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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漁 業 資 訊 

西北太平洋秋刀漁況調查 

CPUE仍呈現低水準狀態 

日本北海道立總合研究所釧路水產試驗

所於 7 月 23 日發布「西北太平洋海域北上期

秋刀漁況調查結果」，本次資源調查的秋刀魚

將是 8 月份開始棒受網漁船作業的主要漁獲

對象，即所謂秋刀南下群的分布狀況。調查

期間為 7 月 5 日開始至 19 日止，調查範圍

在西北太平洋之北緯 40°30’至北緯 46°

30’、東經 149°30’到東經 162°30’的海域，

針對 17 個測站，以 9 種不同網目大小所做的

流網漁獲試驗及海洋觀測。 

漁獲試驗結果，總漁獲尾數為 784 尾，

較去年的 974 尾少，但測站別的 CPUE(每片

流網的漁獲尾數)除北緯 42°30’、東經 153

°30’之測站外，其餘測站的 CPUE 為 6.6

尾，均較去年的 6.1 尾增加，漁獲較多者為

北緯 45°30’、東經 158°30’之間的海域，

共漁獲 389 尾，幾佔總漁獲的一半，但今年

的 CPUE 卻是 2005 年以來的第二低。漁獲

體長組成，中大型魚(體長 29 公分以上)佔

68.5%，中型魚(體長 24 公分以上未滿 29 公

分)佔 20.2%，小型魚(體長 24 公分以下)佔

11.3%，顯示漁獲中以大型魚所佔比例最

多，幾佔七成，這些調查對象的魚群預計到

9 至 12 月時，大型魚還會成長約 1 公分，中

小型魚還會成長 2~3 公分。調查海域的表面

水溫為 8.8°C~19.2°C，除了 3 個測站之

外，其餘測站的水溫均較去年上升。 

此外，水產廳所進行的「西北太平洋秋

刀魚長期漁海況預報」將依本次調查與東北

水產試驗所的調查結果彙整後，於近期內公

布。(吳金鎮，譯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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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27 日) 

2013年將發生中度聖嬰現象 

預測將有助供食用魚類產出 

豐業銀行(Scotiabank)專家指出，2013

年預測會出現中度聖嬰現象，並將會有助於

秘魯當地直接供食用魚類產出，另外秘魯北

方水庫水位也會因此而上升。 

如果明年的聖嬰現象強度不強，鯷魚分

布將會偏南且棲息於較深水層，反而導致漁

獲減少，鯷魚生殖季也會延後而導致漁季延

後。 

但對於主要棲息於溫水域魚種，例如鮪

魚、鬼頭刀以及鯖魚來說，在聖嬰發生時將

會有大群洄游至秘魯海域內，而漁獲量將會

增加。 

秘魯前漁業部長認為，今年 5 月漁業作

業努力量已經較去年減少 7.63%，聖嬰來時

可能會導致減幅增大，在沒有妥善管理鯷魚

漁獲，大量捕撈反而對未來會有後遺症。 

漁業資深研究人員則有不同意見，2012

年正常年預估秘魯鯷魚產量將會達到 600 萬

公噸，而鯷魚漁業本來變動性就很大，嚴重

受到氣候環境的影響，明年如果因為聖嬰發

生而減產，也是受到海洋環境變遷的影響，

並非人為因素所導致。(於仁汾，摘譯自 FIS 

World News 2012/7/20) 

阿根廷發展衛星照片解析軟體 

計算EEZ外作業的外國籍船數 

阿根廷國家漁業研究暨發展中心日前公

布一套用來解析衛星照片的軟體，該軟體透

過魷釣船夜間集魚燈光度自動辨識及計算在

阿國 EEZ 外作業的外國籍漁船數。 

透過紅外線分析作業漁船集魚燈光度及

強度，另外透過阿根廷漁船船位資訊就可以

辨識個別外國籍漁船，研究人員先前測試結

果顯示該套軟體辨識能力極佳，2 月 26 日衛

星照片解析結果判讀出約有 87 艘外國籍魷

釣船在其專屬經濟區邊界作業。(於仁汾，摘

譯自 MercoPress，2012/7/11) 

