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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漁 業 資 訊 

英國召見阿根廷駐英大使 

對阿國中斷航線表達抗議 

英國外交部日前召見阿根廷駐英國大使

Alicia Castro，英國安全暨情報局局長

Robert Hannigan 當面向阿國大使表達嚴正

抗議，強調阿根廷核發外國籍漁船執照並准

許在福克蘭群島週邊海域捕撈阿根廷魷、中

斷定期航線且派艦艇在阿根廷與福島間海域

巡邏，已違反國際法並嚴重侵害英國利益。 

阿根廷大使對此反駁，堅稱阿根廷此舉

只是在正當行使對所轄自然資源的主權權

利，並聲稱在 11 月中國際海事組織大會中也

獲得其他國家支持，認定阿根廷並未違反國

際法，英國宣稱的都不是事實，阿根廷派艦

艇在阿根廷及福克蘭群島間海域巡邏是為保

護此海域自然資源避免遭到破壞，阿根廷政

府對於兩地間定期航線也沒有強迫中斷。 

阿國大使強調阿根廷政府仍願意與英國

就福島主權爭議進行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

雙方爭議。 

阿國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在 11 月中曾

發生定期航線船務公司遭暴民侵入事件，數

名暴力份子闖入辦公室搗毀門窗玻璃，並出

言恐嚇船公司立刻停止到福克蘭群島的定期

航線，並威脅如船公司不照辦將會再次上門

找麻煩，警方對此案並未積極偵辦，也沒有

逮捕任何滋事暴民。 (於仁汾，譯自

MercoPress，2012/12/3) 

阿國與俄羅斯簽署合作協定 

將在海洋研究資訊加強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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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阿根廷農畜漁業部與俄羅斯漁業局

簽署共同策略合作協定，未來將加強雙方在

海洋漁業資源保育及管理方面合作關係。 

俄、阿簽署之協定將加強雙邊在漁業研

究及科學資料交換上的合作，雙邊對於漁業

在糧食、就業、人民所得以及貿易上有共同

關切議題，雙方將在養殖、捕撈以及加工等

技術提升上進行合作，也會定期派員互訪、

召開研討會及諮商會議方式等進行交流。(於

仁汾，譯自 FIS World News，2012/12/3) 

阿國水產品出口量達31萬噸 

較去年同期微幅增加約1.3% 

 阿根廷今年1至10月水產品出口量達到

316,731 公噸，出口值為 100 億 540 萬美元，

與去年同期(312,581公噸與98億300萬美元)

相較出口量值分別增加1.3%與 2.2%。 

水產品出口量中 198,428 公噸為魚類，

其中狗鱈出口量 89,244 公噸(出口值 2 億

4,240 萬美元)仍居首位，其出口量值較去年

同期之87,267公噸與2億3,300萬美元分別

增加 2.2%與 4%。 

其次為蝦類 55,918 公噸(出口值 3 億

1,700 萬美元)，較去年同期出口量 52,309

公噸增加 6.8%，其他較重要出口水產品項分

別為阿根廷魷54,720公噸(出口值1億3,000

萬美元)、福氣魚 13,332 公噸(出口值 3,210

萬美元)、鯷魚 7,892 公噸(出口值 1,920 萬

美元)、扇貝 4,451 公噸(出口值 4,740 萬美

元)、河魟 4,267 公噸(出口值 1,040 萬美

元)、金吉利魚 3,008 公噸(出口值 1,480 萬

美元)及比目魚 1,766 公噸(出口值 1,050 萬

美元)。 

西班牙仍是阿根廷水產品最大市場國，

累計交易量達到 68,377 公噸(交易額為 2 億

7,850 萬美元)，其次為貝里斯 26,999 公噸

(交易額 8,380 萬美元)、義大利 18,243 公噸

(交易額 7,770 萬美元)及美國 17,692 公噸

(交易額 7,350 萬美元)。(於仁汾，摘譯自

FIS World News 2012/12/3) 

