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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漁 業 資 訊 

阿根廷為保護阿魷資源  

關閉南緯44度以南漁場 

阿根廷聯邦漁業委員會在聽取國家漁

業研究暨發展中心建議後，為保育阿魷資源

公告關閉南緯44度以南作業漁場。 

根據阿根廷官方統計資料顯示，累計至

6月19日之阿魷捕獲量為139,349.3公噸，僅次

於2008年之捕獲水準，遠高於去年累計至6

月30日之93,059.5公噸。  

捕獲量中119,824.8公噸為魷釣船所捕

獲、15,167.8公噸為拖網捕獲，另生鮮漁船

捕獲量達到4,072.4公噸，卸漁港口中以得塞

阿多港61,623.7公噸為最高，其次依序為馬

得普拉塔44,848.1公噸及馬德林港27,661.4公

噸。（於仁汾，摘譯自FIS-World News，2013

年7月1日） 

西班牙漁船涉嫌非法捕魚  

遭阿根廷海岸巡防隊扣押 

一艘西班牙籍漁船在阿根廷專屬經濟

區域內非法作業遭阿國海岸巡防隊艦艇扣

押，該船名為漁夫號，全長72公尺、船寬

11.2公尺，共有30名船員，母港為加利西

亞，經查最後一次在蒙特維多停港。 

阿根廷海岸巡防艦艇在准將港相近緯

度專屬經濟區內發現該船未經授權在阿國

海域作業，透過無線電與該船聯繫，但該

船轉向公海海域疾駛，阿國巡防隊船艦開

始發動緊追權並攔停該船，海岸巡防隊人

員登船檢查後發現該船漁具仍是濕的，漁

艙內有2公噸剛處理的生鮮漁獲及250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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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凍漁獲，將扣押馬德林港，西班牙業已

派遣人員赴阿根廷處理該船被扣事宜。（於

仁汾，摘譯自MercoPress，2013年7月3日） 

本年1至5月阿國水產品出口量 

達15萬噸較去年同期增加13% 

阿根廷官方統計資料顯示，今年1至5月

阿根廷水產品外銷量累計達到150,538公

噸，較去年同期之133,197公噸增加13%，其

中魚類累計出口量為91,960公噸，較去年同

期之86,633公噸增加5.8%。 

單項水產品中以狗鱈累計出口量46,693

公噸為最高，較去年同期之40,114公噸增加

8.9%，其次為阿魷42,176公噸（較去年增加

26.1%）、蝦類12,869公噸（較去年增加5.2%）。 

其他外銷量增加之單項水產品包括福

氣魚5,895公噸（較去年同期增加5%）、白口

10,849公噸（較去年同期增加15.8%）、扇貝

2,814公噸（較去年同期增加8.9%）。 

出口量減少之單項水產品包括金吉利

魚1,102公噸（減少10.2%）、鱒魚4,887公噸（減

少5.3%）、鯷魚4,855公噸（減少2.1%）以及

河魟1,602公噸（減少22.6%）。（於仁汾，摘

譯自FIS-World News，2013年6月26日） 

日本同意北太漁業管理公約  

秋刀魚漁業將朝向國際管理 

「北太平洋公海漁業資源養護與管理公約

（ 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High Seas Fisheries Resources 

in the North Pacific Ocean）」，日本眾議院於

6 月 24 日同意簽署。日本參議院於 19 日同

意後，交由政府閣員會議決定後，再進行

批准手續。 

北太平洋公海既有的區域性漁業管理

組織（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北太平洋

溯河性魚類委員會）未管理到之漁業資

源，為此公約管理目標。因此，不僅是於

天皇海山所捕獲的金眼鯛、五棘鲷等底棲

性魚類，還包括秋刀魚、赤魷等日本近海

及公海範圍廣泛分布的浮魚資源。 

該公約的協商由日本、美國、韓國、

加拿大、中國、俄羅斯、台灣等 7 個國家

參與，除了俄羅斯及台灣，其他 5 國已簽

署同意。關係國當中有 4 個國家批准之日

開始 180 天後公約成立，但現在尚無國家

批准。公約成立後將按照科學委員會的建

議，決定漁獲數量。（楊清閔，譯自日刊水

產經濟新聞，2013 年 6 月 27 日） 

日本北海道本年TAC計畫 

秋刀魚分配3萬1,900噸 

北海道於6月28日公布秋刀魚、鯖魚、

松葉蟹等種類的2013年TAC（可漁獲量）計

畫。種類均經過5月29日水產政策審議會當

中，修改國家基本計畫隨之北海道的計畫亦

修改，而且在各海區漁業調整委員會中答辯

後，獲得國家的批准。TAC的管理期間為7

月至隔年6月止。 

秋刀魚的ABC（生物學上的容許漁獲

量）較2012年減少11萬7,000噸，為33萬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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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北海道知事管理部分的TAC亦由2012年

