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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漁 業 資 訊 

日本秋刀魚產量累計約20萬噸 

較去年同期漁獲量增加17% 

日本全國秋刀漁業協會於 12 月 1 日公

佈累計至 11 月底止的全國秋刀魚漁獲統

計，總卸魚量為 19 萬 9,535 噸，較去年同

期增加 17%。平均每 10 公斤之價格為 1,127

日圓(較去年者跌 20%)，總漁獲金額為 224

億 8,911日圓，與去年同期相較，減少了 6%。 

各主要漁港別的生產狀況，分別是產量

與金額均居第一位的花咲港，總產量為 7 萬

8,537公噸(較去年增加 65%)、總產值為 107

億 1,080 萬日圓(較去年增加 22%)；產量與

金額均居第二位者為釧路港，居第三者為厚

岸港，以上均為北海道東部的漁港。居第四

位者為銚子港，產量為 2 萬 1,502 公噸(較

去年增加 424%)、產值為 20 億 6,811 萬日

圓(較去年增加 275%)。 

至於受到海嘯損害甚大之地區中，岩手

縣中多數漁港在 10 月份時的產量均較去年

減產約 60%~70%，宮城縣之女川港也減產

63%，氣仙沼更減產 80%，仍持續陷入苦戰

中。 

根據漁業情報服務中心公佈的訊息指

出，12 月上旬時的主要漁場在岩手縣大船渡

附近之外海，即東經 144 度附近的海域，魚

體組成以 130g 者為主，其中大型魚的比例

約佔二成、中型魚佔五成、小型魚佔三成，

但大多數漁船捕獲的秋刀魚體組成則以大

型魚佔一成、中型魚佔五成、小型魚佔四成

為主。 

由目前的海水溫度分佈來看，魚群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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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分佈在茨城縣與千葉縣之外海海域，另對

宮城、福島縣境以南實施的第二次秋刀魚放

射性物質檢驗結果已在 11 月 25 日公佈，全

部受檢魚體均未檢出。之所以造成此種結

果，應歸功於全國秋刀漁業協會的內部協議

並嚴格執行禁止在核電廠週邊 100 公里內

的海域作業，而宮城、福島縣境以南的漁民

也確實做到作業自律嚴守規定所致。(吳金

鎮，譯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2011 年 12 月

5 日) 

