導致的疑慮以及不安一直烙印在

全體國民心中，更是全體漁民內心的痛。在這樣的氣氛中，想要跨出「復興的第一步」非得

從秋刀漁業開始不可。 

棒受網漁業開始解禁 

根據全國秋刀魚棒受網漁業合作社的消息指出，今年的出海船隻數目比去年少了 18 艘，

剩下 145 艘左右。雖然能夠出海捕魚的船隻大約減少 10%，但是由於漁獲能力不錯的大型船

隻(100 噸級以上)，全部共 58 艘中將近有 14 艘無法動彈，當然無法出海就沒有漁獲可言，

漁獲量減少已經無法避免。全秋連的專務石部善也說「雖然很擔心到底大災難之後會變成怎

樣，然而可以確定的是，在漁民以及造船業者等的努力之下，出海捕魚的船隻將會增加。」 

漁具流失 

「宮城縣石卷市的第 35 神榮號(19 噸級)漁撈長杉山義彥先生勢必要死心了吧。」又說「或

許可以到放射線物質污染比較少而且比較令人放心的道東去從事秋刀魚捕撈事業。」於是，

乾脆就搬到根室市受災害者的住宅去住，再整頓一些漁具以及順便檢修船隻設備，又從石卷

市找來 6 位幫手，準備時間一到便出海捕魚。  

災害當時，因為出海捕魚才讓船隻躲過一劫，但是，光是整裝集魚燈就要花費數千萬日

圓，而且也要整補捕魚的網具，其次是「一邊修理船隻，一邊調度中古船隻，許多漁民都還

處在失去親人的悲憤之中，為了化悲憤為力量，以及不想輸給天災，不得不站起來重新出發

或出海捕魚。」 

另外，漁民或加工業者、通路業者或消費者，大家最關心的莫過於核能事故的影響。在

北海道，已經實施二週的時間進行秋刀魚或漁獲物之放射線物質檢查，日本水產廳在 8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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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後，也針對棒受網漁船所捕獲的秋刀魚進行每週一次的檢查，在北海道的檢查，目前都

未超過放射線暫定基準。 

雖然如此，水產加工業者的煩惱卻沒有因此而降低。宮城縣的氣仙沼或女川等日本國內

首屈一指的漁獲量卸貨大港，卻因為受到嚴重的災害，水產相關設備之復原仍然還是未知數，

因此，秋刀魚的入港卸貨一般推測應該會選擇在道東。然而，問題卻出在道東的冷凍設施或

冷凍能力上，因為規模太小，冷凍能力有限。 

即使秋刀漁業非常順暢的進行，但是只要檢測結果超過公告的基準值時…。到那個時候，

已經貯存在冷凍庫內的在庫冷凍秋刀魚即使檢測值低於標準值，也將因此而遭受到連累、想

賣也賣不掉，到那個時候，才是最令人擔心的事態。 

在厚岸町經營水產公司的磯田順治社長表示，「為了消費者，當然必須有所謂的在庫量(冷

凍漁獲)，但是，放射線物質污染問題，卻讓問題浮上檯面。」今年對秋刀魚的相關業者來說，

的確是最具挑戰性的一年。  

2011 年西北太平洋秋刀魚長期漁海況預報 

根據日本東北區水產研究所之資料統計結果，就漁況來說，8 月時的漁場在各海域形成

的魚群模樣雖然非常低迷，到了 9 月應該會向上發展才對。另外，9～10 月雖然以大型魚為

主體，但是，在漁季初期以及後半期會以中、小型魚的混合狀況居多。 

就海況來說，親潮的第一分支其發展的形式相當偏北，第二分支的發展則稍稍偏南，因

此，推測道東沿岸的海水溫度比較高，而外海之處的海水溫度比較低。另外，在三陸海面由

於暖水塊之影響，推測海水溫度應該會稍微偏高一些。 

再者，根據東北區水產研究所在 6～7 月所進行的漁期前調查之資料顯示，在西北太平洋

東經 160 度以東的海域，秋刀魚的魚群模樣(漁獲總數)非常濃厚(多)，相對的，東經 160 度

以西的海域，秋刀魚的魚群模樣就比較稀薄(少)。最重要的是，這次的研究調查，模擬作業

的漁獲量比去年還要多，而且進一步推測，到了 9 月之後，上述魚群將會靠近東經 160 度以

西的海域。 

就調查資料顯示，東經 160 度以西的海域秋刀魚數量比較少，中、小型魚體比率偏高。

至於東經 160 度以東的海域，數量比去年多，體型以大型魚居多。 

秋刀魚漁況預報的補充說明 

包括對象海域、對象漁業、資源狀態、來游量、魚體大小、漁期以及漁場等。 

就對象海域來說，以北太平洋為主(從道東海域～三陸海域) 

就對象漁業來說，以秋刀魚漁業為預報對象。 

資源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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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資源狀態來說，獨立行政法人水產綜合研究中心東北區水產研究所，通常會在每年的