的4萬8,000噸減少1萬6,000噸，成為3萬2,000

噸。北海道在其中分配3萬1,900噸給秋刀魚

漁業，相較2012年4萬4,200噸減少了1萬2,300

噸的數量。（楊清閔，譯自日刊水產經濟新

聞，2013年7月3日） 

日本本年秋刀魚漁獲備受關注 

首日漁獲量13.6噸係去年6倍餘 

秋刀魚流刺網於 7 月 8 日解禁，釧路、

厚岸、根室等地於 7 月 9 日開始今年的初

期漁獲。由於受到燃油費高漲及近幾年的

漁獲不振的影響，有些船家有減少出海捕

魚的動作，但是本次初期的漁獲量較 2012

年增加，在市場行情上也出現了慶祝行情

的價格。 

7 月 9 日於釧路有 16 艘漁船計 625 箱

（8-10kg/箱）、厚岸有 15 艘計 510 箱、根室．

花咲有 13 艘計 298 箱，合計 44 艘漁船，漁

獲量共計 1,433 箱。根據漁業情報服務中心

（JAFIC）指出，以噸數計之為 13.6 噸，今

年較 2012 年的初漁獲量（38 艘，2.2 噸）

大幅的增加，但較 2011 年（159 艘，74.9

噸）較少。 

魚體的主要重量為 130-140g，較 2012

年的魚體稍大，慶祝行情價格的最高價在

花咲，超過 170g 者每公斤 7,350 日圓，但

是仍不及於 2012 年的 1 萬日圓。主要體長

魚在釧路，130g 魚體每公斤約 1,575-2,258

日圓，大致上是 1,000-2,200 日圓。而 140g

魚體每公斤在 1,000-4,000 日圓左右。相較

於 2012 年漁獲不佳時的價格水準，今年度

的價格較低。宣告秋刀魚季節來臨的初期

漁獲物，將出貨至各地的消費地市場。根

據漁業情報服務中心（JAFIC）指出，漁場

是在落石的南方約 70 浬附近，「北上暖水

伸展之故，今年的漁場形成較 2012 年更靠

近沿岸」。水溫性的來游環境佳，但是依漁

期前的試驗單位調查密度分布，量較常年

較少。因此到底會有多少的來游量，仍受

到注目，預料秋刀魚漁獲將於 7 月 10 日以

後仍會持續。（楊清閔，譯自日刊水產經濟

新聞，2013 年 7 月 10 日） 

日本魷釣協會公布魷釣船 

俄羅斯海域作業注意事項 

2012年11月第29屆日俄漁業委員會會

議在東京舉行，批准了2013年在俄羅斯海域

的日本魷釣船魷魚捕撈作業，可漁獲配額量

在Ⅱ-2區為60噸，日本海側的Ⅴ區為7,700

噸。 

漁業談判的結果，俄方的取締規則較去

年變更處多，例如ARGOS衛星系統的訊號不

通狀況之報告與査詢的具體方法。當訊號停

止時，現在都是連絡堪察加（Kamchatka）

通信中心，應該正式地向海參崴的沿海州漁

業廳及國境警備局連絡，並必需向日本漁業

廳取得繼續作業的核准。假設訊號中止時，

需向廣播電台聯絡諮詢。 

另一個變更處，船組方式已被取消。現

為12-15艘組成一群體的方式，並由其中1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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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代表船讓俄方公務員上船。但是最近2