歐盟針對深海漁業加強管理 

未來拖網及刺網將退出作業 

為保育深海(水深 4,000 公尺)之生態系

平衡，歐盟擬將提出加強作業執照管理並逐

漸取消深海底拖網及深海底刺網漁業作業許

可，其他底拖網漁業目前則仍未考慮設限管

理。 

歐盟做出此項建議主要基於深海生態系

極其脆弱，受到破壞後很難復原，深海底拖

網及深海底刺網漁業混獲率高達 20-40%，

對深海海域自然生態破壞性大， 因此歐盟將

會提供資金發展具有較高選擇性之漁具，以

逐步取代深海底拖網及深海底刺網漁業。(於

仁汾，摘譯自 TheFishSite News，2012/7/20) 

有效漁區管理提升漁民收益 

成效遠優於海洋保護區設立 

近期一篇刊登在國家科學學術文叢中的

研究報告指出，海洋保護區的設立雖然具有

提升漁民收益的效果，但如果能更有效進行

漁區管理，漁民在資源永續利用下可提升的

收益成效更加顯著。 

該項研究利用 7 項南加州沿近海漁業進

行 3 種管理模擬情境分析，結果顯示，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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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保護區設立以及漁區管理，對於漁民收

益提升最具有效率，另外該項研究也提出海

洋保護區設立必須要非常謹慎選擇地點，如

果隨機設立海洋保護區，反而會減損漁民收

益。 

該項研究亦建議應該給予管理者更大的

管理權限，讓管理者能夠擁有管理漁區作業

的權力，從漁民收益角度考量漁業管理方

法，才能使漁業資源達到永續利用的目標。

( 於仁汾，摘譯自 TheFishSite News ，

2012/7/19) 

美西拖網配額實施成效顯著 

漁民的收入較先前大幅增加 

2011 年美國太平洋漁業管理委員會以

及美國國家漁業局在美國西岸推行底魚拖網

漁獲分享計畫，拖網漁業漁民可以獨享部分

魚種之部分漁獲配額，而不用與其他漁業漁

民競爭，漁民因此不用再害怕漁獲配額不

足，而需在極短期間內大量投入作業。 

統計資料顯示，2011 年漁業收益達到

5,400 萬美元，高於 2006 至 2010 年之平均

值 3,800 萬美元，顯示漁民拉長作業期間可

以有效穩定魚價，競爭漁獲配額將導致短期

內漁獲大量供給反而有害價格。 

另外在作業效率上也顯示 71%作業效率

的提升，混獲率也大幅減少，例如牙鱈拖網

漁船石斑魚以及海鱸混獲減少 79%及 96%。 

配額分享計畫顯示永續管理可以提升漁

民收益，也可有助於環境生態的維護。(於仁

汾，摘譯自 fishnewseu.com，2012/7/20) 

