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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漁 業 資 訊 

西班牙船隊遭阿國海軍攔檢 

該處屬烏阿共管區引發爭議 

阿根廷海軍最近針對從蒙特維多出港準

備進入福克蘭群島海域作業的西班牙魷釣船

進行全面攔查，即使這些魷釣船航行的海域

在烏拉圭及阿根廷共管水域內，仍受到阿根

廷海軍的攔停。 

阿根廷政府已經公告進出該國海域航行

漁船必須事先申請並取得核准，因此外國籍

漁船大多繞行南下避免進入阿根廷海域，但

今年阿根廷海軍開始對烏拉圭及阿根廷共管

之拉普拉塔河口海域進行攔檢西班牙船隊，

引發相當大爭議。 

遭攔檢的西班牙漁船船長表示，阿根廷

巡邏艦攔停後會登船詢問漁船所有詳細資

料，並警告船隻應先依據阿根廷 256/2010

號規定取得特殊通行許可才能航行在此區

域，否則將會處以罰款，但是目前阿根廷官

方並未對任何西班牙漁船進行罰款或是採取

其他法律行動。 

目前西班牙船隊寄望烏拉圭政府能提出

解決方案，讓漁船能沿運河進入公海，但烏

拉圭運河牽引設備不足，使利用運河通行的

方法非長久之計，西班牙船隊所屬公會希望

阿根廷能遵守國際海洋法中有關船舶之無害

通過的規定以避免紛爭。（於仁汾，譯自

MercoPress，2011/10/24） 

阿根廷水產出口量小幅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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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值較去年同期增加10% 

