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際 漁 業 資 訊 

阿國政府提前開放魷釣漁場 

惟船員勞動契約仍在討論中 

阿根廷聯邦漁業委員會日前公告核准魷

釣漁船作業日期提前到 1月 18 日，作業漁船

配屬觀察員可在南緯 44-47 度、西經 67 度以

東與南緯 47 度以南海域作業，聯邦漁業委員

會參考國家漁業研究暨發展中心之科學建

議，以及拖網漁船已經混獲到小型阿魷等資

訊後，作出提前開放漁場決定。 

今年尚無法確知阿根廷魷漁況，可能要

到 2 月初國家漁業研究暨發展中心發布阿魷

資源初步調查結果才會較為明朗。 

在聯邦漁業委員會宣布提前開放漁場

後，已經有幾艘魷釣船出港作業，但同時魷

釣船船主公會與海員聯盟正在就船員勞動契

約條款內容更新進行討論，其中基本工資部

分是最有爭議部份，因為船主認為薪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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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動的是整個魷釣漁業，海員聯盟成員認為

漁船船員基本薪資與漁獲量有極大關聯，因

此必須予以調整。(於仁汾，摘譯自 FIS World 

News，2013/1/17、2013/1/24) 

福島科學家在國際研討會受獎 

顯現頭足類相關研究領先全球 

國際頭足類資詢委員會(CIAC)日前頒獎

給福克蘭群島科學家，以彰顯其在頭足類相

關研究之成就，以及福克蘭群島政府在頭足

類漁業管理上的成就。 

2012 年 11 月在巴西召開的 CIAC 會議共

有 24 國科學家近 160 人與會，此次會議共有

94 場發表及 133 個不同研究題目的研究海

報。(於仁汾，摘譯自MercoPress，2013/1/15) 

美國將修改食品衛生管理法 

內容轉成事先預防降低威脅 

美國食品安全現代化法案(FSMA)經兩黨

協商通過後將公告 120 天供大眾檢視，該項

新法案包含列入雞蛋產品沙門氏菌檢驗、牛

肉產品大腸桿菌檢驗、以及生產者與飼育業

者目前自願性遵守的食品安全指導綱要。 

食品藥物管理局官員表示，簡單來說這

項新法案就是將食品安全從被動反應轉變成

事先預防，降低食物中毒對美國消費者的威

脅。 

據統計美國消費者每年 6 人中有 1 人會

因食物中毒而生病，約有 130,000 人須就

診、3,000 人致死，因此預防食物中毒成為

增進公共衛生、降低醫療成本與預防食品業

崩解的重要議題。 

在 FSMA 法案中有兩個重要原則規範國

內生產食品及進口食品，第一項為要求所有

在美國境內販售的食品必須有完善避免食物

中毒的計畫，同時對可能出現的任何食物中

毒問題有更正計畫，在法案實施後一年大型

食品業者必須完全符合法規標準，小型業者

則會給予較長調整期。 

第二項原則則針對農產品生產及採收訂

定安全標準，這些安全標準將依照科學及風

險性分析結果訂定，大型農場在該法案實施

後 26 個月必須達到相關安全標準，同樣地小

型農場則特別給予較長調整期，另外無論大

小農場都會對其所使用水源水質標準給予較

長期間調整，以符合法案訂定之安全標準。 

針對進口產品部分，FSMA 要求進口商必

須驗證進口產品在國外生產過程完全符合美

國國內訂定之安全標準，且國外執行相關衛

生查驗的公證單位也符合認證標準，對於進

口產品如此要求主要基於美國境內食品消費

約有 15%仰賴進口，倘有任何安全疏漏將會

對美國人民帶來相當大危害。 

食品藥物管理局對於食品安全規範不僅

止於人類，也將適用於動物食用產品上。(於

仁汾，摘譯自 TheFishSite News，2013/1/8) 