阿根廷進行漁業全面普查 

結果預計2012年7月公布 

阿根廷聯邦漁業委員會將針對該國漁業

進行普查，並在 2012 年 7 月公佈普查結果，

該項普查主要目的在於調查阿國境內有關漁

業相關產業之規模，及確認有關產值、就業

與產品附加價值等經濟。 

阿根廷政府首先針對所有登記經營漁業

之業主以及漁船進行問卷調查，以蒐集所有

經濟資訊，以作為未來漁業政策擬定的參考

基礎資訊。 

普查範圍涵蓋漁業產業，包含作業漁

船、加工船以及岸上加工廠，今年年初已經

問卷設計，受訪業者可以透過網路登錄填

寫。（於仁汾，譯自 FIS-World News，

2011/12/6） 

西班牙國內生鮮漁獲卸魚量 

僅較去年同期累計減少0.7% 

西班牙國內生鮮漁獲至 10 月之累計卸

魚量為 195,368 公噸，僅較去年同期累計量

196,767 公噸減少 0.7%，10 月份之生鮮漁

獲卸魚量為 18,238 公噸，較去年同期之

18,047 公噸增加 1%。 

維克港仍是 10 月份西班牙生鮮漁獲卸

售量最高之港口，卸魚量達到 7,197 公噸，

較去年同期之 7,789 公噸減少 7.7%，累計至

10 月之卸魚量為 66,295 公噸，則較去年同

期之 69,896 公噸減少 5.2%。 

其次為拉科魯尼亞累計卸魚量為36,513

公噸，較去年同期之 37,315 公噸增加

2.1%，第三位為帕薩荷斯之 19,440 公噸。 

其他港口生鮮漁獲卸售量摘要整理如

下：巴塞隆納1,437公噸(較去年同期之2,511

公噸減少 74.7%)、瓦倫西亞 1,879 公噸(較

去年同期之 1,234 公噸增加 52.2%)、摩提爾

2,332 公噸(較去年同期之 1,547 公噸增加

50.7%)、拉斯巴馬斯 905 公噸( 較去年同期

之 2,289 公噸減少 60.4%)、馬拉卡 657 公

噸。（於仁汾，譯自 FIS-World News，

2011/12/7） 

歐盟成立新的海事及漁業基金 

總額67億歐元多角化扶植漁業 

歐盟委員會提出 2014至 2020年新的海

事及漁業基金(EMFF)，基金金額為 67 億歐

元，此項基金將用在協助歐盟共同漁業政策

影響下之漁民、漁業社區進行轉型及多角化

經營、增加漁民收入與提升就業，這部分基

金將不會用在補助大型漁船興建上，受惠者

鎖定在小型漁業經營主以及養殖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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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FF 將會取代目前的歐洲漁業基金

(EFF)及其他相關臨時性基金，基金將用在活

絡經濟與社會生產性的活動上，例如補助沿

岸小型漁業及漁村，在養殖漁業部分則將會

補助有關養殖技術創新及提昇技術上，例如

補助有關非食用性養殖業，此外也將投入部

分基金進行有關更具選擇性之漁具創新與發

展降低環境衝擊的漁業捕撈與養殖技術，以

及支援漁業資料與環境資料蒐集。 

此基金將由歐盟會員國共同分擔，並依

照會員國漁業部門比重進行基金分配。（於仁

汾，譯自 FIS-World News，2011/12/5） 

美國消費者團體抽驗市售魚油 

調查發現部分產品內含有毒物 

鑒於現今美國魚油消費需求甚於以往，

美國團體委託民間實驗室對市占率最高的

15 個品牌魚油產品進行檢驗，結果發現其中

有 5 項產品含危害人體物質超標，雖然抽驗

產品在鉛、水銀、戴奧辛及多氯聯苯含量都

沒有超過美國藥物非政府組織(USP)以及歐

盟標準，但多氯聯苯含量卻高於美國佛洲第

65 號提案有關消費者知道權利之標示含量

標準，這 5 項產品分別來自 CVS、GNC、

Sundown 以及 2 項為 Nature’s Bounty 所生

產。 

檢驗結果也發現大部分產品聲稱完全不

含多氯聯苯、水銀及其他毒物，因美國食品

藥物管理局並無明確規範，因此即使標示不

實也無法可管，FDA 官員表示，這些魚油產

品實際上有害物質含量未達影響人體健康的

風險水準。 

另外 USP 檢驗指出 Kirland 所生產的兩

項魚油產品膠囊密合不佳而會滲漏，但

Kirland 卻在產品外包裝上標示”該產品經

USP 檢測合格”之字樣。 

雖然 Omega-3 證實可以降低心臟病突

發與中風的危險，專家表示消費者每週攝食

2 次含油量高的魚類也可以達到相同效果。

（ 於 仁 汾 ， 譯 自 FIS-World News ，

2011/12/9） 

紐西蘭圍網船違法排放廢油 

船公司將遭重罰350萬美元 

紐西蘭 Sanford 漁業公司所屬圍網漁船

未詳實記錄油料紀錄簿，且涉嫌違法排油汙

染海域並阻撓調查，紐西蘭政府已經正式起

訴該船公司。 

Sanford 公司所屬圍網船 San Nikunau

號涉嫌自 2007 年開始違法排放廢油，且在

美屬薩摩亞靠港時提交不實文件，該船在今

年 7 月遭美國海岸巡防隊扣押進行調查，根

據美國海岸巡防隊說法，該船在調查期間極

不配合且試圖阻擾。 

該船公司可能將面臨 350 萬美元重罰，

另外該案件可能會被求償 2,400 萬美元以作

為該船在違法排油之汙染處理費用。 

該船公司聲稱此項指控非屬實，該公司

一向遵守相關國際規範，也並未阻擾調查進

行，該公司也將獲得永續發展的認證報告送

給美國調查單位參考，以證明該公司對環境

保護的態度。（於仁汾，譯自 FIS-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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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2011/12/8） 

國 際 魷 業 動 態 

西班牙 

第 48 週加里西亞市場鎖管交易量為 10.75 公噸，較第 47 週之 8.62 公噸增加 25%，市

場價格則由每公斤 6.62 歐元下跌至每公斤 5.73 歐元，價格跌幅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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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歐元、M 級(18-25 公