累計至 9 月底，阿根廷水產品出口量達

到 316,267 公噸，累計出口值為 9 億 8,770

萬美元，出口量較去年同期之 317,745 公噸

下滑 0.5%，出口值卻較去年同期增加

10.3%。 

水產品出口量中有 218,295 公噸為魚

類，其出口值為 5 億 2,780 萬美元，蝦貝類

及軟體動物則為 97,972 公噸，出口值為 4

億 5,990 萬美元。 

單項產品出口中以狗鱈 2 億 6,330 萬美

元(94,720 公噸)為最高，其次以出口量排序

為蝦類出口值 2 億 9,830 萬美元(47,992 公

噸)、阿根廷魷 9,560 萬美元(43,426 公噸)、

福氣魚 4,340 萬美元(18,825 公噸)、鯷魚

2,010 萬美元(10,392 公噸)、扇貝 5,710 萬

美元(5,016 公噸)、河魟 1,040 萬美元(4,842

公噸)、明太鱈 1,740 萬美元(4,138 公噸)、

比目魚 970 萬美元(1,904 公噸)。 

西班牙仍是阿根廷水產品最主要的外銷

市場，累計輸銷量達到 63,753 公噸，交易金

額達到 2 億 7,320 萬美元，其次為巴西

38,472 公噸(1 億 1,580 萬美元)、義大利

20,016 公噸(8,653 萬美元)及美國 13,451 公

噸(6,640 萬美元)。（於仁汾，譯自 FIS-World 

News，2011/10/24） 

美國NOAA聽證會正式宣布 

新英格蘭海域資源成功復育 

日前美國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官員

在國會聽證會上說明新英格蘭州底魚資源管

理成效，宣布該州漁業管理已經達到設定目

標，美國官員在聽證會上主要針對永續及長

期漁業管理成效、由上至下個別管理制度回

顧以及未來管理提案等進行說明，NOAA 官

員說明在與漁民成為夥伴關係管理之目標，

主要設定在確保工作機會、創造漁業社區獲

利以及保育水產資源。 

新英格蘭州是漁業過漁魚種最多的一

州，透過簡化管理讓漁民參與管理制定，以

尋求漁民主動配合管理措施，在 2006 年麥

格努森史帝文法案重新授權後，透過限定漁

獲量以及州漁業管理委員會的合作，讓漁民

有更大彈性在漁獲限額下進行經營調整。 

2010 年新英格蘭州就 20 種管理魚種中

設定 18 種漁獲限額，漁民依照漁獲配額進行

捕撈並作經營調整，混獲情況也連帶獲得改

善，但並非所有漁業都順利度過管理陣痛

期，針對這些漁業，美國 NOAA 將與州政府

合作以解決漁民經濟上的問題。 

對於漁獲限額設定的科學資料，部分漁

民質疑這些資料的正確性，因此 NOAA 特別

針對漁獲資料蒐集提出研究計畫，但也相對

增加管理成本。 

最後 NOAA 官員表示，漁業資源變化快

速，因此管理以及漁業調整也必須快速應

對，NOAA、州漁業管理委員會以及漁民之

間未來仍須有更好的溝通機制，對於漁民所

面臨的經濟問題也應對此進行了解以協助解

決。（於仁汾，譯自 FIS-World News，

201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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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魷 業 動 態 

西班牙 

第 41 週西班牙加利西亞市場鎖管交易量增加 89%，從第 40 週之 1.48 公噸增至 2.78

公噸，市場價格從每公斤 11.5 歐元跌至 9.14 歐元。 

馬德里市場重要冷凍魷魚第 41 週交易量變動情形如下：鎖管 10.3 公噸(第 40 週為 16.1

公噸)，各規格交易價格為 18 公分以下 5.5 歐元/公斤、18-25 公分 5.7 歐元/公斤、25-30 公

分 5.8 歐元/公斤、30 公分以上 5.9 歐元/公斤；美洲大赤魷 2.8 公噸(第 40 週為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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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歐元/公斤。 (於仁汾，摘譯自 FIS-Market 

Reports， 2011/10/19) 

國 內 漁 業 要 聞 

油污染事件漁業署採取措施 

以維護漁民權益及漁業資源 

有關巴拿馬籍瑞興輪於 100 年 10 月 3

日凌晨於基隆外海擱淺，造成漏油污染海洋

事件。漁業署表示，為維護漁民權益，立即

通知基隆及新北市市政府佈設攔油索，防止

油污入侵港區，並透過漁業電臺通知漁民，

避免到事故海域作業，同時請漁會協助漁民

保留漁業損害證據，另委託臺灣海洋大學立

即前往受污染海域採集海水、底質樣本，並

蒐集生態及漁業資源損失證據，協助漁會分

析漁民作業損（害）失，作為未來公、私部

門求償之依據。 

立即啟動應變措施 

漁業署說明，巴拿馬籍瑞興輪於 100 年

10 月 3 日凌晨擱淺於基隆外海，造成基隆市

外木山漁港經大武崙漁港至新北市萬里漁港

間海域之海洋油污染事件，該署於接獲通報

後，立即派員進駐環保署成立之緊急應變中

心，並立即辦理下列應變措施： 

1.立即通知基隆市及新北市政府於外木山、

大武崙及萬里漁港佈設攔油索，防止油污

入侵港區、擴大受污染範圍。 

2.透過基隆漁業電臺通知漁民避免到事故海

域作業。 

3.請金山、淡水、萬里及基隆區漁會，如有

漁業方面受損，協助漁民保存損害證據，

俾作為日後向船東求償依據。 

委託海洋大學進行海域及漁業損害調查 

漁業署表示，洩漏之油污對於海洋及漁

業資源之損害，無法於短時間內恢復，為了

第一時間了解污染情形，立即協調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於外木山、大武崙、萬里、龜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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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採集海水、底泥樣本送實驗室分析，

蒐集生態及漁業資源損失證據，及協助漁會

分析漁民作業損（害）失，作成生態漁業資

源損失 及復育評估報告，以作為未來公、私

部門求償之依據。(轉載自漁業署網站) 

專 題 報 導     秋刀魚在日本大震災後水產業復興所扮演的角色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蕭玉田 

