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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漁 業 資 訊 

阿根廷水產品出口量持平 

但出口值則呈現小幅增加 

根據阿根廷海關統計資料顯示，2011 年

1-8 月份阿國水產品出口量為 263,545 公

噸、出口值為 7 億 9,250 萬美元，出口量值

較2010年同期之出口量值264,666公噸與7

億 3,200 萬美元分別減少 0.5%與增加

8.1%，水產品出口中魚類 186,158 公噸(出

口值 4 億 4,880 萬美元)、貝類及甲殼類

77,387 公噸、出口值 3 億 4,370 萬美元。 

單項水產品出口以狗鱈 78,482 公噸為

最高(出口值 2 億 1,740 萬美元)，其出口量

值較 2010 年同期分別減少 18.4%與增加

2.7%；其次為阿根廷魷 39,679 公噸(出口值

8,480 萬美元 )較 2010 年同期分別增加

57.6%與 101.9%，蝦類 32,127 公噸(出口值

2 億 380 萬美元) 、福氣魚 17,252 公噸(出

口值 3,980 萬美元)、鯷魚 10,041 公噸(出口

值 1,930 萬美元)、河魟 4,281 公噸(出口值

910 萬美元)、扇貝 4,142 公噸(出口值 4,620

萬美元)、金吉利魚 3,596 公噸(出口值 1,580

萬美元) 、比目魚 1,814 公噸(出口值 920 萬

美元)。 

西班牙為阿根廷水產品最大市場國，1-8

月阿國輸銷 47,705 公噸水產品至西班牙市

場，貿易額達 1 億 9,730 萬美元，其次為巴

西 33,882 公噸(貿易額 1 億 360 萬美元)、義

大利 16,880 公噸(貿易額 7,150 萬美元)及美

國 11,771 公噸(貿易額 5,880 萬美元)。(於仁

汾，摘譯自 FIS World News 2011/9/22) 

研究人員利用水下攝影機 

拍攝八腕魷同性雜交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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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蒙特利爾水族館研究中心人員

使用遙控水下載具拍攝深海八腕魷交配的影

像，經過解讀確認該魷種會有同雄性交配的

行為，該研究已經刊登在英國皇家協會期刊

上。 

研究人員認為八腕魷會有此類同性雜交

行為，主要因為該魷種棲息分散，同類間接

觸機會不多，雄魷只要遇到無論性別之同類

就會進行交配，雄魷會利用陰莖狀器官將精

囊植入所遇到的同類體內，研究人員表示雖

然沒有拍攝到交配進行中的影像，但透過影

像解讀後發現在雌魷以及雄魷體內均有被其

他雄魷植入精囊，且被植入精囊的雌雄比相

近，因此推論八腕魷具有同性雜交的特性，

該研究中心後續將進行精囊採樣作 DNA 鑑

別。(於仁汾，摘譯自 MercoPress 2011/9/21) 