分)每公斤 6.05 歐元、L 級(25-30 公分)每公斤 6.1 歐元、XL 級(30 公分以上)每公斤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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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 

根據統計資料顯示，10 月鎖管漁獲量約 79.7 公噸，較 9 月捕獲量高出 4 倍，亦較去

年同期高出 2 倍，累計至 10 月鎖管漁獲量為 149.5 公噸。 

海關統計資料顯示 10 月鎖管出口量為 11.4 公噸，出口值為 28,770 美元，累計鎖管

出口量值分別為 52.8 公噸與 116,783 美元。(於仁汾，摘譯自 FIS-Market Reports， 

2011/12/7) 

國 內 漁 業 要 聞 

第三屆十大魅力漁港出爐 

邀全民一起同遊魅力漁港 

第三屆十大魅力漁港出爐囉！漁港個個有特

色，評審委員激辯、網路 PK 激烈！ 

漁業署舉辦第三屆十大魅力漁港選拔，

初選入圍的 20 個特色漁港在決選時，經過評

審實地現勘、激烈討論以及全民動員網路票

選 PK 讚聲中，十大魅力漁港名單終於出爐

囉！獲獎的漁港分別為：「有你真好─王功漁

港」、「綠意盎然─中寮漁港」、「情竇初開─新

竹漁港」、「奔向大海─小琉球漁港」、「奮發 

人生─蚵子寮漁港」、「心靈角落─卯澳漁

港」、「緣定今生─淡水第二漁港」、「饕客天

堂─梧棲漁港」、「樂活人生─烏石漁港」、「風

華再現─枋寮漁港」。 

「百人串連。漁港好行」帶你暢遊台灣魅力

漁港 

針對獲獎的十大魅力漁港，漁業署籌劃

了「百人串連‧漁港好行」的創意行銷推廣

活動，帶領全國民眾一齊節能減碳、暢遊十

大魅力漁港。凡以個人自行車主或自行車隊

團隊報名，即可於活動當日免費參與魅力漁

港的一日遊行程，歡迎全民共襄盛舉，報名



將於 12 月 16 日截止，名額有限，請速報名！

詳細活動辦法請上十大魅力漁港官方網站：

www.十大魅力漁港 .tw 或於週一至週五

10:00~18:00 電洽 02-2654-7861 陳先生、

張小姐報名。 

「攝影比賽首獎」漁業署長官及評審專家都

猜不出來的魅力漁港！ 

魅力漁港系列活動「漁樂玩鏡─攝影比

賽」經評選後計有優勝 1 名、優等 3 名、佳

作 6 名；「漁樂語錄─徵文比賽」優勝 1 名、

優等 1 名、佳作 3 名、入選 5 名，透過民眾

的視野探究漁港的風情，將台灣的美景透過

畫面與文字的方式呈現出來。記者會上更展

示了攝影比賽首獎作品，其所拍攝的漁港美

景，如詩如畫，讓大家驚嘆連連！詳細得獎

名單請上十大魅力漁港官方網站：www.十大

魅力漁港.tw。(轉載自漁業署網站) 

政 令 宣 導 

大陸船員不予僱用許可期間處理原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6 日農授漁字第 1001290346 號令 

訂定「大陸船員不予僱用許可期間處理原則」，並自即日生效。 

一、為執行臺灣地區漁船船主境外僱用及接駁暫置大陸地區漁船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七條第三款及第二十四條規定訂定本處理原則。 

二、漁船船主申請用之大陸船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予僱用許可： 

(一)曾於受僱我漁船船主期間有挾持人員、脫逃行為或發生喋血之情事。 

(二)有影響國家安全、社會安全之虞。 

(三)曾於受僱我漁船船主期間涉及偷渡、走私槍械彈藥、毒品或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查

輯機關移送之情事。 

(四)有未經許可入境。 

(五)曾於受僱我漁船船主期間涉及帶頭引起騷動、聚眾鬥毆、傷害或竊盜情事。 

(六)有違反善良風俗之行為。 

(七)曾藉由來臺從事觀光、商務或旅遊等相關活動，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或工

作。 

(八)曾於受僱我漁船船主期間有不服暫置場所管理人員、海巡機關或警察機關之管

理。 

三、大陸船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自遣返或送返之日起，於下列期間內不予僱用許可： 