FAO頭足類市場報告指出 

魷類產品需求將逐漸增加 

在FAO公布的2012年全球頭足類市場報

告中指出，2012 年 8 月份全球章魚供給量大

增，導致部分地區市場之價格下跌 3 成，因

部分國家捕撈配額增加，亦導致價格再度下

跌，魷魚市場價格也因為阿根廷及日本的魷

魚產量增加而出現下滑。 

章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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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利塔尼亞在 2012 年夏季章魚產量大

增，另外摩洛哥夏天也增加章魚捕撈配額，

導致市場供給量增加，而使價格下跌，8 月

份茅利塔尼亞冷凍章魚價格下跌幅度達到 3

成。墨西哥在 7 月份時則將捕撈配額從

12,000 公噸減少至 10,000 公噸。 

日本市場上半年章魚進口量從 2011 年

的 6,300 公噸增至 8,500 公噸，但西班牙市

場則出現減少的情況，較 2011 年上半年之

14,800 公噸減少約 15%，義大利的進口市場

也減少約 12.3%，且自西班牙與茅利塔尼亞

的進口章魚量減少，但自塞內加爾進口的章

魚量則增加。 

魷魚 

因日本魷產量的增加，使 8 月份價格下

跌約 2 成，7 月份在東京拍賣市場供給量增

加，也使得價格下跌近 2 成，受到價格下跌

影響，消費量也出現增加現象。另外反應在

魷類產品進口量上，生鮮冷凍魷魚、章魚及

墨魚均出現減少，但加工頭足類熟品的進口

量則有顯著增加。中國仍是日本市場魷類加

工品最大供應國，占上半年總進口量一半以

上。 

西班牙魷類產品進口量也呈現增加跡

象，2012 上半年進口量增加 5.2%，義大利市

場則衰退約 26%。 

美國仍是全球最大魷類產品市場，2012

年上半年進口量增加了 26.2%，中國大陸輸

往美國魷類產品量增加 2,500 公噸。 

墨魚 

全球墨魚最大供應國為越南，但受到中

國大陸採購減少的影響價格大幅滑落，每公

斤價格從越南幣 150,000 元(約 USD6.7)下跌

至 60,000 元(約 USD2.7)。 

2012 年歐洲地區墨魚消費不振，西班牙

及義大利墨魚進口量均較 2011 年減少。 

展望 

亞洲地區魷類產品長期需求將成長，也

會使得部分輸歐數量分散至亞洲地區，另外

具有附加價值的魷類加工產品市場需求將會

增加，尤其亞洲地區成長最為顯著。 

章魚供給量仍會增加，因此預期價格會

受到供給量增加而影響價格，魷魚供給量可

能會減少，市場價格預期將會上漲，墨魚供

給量也可能減少而使得價格上漲。(於仁汾，

摘譯自 TheFishSite News，2012/12/28) 

國 際 魷 業 動 態 

日本 

根據日本海關統計資料顯示，2012 年 11 月份各類魷類產品進口量為 2,653 公噸，進口

值為 15 億 5,600 萬日圓，平均進口單價為每公斤 587 日圓，與 10 月份相較，進口量值分別

減少 13% 與 7%，與 2011 年同期相較亦分別減少 19%與 13%。 

去年累計至 11 月份之魷類產品進口量值分別為 29,259 公噸與 176 億 6,900 萬日圓，平

均進口單價為每公斤 604 日圓，累計進口量值較 2011 年同期累計分別增加 1%與 6%。 

泰國 



根據泰國官方統計資料顯示，2012 年 11 月份計有 9,014 公噸魷類產品輸入，輸入金額

達到 1,920 萬美元，平均輸入單價為 2.13 美元/公斤，其量值分別較 10 月份增加 1%與 19%，

累計魷類產品進口量達到 54,496 公噸，進口值為 1 億 2,450 萬美元，平均進口單價為 2.29

美元/公斤。 

11 月份出口之魷類加工品為 2,404 公噸，出口值為 1,810 萬美元，平均出口單價為 7.55

美元/公斤，其量值分別較 10 月份減少 30%及 32%，累計出口量為 32,145 公噸，出口值達到

2 億 1,150 萬美元，平均出口單價為 6.58 美元/公斤。累計 1 至 11 月份之貿易順差為 8,690

萬美元。 

西班牙 

馬德里市場重要冷凍魷魚第 2 週交易量變動情形如下：鎖管 14.4 公噸(第 1 週為 11.7

公噸)，各規格交易價格為 18 公分以下 5.7 歐元/公斤、18-25 公分 6.2 歐元/公斤、25-30 公

分 6.3 歐元/公斤、30 公分以上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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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 