秘魯7月份魚產量增加約61% 

國內市場水產品交易亦增加 

秘魯官方統計資料顯示，今年 7 月份漁

產量為573,500公噸，較去年同期之355,600

公噸增加 61.2%，增加主要來自於鯷魚增

產，累計漁產量達到 550 萬公噸，較去年同

期之 350 萬公噸增加 56.2%。 

7 月份漁產中有 466,900 公噸漁產為魚

粉及魚油加工原料，較去年同期之 303,400

公噸增加 53.8%，累計至 7 月魚粉及魚油加

工原料魚產量達到 470 萬公噸，較去年同期

之累計 290 萬公噸增加 61.1%。供直接食用

漁產量為 106,600 公噸，遠高於去年同期之

52,200 公噸，今年累計供直接食用漁產量為

790,800 公噸，較去年同期之 599,900 公噸

增加 31.8%。供冷凍加工漁產量為 59,700

公噸，遠高於去年同期之 20,600 公噸，今年

累計供冷凍加工漁產量為 423,200 公噸，較

去年同期之 345,400 公噸增加 22.5%。供製

罐原料漁產量為 14,800 公噸，亦遠高於去年

同期之 7,600 公噸，今年累計供製罐原料漁

產量為 138,800 公噸，較去年同期之 62,900

公噸增加 120.7%。生鮮魚產量為 29,900 公

噸，高於去年同期之 21,800 公噸，今年累計

產量為 212,200 公噸，較去年同期累計之

173,600 公噸增加 22.2%。 

另有關秘魯國內生鮮漁產品交易量部

分，累計至 7 月份之交易量為 403,700 公噸，

較去年同期增加 12%，其中罐製品、生鮮漁

產品以及魚粉交易量分別較去年同期增加

55.6%、19.6%以及 60.7%。 

生鮮漁產品 7 月單月交易額為 30,700

兆秘魯幣，較去年同期增加 25.3%，主要交

易魚種為竹筴魚、蝦類、狗鱈、烏魚、魷類、

鯧魚、漢魚、鯖魚、圓花鰹、鸚哥魚以及貓

鯊等佔生鮮漁產品交易量 58.1%，該月份漁

產品交易量 53,300 公噸則較去年同期稍減

0.7%，主要受到冷凍產品、魚粉及魚油交易

量減少的影響，冷凍水產品銷售量則減少

37.2%，魚粉及魚油交易量減少 60.2%，但

罐製品銷售量卻較去年同月大增 92.4%。(於

仁汾，摘譯自 FIS World News 2011/9/21、

2011/9/23) 

NOAA公佈漁業混獲報告 

彙整美國漁業混獲資料 

美國 NOAA 公佈 2005 年全國漁業混獲

資料，希望藉此讓該署研究人員進一步監控

漁業混獲減量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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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美國政府重新通過麥格努森史

蒂文森法案，將漁業混獲減量列為首要目

標，要求 NOAA 擬定混獲減量計畫並發展相

關漁業技術以達到該目標與節能要求。 

依據該報告資料顯示，美國總體漁業包

含海洋哺乳類、海龜及海鳥等之混獲量佔總

漁獲量之 17%，並將以此作為未來混獲減量

研究的基準水準。 

自 2005 年起，美國全面開始推行混獲

減量，NOAA 在 2008 年開始執行混獲減量

動力計畫，結合各領域專家研究混獲趨避漁

具及漁法，研究成果包括開發出”弱鉤”，弱鉤

釣獲大體型黑鮪將會斷裂而達到避獲黑鮪的

效果。 

該項報告資料共估計 481 種物種混獲基

準，以及公佈 81 項漁業之混獲估計，從報告

資料中顯示各區域混獲情況有相當大差異，

例如西北太平洋及阿拉斯加海域之混獲率僅

有 7%，低於全國平均基準之 17%。 

美國NOAA同時就 125項漁業之混獲資

料品質進行評估，結果發現 46%的漁業所提

供的混獲資料結構非常好，NOAA 透過觀察

員派遣以及發展最佳估計混獲量之方法，有

效改善漁業回報混獲資訊。 

NOAA 將會持續進行相關混獲資料蒐集

工作，並預計 2013 年公佈相關研究結果與

混獲資料。(於仁汾，摘譯自 FIS World News 

2011/9/26) 