年間舊中型魷釣船沒有進入俄方範圍所影

響，而取而代之的是配置督察站的監視官船

（租俄方漁船），進行檢查站的工作之外，

亦在漁場中執行執法工作。因此，搭乘監視

官船的俄方公務員將由3人增至5人，對日本

漁船臨檢時用安裝發動機的兩艘橡皮艇。 

假設，俄羅斯公務員臨檢日本漁船，會

有日文翻譯人員共同執行，因此不必擔心受

檢。 

作業日誌的格式在去年已更改，新的作

業日誌的填寫方式在出海捕魚前協會會召

開指導會議，並加以說明，因此不需擔心難

以填寫的問題，若有填錯的地方僅需用刪除

線劃掉，再由船長簽名蓋章訂正之。 

此外，船上生活垃圾的處理會受到俄羅

斯國內法的限制，玻璃瓶、塑料瓶、易拉罐

等無法燒的垃圾，一定要暫存放在船內，若

在臨檢時被問到，則可讓臨檢人員看到，以

免受罰。（楊清閔，譯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

網站，2013年7月3日） 

日本船凍赤魷漁獲開始  

量不穩行情有上升趨勢 

在北太平洋近海進行的船凍式赤魷作

業，漁獲物於八戶開始卸魚，因在庫量少，

且近海生產量也停滯不前，拍賣價格呈上升

趨勢。延續上周7月2日開始初期漁獲卸魚，

7月9日1艘漁船入港拍賣，卸魚2,546箱（12kg/

箱）。拍賣價格（高價）主要魚體大小（去

耳）為10公斤裝11-15尾是5,250日圓，與上周

同價，而10公斤裝16-20尾者為5,050日圓，減

少了50日圓。缺貨的副產物之耳部為3,050

日圓，足部（大）為2,430日圓，較上周行情

上升了100及180日圓，這些副產物的看漲行

情，平均價格在3,870日圓，較上周3,706日圓

上升。 

市場關係者解釋說看過上周狀況的業

者們依上周的價格為基準，在拍賣時再追

加其價格。而受冬期作業（1-3 月）的卸魚

量不足的影響，基本上對原料不足感到憂

心，故整體上行情有上升的趨勢。本期的

作業船為中型船 28 艘（其中已有 2 艘已卸

魚），大型船 1 艘，共計 29 艘進行作業，

較 2012 年多 6 艘，但有情報指出近海附近

的漁獲呈現低迷狀況，因此預測整體的供

給量會較 2012 年期的 2,760 噸較少。各船

正式地回港及卸魚時期在 7 月底至 8 月

初。（楊清閔，譯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2013

年 7 月 10 日） 

中俄漁業合作混合委員會 

第22次會議於俄羅斯舉行 

2013年6月25－28日，以農業部漁業局副

局長崔利鋒為團長中方的代表團赴俄羅斯

聯邦莫斯科參加了中俄漁業合作混合委員

會第22次會議第二輪會談。 

此次會談旨在促進中俄漁業合作的恢

復、解決大拖漁船漁場缺失及秋刀魚缺少捕

撈配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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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磋商，雙方決定恢復2013年中方在