國 際 魷 業 動 態 

中國大陸 

根據中國大陸海關統計資料顯示，5 月份魷類產品進口量為 15,663 公噸，進口值達到

3,040 萬美元，進口量值分較 4 月份增加 61%，與 2011 年 5 月份相較則分別增加 7%與 13%，

最大魷類產品供應國為韓國佔總進口量之 19%，其次為秘魯之 13%。 

輸入平均價格為每公斤 1.94 美元，較 4 月份 1.81 美元上漲 7%，但較去年同期之 2.04

美元下跌 5%。 

5 月份全魷類產品出口量為 19,307 公噸，出口值達到 1 億 620 萬美元，出口量值分較

4 月份增加 7%與 13%，與去年同月份相較則增加 16%與 29%，日本是中國大陸最大魷類市

場國，佔總出口量之 21%，其次為美國，佔總出口量之 13%。 

平均出口價格為每公斤 5.5 美元，較 4 月份平均出口價格 5.23 美元增加 5%，亦較去年

5 月份之 4.95 美元上漲 11%。 

中國大陸海關首次公布魷類加工品出口，5 月份出口量值分別為 8,092 公噸與 6,580 萬

美元，累計之出口量值為 31,817 公噸與 3 億 6,500 萬美元。 

今年前 5 個月魷類產品進口值為 1 億 2,330 萬美元，出口值為 7 億 1,950 萬美元，累

計魷類產品貿易出超 5 億 9,620 萬美元。 



西班牙 

馬德里市場重要冷凍魷魚第 28 週交易或價格情形如下：鎖管 13.7 公噸(第 27 週為 13.3

公噸)，各規格交易價格為 18 公分以下 6.7 歐元/公斤、18-25 公分 6.8 歐元/公斤、25-30 公

分 6.9 歐元/公斤、30 公分以上 7 歐元/公斤；阿根廷魷各品項價格為 24-30 公分淨後胴體 3.1

歐元/公斤、20-24 公分淨後胴體 2.9 歐元/公斤、15-20 公分淨後胴體 2.9 歐元/公斤、18-22

公分胴體 2.15 歐元/公斤、23-28 公分胴體 2.4 歐元/公斤、28 公分以上胴體 2.9 歐元/公斤、

魷圈 1 歐元/公斤。(於仁汾，摘譯自 FIS Market Reports，2012/7/18) 

政 令 宣 導 

修正「漁船建造許可及漁業證照核發準則」第十四條、第十五條之三條文 

中華民國 101 年 7 月 13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漁字第 1011322598 號令修正發布施行 

第 14 條   漁業人以一艘以上漁業種類相同之漁船汰建資格申請建造新船，其汰舊噸數小

於新建漁船噸數時，應補足汰舊噸數。但差額未滿一噸時，免補足。 

汰舊噸數超過新建漁船噸數一噸以上之賸餘汰舊噸數，自核准保留賸餘汰舊噸

數之日起保留一年；賸餘汰舊噸數之漁業種類為新建漁船之漁業種類，且僅能

供其他漁船補足，不得用於增建新船。 

依第一項應補足汰舊噸數，以前項核准其他漁業種類賸餘汰舊噸數或以鯖　圍

網漁船及漁獲物運搬船以外之其他漁業種類補足時，其補足之汰舊噸數不得超

過新建漁船噸數之百分之五。但新建魷釣漁船，以延繩釣或拖網漁船汰舊噸數

補足者，其補足之汰舊噸數不得超過新建漁船噸數之百分之四十九。 

漁業人依第九條第一項以汰建資格申請現有漁船變更經營漁業種類者，其汰舊

噸數小於或超過現有漁船噸數時，準用第一項至前項規定。 

漁業人建造漁獲物運搬船或鯖　圍網漁船者，不得小於原有漁船噸數，其汰舊

噸數不得供其他漁業種類漁船汰建或補足汰舊噸數，且不得保留其賸餘汰舊噸

數。 

漁業人申請輸入新式漁法漁船，其汰建資格及汰舊噸數準用第一項至第三項、

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規定。但國內無相同漁業種類漁船及專營娛樂漁業漁船，

其所需汰舊噸數須為鯖　圍網漁船及漁獲物運搬船以外之其他漁業種類漁船。 

二十噸以上且船齡二十五年以上延繩釣或鰹鮪圍網漁船，其汰舊噸數為原漁船

之百分之七十四。 

漁業人依第四條第七款規定取得之漁船，其補足汰舊噸數準用第一項至第三

項、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規定。 

第 15 條之 3  新建魷釣漁船總噸位不得超過一千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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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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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其他證件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中華民國 101 年 7 月 20 日農授漁字第 1011331035 號公告 

主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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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項第二款之其他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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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公告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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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其他證件」，指遠洋漁船大陸船員之護照及船員服務簿。 

專 題 報 導    第9次全日本秋刀魚˙鮮魚大型買賣主交易懇談會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蕭玉田 