國 際 魷 業 動 態 

中國大陸 

7 月份中國大陸魷類產品進口量為 26,602 公噸，進口值為 5,030 萬美元，進口量值分

較 6 月份增加 10%與減少 2%，與去年同期相較則分別減少 3%與增加 58%，北韓為中國大

陸最大魷類產品供應國，其輸出佔中國大陸魷類產品進口量之 34%，其次為南韓之 18%。平

均進口價格為每公斤 1.89 美元，較 6 月份之 2.14 美元下跌 12%，但較去年同月之 1.16 美元

上漲 63%。 

7 月份中國大陸魷類產品出口量值分別為 17,797 公噸與 9,250 萬美元，出口量值均較

6 月份增加 8%，但分較去年同期減少 25%與增加 9%，日本為中國大陸最大魷類產品市場國，

佔出口量之 19.3%，其次為西班牙之 18.6%。平均出口價格為每公斤 5.2 美元，較 6 月份之

5.19 美元小幅上漲 0.2%，較去年同月之 4.5 美元上漲 16%。 

今年累計至 7 月中國大陸魷類產品進口值為 2 億 3,140 萬美元、出口值為 5 億 3,600

萬美元，魷類產品累計貿易順差達到 3 億 460 萬美元。 

日本 

根據日本海關統計資料顯示，7月份魷類產品進口量為2,859公噸，進口值為15億5,200

萬日圓，平均進口價格為每公斤 543 日圓，進口量值較 6 月份分別增加 2%與減少 5%，與去

年同月相較則分別增加 47%與 25%。 

累計至 7 月魷類產品進口量為 17,284 公噸，累計進口值為 100 億 3,200 萬日圓，平均



進口價格為每公斤 580 日圓，累計進口量值均較去年同期減少 8%。 

西班牙 

第 37 週加里西亞市場鎖管交易量為 3.9 公噸，較第 36 週之 1.41 公噸增加了 177%，

市場價格則由每公斤 13.85 歐元下跌至每公斤 8.16 歐元，價格跌幅達到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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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歐元、M 級(18-25 公

分)每公斤 5.7 歐元、L 級(25-30 公分)每公斤 5.8 歐元、XL 級(30 公分以上)每公斤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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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利 

智利官方統計資料顯示 7 月份美洲大赤魷產量為 20,600 公噸，較 6 月份減少 8%，但

較去年同月增加 5 倍，累計至 7 月份美洲大赤魷產量為 81,800 公噸，則遠低於去年同期之

154,500 公噸。 

海關資料顯示 7 月份大赤魷出口量為 5,661.4 公噸，出口值為 870 萬美元，較 6 月份分

別增加 13%與 11%，累計至 7 月份美洲大赤魷出口量為 25,252.6 公噸，出口值為 3,660 萬

美元。 

秘魯 

秘魯海關資料顯示 8 月份美洲大赤魷出口量為 19,643 公噸，出口值為 3,810 萬美元，

出口量值分較 7 月份增加 8%及 12%，8 月份秘魯境內共有 79 家加工廠申報生鮮美洲大赤魷

出口，其中 5 家主要加工廠之出口量佔生鮮美洲大赤魷總出口量之 31.5%，申報美洲大赤魷

熟品出口加工廠家數為 39 家，其中 5 家主要加工廠輸出比例佔美洲大赤魷熟品輸出量之

50.9%。 

累計至 7 月底冷凍、生鮮以及熟品美洲大赤魷產品出口量為 147,488 公噸，出口值為 2

億 6,650 萬美元。 (於仁汾，摘譯自 FIS-Market Reports，2011/9/21) 

政 令 宣 導 

公告大陸地區漁船船員勞務合作經營公司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中華民國 100 年 9 月 9 日農授漁字第 1001297641 號公告 

主旨：公告大陸地區漁船船員勞務合作經營公司。 

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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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條。 

公告事項： 

一、外派大陸船員提供臺灣地區近海漁船勞務合作之經營公司如下： 

(一)溫州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公司，聯絡電話：86-557-88332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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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浙江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有限責任公司，聯絡電話：86-571-88809590。 

(三)台州平翔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有限公司，聯絡電話：86-576-88811909。 

(四)中國福州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公司，聯絡電話：86-591-87661269。 

(五)泉州中泉國際經濟技術合作(集團)有限公司，聯絡電話：86-595-22162330。 

(六)漳州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公司，聯絡電話：86-596-2619105。 

(七)霞浦縣同興貿易公司，聯絡電話：86-593-8660112。 

(八)福建莆田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公司，聯絡電話：86-594-2688795。 

二、外派大陸船員提供臺灣地區遠洋漁船勞務合作之經營公司如下： 

(一)溫州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公司，聯絡電話：86-557-88332598。 

(二)中國浙江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有限責任公司，聯絡電話：86-571-88809590。 

(三)台州平翔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有限公司，聯絡電話：86-576-88811909。 

(四)中國福州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公司，聯絡電話：86-591-87661269。 

(五)泉州中泉國際經濟技術合作(集團)有限公司，聯絡電話：86-595-22162330。 

(六)漳州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公司，聯絡電話：86-596-2619105。 

(七)霞浦縣同興貿易公司，聯絡電話：86-593-8660112。 

(八)福建莆田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公司，聯絡電話：86-594-2688795。 