取材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 2011 年 10 月 17 日 

漁獲穩定供給 

秋刀魚漁業過去所沒有的經驗：日本東北在大震災之後環境產生極大的變化，多數的漁

船遭受破壞，漁業經營陷入非常嚴峻的困境之中。雖然如此，就現實面來說，因為有來自各

方的援助，大多數的消費者今年還是能夠得到充分的秋刀魚的供應。令人惋惜的是，全秋連

所屬的 19 艘漁船卻無法出海捕魚，單就供給能力(量)來說，減少大約五萬多公噸，今後必須

朝漁獲是否能安定的供給方向去努力。 

主要的漁獲物卸貨基地以前都集中在三陸地區，但是這些地方在這次的大震災當中受害

最為嚴重，這也是秋刀魚漁業過去所不曾經歷過的事。就生產者來說，從北海道至千葉縣的

卸貨基地，每年都在成長，包括船隻以及流通販賣或是加工業都在進步，進些年處理漁獲的

能力已經成長至三十萬公噸以上。在這次的災害當中，這些基地的漁獲處理能力顯然已經大

幅下降，當然多少也會影響漁業復興的腳步。就現實面來說，以前當漁場在三陸以南集中形

成時，大型船隻還會移到三陸以外地區去卸貨，但是小型船卻比較沒有此種舉動或能力，因

此，是否即將發生重大的變化也說不定，今後也只能視情況而決定因應策略了。 

核電廠半徑 100 公里之內禁止捕撈作業：為了確保漁獲物的安全與安心享用，從八月上

旬開始，在東京電力福島核電廠周圍半徑一百公里的範圍內，海上捕撈作業必須自我嚴格管

理，到了十月上旬則決定不准在此一範圍內進行捕撈漁獲物。就輻射線物質的檢查來說，除

了配合政府的行政措施外，基本上是在每週一針對秋刀魚進行檢查(每週一次)，其次是，每

一漁港都必須檢測碘以及銫元素的含量。檢查結果都公佈在全秋連的網頁上，且每次檢測結

果都是沒有檢測出 。 

保護貴重資源的相關政策：秋刀魚是日本相當重要的資源之一，也是生產者賴以維生的

漁獲物之一。就日本來說，漁場能夠在日本近海形成，日本簡直就是得天獨厚。如果將日本

列島比喻為一艘母船，那麼，漁民只是將秋刀魚搬進母船而已。秋刀魚舉世聞名，既然是日

本貴重的漁獲資源之一，那麼身為生產者的漁民就得好好或負起提供穩定的漁獲物給消費者

的責任才對。將來地球上的人口一旦再度增加，而讓糧食生產發生嚴重不足時，秋刀魚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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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當重要的資源。但是，秋刀魚漁業目前卻處在相對嚴峻的態勢之中，不但燃油價格上升，