俄國認為中國公司違法入股 

將強迫該公司必須出售資產 

俄羅斯政府日前要求中國 Pacific 

Andes 漁業公司必須出售其所購買之俄羅斯

資產，因為俄國政府發現該公司取得這些資

產過程違反俄國法律。 

根據俄國法律規定，外國公司投資俄國

境內漁業公司前必須先取得政府核准，但

Pacific Andes 公司並未取得核准透過購買

資產方式入股俄國漁業公司經營，並佔有這

些漁業公司大部分捕撈配額。 

雖然俄國政府強迫該公司必須出售所購

得的資產，但不希望 Pacific Andes 公司完

全退出俄國漁業公司以及陸上加工廠經營。 

俄國政府同時發現部分韓國公司也透過

相同手法操控俄國當地漁業經營，據了解 53

家遠東地區漁業公司以及明太鱈捕撈協會涉

及其中，且明太鱈捕撈協會透過價格控制以

及非法的經濟活動操縱當地明太鱈漁業。 

據了解，Pacific Andes 檯面上持有俄

國漁業公司 35%的股權，但卻掌控 70%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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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鱈捕撈配額，另外掌控 95%明太鱈切片以

及 77%明太鱈魚卵加工品，Pacific Andes

所屬船隊有 141 艘漁船，其中 82 艘為大型

漁船。(於仁汾，摘譯自 FIS World News 

2012/11/30) 

俄國提供援助給西非沿岸國 

尋求增加作業漁獲配額機會 

俄羅斯希望透過提供西非沿岸國運輸卡

車、船隻及其他設備，並提供大學獎學金方

式尋求增加在當地之漁獲配額。 

雖然俄羅斯漁船在 1970 年代就在西非

沿岸作業，但近年來受到來自歐盟拖網船隊

的競爭，導致漁獲量大幅減少，2012 年累計

至9月僅捕撈148,000公噸漁獲，遠低於2011

年同期之 211,000 公噸。 

在西非摩洛哥、茅利塔尼亞、塞內加爾

及納米比亞沿岸捕撈沙丁、鯡魚、鯖魚以及

鰺魚之俄羅斯拖網船隊主要來自於默曼斯克

及加里寧格勒兩個港口，但在 2012 年茅利塔

尼亞限定俄羅斯拖網船僅能在沿岸 20 浬外

作業，導致漁獲量大減，且近年來入漁費調

漲數倍，摩洛哥入漁合約在 6 月到期，也遲

未達成續約，也導致俄羅斯拖網船作業區域

縮小。 

俄羅斯漁民協會估計在西非沿岸漁獲量

必須要達到 40 萬公噸才符合最佳作業效

益，因此俄羅斯政府才計畫透過其他援助以

取得更多漁業利益。(於仁汾，譯自 FIS World 

News，2012/12/10) 