(九)中國河南國際合作集團有限公司，聯絡電話：86-371-66399588。 

(十)河南金城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有限公司，聯絡電話：86-371-63912288。 

三、另本會 99 年 4 月 1 日以農授漁字第 0991320589 號公告，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專 題 報 導                          日本秋刀魚之漁況與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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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月 14∼29 日 

齊力協助秋刀魚出貨 

「經歷今年三月的大震災，希望存活下來的人，能夠以其棉薄之力協助秋刀魚之捕撈以

及進港卸貨。」日本本州頗負盛名的秋刀魚卸貨基地宮城縣女川市，有某水產加工廠在大震

災之後，希望市內同行業者能夠伸出援手幫忙秋刀魚之進港卸貨。災害過後，在秋刀魚的卸

貨期間，有些加工廠便已開始從附近的港口購入漁獲物，然後利用僅存的設備以同行(印有別

家公司名字)的紙箱進行包裝。女川市在 9 月 12 日進行第一天(第一次)的卸貨，因為想要恢

復昔日的榮景光環，目前尚在進行復舊工程當中。就女川市來說，災害發生之前約有十多家

公司參與秋刀魚的買賣，由於大海嘯之故，大多數的工廠或公司行號都被破壞殆盡。可以說

根本無法進行進、出貨作業，更因魚體大小選別機具被海嘯給沖走，今年的秋刀漁季想要重

新開張可能性並不大。其中，有二家加工廠盡一切的努力才得以開張，石森商店在修補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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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的機具之後，八月底已經整裝待發。另一家則是幸勝水產，為了趕上秋刀漁季，急著進

行大規模已經半損壞之機具的復原工作，到了九月底已經開始正常使用魚體選別機了。二家

公司除了選別機流失而無法使用之外，還進一步採購其他加工廠的份量在自家工廠進行進一

步之加工然後再轉賣出去。受災的公司行號除了販賣商品藉以獲取利潤之外，也非常積極的

進行重建之佈局。石森商店社長石森洋悅說「跟往年相比，今年的時間稍微晚了一些，希望

同行的業者們都能齊聚在女川，再度創造昔日之榮景。」希望大家都能同心協力，渡過目前

的困境。幸勝水產的高橋孝信社長說「同行應該趕快站起來，讓女川市得以恢復往日的榮景。」

至於受到協助的加工企業也說「雖然同行之間大家相互競爭，但是災後則得到來自同行的照

顧，內心除了感謝之外，真希望能夠趕快回到工作崗位繼續打拼。」 

輻射線物質劑量的自我檢測 

受到大震災之後的宮城縣女川市，進港卸貨的水產品將從 9 月 30 日開始進行輻射線物

質的含量測定。因東京電力公司的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均已經採取自我檢測的措施，各地

