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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漁 業 資 訊 

大陸魷釣船滬順漁 809號盜捕  目前扣留於阿根廷瑪德琳港內 

中國籍漁船滬順漁 809 號魷釣船涉嫌在阿根廷楚布省卡馬羅內斯灣盜捕阿魷，遭阿國海

岸巡防艦艇扣押，船上超過 600 公噸漁獲將被沒收。 

阿根廷海岸巡防艦艇在領海外線 3 浬以西用雷達偵測到該船在阿根廷經濟海域內開啟集

魚燈作業，當滬順漁 809 號漁船船員驚覺阿國巡邏艇靠近立刻關滅集魚燈，阿國巡邏艇發現

可疑隨即攔截盤查，海岸巡防隊員登上該船後發現船艙中約有 603 噸阿魷，另在甲板作業區

發現生鮮阿魷，作業事證確鑿。 

因滬順漁 809 號動力故障，因此阿根廷海岸巡防艦艇以拖曳方式將該船押入瑪德琳港。

（於仁汾，摘譯自 FIS-World News，2015 年 4 月 9 日） 

阿國首兩月水產外銷量減 2.6%  阿鱿目前 3,964噸較去年增 46% 

阿根廷官方統計資料顯示今年 1 至 2 月水產品外銷量為 5 萬 3,444 公噸，較去年同期之 5

萬 4,843 公噸小幅減少 2.6%，其中魚類外銷量 3 萬 7,712 公噸則較去年同期 3 萬 3,848 公噸增

加 11.4%，貽貝類外銷量 1 萬 5,732 公噸較去年同期 2 萬 995 公噸減少 25.1%。 

單項外銷水產品中以狗鱈 1 萬 3,076 公噸為最高，其量較去年同期 1 萬 6,595 公噸減少

21.3%，蝦類外銷量 1 萬 2,405 公噸居次，其量較去年 1 萬 4,561 公噸減少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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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魷外銷量 3,964 公噸較去年同期 2,163 公噸增加 45.5%，為外銷增幅最大者，其他水產