國 際 魷 業 動 態 

日本 

日本海關統計資料顯示 10 月份魷類產品進口量為 3,045 公噸，進口值為 16 億 7,700 萬

日圓，平均進口單價為每公斤 551 日圓，進口量值較 9 月份增加８%與 1８%，與去年同期相

較則分別增加 10%與減少 0.1%。 

累計至 10 月份魷類進口量與進口值分別達到 16,113 公噸與 161 億 1,300 萬日圓，平均

進口單價為每公斤 606 日圓，累計進口量值與去年同期相較分別增加 3%與 8%。 

泰國 

根據泰國官方統計資料顯示，今年 10 月份計有 9,084.4 公噸魷類產品輸入，輸入金額

達到 2,370 萬美元，平均輸入單價為 2.61 美元/公斤，其量值分別較 2011 年 10 月增加 44%

與 50%，累計前 10 個月進口量為 45,482.5 公噸，進口值為 1 億 5,600 萬美元，平均進口單

價為 2.32 美元/公斤。 

10 月份出口之魷類加工品為 3,452.8 公噸(含添加物)，出口值為 2,310 萬美元，平均



出口單價為 6.72 美元/公斤，其量值分別較 2011 年 10 月增加 47%及 38%，累計今年前 10 個

月出口量為 29,741.4 公噸，出口值為 1 億 9,360 萬美元，平均出口單價為 6.51 美元/公斤。 

西班牙 

馬德里市場重要冷凍魷魚第 48週交易量變動情形如下：鎖管 13.6 公噸(第 47週為 15.4

公噸)，各規格交易價格為 18 公分以下 S級 7.1 歐元/公斤、18-25 公分 M級 7.3 歐元/公斤、

25-30 公分 L 級 7.5 歐元/公斤、30 公分以上 XL 級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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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魯  

秘魯 10 月份大赤魷出口量為 15,110 公噸，出口值為 2,110 萬美元，其出口量值分較 9

月減少 42%與 41%。(於仁汾，摘譯自 FIS Market Reports， 2012/12/5) 

國 內 漁 業 要 聞 

秋刀魚營養價值高品質優良 

漁法環保符合永續利用精神 

漁業署表示，我國漁船所捕的秋刀魚產

於西北太平洋公海海域，漁季為每年的 6 月

至 11 月，因保鮮技術良好，終年均可供應，

同時秋刀魚富含 DHA、EPA 等高度不飽和脂

肪酸，營養價值高，為物美價廉之優質國民

美味鱻食。 

資源良好，漁法環保 

漁業署進一步表示，根據科學家研究指

出，目前西北太平洋秋刀魚資源狀況良好，

我國秋刀魚作業船隊係利用秋刀魚之趨光

性，採用不會對其他物種及海洋生態造成衝

擊之棒受網漁法捕撈，為我國符合資源永續

利用的環保漁業之一，我國今年秋刀魚漁獲

量迄漁季結束日(12 月 3 日)止，估計約 16

萬 1 千公噸，而我國近 3 年秋刀魚漁獲量皆

達 16 萬公噸以上，僅次於日本，居全球第二。 

優質營養，料理容易 

漁業署指出，秋刀魚自海中捕獲後，立

即在船上分級包裝，並以低溫急速冷凍保

存，確保產品鮮度，因此品質優良，終年供

應無虞。秋刀魚除魚肉本身即為優良蛋白質

外，並富含人體所必需的維生素 A、D、E、

B2 與 DHA 及 EPA 等高度不飽和脂肪酸，營

養價值極高，同時秋刀魚體型大小適中，並

具有處理、烹調容易的優點，一人一尾剛剛

好，實為物美價廉之優質國民美味鱻食。 

漁業署最後表示，本年度生產之秋刀魚

已陸續返國，並在全國各大賣場、生鮮超市

及傳統市場販售，推薦國人多多選購營養美

味之秋刀魚，為自己的健康加分。（轉載自漁

業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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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船員溫馨過聖誕節 