根據官方統計資料顯示，2012 年阿魷捕獲量為 94,719 公噸，較 2011 年增加 24%，但仍

遠低於 2008 年之 255,474 公噸。 

根據海關統計資料顯示，2012 年 12 月份阿魷出口量為 29 公噸，出口值為 48,570 美元，

去年累計阿魷出口量及出口值分別為 65,690 公噸與 1億 4,940 萬美元。(於仁汾，摘譯自 FIS 

Market Reports，2013/1/16、2013/1/23) 

國 內 漁 業 要 聞 

ECFA簽訂有助拓銷大陸市場 

101年度出口值達新台幣45億 

臺灣與大陸簽訂 ECFA 後，早收清單主

力水產品（包括活石斑、冷凍秋刀魚、冷凍

虱目魚、冷凍虱目魚片、冷凍及冷藏烏魚、

鱉蛋）外銷大陸由 99 年約新台幣 14.3 億

元，至 100 年成長到約新台幣 34 億元，101

年更達新台幣 45 億元，較 100 年增加新台

幣 11 億元成長 32%。其中又以冷凍虱目魚

片出口量由 100 年 7 公噸，101 年增加為

38 公噸，增加幅度 471%；價值由原約 120

萬元增加至約 1,256 萬元，增幅 940%為最

高。冷凍虱目魚條及魚片對大陸出口值增加

28%，顯示大陸市場逐漸接受冷凍虱目魚片

產品，大陸虱目魚產品市場仍有拓展空間。 

漁業署致力拓展虱目魚等水產品內、外銷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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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署指出，為協助業者利用 ECFA 商