品外銷增加者包括河魟（外銷量 1,577 公噸，增加 142.6%）、福氣魚（外銷量 2,684 公噸，62.2%）、

石首魚（外銷量 1,205 公噸，增加 1.3%）、金吉利魚（外銷量 388 公噸，增加 12.1%）。 

外銷量衰退水產品則包括扇貝（外銷量 396 公噸，減少 74.2%）、黃魚（外銷量 2,647 公

噸，減少 3.5%）、鯷魚（外銷量 3,128 公噸，減少 15.7%）。（於仁汾，摘譯自 FIS-World News，

2015 年 3 月 23 日） 

福島對英國貿易仰賴度高  進口資材 87%均自該處來 

根據福克蘭群島政府所公布的 2013 年海關統計資料顯示，英國仍是福克蘭群島最大貿易

夥伴，2012 年其 87%進口資材來自於英國，其他小量進口資材則來自於烏拉圭與智利。 

2012 年福克蘭群島總資材進口值為 1 億 3,600 萬英鎊，其中石油進口為最大宗，另進口

服務類項目則達到 2 億 6 千萬英鎊，其中 1 億 6,700 萬英鎊為石油與天然氣鑽探相關服務，但

石油及天然氣鑽探服務為短期進口服務類項目，運輸產業及漁業相關服務仍是福島長期以來

最重要進口項目，總計 2012 年福克蘭群島進口值為 3 億 9,600 萬英鎊。 

福克蘭群島出口項目以漁業類為最大宗，2012 年漁業類出口為 1 億 8,450 萬英鎊，但漁

業類出口受到捕獲量及國際價格影響導致波動極大，例如 2009 年漁業類受到漁獲量減少而出

口值下降至 7,640 萬英鎊。 

羊毛為次要出口項目，2012 年統計福島羊毛出口值為 540 萬英鎊，羊毛出口較漁業類出

口穩定，但也受到國際價格影響而從 2011 年最高 650 萬英鎊減至 540 萬英鎊，羊肉出口近年

來則增至超過 200 萬英鎊，2010 年曾小量出口牛肉，但近年來牛肉全數用於島內消費。 

觀光業產值估預約在 950 萬英鎊，但大部分觀光客來自於航空而非船運。 

雖然帳面上福克蘭群島出現 1 億 7,600 萬英鎊貿易赤字，但主要出現在石油及天然氣探勘

服務採購項目上，可視為投資項目而非最終消費項目，未來大規模開採將會出現利潤盈餘，

排除掉探勘服務採購項目，進口資材約為福島 116%的 GDP，與賽席爾 115%的 GDP 及賴索托

的 114%的 GDP 相近，但仍低於新加坡的 173%的 GDP 與香港 224%的 GDP。 

福克蘭群島出口項目為 111%的 GDP 與澳門 109%的 GDP、馬爾地夫 111%的 GDP 及愛爾

蘭 108%的 GDP 相近，顯示福克蘭經濟相當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其經濟高度仰賴少樣出口產

品及市場高度集中。 

福克蘭群島島內工業產量極低，大多數產品例如石油、食物、汽車、機械、建材等仍完

全仰賴進口，交通運輸連結也僅有少數船班往返南美洲及英國本土。（於仁汾，摘譯自

MercoPress，2015 年 3 月 26 日） 

福克蘭群島 2012年經濟報告出爐  漁業石油及畜牧業為其 3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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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蘭群島 2012 年經濟現況報告出爐，漁業部門對福島 GDP 貢獻度達到 34%，漁業執

照費為石油業開採權利金外最大單項政府收入來源，雖然漁業部門對福島 GDP 貢獻度大，但

福島居民從事漁業人口數僅有 58 人，漁業並未對福島居民就業有太大貢獻。 

在福島海域內作業的漁船多為聯合投資型態，特別是魷釣船多為外國籍漁船透過購買作

業執照在福島水域作業，因此大部分收益仍歸外國船主所有，福島政府則以收取執照費獲得

財政挹注。 

福克蘭群島自 1987 年開始收取執照費，每年可收取 1,000 萬至 3,000 萬英鎊，另外漁船所

需補給及港務服務則帶來陸岸收益。 

阿魷為福島海域內最重要漁獲物種，其捕撈魷釣船多來自台灣及韓國，近年來漁獲量變

動極大，鎖管產量較為穩定，福島海域捕獲之鎖管則大多銷往西班牙。 

其他鰭魚類包括岩鱈、狗鱈、福氣魚及美露鱈為重要經濟捕撈魚種，其中美露鱈雖然產

量相對阿魷來說較小但單價相對高，尤其近十年來其國際價格大幅攀升。 

鎖管及美露鱈為福克蘭群島主要外銷水產品，根據 2014 年 FAO 水產品貿易資訊顯示，

福克蘭群島鎖管及美露鱈外銷量分別占全球該項水產品貿易之 13%與 8%，福島鎖管外銷量在

2003 年曾經佔全球貿易量超過 40%。 

福克蘭群島養殖漁業具有極大潛力，另外福島政府也正積極調查沿海漁業資源商業性永

續開發的可能性。 

雖然整體來說福克蘭群島經濟表現非常亮眼，失業率極低且政府無負債，但其經濟仍具

有相當大變動性與脆弱性，主要因為福島太過仰賴少數經濟活動，受到國際市場價格波動大

幅影響，小規模且偏遠經濟體仍是福克蘭群島長期面臨的極大挑戰，即使在沒有政治影響情

況下，福島要維持與世界的運輸聯繫已經是極大的問題。 

2010 年福島在海獅區發現原油，目前該區石油開採權由英國 Premier 公司標得並將在 2019

年正式開採，2010 至 2012 年石油及天然氣探勘為福島經濟帶來不小貢獻，新一波探勘也將在

2015 年開始，但是自 2014 年年中世界油價砍半，在主要油國未減產影響下，Premier 公司宣

布將縮減福島海獅區採油規模。 

自 1980 年起福克蘭群島農業人口下降，導致人口密度減少而出現農業人口勞動力不足的

問題，也直接影響到畜牧業的產能。 

漁業及石化業目前已經成為福克蘭群島的重要經濟支柱，但氣候因素、漁獲量的變動及

世界價格的衝擊都對福島經濟帶來極大的變動，反應在年間 GDP 的變動上。（於仁汾，摘譯

自 MercoPress，2015 年 3 月 25 日及 3 月 30 日） 

智利首家大赤魷加工廠開始營運  每日加工處理能量達到 15公噸 

位在智利馬烏來地區之利比馬維達市的大赤魷加工廠通過衛生檢查後開始營運，該廠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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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運作 8 小時可處理 15 公噸大赤魷魚貨，其加工生產線可多工處理其他原料。 