祈禱工作順利平安歸來 

海洋局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海員漁民服

務中心攜手合作用心關懷外籍船員，提前於

12 月 7 日晚上 6:30 舉辦「2012 外籍船員聖

誕晚會」活動，參與活動外籍船員超過 200

人，船員們感受到台灣民眾滿滿的溫暖與關

懷。 

海洋局指出，本項活動已經連續第 9 年

舉辦，今年主題以為外籍船員祈禱工作順利

平安為主，讓這群遠道而來的朋友，一解思

鄉之苦，活動過程表演節目精彩，有印尼傳

統舞蹈表演，並安排趣味競賽遊戲，同時晚

會備有豐富餐點及聖誕禮物，一起與船員同

樂，晚會最後由外籍船員手持溫暖的燭光傳

遞國人濃濃的關心與守護。 

海洋局表示，該局長期推動海員漁民權

益宣導暨關懷服務已行之多年，包含免費提

供漁民服務中心羽球場、撞球等運動設施，

在漁港區裝設太陽能熱水器，提供船員 24

小時熱水洗澡等。海員漁民服務中心亦開放

電腦網路電話讓船員能與家人即時聯絡，及

視聽育樂設施供船員休閒娛樂使用，海洋局

並支援替代役男，利用夜間時段協助船員使

用相關設施。 

晚會中加強外籍船員人身安全宣導，殷

切期盼外籍船員能帶著我們的叮嚀，快快樂

樂出門，平安滿載歸來！並請漁船主能以家

人相待，善盡管理之責，妥為約束管理所僱

用外籍船員生活事務，防範危害治安事件發

生。（轉載自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網站） 

專 題 報 導               日本中小型秋刀魚漁獲量已亮起紅燈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蕭玉田 

取材自水產經濟新聞 2012 年 11 月 29∼12 月 5 日 

在 2012 年 11 月 27 日於釧路市召開了一場有關道東海域的秋刀魚漁況，以及鯖魚、鰮

魚的來游量增加議題的研討會，產地相關業者以及研究人員都蒞臨演講以及討論相關議題。

其中，有關這一個漁期大型秋刀魚減少，或是道東漁場的較晚形成等意見紛紛提出來相互討

論，除了暖流等海況等重要因素之外，包括前年中、小型魚的漁獲量，或是在公海的外國船

隻所產生的漁獲壓力增加的影響外，也逐漸凸顯資源管理的重要性。 

大型魚減少的要因˙釧路研討會 

釧路市漁會的「戶田晃」理事長說，近年來，道東海面的漁場形成約在 9 月下旬左右，

這與過去相較，在時間上稍微晚了一點。7、8 月的流刺網或小型棒受網漁船的漁獲量非常低，

而且這個漁期道東海面的秋刀魚中、小型魚並不多，再加上外國船隻的捕撈，多少也會影響

到日本國內的漁民。關於這一點，漁業資訊服務中心道東服務處的「小林喬」所長就提到，

道東漁場較晚形成，那是自 2010 年以後便已開始出現的現象，若要追究原因，應該就是朝道

東海域前進的北上暖流勢力在 2010-2012 年間，比 2007-2009 年間還要強勁許多，至於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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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力則又顯得比較疲軟，2010-2012 年秋刀魚的資源水準也相對的來到低水準，可能是以上

這些因素造成秋刀魚魚群較晚南下。 

還有，就大型魚減少的原因來說，前年中、小型魚捕獲過多是原因之一，另外，外國船

隻在公海作業的漁獲壓力也是影響的原因之一，且今後外國船隻也可能會持續增加中、小型

秋刀魚的捕獲量。日本與台灣、韓國、俄羅斯等外國船隻的秋刀魚總捕獲量約 60 萬公噸，根

據小林所長的說法，這些量已經接近秋刀魚的資源的利用率，從現狀來看，未來漁期的資源

狀態應該會持續惡化才對，因此，應該趕快減少中、小型秋刀魚的捕獲量才對，如此才能讓

大型秋刀魚的資源量提升，所以，國際性的資源管理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東北區水產研究