而且魚價還是相當低迷，在這種情形下，即使漁民再努力也無濟於事。在日本政府推動『獲

利型漁業』之庇護下，有二種計畫正在推動當中，只是，漁船的老舊問題卻一直揮之不去。

因此，建造代船(承租船隻)的意義非常重大，我們當然不能眼睜睜的看著自家門前的貴重資

源一直被外來的船隻通通捕撈殆盡。在認識災害的同時，地方上只要建造出一艘船隻，無論

大小已經代表該地方的經濟要開始恢復或重新出發了。 

通路以及加工業者所期盼的漁業復興：由於大震災的襲擊讓漁民與通路、加工業者的關

係更加緊密。就生產者來說，捕撈秋刀魚之後若能讓魚價維持在高檔，那才是真正的使命感。

棒受網是一相當優良的捕魚方式，更具有持續性，但是若無法將漁獲物送到消費者手中，一

切思維或努力將會是白費的。那是因為在災區通路以及加工業等方面的設施或是建設之復原

工作有所延遲所造成的，因此，希望政府部門能夠加緊腳步早日進行復原工作，讓更多的秋

刀魚能夠送到消費者的手中。 

快速的因應策略 

使用第一次預算編列修正之金額來建造加工設施：因為日本東北發生大震災之故而讓秋

刀魚棒受網漁船的代船建造得以順利推動。全秋連所屬的漁船當中，這個漁季就有 19 艘漁船

無法出海作業，其中 11 艘是大型船隻。在政府所編列的第一次預算修正案當中所進行的『共

同使用船隻等復原支援對策事業』，若能確實執行將有助於來期的出海作業。該事業是由漁會

等單位共同執行，將漁船引進之後，以承租的方式來支援受災後的災區漁民之復原工作。就

整體規劃來說，事業費由中央政府出三分之一，道或縣地方政府補助三分之一，另外的三分

之一則由漁會負擔，並採免利息的方式貸予。 

全秋連的八木田和浩組長指出，根據此一事業很多的受害船隻明年將能順利的出海作

業。其實，這要歸功於第一次預算編列修正案之通過。另外，北海道根室市木根水產公司老

闆就指出，只要能善用此一事業，來期的漁業重新開始的可能性非常高。他進一步說，此一

事業以前都不曾見過，非常感謝政府相關單位，而且只須繳交稅金(販賣或交易所得)而已，

因此，生產者的責任相當重。另外，例如資源管理型、省能源型、培育繼承者等勞動環境之

改善或整備，希望今後都能確實實施。當然，八木組長的意思是希望支撐地方經濟的漁船漁

業應該要好好的照顧，讓漁業得以永續經營。另外，木根社長由於他的船隻在氣仙沼遭受火

災導致無法使用，本來想辭去熱愛的漁業工作，但考慮到船員的生計以及地方經濟之發展，

後來只能利用代船的方式繼續經營，預計明年七月就能竣工。 

秋刀魚棒受網漁業經營健全化之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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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省能源、有效率之實績：大船渡市的鎌田水產公司委託氣仙沼市的吉田造船鐵工

廠建造秋刀魚棒受網漁船(第十八三笠丸)，已經在 9 月 18 日竣工交船。該船隻也在今年的秋

刀魚漁季出海捕撈，可說是秋刀魚棒受網漁業的精神指標，不但作業安全以及船內生活環境

都相當優越，作業上的高效率、省力化、省能源以及高鮮度的單尾凍結設備更是該船最出色

之處。這除了證明該船的高收益性外，也間接說明該船扮演秋刀魚棒受網漁業的重要角色。 

第十八三笠丸漁船到了 10 月以後便馬上航向北海道海域的秋刀魚漁場，到了 10 月 5 日，

處女航所捕獲的秋刀魚在整頓之後便返港於大船渡港卸貨。此舉對大震災之後的日本三陸地

區來說，無異已經宣告漁業即將開始復興，該船可說是一艘領頭船。 

全國秋刀魚棒受網漁業地方改革計畫：此一計畫早在今年的 3 月 11 日，在大震災來臨之

前便已成立。其計畫改革內容包括(1)秋刀魚不安定的魚價；(2)兼職漁業的經營風險增加；(3)

高費用作業；(4)漁船的老舊等。嚴峻的漁業經營環境的確讓從事棒受網漁業的漁民們不知何

去何從，因此，改革型漁船的建造以及健全的漁業經營等都需要一一加以驗證，才能克服漁

民們內心的不安。 

在大震災之前大船渡市的魚市場相當老舊，集貨場所也非常閉鎖，但是目前的大船渡市

卻即將擁有高度衛生管理的新魚市場。還有，大船渡地區有著豐富的水產資源，又是一天然

良港，更是外貿貨櫃船的定期航線的基地。而以秋刀魚為主力的水產品出口公司阿部商店就

是以此做為根據地，該公司在此進行大規模投資，建造大型水產品加工廠以及冷凍庫，由此

可見大船渡市的環境將水漲船高愈來愈好。對於大船渡如此大興土木，相對的也可以看到改

革型漁船的引進，從生產到加工，以及通路都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就改革的內容來說，除了讓秋刀魚棒受網漁業能夠持續經營外，為了活絡大船渡地區的