方所生產的水產品必須在確保其安全性之後才能販賣或銷售。該市的高政水產加工廠 (社長

為高橋正典)，也自行購買檢測儀器進行輻射線物質的含量測定，更由於該公司的協助輻射線

物質的含量測定檢查一律免費，而且女川市也非常的配合，並臨時聘用三名臨時職員負責檢

測等相關工作，期間更接受日本東北大學的教授指導，檢測的正確性可以獲得擔保。而必須

經過檢測的水產品，例如女川市的鯖魚、秋刀魚等，測定工作是採每天進行的方式，檢測結

果只要數十分鐘即可出爐。萬一檢測的結果超過標準值時則必須重新檢測，而且必須停止出

貨，雖然說檢測是以天然生產的漁獲物為主要對象，但是該市的大宗養殖魚種銀鮭也被列入

檢測對象。宮城縣原本計畫在女川市等縣內的主要港口都配備有輻射線物質檢測機具，但是

必須等到 10 月份所有機具設備才能到位，在秋刀魚的旺季期間可說已經來不及服役了，今後

只能寄望官方以及民間的配合進行自我檢測，如此一來才能確保水產品的安全性。 

道東秋刀魚最高捕獲紀錄 

來自根室市的消息指出，秋刀魚漁業在 9 月 12 日以花咲港為中心的道東四港口創下有

史以來的最高卸貨量紀錄 4,238 公噸，全國合計約 4,800 公噸，同時也是本季的最高紀錄，

這讓一直處在高位的價格呈現下滑現象。消費地的入、出貨雖然增加，但仍以量販店到底會

採取什麼樣的行動最值得期待與關注。 

根據漁業服務中心的消息指出，9 月 12 日花咲港創下近年來單一港口的最高卸貨量紀錄

3,268 噸，再加上厚岸、釧路、濱中也有 970 噸，合計道東四港的秋刀魚卸貨量已經超過 2001

年 9 月 8 日所創下的 4,187 公噸紀錄。往年只要捕獲量多，大型船隻會移轉至三陸地區卸貨

藉以取得平衡，但現在三陸地區的相關設施受到天災而損壞，間接成就了道東卸貨量的紀錄。

到了 9 月 13 日還有 2,400 公噸的卸貨量，這是從颱風過後出現持續性的豐漁之模樣。另外，

9 月 12 日的漁場主要在花咲港東方約 90 浬附近，比颱風來臨前稍微偏遠一些。其次是魚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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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雖然以大型魚為主(150～180 公克)，但以 150 公克的比例增加最多。就海邊價格來說，

在 9 月 12 日的花咲港，第二回的競標價每公斤竟然跌破 100 日圓，一口氣從 9 月 10 日的

200～300 日圓慘跌下來。另外，4 公斤 23 尾以及 25 尾裝者，價格也從 9 月 10 日的 500 日

圓下跌至 300 日圓。消費端的販賣業者認為，每尾 100 日圓的確非常好賣尤其是中型魚的增

加，不但可以做為宣傳更可以當做特賣以及優惠價格處理，而貨源是否能持續穩定的供給也

非常重要。 

從九月十六日後再出海作業 

全日本秋刀魚棒受網漁業合作社(全秋連)在 9 月 12 日召開理事會，決定從 9 月 16 日開

始，旗下所屬的船員在船隻歸港後必須休息二天，亦即採取休漁二天的措施。休漁處置今年

是第一次，去年的 9 月 17 日也同樣實施休漁措施，只不過去年是因為捕不到魚而執行休漁，

今年是因為豐漁而休漁。至於往後將如何，一切視情況而定。本季的秋刀漁期，在 9 月上旬

因為颱風來臨出海作業次數減少，漁民或相關業者認為應該會停止休漁措施，但是颱風過後，

持續出現大豐收的情況，因此不得不執行休漁。 

秋刀魚冷凍處理能力之極限 

道東海面的秋刀魚呈現大豐收的榮景，這也讓漁港在進行拍賣或競標等處理時，捉襟見

肘根本無法負荷，相關業者於是緊急召開會議研討因應對策。在根室市花咲港本來是一人煙

不是很多的地區，如今竟然出現必須休漁一天的好漁況。在道東海域，上星期因為颱風來襲

之故，出現秋刀魚最喜歡的低海水溫度，也因此，持續出現豐漁的好景象。但是，光是在 9

月 24 日這一天便創下有史以來的最高捕獲量紀錄，所有花咲港的貨車都搬不完漁獲物而發生

滯留到隔天的事態。還有，由於大震災之故日本東北的漁港幾乎功能盡失，因而秋刀魚集中

至道東卸貨，所以，秋刀魚的到貨量已經逼近最高限度，而且港口的各種加工設施可以說都

被用來處理秋刀魚漁獲，港口的入貨與出貨更呈現不平衡的態勢。因此，由捕撈秋刀魚的漁

民所成立的團體從 9 月 26 日開始實施全國性的休魚。有漁民就說「只要價格還可以，休漁

也無所謂，否則一旦價格崩跌，生意就很難做了。」也有漁民說「魚價下跌似乎無法避免，

即使執行休漁好像也看不出效果。」各種聲音都有。 

在釧路的商店街，一尾秋刀魚約 120 日圓，比上星期便宜 20～30 日圓。雖然說秋刀魚

的單價跟往年差不多，但是，如果豐漁的情況持續下去，漁獲物價格是否會崩盤的可能性將

無法避免。這也將困擾著從事秋刀魚的漁民以及相關業者，今後，我們的餐桌是否也會遭受

到影響呢，值得大家拭目以待。 

朝氣蓬勃的大船渡的燒烤秋刀魚 

讓三陸地區所出產的秋刀魚能夠出現在高達 333 公尺高的東京鐵塔的餐桌上，這是「三

陸・大船渡東京鐵塔秋刀魚祭」的宣傳噱頭。該執行委員會於 9 月 23 日在東京都港區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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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鐵塔停車場舉行此一盛會，一共準備 3,333 尾秋刀魚免費提供做為炭烤的材料。今年該類