6～7 月就北太平洋的日本海～西經 177 度所包含的海域內，利用中層拖網進行秋刀魚的漁期

前調查，並進一步分析資源量的多寡(2004～2010 年的調查海域只到西經 165 度) 。從日本

海～西經 177 度的推測資源量(重量)分別為，2007 年 201 萬公噸，2008 年 398 萬公噸，2009

年 269 萬公噸，2010 年 135 萬公噸，可以看出已經連續 2 年下降，但是今年又回復到 253

萬公噸，漁獲水準只比 2009 年稍微下降一些而已。 

另一方面，若從截至去年為止的日本船隻的秋刀魚捕獲量來推測，2007 年為 29.5 萬公

噸，2008 年 34.3 萬公噸，雖然也沒有達到過去 10 年的最高水準，而且 2009 年 30.8 萬公

噸以及 2010 年 19.3 萬公噸也連續 2 年下降。還有，漁場的秋刀魚密度指標是以秋刀魚棒受

網船的 CPUE(每 1 網次的漁獲量：公噸)做為參考依據，此項調查結果在 2007 年以及 2008

年時分別為 4.5 公噸以及 5.1 公噸，可以說是高水準，但是到了 2009 年降為 3.4 公噸，2010

年更降低到 2.3 公噸。如此一來，北太平洋的秋刀魚資源量在 2008 年時是過去 10 年來的最

高值，2009 年以後的資源量指標一直處在低標位置(或下降)，應該可以推測資源量已經降低

了。就今年的漁期前調查資料來看，資源量推測會比去年多，但是仍然低於 2009 年，而且

可以推測應該無法回復到 2007～2008 年的高水準。 

來游量 

就來游量來說，從東北區水產研究所每年所進行的漁期前調查結果分析得知，6～7 月在

日本沿岸的秋刀魚數量很少，而且很明顯的可以看出東經 155 度以東的海面分布的數量比較

多。還有，在漁期當中秋刀魚棒受網的 CPUE 在 9～10 月時達到最高峰，而在 6～7 月調查

時，分布在各個海域的秋刀魚群，到了漁期時洄游到道東～三陸海域，一般預估今年的漁況

應該相當好才對。因此，來游量可以從漁期前包括漁場外所進行的各項調查結果來進行預測。 

2011 年 6 月～7 月在東經 143 度～西經 177 度的海域，東北區水產研究所利用北海道教

育廳的北鳳丸進行中層拖網的漁況調查結果顯示，秋刀魚主要在東經 163 度以東被捕獲，東

經 160 度以西的日本沿岸其捕捉到的秋刀魚數量非常少。2008 年以前在 155 度以東的魚群

分布非常多，今年應該與去年類似，分布還是會偏向海域東側。在東經 143 度～西經 177 度

海域的推測資源量，以重量來計算約在 253 萬噸左右，這已經比去年的 135 萬公噸大幅的回

升。用尾數的方式計算約為 286 萬尾，也比去年的 138 萬尾大幅上升。 

釧路水產試驗場根據北辰丸的調查資料顯示，調查海域在北緯 40 度 30 分～46 度 30 分

以及東經 149 度 30 分～162 度 30 分利用流刺網進行漁場以及漁況調查。結果為，流刺網一

幅網面的漁獲尾數約 9.0 尾，比去年的 7.6 尾稍微上升。還有，根據獨立行政法人水產綜合

研究中心之開發調查中心從 6 月 1 日以後，已經利用與去年相同的船隻數五艘(作業船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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艘、運搬船 2 艘)進行秋刀魚棒受網之試驗操作。調查開始後一個月，平均每一艘試驗操作船