(一)有前點第一款至第三款情形之一，不得受僱我漁船船主。 

(二)有前點第四款情形，其不予僱用許可期間為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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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前點第五款情形，其不予僱用許可期間為四年。 

(四)有前點第六款情形，屬初次違規者，其不予僱用許可期間為三年，再次違規者，

其不予僱用許可期間為五年。 

(五)有前點第七款及第八款情形之一，其不予僱用許可期間為二年。 

四、已來臺受僱之大陸船員，於受僱期間如發現有第二點不予僱用態樣者，得撤銷或廢

止其僱用許可，並命漁船船主將大陸船員送返。 

專 題 報 導              輸出控制之漁業管理措施飽受抨擊 

轉載自國際漁業資訊第 228 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楊善雯 

藉由輸出控制（output control）型管理漁業可有效減少漁船、鞏固配額及漁撈權（fishing 

rights），並減少船上與漁村受僱人數。然而，對於資源復育和保護卻未如預期般有成效。 

一、俄羅斯 

俄羅斯是目前對於漁業管理沒有太多爭論的國家。蘇聯時期的漁業科學研究係尋找豐饒

漁場，追蹤主要洄游魚群，俾引導漁船前往作業，並著重於漁業海洋學（ fishery 

oceanography），尋找自然界與生物間，以及生態變動與魚類習性及豐度之間的關連性。是

故，蘇聯船任務係勘查漁業資源，而非僅評估魚群資源。不過，隨著與外國入漁合作之機會

之逐漸縮減，俄羅斯開始檢視西方國家漁業管理方式，並採用其相關術語。 

今（2011）年 10 月，俄羅斯專門教導及研究商業漁業的加里寧格勒科技大學舉辦國際

科學論壇（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onference），以紀念俄羅斯聯邦傑出科學

家 Baranov 教授誕辰 125 周年。論壇的 5 大主題中，其中 2 個係有關漁撈技術（fishing 

technology），餘 3 項主題則直指漁業管理沉疴：生態平衡的漁業是否僅為神話、商業魚種資

源管理之缺失及如何改善統計數據之真實性與資源評估的可靠性。 

俄羅斯海洋暨漁業研究院（VNIRO）的科學家早在西方國家之前便質疑漁業管理成效，

但礙於語言隔閡，國際學界及媒體當時並未予以留意。幾年前，俄國兩位學者以英文出版的

書中指出，主要商業魚種族群會隨著氣候變遷而上下波動；最近俄國另一名科學家依據漁業

資源評估分析結果，發現若未建構包含魚群分布及生態等資料之商業魚類模式

（commercial-ichthyologic model），傳統運用於商業魚群資源評估的數學模式（mathematical 

modelling）其實成效未彰。巧合的是，加拿大科學家近期亦證實魚群豐度的漁業無關聯多年

週期（fishery independent multiannual cycles），並發現以往不合理的管理規定，致使英屬

 6



哥倫比亞地區之漁民多年來可捕撈大量的太平洋鮭魚。 

正當俄羅斯漁業科學研究逐步邁向為資源管理之用途，歐美國家的漁業管理措施正面臨

兩項挑戰：(1)業界及科學家質疑管理措施所依據之科學建議是否合宜；(2)相關漁業政策未顧

及中小型漁船於沿近海作業之權益，且諸多欲鞏固捕撈權的配額規定僅圖利少數人，致使小

型漁業公司抗議聲四起。 

二、美國 

在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的新政策引發軒然大波。NOAA 刻正宣導之漁

獲共有政策（catch share），說穿了即是配額交易制度，業者及科學家皆批評此政策將導致

大型公司的作業權及利益之增加。大型漁企業的原有配額縮減，而小型漁船船東因財政窘困

不得不出租或轉賣其配額，甚至漁船予大企業，配額交易制度使得小型漁船船主之角色轉變

為雇工，美國沿近海漁民及代表對此莫不怨聲載道，甚而發動抗議。幾個月前，美國國會甚

至禁止 NOAA 運用其 2011 年預算宣導漁獲共有政策，而聯邦調查局幹員亦控指 NOAA 非法

大量起訴漁民，且政策執行過於嚴厲有違法之虞。 

雖然 NOAA 歸還處分罰鍰且署長 Jane Lubchenko 亦向相關漁民致歉，但對於推動新政

策卻堅不讓步。美國漁民團體協會（ American Alliance of Fishermen and their 

Communities；AAFC）及諸多持反對立場之漁民皆認為此政策並無法達到資源保育，而是給

予特定人士作業權，將海洋私有民營化，並直指幕後始作俑者為環境保護基金會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EDF）。NOAA 署長 Jane Lubchenko 為該基金會前副執行