取材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 2012 年 07 月 17 日 

北海道水產品貨主協會(宮崎征伯會長)主辦的『第 9 次全日本秋刀魚˙鮮魚大型買賣主

交易懇談會』在今年 7 月 4 日於釧路市召開，包括買主與出貨主總共約 170 人出席參加，可

謂盛況空前。在全體討論會議中出席人員則包括秋刀魚部會的「山田豐」副會長(山田商店社

長)、仙台水產的「及川智宏」課長以及大日本水產的「安藤伸」大阪本場鮮魚部課長，連同

該部會的副會長「磯田順治」(磯田水產社長)。在 TAC 45 萬 5,000 噸(約比去年增加 3 萬 2,000

噸)以及還有去年的庫存量的狀態下面臨今年的新漁季，如何才能順利的銷售，以及在核電廠

事故餘波盪漾的情況下，如何找尋真正的安全對策，大家無不費盡心思一一進行意見之交換。 

輻射線物質污染對策以及捕撈限制條文之修正 

山田副會長說，從 7月 8日之後可以開始從事流刺網捕撈作業，但是，一般業者非常擔

心輻射物質污染的問題。在檢查方面，道東小型秋刀漁業除了一邊進行漁船的整修之外，在

漁期來臨之前，亦已經進行秋刀魚的採樣檢查(北海道˙青森縣海面的太平洋域)，檢查結果

都沒有問題。 

有關三陸地區漁業相關的復原情況以及販賣情形，仙台水產的及川課長說，事實上，還

沒有達到復原或復興的階段。就秋刀魚來說，在女川或是石卷地區，以女川的港灣堤岸修復

以及製冰機的新裝設最明顯，因此，對於進港卸貨不成問題。只不過，就加工業者來說，除

了一部分已經復原之外，其餘大部分都尚未復原，與災前相比還差得遠呢!!氣仙沼的堤岸已經

幾乎修繕完畢，製冰能力也沒問題，生鮮或是冷凍已經大幅超越去年的程度。在大船渡那邊，

加工業者大致上已經恢復到災前的狀態，在漁季來臨時幾乎已經準備好，製冰或是冷凍設備

都是新裝設。宮古地區其製冰以及冷凍設備也都是新裝設，復原工作持續在進行，跟災前相

比應該恢復得差不多了。大日本水產的安藤課長說，去年 3 月的大震災事故導致輻射線問題

讓大家憂心忡忡，也因此，在商場展開一系列的議題大戰。北海道所出產的漁獲物是沒問題

的，是相對安全的，三陸地區到底會是如何，在消費者眼裡還是存在個大問號。由於進行相

 5



關的漁獲物監測，安全上稍微有些許的安心，該社所交易的都是北海道出產的漁獲物，無論

是漁場形成還是受災的襲擊影響都未構成威脅。今年的漁期也將針對輻射線污染作安全的確

認，而此一證明最好也能視為通路的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 

另外，中央魚類的「卜部晃一」鮮魚部課長說，就輻射線污染問題的對策來說跟去年一

樣，從福島第一核電廠週邊 100 公里的捕撈作業限制或是定期性的監測檢查的執行，漁獲物

海域標示等只要徹底執行，應該就不會有問題。再者，杉山水產的「照井誠」常務也針對受

害問題提出看法，希望大家能在距離福島核電廠 100 公里遠進行海上捕撈作業，而且人人都

要遵守此一限制或是遊戲規則。笹谷商店「相澤康史」營業部長認為，無論是安全對策或是

在庫量的問題，生產者、產地加工廠以及消費地，必須達到三者一體才能創造獲利的空間。 

就秋刀魚的安全對策來說，全國秋刀魚棒受網漁業協會的「八木和浩」會長說，在當初

由於有來自流通販賣業者的期望，今年漁期仍然會要求所有漁民能夠在福島第一核電廠外圍

100 公里外下網作業。另外，在 6 月底的理事會議中，日本水產廳反而要求不必再理會因輿

論風評而做出太過於限制的舉動，這個漁季也不會再實施相關限制。 

日本水產廳漁業資源管理部漁業調整課「鹿田敏嗣」助理課長說，從去年開始的輻射線

檢查，幾乎所有樣品都呈現未檢出的結果，而且秋刀魚在輻射線的風險評估方面非常低。另

外，目前在福島地區因為商業性的海上捕撈作業已經開始進行，其中，包括福島的漁場在內

都位居在福島第一核電廠週邊 100 公里的範圍內，如果在如此低風險的秋刀漁業也要自我要

求不要在 100 公里內進行捕撈的話，那麼，福島漁民的努力將形同白費。在此一氛圍之下，

今年漁期已經進行事前的送樣檢查，在確認漁場安全性無虞的態勢下，福島沿岸漁業應該會

放行才對。 

北海道東大介水產的超商專業採購員認為，一般家庭主婦的共識是『到底輻射線污染物

質的基準值設定在 100Bq 的根據或理由何在？』，在家庭主婦方面，她們大部份都會認為，

雖然沒有超過基準值 100Bq，但是，只要檢測值還有雙位數，他們還是不會冒險去採購水產

品，因此，該合作社已經進行 100Bq 的讀書會，希望業界能夠全力支援與配合。除此之外，

在討論到輻射線物質檢測的次數時，「八木和浩」會長說，跟去年一樣每星期檢查一次。青森

中央水產的「田中美津雄」鮮魚部課長表示，輻射線物質污染檢查雖然說大型量販店可以自

我進行檢查，但是就一般來說，無法執行的地區或店舖很多，能否安全的供貨或是販賣的確

令人憂心，希望公家機關的檢查能夠每星期一次。 

就在庫量的問題進行討論時，高橋水產的「寺崎智己」助理課長表示，去年，三陸地區

的冷凍秋刀魚根本沒有生產，因此，道東的價格上升不少。目前，在庫的比例價格幾乎都處

在高檔，新鮮的漁獲價格會是如何，還真令人擔心呢!東都水產的「吉牟田雄三」鮮魚部長表

示，今年到目前為止，因為其他類的鮮魚比較少，許多量販店都期待秋刀魚能夠開出好價格。

如果能夠跟去年的漁獲不相上下，那麼今年的消費擴大應該不是問題。名古屋海產市場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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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長正」鮮魚部代理部長表示，道東的生鮮秋刀魚在消費地的銷售還不是很理想，而且在休