機，於 101 年 4 月間鼓勵業者參加「2012

上海臺灣名品博覽會」，設置臺灣漁業館，完

整介紹臺灣虱目魚產業，推廣臺灣虱目魚文

化、料理及美食等；並協助業者參加 2012

第七屆海峽（福州）漁業博覽會，行銷台灣

優質虱目魚、石斑魚、秋刀魚等，積極拓展

大陸市場，向中國大陸消費者推介我國產優

質之水產品；另持續開拓全球市場，輔導相

關業者參與波士頓國際海產品展、歐洲海產

品展、亞洲海鮮展及莫斯科世界食品展等；

此外為促進虱目魚國內市場，漁業署除積極

輔導地方辦理虱目魚文化節等活動，宣傳虱

目魚魚食文化外，持續舉辦虱目魚相關促銷

活動，輔導漁會供應國軍虱目魚，近 3 年來

國內批發市場平均交易量約 9,600 公噸，並

呈穩定成長趨勢。 

漁業署表示，虱目魚年產量約 5 萬公

噸、養殖面積約 1 萬公頃，100 年虱目魚總

出口量為 9,917.5 公噸、出口金額約 6.5 億

元，101 年出口量已成長為 10,918.2 公噸、

出口金額達 7.1 億元；在產地價格部分，101

年產地平均價格 74.4 元/公斤，相較未簽訂

ECFA 前 99 年產地平均價格 68.1 元/公斤，

每公斤上揚 6.3 元。 

推廣精緻化及品牌化漁產品，提高虱目魚附

加價值 

漁業署最後表示，為輔導虱目魚加工業

者及養殖漁業團體推廣精緻化及品牌化漁產

品，並持續開拓國內外市場，除協助研發虱

目魚鬆、魚丸及虱目魚水餃等加工產品，另

協助產業研發將魚鱗製成膠原蛋白與無刺虱

目魚等加工品，以提高其附加價值與產品多

元化。（轉載自漁業署網站） 

行政院海巡署新船將服役 

正陸續招考優秀新血加入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直屬

船隊新建造之「巡護九號」千噸級巡護船，

預計於本(102)年 3 月完工啟用，先期應交船

需要，將陸續招考二廚與船員若干名。該船

隊升遷管道順暢，船員可依工作類別、證照、

考核、年資歷練等條件，循序升任至船長或

輪機長等職務。此次招考之二廚每月薪資約

新台幣 3 萬 7,000 元起薪，而船員每月薪資

約新台幣 3 萬 3,000 餘元起薪，如升任至船

長或輪機長，其月薪分別可達新台幣 7~8 萬

餘元，海勤金額另計。 

有關其資格條件如下： 

(1)類別：二廚及輪機、甲板船員各數名。 

(2)學、經歷：具有國民中學或相當國民中學

以上畢業，曾經從事海上工作 1 年以上經

歷（須服務機關戳章）。 

(3)年齡限制：中國民國國民年滿 18 歲以上

未滿 65 歲。 

(4)具有效期限內之漁船船員服務手冊，商船

船員手冊不適用。 

(5)具有游泳技能，不限姿勢、不限時間連續

游完 200 公尺。 

(6)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地區醫院

（含）以上醫院證明，符合漁船船員管理

規則健康標準之合格「漁船船員檢查表」

及「漁船船員體格檢查證明書」正本各乙

份。檢查項目應包括 X 光片透視、梅毒血

清檢查及視力檢查（體格檢查標準，依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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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船員管理規則第 10 條、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考試體格檢查標準之規定辦理）。 

有關以上報名資格、報名方式、測驗

方式及詳細報考時間與錄取名額等，均以行

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公告於行政

院 人 事 行 政 總 處 「 事 求 人 網 站 」

（ http://web3.dgpa.gov.tw/want03front/AP

/WANTF00001.aspx）之資料為準。(資料來

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專 題 報 導                從魚類廢棄物萃取機能性食品 

轉載自國際漁業資訊第 242 期 

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 夏翠鳳 

在疾病預防上，機能性食品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食品業相當吃香，調製及萃取機能性