俄經濟海域的捕撈權，並對以狹鱈為主的魚

類給予了捕撈配額。會議確定了作業區域、

時間、捕撈魚種、配額、漁具、漁船分種類

數量、運輸服務、漁撈日誌等具體條件和規

則。 

混委會對2012年賬目資金往來細節及

相關費用的繳納進行了確認，達成一致意

見。 

雙方還就各自實施2012年12月6日簽署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俄羅斯聯邦政府

關於預防、阻止和消除非法、不報告和不管

制捕撈海洋生物資源的合作協定》的國內程

序交換了資訊。 

此次會談解決了雙邊合作的歷史遺留

問題，開創了合作新局面，為中國大陸大型

拖網漁業的發展贏得了更大的空間。（轉載

自中國遠洋漁業資訊網，2013年7月1日） 

澳洲試驗魷釣漁具 

捕撈小型表層魚類 

為因應魷釣業者希望改裝現行魷釣機

具之需求，調查以魷釣之滾鈎（jigging）捕

撈小型表層魚種之可行性，澳洲漁業管理局

（AFMA）依據與聯邦小型表層漁種諮詢委

員會協商結果，批准進行魷釣漁具測試至

2014年1月止。 

魷釣之滾鈎正由全球漁業使用於捕撈

小型表層魚類，因其漁獲品質較好，可吸引

更高市場價格，擴大如花腹鯖魚等魚種市場

機會；此外，滾鈎也常用於協助圍網或中層

拖網確認漁獲之種類及大小。 

此測試範圍內之目標魚種皆有配額控

管，且測試期間AFMA觀察員須全程於船上。 

AFMA將評估測試過程取得之數據，如

果判斷具永續性及經濟價值，則可能導入更

長期之計畫。（轉載自國際漁業資訊第248

期） 

印度與中國大陸簽署 

水產品合作之備忘錄 

印度與中國大陸簽署一系列之備忘錄， 

包含漁業、飼料及其原料。印度商業及產業

部長表示，雙方簽署備忘錄對解決印度於中

國大陸衍生的貿易問題係一好的開端。 

    同時，印度海洋水產品出口發展局

（MPEDA）和中國大陸國家質檢總局

（AQSIQ）也針對水產品之進出口簽署一合

作備忘錄，該備忘錄旨在將合作制度化，以

促進水產品之貿易，印度期望透過此合作出

口更多水產品至中國大陸。2012年中國大陸

自印度進口之水產品總值約1.3億美元，印度

之中國大陸水產品進口值則僅72.8萬美元。

（轉載自國際漁業資訊第248期） 

FAO「漁船搜尋網（FVF）」上線 

以成為全球船舶名單架構為目標 

FAO 推出一步到位的漁船搜尋網

（Fishing Vessels Finder；FVF），該網可搜尋

個別漁船的詳細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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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線上系統提供使用者線上搜尋漁船

資訊的資料庫，包括來自五個區域性鮪漁業

管理組織及其他可信任來源之個別漁船資

料，含補給船、運搬船、漁業研究船和檢查

船等。該系統記錄船隻現況和歷史狀況，同

時FVF可顯示不同的訊息來源。 

FVF 以未來能成為全球船舶名單架構

之一為目標不斷改進。為此，FAO 歡迎使用

者進行探索並提供意見。回報錯誤或希望建

立 夥 伴 關 係 ， 請 連 繫

VRMF-Administrator@fao.org。（轉載自國際

漁業資訊第248期） 

 

 

國 際 魷 業 動 態 

日本 

日本魷，6 月 21 日 4 艘作業船進荻縣卸售 3,442 箱魚貨，24 日另有 3 艘作業船卸售 5,539

箱魚貨，各規格拍賣價格如下： 

塊凍規格 6 月 21 日拍賣價格 

46 - 50 尾裝 1,840 

51 - 60 尾裝 1,740 

61 - 70 尾裝 1,656 - 1,639 

71 - 80 尾裝 1,680 - 1,666 

81 - 90 尾裝 1,889 - 1,862 

91 - 100 尾裝 1,939 

 

個體凍結規格 6 月 24 日拍賣價格 

26 - 30 尾裝 2,859 

31 - 35 尾裝 2,809 

36 - 40 尾裝 2,569 - 2,436 

46 - 50 尾裝 2,300 

進口 

根據海關統計資料顯示 5 月份魷類產品進口量為 2,588 公噸，進口值為 20 億 1,700 萬日

圓，平均進口價格為每公斤 779 日圓。 

mailto:VRMF-Administrator@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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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馬德里市場第 25 週交易量中鎖管為 23.9 公噸（24 週為 29.7 公噸），各規格交易價格分