漁的情況下，捕撈受到限制，消費地的特賣或是優惠活動無法推動等都是原因之一，因此，

若要擴大消費，希望規則限制能夠取消，海上捕撈才能發揮出效果。 

期待近海漁場之形成以及在庫增加對新鮮漁獲之衝擊 

山津水產「富所厚」鮮魚部長說，中元節(7 月 15 日)過後的美味秋刀魚，早已有饕客磨

牙霍霍，如果能在此一消費者最需要的時機點讓價格形成，那會是再好不過了。當然，這也

直接關係到 9 月份以後的通路市場。充當司儀的「磯田順治」副會長則表示，如果只是一味

的追著消費者跑，優質的秋刀魚價格可能會直直落，甚至也會影響到貨主的出貨價格，不得

不謹慎。大日本水產的「安藤」課長表示，從年初以後市場上所販賣的冷凍秋刀魚跟前年或

去年相比，其實，量只剩一半了。今年 6 月時的數字約比去年還要低 2～3 成。為何價格會

低下來，原因不明，在通路販賣方面，嚴格來說問題通常都在產地這一邊。雖然說還沒辦法

進一步確認，但是，從三陸到銚子不是還有不少的解凍秋刀魚嗎？ 

就產地方面的信息來說，永寶冷藏的「須田忍」營業部次長表示，我們若是不進行海上

捕撈的話，將沒有工作可做。只要有漁獲物，我們將盡全力處理好，以最佳品質販賣給消費

地的買主，這便是我們的要求或訴求。太洋產業的「小川廣義」廠長表示，我們通常會標榜

是來自北海道所生產的漁獲物，但是，該公司大船渡的工廠一度遭受大震災的襲擊而毀壞，

雖然如此，該公司也會為了三陸地區的漁業復興而考慮只保留北海道的工廠。希望大家都能

有此認知。 

丸弘水產的「木村訓」社長說，當超級市場或百貨店祭出大特價或大優惠時，漁船還能

不動不出海捕撈漁獲物嗎？希望此時大家都能盡心盡力。全國秋刀魚連的「八木和浩」會長

說，近年來漁期一開始漁場通常都在俄羅斯海域形成。該水域的漁獲配額在早期都能消化完

畢，後來，雖然極力避免無法持續供貨的事態發生，但是，仍然希望能夠採取與月別漁獲目

標相符合的漁獲平準化策略。今年漁期雖然討論過好幾次，但仍得視漁場狀況才能做出最適

當的決定，也希望能夠符合通路販賣商這方面的要求，並且能夠穩定的供貨。 

就產地市場的意見來說，釧路市漁會「高亨」市場採購部長表示，如果漁場偏遠一些，

無論如何，漁獲物都會來根室港集中卸貨，因此，希望在釧路能夠早期就出現漁場的形成。

厚岸漁會「稻垣敏晃」市場部參事表示，漁船希望能早些到達漁場，也希望能早日將漁獲賣

出去，而且希望漁場能夠在近海形成。根室漁會「佐藤幸男」市場部參事表示，就花咲港來

說，當然希望漁船能夠進港卸貨，而且要快速又便利，又要讓船隻能夠隨時出海捕魚。雖然

說，進港的船隻還是有其限度，但最終的希望是無論甚麼船隻都要能進港卸貨。落石漁會「中

野勝平」理事長表示，希望今年的秋刀魚能夠在沿岸附近而且來個大豐收，若能如此，大家

的疑慮將可以化解，而且還能擴大市場消費。齒舞漁會「中村直樹」市場部長表示，就齒舞

來說，最大的希望是能夠讓進港卸貨的船隻快速的卸完後又能再度出海捕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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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木和浩」會長說，生產者以及加工業者或是採購漁獲的業主，在漁獲資訊充分交換