約捕撈 300 公噸的漁獲量，約為去年的 1.2 倍。另外，比較每年的 6 月份之漁場後發現，去

年的漁場幾乎都在東經 160 度以東形成，今年 6 月份從上旬～中旬在東經 159 度附近，中旬

～下旬卻在東經 156～157 度左右形成，漁場位置跟去年相比較，在稍微偏向西側的沿岸形

成。 

如上述之模樣，今年的漁期前所進行的調查結果，若跟往年(2008 年)相比，在外海上的

秋刀魚比在沿岸附近的秋刀魚還要多，雖然與去年一樣比較偏向東側，但全體預估無論是資

源重量還是資源尾數都要比去年大幅增加。假設漁場稍微偏向東側，從外海南下的魚群將會

增加，加入漁場的魚群比率則會隨之減少，那麼來游的時間可能會稍微延遲。以去年來說，

漁季初期，漁場在外海形成，而且來游量非常少，以致於到了 8 月～9 月上旬的漁況模樣非

常低調，到了 9 月中旬過後以旬別統計計算結果，發現 9 月的漁獲量好不容易超越 1.5 萬公

噸。但是，今年所推估的資源量本身除了比去年大幅增加外，漁場分布也跟去年沒有差太遠，

因此，『來游量推估會比去年多很多』。 

另外，今年的漁場分布也是稍微偏向東側，漁期開始的漁況模樣雖然也很低調，但是因

為來游量會比去年大幅增加之故，來游時間應該比較早，一般推測 9 月上旬～中旬魚群游向

漁場的來游量將會增加。 

魚體大小 

就魚體大小來說，以往年為例，6 月～7 月根據東北區水產研究所的漁期前所進行之調查

發現，只要調查海域全體一歲魚的比率比較高的那一年，從 8 月以後棒受網漁獲物的大型魚

比率就愈高。2011 年 6 月～7 月東北區水產研究所所進行的漁期前調查，利用拖網所捕獲的

秋刀魚，調查海域全體一歲魚(27cm 以上)的尾數比率為 50%比去年(73%)還低。但是，今年

的一歲魚的推估資源尾數為 141 億尾是去年 101 億尾的 140%，尾數多出甚多。另外，就魚

群的分布來說，東經 160 度以西雖然只捕獲到少數的大型魚，但是從東經 160 度以東(東側)

根據調查海域別的一歲魚的尾數比率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幾乎所有的海域一歲魚都占半數左

右。 

7 月中旬～下旬釧路水產試驗場根據北辰丸的流刺網調查結果顯示，東經 157 度 30 分以

東只捕獲到大型魚，反而在東經 155 度 30 分以西大型魚的比率非常低(1%)，幾乎都是未滿

27cm 的零歲魚。還有，從 6 月之後，根據開發調查中心所進行的秋刀魚棒受網試驗操作的

結果顯示，漁獲物中仍然是以 1 歲魚為主體。但是，比操作的海域還要再往南的海域(北緯

40～41 度)進行漁況探索時，以體長 8～25cm 的零歲魚居多，不是調查對象的零歲魚其分布

海域也同時被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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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的調查報告顯示，海域別的魚體組成經過整理之後，分布量比較少的東經 160

度以西之海域，除了捕獲大型的一歲魚外，中小型的魚比較多。還有分布量比較多的東經 160

度以東之海域，零歲以及 1 歲魚混獲在一起。只不過，調查海域全體 1 歲魚的推估尾數比去

年多出甚多。 

從以上的調查結果顯示，漁期初期在西側海域的秋刀魚分布量比較少，而且零星魚群也

跟著被捕獲，無論是大型魚還是小型魚通通出現在漁獲物之中。魚群從東經 160 度以東的海

域加入，伴隨著大型魚的比率增加，漁獲物對象的大型魚成為主體。但是，到了漁期後半，

與往年相同中小型魚的南下會延遲一些，中小型魚的比率將會再度增加。 

漁期及漁場 

就漁期以及漁場來說，秋刀魚漁場與表面水溫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近年來(過去五年之

間)100 噸級以上的秋刀棒受網漁船解禁後的 8 月下旬，漁場的平均表面水溫約在 15℃前後。

7 月下旬的此時，道東海面水溫約在 14～15℃，往年到了 8 月下旬水溫還會再上升，今年的

道東海域的表面水溫 7 月下旬時比去年還要高，根據日本氣象廳的海面水溫・海流的一個月

預報(2011 年 7 月 21 日～8 月 20 日)資料顯示，到 8 月中旬左右道東海域的表面水溫預估會

稍微偏高。 

另外，親潮第二分支的展開會呈現稍微偏往南邊的傾向，海域的表面水溫因為比較低，

從東側洄游而來的的魚群很容易沿著第二分支南下。從以上之論述，100 噸級以上的秋刀魚

棒受網漁船解禁(8 月 15 日)後的漁場，與去年一樣，從擇捉島南邊海域沿著親潮第二分支在

東側的海域形成漁場。 

現在，三陸海域有暖水塊，此一暖水塊預估今後仍然會停留一段時間，因此，推測三陸

海域的水溫會比較高。此一海域的漁場形成大約延遲了一旬的時間，預估會在 10 月中旬左右。 

2011 年度東北海區海況預報第一號(8~9 月) 

今後之預測，包括(1)近海的黑潮其北限位置預測相當偏南(北緯 35 度 20 分以南)，而暖

水塊的位置與往年差不多(北緯 38度 40分～40度)(2)下北半島海域的暖水塊預測呈現停滯的

狀態(3)親潮第一分支的展開相當北偏(北緯 41度 40分～42度 50分) (4)親潮第二分支的展開

稍微南偏(北緯 38 度 30 分～39 度)(5)津輕暖流向下北半島東方展開，與往年相比較預測會稍

微弱勢一些(東經 142 度 30 分～東經 143 度 10 分)。 

7 月下旬之現況包括(1)近海的黑潮其北限位置相當南偏(北緯 34 度 40 分)，而暖水塊的

位置與往年差不多(北緯 38度 50分)(2)暖水塊距離下北半島海域約 210公里(3)親潮第一分支

的展開相當北偏(北緯 41 度 40 分) (4)親潮第二分支的展開稍微南偏(北緯 38 度 40 分以南)(5)

津輕暖流向下北半島東方展開，與往年差不多(東經 142 度 4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