盛會已經是第三次舉辦，原本認為日本東北地區遭受大地震以及大海嘯之侵襲而將停止此一

盛會之舉行，後來因顧及「想要看到大船渡朝氣蓬勃的樣子」而舉辦，當然，一方面也是在

向全日本各地(或海外)宣告水產都市「大船渡」的地位以及它的重要性，並且增加大船渡的

知名度。 

秋刀魚的脂肪在炭火燻烤下散發出陣陣濃濃的香味，當天早上四點半先頭部隊就已經抵

達會場，活動開始前會場已經擠滿了人潮形成一條很長的排隊隊伍，戶田公明市長在開幕時

簡單的說「大家應該要好好品嚐大船渡秋天的美味才對」。在吃過燒烤的秋刀魚之後某女士笑

容滿面的說「今年是第一次，還是鹽味燒烤出來的秋刀魚最好吃。」這一天最快樂的不只是

來賓，連提供秋刀魚的業者也樂在其中。 

大船渡在往年通常會選擇在 9 月中旬舉辦三陸秋刀魚祭，但是，舉辦秋刀魚祭的會場大

船渡市民體育館，在這次的大震災當中被海嘯給沖走，因此，在當地舉辦秋刀魚祭的念頭就

消失了。大船渡市是秋刀魚產地直銷的先驅，不只是生鮮秋刀魚，加工以及冷凍的設備也非

常完善，去年度在漁港項目中大船渡的秋刀魚卸貨量高居全日本第四位。雖然說，今年將因

大震災的影響而無法維持像往年那樣的漁獲卸貨量，但是在製冰或是冷凍庫的修繕以及增設

方面仍不遺餘力，目前的大船渡市正在加緊腳步復舊當中。 

秋刀魚的捕獲量限制 

全國秋刀魚棒受網漁業合作社(全秋連)，在 9 月 27 日於釧路市召開臨時理事會，結論是

「九月中的捕撈次數限制為二次，10 月 3 日之後一天的總捕獲量假如超過某一定量時，各船

隻的捕獲量將予以限制。」因受到日本東北大震災的影響，三陸地區的港灣設施受到相當嚴

重的損害，本州地區的船隻每當出海捕撈時都會遭遇些許困難，因此只好集中在比較近的根

室市花咲港，但也因為漁獲物量多處理速度較為緩慢之故，勢必要迴避在特定港口集中卸貨

而作出漁獲量卸貨限制之舉動。 

今年的秋刀魚漁季，截至 9 月 27 日為止，全日本的總漁獲量比去年多了 1 萬 2,352 公

噸，來到 6 萬 1,635 公噸，其中約六成以上集中在花咲港卸貨，這也造成花咲港周邊的卡車

嚴重不足。另外，全秋連在 9 月 26 日之後，實施休漁 24 小時的禁令。雖然說目前的漁獲物

大部分集中花咲港卸貨，但是，現在的漁場已經從根室市的落石海面移轉至濱中町霧多布海

面，今後，漁獲物很可能會集中在道東的各港口。另一方面，根據市場消息人士指出，一天

的漁獲物處理能力在花咲港約為 1,800 公噸，釧路港約為 800 公噸，如果像目前常常有大豐

收的情況，港口的漁獲物處理能力將嚴重不足，理事會應該早些謀求因應對策才對。 

隨著漁獲物捕撈卸貨量之限制，餐桌或者加工用的原料是否也會受到影響呢，全秋連的

八木田和浩組長說「即使漁獲物捕撈的卸貨量只剩一半，以目前漁場形成的狀況以及實績來

看，新鮮品或是加工原料根本不用擔心會有供給不足的情勢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