意見的態勢下，希望今年的秋刀漁季能夠開創出不錯的成績。北海道水產品貨主協會的「宮

崎征伯」會長說，生產者將因應需求，在最迫切需要漁獲的同時，以最好的價格賣出最大量

的美味漁獲物。今年加工原料的在庫量相當多，出口也尚未明朗，當然此一狀況會讓鮮魚的

出貨有些影響，希望那些擁有鮮魚出貨通路的業主能夠同心協力擴大漁獲販賣。 

2011年冷凍秋刀魚的出口概況 

就出口數量來說，排名前三名分別是俄羅斯(6,021 公噸)、中國(3,585 公噸)、泰國(2,345

公噸)，全部出口總量約 1 萬 3,051 公噸。出口數量與前一年相比，成長最大的是泰國的 472%，

其次是中國的 81%。在平均單價方面以馬來西亞最高，平均每公斤高達 346 日圓，其次是香

港的 294 日圓，最低的是泰國的 75 日圓以及韓國的 82 日圓，全體總平均約 106 日圓。在單

價方面與前一年比，成長最多的分別是香港以及馬來西亞的 206%，全體平均約上漲 124%。 

秋刀魚消費增加的都市 

中央魚類社長「大滝義彥」說，在日本東北發生大災難以後，三陸地區或是常磐海域的

生鮮漁獲物之提供已經大幅度降低，因此，消費地市場只能以北海道的秋刀魚為中心，雖然

稍微彌補漁獲品項的不足，也可以免去最壞事態的發生。日本的漁獲環境愈來愈不利，築地

市場從今年 4 月之後情況愈來愈糟糕，這對今後的水產品消費蒙上一層陰影。只不過，就水

產品來說，因為含有各種機能性物質，例如秋刀魚這類高脂肪含量的魚類，經過研究發現攝

食之後對男性糖尿病的發病風險相對低。在健康面來說的確很棒，而且很適合日本人的體質，

因此，對相關業界來說的確是一項很不錯的信息。另一方面，秋刀魚的購入量在這十年之間

持續的往下降，雖然如此，但是甲府地區或是那霸以及大分縣、岡山縣、廣島、高松等瀨戶

內海週邊地區的縣市卻呈現增加的趨勢。其實，這些地區平常都是與秋刀魚無緣的，一旦觀

念發生改變機會就來了，只要持續告訴消費者魚的價值在哪裡，消費擴大並不難。 

受到風評波及的因應策略 

釧路市長「蝦名大也」說，在本日討論輻射線物質污染問題的當下，雖然說每一個縣市

都應該盡力去因應所發生的問題，但是，地方的國會議員以及相關的人事等也都應該站出來，

為解決問題而努力。在非事實的情況下遭受到波及時，想要去防患或是維護的確很辛苦，而

在受災地區許多瓦礫垃圾等都還未清除，這對復興或復原工作確實出現不少障礙。瓦礫等在

受災地區雖然還很多，在安全上的確堪慮，不過在當地由於孩子們很少，自然不會讓太多的

瓦礫搬運至此。只不過，東北地方的外來船隻很多，想要在釧路港卸貨的船隻很多，想要讓

受災區當做腹地的業者不少，而且，來釧路避難的東北地區的民眾也很多，因此，受災區的

復興或復原工作相對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水產品的自給率目前在 60%以下，在此一狀態下，

日本水產廳當然要高舉讓消費復活的大旗。如果政府以及民間都能同心協力為促進漁獲物的

消費而努力，相信時間不會太久，成果必然會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