所的「中神正康」主任研究員也提到，在 6-7 月所實施的北太平洋漁期前的底拖網調查試驗，

發現在 2010-2012 年原本在日本附近的調查漁區(第 1 區，東經 143-162 度)的資源分佈大幅

減少，這也是跟在 8月的捕獲量減少有直接的關係。但是，自 9月以後從第 2區(東經 162-177

度)到道東海域的資源有洄游回來的跡象，因此，捕獲量稍微增加。當然，漁期前的資源量多

少會影響當年的捕獲量。中、小型魚的漁獲量，從過去的數據來看，雖然對資源全體的減少

的因果關係並不存在，但是，如果在資源量逐漸減少的趨勢中想要讓全體漁業國家都能穩定

持續增加魚貨量的話，那麼，不要捕撈小型魚(0 歲魚)、增加大型魚(1 歲魚)是勢在必行的做

法。另外，最近在北太平洋公海針對漁業管理條約的簽署，應該會順利通過與推動，秋刀魚

的國際性資源管理時代即將到來。 

從秋刀魚的TAC與漁獲實績來看已背離資源管理本意 

除此之外，釧路水產品流通協會的「山田豐」副會長也表示，近年來，秋刀魚的總容許

捕獲量(TAC)與實際的漁獲量產生背離的現象，因此用前一年的資源調查作為當年的 TAC 的決

策參考依據時，不免令人質疑。還有，秋刀魚漁業一旦到了漁季尾聲，很多業者會以消化 TAC

做幌子，繼續捕撈包括中、小型魚在內的漁獲。如此一來，根本背離資源管理的本意，當然

是相互矛盾。在流通方面，道東以及三陸地區的加工業者間，如果在原料價格方面存在價差，

那麼，問題將繼續存在，不可忽視它的影響力。 

魚種替換 

而在這次的研討會當中，另一個主題便是『魚種替換』。在道東海域，今年的圍網船約

捕獲秋刀魚 9,000 公噸，真鰮約 6,300 公噸，可說是近年來最好的一年。在釧路，除了以鯖

魚、真鰮為主要漁獲的年代之外，秋刀魚已經很少出現如此高的漁獲量了。因此，地方上才

會傳言是不是資源開始復甦了，不禁抱以高度的期待。 

道立綜合研究機構釧路水產試驗場的「森泰雄」專門研究員針對近年來的鯖魚與真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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洄游狀況提出報告，他說，若以今年 9-10 月所實施的流刺網調查之結果來看，2010 年以後