食品所需之原料為數眾多，水產品是一重要來源。全球每年捕撈約 1億公噸的魚，但僅 30％

變成魚肉，預估全球漁業之年丟棄量將近 0.2 億公噸（佔 20％）。就西方之水產品消費習性

而言，部分西方人僅接受及消費魚類切片，因此水產品的許多營養與精華變成魚類廢棄物。 

魚類廢棄物含具有價值的蛋白質、脂質、礦物質、碳水化合物及核苷酸，因此是萃取生

理活性複合物的豐富來源，可應用於增強生理機能，發展魚類廢棄物利用之技術，可為水產

業添加更多價值。 

一、澳洲之魚類廢棄物產品 

澳洲的魚類廢棄物有三分之一來自捕撈漁業，也有三分之一來自水產養殖業。舉例來

說，在 2003-2006 年間每年魚類廢棄物量約 23,558 公噸，佔總產量之 34％，倘依年平均產

量排序，鮭魚以其佔總產量之 24％居首位。每一魚種之廢棄物所佔比例不等，介於 20％（鯊

魚）至 70％（橘棘鯛）之間，廢棄物包括魚鰭、魚皮、內臟、魚頭、魚骨等。該等廢棄物通

常不以食物作消費，部分發酵轉為肥料，部分乾燥製成動物飼料，但該等用途並非高價產品，

與機能性食品不同。 

二、從魚頭和內臟萃取魚油 

魚油被視為多元不飽和脂肪酸（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PUFA）的不錯來源，

廣泛用於製藥及作為食物補充品。一般萃取魚油的方法包括蒸餾、稀鹼水解、酶解和超臨界

流體萃取（Supercritical Fluid Extraction；SFE），前兩種屬於傳統萃取方法，SFE 則是

近 30 年發展完善的技術。此外，近幾年也開發出許多利用溶媒、冷凍和酸類萃取的新方法，

該等新方法降低氧化對 PUFA 的危害至最小，保留魚油的生物活性。 

目前可以用蛋白質水解法自黃鰭鮪的魚頭萃取魚油，在最理想的胰蛋白酶水解程序下，

所萃取的魚油量佔 4.34％，其中 28.47％屬 PUFA，而 PUFA 包括 23.63％之二十二碳六烯酸

（Docosahexaenoic Acid；DHA）及 4.84％之二十碳五烯酸（Eicosapntemacnioc Acid；EPA）。 

三、從魚皮、魚鱗和魚骨萃取膠原蛋白 



魚體經過切片程序後，所剩之魚類廢棄物將近其魚體重的七成，三成為魚骨和魚皮，該

等含有高比例的膠原蛋白。以此方式利用魚類廢棄物可明顯提升魚的價值，但近來膠原蛋白

的主要來源仍是陸棲動物，如牛或豬。然，基於狂牛症（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BSE）和口蹄疫發生頻繁，限制從該等動物提取膠原蛋白之利用。另人們對猶太食物和清真食