別為 18 公分以下 6.6 歐元/公斤、18-25 公分 6.7 歐元/公斤、25-30 公分 6.8 歐元/公斤、30 公分

以上 6.9 歐元/公斤；阿魷各規格交易價格為淨後胴體 24-30 公分 3.1 歐元/公斤、淨後胴體 20-24

公分 2.9 歐元/公斤、淨後胴體 15-20 公分 2.9 歐元/公斤、胴體 18-22 公分 2.15 歐元/公斤、胴

體 23-28 公分 2.4 歐元/公斤、胴體 28 公分以上 2.9 歐元/公斤、魷圈 2 歐元/公斤。 

阿根廷 

官方統計資料顯示今年累計至 5 月底之鎖管捕獲量為 7.8 公噸，較去年同期之 36.7 公噸

減少 78%。 

海關統計資料顯示累計至 5 月底鎖管外銷量為 1,734 公斤，外銷額僅有 3,243 美元，平均

外銷價格為 1.8 美元/公斤。 

秘魯 

海關統計資料顯示5月份大赤魷外銷量為11,361公噸，外銷額達到1,750萬美元，外銷量及

外銷值較4月分別減少48%與44%，累計至5月底之大赤魷外銷量達到87,298公噸，累計外銷金

額達到1億1,630萬美元。（於仁汾，摘譯自FIS-Market Reports，2013年7月3日）

專 題 報 導        秋刀魚漁獲已至界限，需要國際管理 

水產試驗所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   楊清閔 

取材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 2013 年 07 月 05 日 

北海道水產貨物主協會主辦「第 10 回全國秋刀魚．鮮魚的大批發商及貨主的交易懇談

會」，於 7 月 3 日在釧路的 CASTAL 飯店舉行，北海道內的商家及全國批發商約有 170 人出

席。其中漁業情報服務中心（JAFIC）道東分所的小林喬所長指出西北太平洋的秋刀魚資源，

現在是「最壞的情況」，其認為必需要進行國際性的漁獲管理，以及需要保護日本國內漁期

末期在銚子近海處漁獲的小型秋刀魚。 

    小林所長指出，日本過去的秋刀魚漁獲量最多在昭和 33 年（1958 年）的 55 萬噸，之後

逐年減少，昭和 44 年時陷入漁獲極度不佳的狀況，僅有 4 萬 5,000 噸，其強調「亂獲」使得

秋刀魚資源大受影響。近年來，北太平洋公海上，台、韓、俄等外國船讓漁獲壓力大增，並

指出為能維持資源，日本與外國船合計的漁獲量上限應該是 40-45 萬噸。 

小林所長亦指出，2011 年的實際漁獲量為 45 萬噸，現況已達到上界限，然而有情報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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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今年中國漁船開始正式地加入了公海的作業，其警告「資源狀況會愈來愈惡化」，「如果不

想嚐到漁獲極度不佳的情形，應該要早點進行資源管理」。其訴求各國的漁獲量配額制，及

儘早導入國際性的漁獲管理措施等等的必要性。 

再者，小林所長指出日本近海主要的 3 個秋刀魚產卵場，千葉近海（產卵期為 11 月至

翌年 1 月）、和歌山近海至伊豆諸島附近（產卵期 3-5 月）、宮城至道東近海（產卵期 6-7 月），

而公海的秋刀魚也以這些地點為產卵場。而在國際性的資源管理面上，需要有由產卵場的保

護等成長過程全盤掌握的管理視點。更且，夏天在宮城至道東近海所產的秋刀魚，會變成在

隔年漁期終期時於銚子近的小型秋刀魚。 

此群會在隔年為了產卵而沿岸北游，大型魚是在 7 月漁期解禁時流刺網等的漁獲目標。

即其論點在於「銚子近海處捕獲過多的小型秋刀魚時，則北上的秋刀魚資源會減少」，因此

主張小型秋刀魚應適當地管理。 

但是，有關秋刀魚的國際性管理措施，日本眾院已批准「北太平洋公海漁業資源養護與

管理公約」，而後手續會持續地有進展，而各國的批准作業亦持續地在進行當中，故最快預

期是以 2014 年中生效為考量，進行對策的研擬。 

懇談會一開始由協會的宮崎會長，針於本期秋刀魚商戰向大家問候，指出秋刀魚在消費

末端販賣為 1 尾 98 日圓，但此為店家的想法，消費者是否認為應要再高價一點，期能讓帶

有油脂的秋刀魚在季節旬時能多吃，並且能獲得消費者們的支持。 

休漁及漁獲的方針說明： 

    日本全國秋刀魚棒受網漁業協同組合的八木會長於該大會當中，說明今年預定的休漁措

施，以及漁獲的回數限制。首先，今年的秋刀魚 TAC 大臣管理部分為 23 萬 5,000 噸，較 2012

年減少 10 萬噸。其舉出近幾年不合理的作業體制中經常發生意外，說明對於資源管理以及

勞務對策的重要性。在其中，出海捕魚的日期，10 噸以上未滿 20 噸的漁船為 8 月 10 日開始，

20 噸以上未滿 100 噸者為 8 月 15 日，100 噸以上為 8 月 20 日開始，相較 2012 年延期了 5-10

日。 

    另外，大型漁船（100 噸以上）出海捕魚的管理措施，1 天 1,000 噸以上的漁獲連續 2 天

時，則每次應實行 24 小時的休漁。大型船出海捕魚後，在俄國二百浬內為中心的作業，在 2

周內，大型船 4 次，中、小型船 6 次；而在日本二百浬內為中心的作業，在 2 周內，大型船

5 次，中．小型船 7 次等，說明漁業作業方針。而 10 噸未滿漁船的業界團體的道東小型秋刀

魚漁業協議會，亦要求能同步實施。 

    這些措施將於 7 月 18 日全秋刀魚的正副組合長會議後，做出最後的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