經濟或社會，在漁業方面必需達到(1)費用削減；(2)漁船安全性的確保以及勞動環境之提升。

其次是有關通路方面必需達到(1)高附加價值秋刀魚的生產與流通；(2)以大船渡為模範樣本之

地方活絡化之追求。就秋刀魚棒受網漁業來說，LED 型集魚燈的使用、經費支出佔全部漁業

支出相當高比率的燃油使用量、機械系統之維持管理費等都比其他漁業要來得高，因此，這

些經費的削減亟待克服與解決。另外，為了提高漁船的安全性，船內居住空間及勞動環境品

質之提升，除了可以促進就業者之加入外，更可安定或繼續維持漁業的永續經營。再者，為

了區別舊有產品而開始從事生鮮或是冷凍加工品之生產，此舉所造就出來的便是產品的附加

價值，其實，這些附加價值是來自加工、流通以及販賣，當然更可以帶動地方經濟的活絡。 

對於資源的擔心等有關生產的組織架構來說，在日本本州地區能夠在船上從事裝箱的舉

動可以說是第一次出現，而且在日本也可說是第一次成功研發出單尾秋刀魚凍結的模式，當

然這也是高附加價值的開始或啟蒙。另外，滅菌海水裝置的搭載或是 FRP 魚艙之採用等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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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極力宣導衛生管理的重要性。 