鯖魚與真鰮等魚種各年齡群的來游量，以 CPUE(單位努力漁獲量)來看確實是有增加的。今年

的漁獲年齡組成，鯖魚是以三歲魚為主體，真鰮則是以二歲魚為主體。中央水產研究所的「川

端淳」表示，各魚種的太平洋域資源水準，真鰮可以說是最低的，鯖魚一直維持在高檔附近，

而且都是以 2012 年生的魚群資源量為最多。另外，真鰮雖然處在低檔，但是有逐漸增加的趨

勢。至於說是不是出現魚種替換呢？答案是否定的。目前只不過是真鰮生長環境最適當的時

候罷了，產卵母魚一點一點的逐漸增加而已，還談不上是大漁場即將形成。 

加工需求體型是關鍵 

秋刀魚的加工需求所使用的中型魚原料已經面臨無貨可買的局面，這個漁期因為魚體小

型化，包括道東在內的冷凍庫存貨，已經呈現見底的狀態，需求者當然感到相當困擾。 

數量明顯較少的是 10 公斤 70 尾級(平均每尾 140 公克以上)的體型，這些原料都使用在

調味或是剖開式的商品上。在三陸，使用這樣原料的加工業者表示，雖然想要從道東取得原

料，但是，庫存量已經用罄也沒辦法，目前正處在無法確定原料來源的狀態。這一漁期的秋

刀魚從一開始大型魚就不多，9 月中旬之後，整體漁獲物是以製成罐頭、魚漿類的中、小型

魚為主，超過 140 公克以上的大型秋刀魚(10 月份)約只佔漁獲量的一到二成而已。 

雖然說目前的秋刀魚漁場主要舞台已經移往三陸、常磐地區，卻仍然以小型魚為主，做

為加工用原料的體型需求，一般都認為好像還沒有解除。在這種情況下，原料的交易市場也

相對非常強勁，以 70 尾級在道東的產地價格，從秋天開始已從 1,000 日圓的價格攀升至

1,400-1,500 日圓了，至於漁獲量不多的大型魚 60 或 65 尾級的價格約在 2,500 日圓到 2,800

日圓之間。但是以 1,400-1,500 日圓這種價格，跟去年漁期中的高價相比較，也約便宜了一

到二成。若從銷售端製品的銷售情形來看，因為銷售量並不如預期的好，因此對原料迫切需

求的狀況好像沒有市場想像的那般嚴重。 

日本全國秋刀魚捕獲量超過20萬公噸 

全國秋刀魚漁業協會「八木田和浩」會長在 12 月 3 日就目前的全日本秋刀魚棒受網漁

船的捕撈狀況發表聲明，捕獲量約比前一年增加許多，已經超過 20 萬公噸，可惜的是，在整

個漁期中漁獲物仍舊是以中、小體型者為主軸，在單價方面約比前一年下降 20%左右，捕獲

總金額則下滑 27%，約 163 億日圓左右。在數量方面，明顯增加的地區是正在恢復的本州。

去年，雖然也出現集中在千葉縣銚子港的情況，但是，今年銚子港卻反而減少了 24%。岩手、

宮城、福島的主要漁港其漁獲量都比去年增加。宮城縣的女川港約增加 109%，是去年的二倍

以上，氣仙沼港也成長了 212%的漁獲量。岩手縣的大船渡港只增加 20%左右。因為體型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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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故，本州地區的單價約比去年下降 70%。 

漁業資訊服務中心的主管表示，連續出海作業二個晚上的船隻的確不少。今年，在新造

船隻陸續加入的情況下，延後出海捕撈作業的船隻減少了 18%，這也顯示出海面的魚群數量

相當薄弱。在 12 月 3 日的棒受網漁船，雖然規模偏小卻仍繼續在海上作業。在漁獲交易市場

方面，每公斤曾經下跌至 200 日圓，隨後有逐漸攀升的跡象。在 12 月上旬，魚群的狀態好像

還不錯，因此，繼續在海上作業的船隻還不少。北海道地區加工用體型之秋刀原料好像有些

供不應求的狀況，可以說買氣還在。也因此，全體的總金額應該還會往上提升才對。 

冷凍秋刀魚等對越南出口倍增 

據來自根室港的消息指出，根室的產官攜手合作對越南出口冷凍秋刀魚，到了 11 月底

約出口 271 公噸(包括其他加工品在內)。這個數字是去年的 2 倍，為了凸顯商品與其他國家

不同，根室的相關業者也開始著手規畫當中。根室水產協會所屬的 5 家商社，其所出口的秋

刀魚體型每 10 公斤約在 90-100 尾，約是日本國內做為罐頭的原料體型，當然，也出口了一

些大型的秋刀魚，大型魚是料理店在用，小型魚則用在量販店。根據消息指出，秋刀魚是從

釧路港、苫小牧港或石狩港出口，再經韓國的釜山港，最後銷往越南。包括冷凍品在內，在

短短的 2個月(10-11 月)內一共出口了 271 公噸。從過去的數據來看，2010 年為 21 公噸，2011

年是 138 公噸，今年則為 271 公噸，可以說是逐年大幅遞增。 

另一方面，這一漁期的道東秋刀魚岸邊價格在一開始相當強勁，因魚體方面有偏中、小

型跡象，因此，加工費用應該會有所增加。而對越南出口的商業談判從去年開始就已經如火

如荼的在進行，然而重點擺在漁獲的價格上。根據當地相關業者之轉述，會以通路販賣做為

第一優先考量的對象，剛開始利潤應該不會很好才對。 

根室港所捕撈的秋刀魚，是從 2010 年開始對越南出口，在市政府以及根室水產協會、

根室商工會議所、市內漁會等所組成的『根室市亞洲圈出口促進協議會』開始著手洽談。其

中也對越南的商社、業者等相關人員進行招商，也開過很多次的會議。該協議會也在今年對

新加坡出口過秋刀魚，逐漸對海外市場展開推銷，亦即，開拓海外市場將是未來的一大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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