物的需求漸多，導致利用膠原蛋白於食品之需求亦增。 

與自陸棲動物萃取膠原蛋白相較，魚類膠原蛋白之萃取程序並不複雜，從魚皮、魚鱗和

魚骨萃取的膠原蛋白屬高價原料，可利用於食品及化妝品。膠原蛋白係基於膠原蛋白的特性，

以改變蛋白質的分解過程予以離析而得。若以乾燥重量計算，從魚類萃取之膠原蛋白比例相

當高，如從「遠東沙丁魚(Sardinops melanosticta)」可萃取之膠原蛋白比例為 50.9％、「真

鯛（Pagrosomus major）」為 37.5％、「日本真鱸（Lateolabrax japonicus）」為 41％。 

目前已成功從「縱帶笛鯛（Lutjanus vitta）」之魚皮萃取出酸溶性膠原蛋白

（acid-solubilized collagen；ASC）和水溶性膠原蛋白（pepsin-solubilized collagen；

PSC），若以濕的重量計算，依序佔其產量之 9％和 4.7％。PSC 也可自「擬目烏賊（Sepia 

lycidas）」和「紅鰭多紀魨（Takifugu rubripes）」之魚皮分離出，倘以乾的重量計算，依

序佔其產量之 35.0％和 44.7％。 

有關自魚類廢棄物分離膠原蛋白的研究指出，魚皮、魚骨和魚鰭之膠原蛋白產量高，自

日本真鱸之魚皮所分離萃取的膠原蛋白佔 51.4％，「白腹鯖（Scomber japonicus）」和「日

本異齒鯊（Heterodontus japonicus）」則為 49.8％和 50.1％。至於魚骨的膠原蛋白萃取量，

以凍乾的重量計算，「正鰹（Katsuwonus pelamis）」可得 42.3％、日本真鱸 40.7％、「香魚 

（Plecoglossus altivelis）」53.6％、「赤鯮（Dentex tumifrons）」40.1％、「竹莢魚（Trachurus 

japonicus）」43.5％。從日本真鱸之魚鰭取得的膠原蛋白量有 5.2％是 ASC、36.4％是非酸溶

性膠原蛋白（acid-insoluble collagen）。 

四、從魚頭、魚骨和內臟萃取蛋白質 

海水魚切片後之廢棄物含有高比例的蛋白質及水解蛋白質，使水產業之副產品具有高附

加價值，可自魚頭、內臟和魚骨萃取水解蛋白質，運用於各式食品作為乳化黏著劑，如沙拉

的調料、塗醬或黏合肉和魚產品（如臘腸、午餐肉）。當然，在廣泛應用水解蛋白質之前，需

了解該等蛋白質之特性及應用技術。 

自魚類廢棄物提取水解蛋白質，最常使用生化法，添加酵素是利用最頻繁的方法，酵素

水解製程（Enzymatic hydrolysis process）則大有可為，因其產物之機能和營養價值高。

已有許多使用酵素合劑自魚類萃取水解蛋白之研究，商業用蛋白酶種類很多，如鹼性蛋白酶 

（Alcalase）、中性蛋白酶（Neutrase）、風味蛋白酶（Flavourzyme）、複合蛋白酶（Protamex ）、

木瓜蛋白酶（Papain）和胃蛋白脢(pepsin)，皆可使用於蛋白質之酵素水解。 

利用風味蛋白酶及佳香酶（Savorase），在魚體之自然酸鹼值 6.8 及水和魚之比例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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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五情況下，從「紅長鰭鱈（Urophycis chuss）」之魚頭、內臟和碎骨提取之水解蛋白可作

為天然調味料。該水解產物有較高比例之游離氨基酸(Free amino acids)，比烹調用的蔬果

汁更有鮮味和甜味。 

五、從魚骨萃取促鈣吸收肽 

鈣是人體不可或缺的元素，其機能包括強化牙齒與骨骼、神經功能以及許多酵解反應需

要鈣當作輔因子（co-factor），實驗證明老鼠吃下帶骨的小魚會增加其鈣質的生物利用度，依

此邏輯推理，小魚可能是人類重要的鈣質食用補給品，尤其是對特定族群，如大陸境內鮮少食

用乳製品的族群。魚骨胜肽（Fish-bone peptide；FBP）對鈣的親合性高，可自「皮氏叫姑魚

（Johnius belengerii）」的骨架分離出，以老鼠進行魚骨胜肽對鈣之生物利用度的影響研究

顯示，鈣的保留量增加，骨內礦物質流失減少。惟缺乏對魚骨之有機化合物或礦物質的研究。 

對鈣具高親合性的低分子量胜肽（短鏈氨基酸）可從「黃線狹鱈（Theragra 

chalcogramma）」之背骨取得，鈣吸收試驗說明胜肽之貢獻，如同酪蛋白磷酸胜肽（Casein 

phosphopeptide；CPP），即源自牛奶的磷酸鈣，可作為具高鈣溶解力的新保健食品的原料，

供應有乳糖不耐症的東方人。 

六、其他機能性物質 

除前述機能性物質外，可自魚類廢棄物萃取其他有用的物質，如硫酸軟骨素

(chondroitin sulfate；CS)、凝乳酶（chymosin）和寡胜肽（Oligopeptide）。CS 是天然的

黏多醣（mucopolysaccharide），可降低血脂肪水平、促進骨質形成與康復、抑制腫瘤細胞與

病毒，具高黏性及保水力，因此 CS 廣泛應用於藥物、食品及化妝品產業。 

凝乳酶則廣泛用於乳酪加工及其酸性凝乳過程，當作牛奶凝劑。凝乳酶通常自依賴牛奶

之幼小哺乳動物的胃取得，特別是從小牛的皺胃（反芻動物的第四個胃），科學家也嘗試從鮪

類的胃黏膜取得低成本的替代品。 

由「五條鰤（Seriola quinqueradiata）」之魚骨及魚皮經酵化水解所取得之海洋蛋白

質酵解胜肽，於近幾年獲得較多關注，其具高保水力可修復粗糙的皮膚，且無氣味不佳的問

題，經實驗證明可安全用於修補皮膚，因此可考量作為化妝品原料。 

七、結語 

隨著人口成長速度增加及食物資源短缺等問題，對食品科學家而言，有效利用有限的食

物資源是其共同目標。澳洲和大陸的研究學者企圖尋找魚類廢棄物的利用方法，截至目前的

成果，已有諸多有價值的產物，如魚油和蛋白質水解酶。 

有關魚類廢棄物之利用的進一步研究，可能引導海洋漁業至生產高效能的機能性食品，

增加經濟獲利也保護全球環境。澳洲每年可利用之魚類廢棄物約 2.4 萬公噸，是萃取機能性

食品原料的豐富資源，可利用於健康與機能食品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