可供貨的最大量已下降：岩手縣宮古現階段的秋刀魚處理量，雖然會因漁場或交易市場

的狀況而有些差異，大致上每天的處理量約在 250~300 公噸之間。去年處理量最多的一天曾

經有 800 多公噸，因此，目前只有往年的一半還不到。另外，冷凍庫的復原工作稍嫌緩慢一

些，由於漁港下陷之故，而常常有淹水或泡水的情況發生；加上卡車不足，處理能力也跟著

下降，魚市場的管理事務所也幾近不能使用的狀態。該縣大船渡的漁獲物處理能力也降低至

大震災前的一半以下，每天約在 300 公噸上下。至於宮城縣氣仙沼的漁獲物處理能力每天約

在 150 公噸左右，令人惋惜的是，氣仙沼漁港以前一天的處理能力曾經達到一千多公噸呢。

氣仙沼漁會參事說，目前因為選別機遭海嘯沖走或破壞，生鮮販賣或是處理能力也大幅滑落。

況且連製冰的供給能力都下降，加上岸邊基地下陷，工廠或冷凍庫的重建速度也都嚴重落後。

最後則是女川市，號稱秋刀魚的故鄉，目前每天的處理能力約在 300 公噸左右，以前每天都

能處理一千公噸以上的漁獲物，的確給人有些太冷清的感覺。雖然說情況與其他港口很類似，

亦即，岸邊基地下陷、漁船無法入港卸貨、加工廠復原進度落後等，今後要如何讓地方再度

活絡起來，這便是大家最大的願望。 

去年光是上述四大港口的秋刀魚卸貨量已經佔全日本秋刀魚總卸貨量的一半以上，約達

9 萬多公噸。秋刀魚的流通販賣是否順暢，只要看這四大港口的復原工作是否進行得順暢即

可得知。當然，產地何時才能復興，漁獲卸貨機能何時能恢復，這才是大家最為盼望的事。 

多元化的秋刀魚商品販售 

各種秋刀魚製品開始販售：道東各地的生產者對於鮮度以及衛生管理都相當重視，秋刀

魚的廣泛流通或是生魚片需求量之增加，最具貢獻度的莫過於具有知名度或商標的秋刀魚產

品。例如，以大阪為中心的居酒屋利柏斯商店，就是以齒舞漁會的「齒舞秋刀魚」做為廣告

宣傳品，此一「齒舞秋刀魚」在船上以微細冰塊冷藏處理，再經過紫外線殺菌以及漁獲處理

槽的低溫控管，品質頗受消費者的高度信賴。築地魚市場的水產品中盤商中島水產則推出釧

路漁會的「青刀」進行販賣，該漁會將四尾秋刀魚包裝在一起，每尾約 180 公克，漁場來回

時間在八小時以內，鮮度一級棒。接著是靜崗的知名料理店「好 KIYANEN」，該店從二年前

便開始使用厚岸漁會的「大黑秋刀魚」做為生魚片的原料，漁獲來自大黑海域所捕獲的秋刀

魚，在船上進行簡易處理，鮮度很不錯，吃過的消費者都說讚。另外，在廣島或岡山縣擁有

連鎖店面的福樂斯達商店，從去年開始販賣落石漁會的「鹽風」秋刀魚，該類型秋刀魚是漁

夫們所嚴選出來的，可說是人氣一級棒的商品。最後則是在北海道擁有許多店舖的「Coop

札幌」商店，該商店從今年開始以濱中漁會的秋刀魚「霧鮮」做為宣傳販賣商品，該類秋刀

魚是由小型船隻濱中海域所捕獲之漁獲，品質也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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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全日本秋刀魚漁業協會為了讓消費者再次體認秋刀魚之美味，已委託製造「秋刀

魚水煮罐」以及「秋刀魚片瓶裝」二種商品，免費配送給消費者，全部準備了一萬五千份商

品，可說是用心十足。 

恢復地方信心不可或缺的秋刀魚 

復興大船渡地區不可或缺的秋刀魚：大船渡位於岩手縣南端，擁有四個不錯的連續港灣，

灣內有從事養殖帆立貝(干貝)、牡蠣、海帶芽之漁業者，也有從事捕撈鮭魚以及鯖魚的定置

網漁業者，其次是從事漁船漁業的秋刀魚棒受網以及魷釣漁業者，這些漁獲物幾乎都在大船

渡卸貨。2009 年該市場的漁獲卸貨量約 5 萬 7,000 公噸，總銷售額為 58 億 7,000 萬日圓，

無論是數量或金額都是岩手縣第一名。該市場的背後腹地水產加工廠到處林立，應該說水產

業便是該市的基礎產業以及經濟命脈之所在。可惜的是，做為流通根據地的該市魚市場，其

設備太過老舊，因此，高度衛生管理的新魚市場之整備確實刻不容緩。再加上大船渡是三陸

地區縱貫線的交會處，又是外國貨櫃輪航線的根據地，該港口的確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貿易港

之角色。 

2010 年 8 月，阿部商店積極取得與俄羅斯方面的秋刀魚進出口生意，該公司也因為以秋

刀魚為主力再加上冷凍鮭魚、鯖魚之貿易，儼然成為日本東北最大的水產加工廠。除此之外，

收容能力達 1 萬 3,000 公噸，8 小時之內可以處理 150 公噸漁獲之冷凍庫也已建造完工。去

年該魚市場在漁期期間一共處理 2 萬 2,000 公噸的秋刀魚，幾乎佔了該漁港總漁獲量的三分

之一，當然，秋刀魚已經成為該港口最重要的卸貨魚種。這種盛況竟然會遭受到前所未有的

大地震以及大海嘯襲擊。還有，大船渡的討海人在這次的大震災當中幾乎沒有人員傷亡，這

是不幸中的大幸。也因此，該魚市場的交易很快就恢復，更在 8 月初秋刀魚漁期開始，就已

經準備好迎接秋刀魚的卸貨到來。到了 8 月 20 日大型秋刀魚船便已入港卸貨，8 月 26 日第

二艘船也進港卸貨約 30 公噸的秋刀魚，其他大型船隻也從北海道陸續歸港卸貨，至於新造的

第十八三笠丸漁船也即將歸港，當地居民無不喜上眉梢，高呼漁業復興的腳步近了也看到了。

今後，預計一旦秋刀魚漁場往南移，進入該港卸貨的次數將會持續增加。 

營養豐富的秋刀魚宅急便：以保麗龍箱裝載的秋刀魚宅急便，箱外貼上「安全確認」的

字樣，箱子旁邊更書寫著「復興前進」四個大字，裡頭又有秋刀魚的料理食譜以及料理方法，

此一創意的確讓消費者覺得非常窩心與感動。秋刀魚營養非常豐富，含有人體所需的優質胺

基酸或蛋白質，以及可以防止貧血的鐵分，讓胃黏膜更加強壯的維生素 A，防止骨質疏鬆的

鈣質，可以幫助吸收的維生素 D 等，是小孩成長期以及老年人最需要積極攝取的食物來源之

一，是一非常珍貴的漁業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