長，而基金會鼓勵投資客及創投資本家向全世界散播「漁獲共有為投資機會」之觀念，就如

同於華爾街上販賣漁撈權。 

許多國家曾受配額交易制度所苦。南非於 2005 年實施長期商業漁撈權配置管理制度

（Allo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Long Term Commercial Fishing Rights），大型漁企業瓜分

大多數利益，而小型漁民被分配到的配額則不敷使用，無法維持生計，導致人民生活困苦及

家庭分崩離析。美國漁民多年前赴配額制度先驅國「紐西蘭」探查，回國後表示該制度無論

對資源或管理上皆運作良好，但對於漁民而言卻宛如夢魘。 

三、冰島及紐西蘭 

冰島與紐西蘭是實施個別可轉讓制度（Individual Transferable Quotas；ITQ）的先驅國

家。ITQ 制度於 1984 年引進冰島時，配額配置與交易導致船隊縮減及失業率攀升，業界曾經

歷痛苦的轉變期。就經濟層面來看，ITQ 運作可說是相當成功，稅收達到史上新高，經濟仰

賴漁業為主的保守冰島政府，顯然偏好精簡有效率的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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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配額議題僅係冰島政府單方面推動，國內並未達成任何共識。然而，失業率

一事未獲得政府關切，漁獲配額轉賣予大公司並在市場上交易，而個體戶無法負擔購買配額

之費用，人民被迫離開原本居住之小漁村或小鎮。失業情形惡化加上村民遷徙，漁村面臨倒

村的命運。 

運作似乎良好的 ITQ 制度神話終至 2008 年冰島經濟崩潰時幻滅。漁業係冰島經濟支柱，

2008 年之後，配額制度所造成之結果及其未來走向成為新政府如何管理漁業的核心議題。結

束漁企業之間開放及免費轉讓配額為改革方案之一，另一為逐漸從擁有者手中收回配額。然

而，要改革並重新分配行之有年的配額交易制度，勢必面臨來自各方面，尤其是全國或國際

的既得利益者的強烈反對。 

四、英國 

歐盟漁業暨海洋事務委員會前委員長 Joe Borg 於卸任時承認歐洲共同漁業政策

（European Common Fisheries Policy；CFP）未收成效，並建議以法羅群島成功施行之輸

入控制（input control）替代 ITQ 制度。 

現任委員長 Maria Damanaki 目前大力推動 CFP 改革，惟渠甚為得意之「棄魚禁止」及

諸如觀察員與自動相機等改革措施，並未根除「棄魚」與 CFP 失敗的核心原因，即個人配額

制度。 

英國漁業界對於 CFP 從未心悅誠服，尤其是蘇格蘭漁民反對聲浪最大。去年 5 月，蘇格

蘭民族黨的國會議員即抨擊 ITQ 對漁業資源及業界皆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渠表示，ITQ 國

際交易制度猶如將蘇格蘭漁業慢慢凌遲致死，讓大企業一步一步買下未來子孫的漁撈權。而

蘇格蘭漁民亦質疑西部沿海資源已有顯著改善，惟仍刪減配額係依據何種科學建議或管理措

施。 

「僅藉由作業規定係無法管理漁業資源」之觀念似乎已蔓延英國相關政府單位。英國漁

業管理的專責單位 Seafish 十分認同國際海洋現況計畫 （International Programme on the 

State of the Ocean；IPSO）針對人類對海洋造成的負面影響所提出之報告，該報告指出，

污染、缺氧、海水暖化與酸化是海洋環境的主要壓力源，並會互相引發負面協同效應

（synergetic effect），而漁業僅係壓力源其中之ㄧ。 

從西歐及北美各國與紐澳的例子可知，漁業管理措施越多，越易引發漁民、獨立科學家

及相關利害關係者之爭論，只能希望隨著時間與不間斷的壓力，保護中小型漁業漁民利益與

生計的管理措施能盡速被制訂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