該廠 3 月開始營運後，目前已經將首批 24 公噸大赤魷產品輸銷韓國，該廠計畫將擴大銷

售市場，並以亞洲地區列為首要目標。 

據了解，在地區政府協助下該廠建廠投資金額為 1 億 2 千萬智利披索（約合 19 萬 6,300

美元），將對該區就業及家計型漁獲處理帶來極大助益，並縮短產品線的冷凍鏈以提升產品品

質。（於仁汾，摘譯自 FIS-World News，2015 年 4 月 8 日） 

東京舉行NPFC秋刀科學小組會議  討論北太平洋秋刀漁業資源狀況 

北太平洋漁業委會會（NPFC）於 3 月 24 至 26 日止，為期三天在東京千代田區三番町的

聯合辦公室召開小型科學作業小組討論會議。主要討論公約規範的對象魚種之秋刀魚的漁業

資源，針對參加國家的海上作業實際捕獲情形及漁業概況等資訊收集並達成共享資源之共

識。今後預計成立的科學作業小組則提出秋刀魚資源管理的方針。該小組成員對於 7 月 19 日

「北太平洋公海漁業資源養護與管理公約」正式上路後，為了更有效的收集科學情報，並將

情報立即分析以持續掌握最新的秋刀魚漁業資源，於 2014 年 3 月召開 NPFC 國際研討會成立

並通過此項決議。參加公約會議的國家科學家們聚集在此，發表漁業資源分布、評估標準、

調查方法等研究成果。不過漁業統計的取得方法及漁業資源量推估等，因各國家民情不同而

必須再做調查及修正。因此希望今後 NPFC 在執行資源評估時能明確訂出一套標準作業流程。

（楊清閔，譯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2015 年 3 月 31 日） 

日本公布 2013年漁業生產統計  秋刀漁業生產額大幅成長 34% 

日本農林水產省 2015 年 3 月 27 日公布了 2013 年漁業生產統計及 2014 年漁業就業人口動

向調查。2013 年的漁業生產總額為 1 兆 4,396 億日圓與 2012 年相比增加了 1.5%。出口廣受好

評的扇貝也大幅成長，此外秋刀魚、日本魷、鯖魚也有成長。而 2014 年的漁業就業人口是 17

萬 3,030 人，與 2013 年相比減少了 7,960 人（減少 1%），雖然 44 歲以下的漁業就業人口有增

加趨勢，但漁業就業人口的高齡化、油價高漲等漁業經營環境惡化而放棄經營，是從事漁業

就業人員減少的主因。 

根據農林水產省統計，2013 年的漁業生產額成長了 1 兆 4,396 億日圓（比 2011 年同期成

長 1.5%）。出口深受喜愛的扇貝呈現大幅成長外，秋刀魚、日本魷、鯖魚也有成長。海面漁

業 9,480 億日圓（增加 3.5%），扇貝（增加 56.9%），秋刀魚（增加 34.1%）、日本魷（增加 30.5%）、

鮭魚（增加 13.5%）。其中扇貝及日本魷隨著漁獲量增加價格也隨之上揚。秋刀魚的漁獲量減

少反而價格上漲，鮭魚則漁獲量增加但價格仍持續低迷。而生產額減少的魩仔魚（減少 41%）

及長鰭鮪（減少 12.3%），隨著漁獲量減少其價格也低迷。 

海面養殖業是 4,059 億日圓（減少 1.8%），海苔（減少 23.4%）收獲量減少價格也低迷。

裙帶菜（減少 26.6%）收獲量增加但卻低價。內水面漁業與養殖業 857 億日圓（減少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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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內水面漁業占了 169 億圓（減少 6%）。鮭鱒類隨漁獲量減少其價格也不高。香魚（增加

0.1%）漁獲量減少價格卻上漲。內水面養殖業 687 億日圓（減少 3.3%），鰻魚雖然（減少 5.8%）

價格上漲，但收獲量卻減少。（楊清閔，譯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2015 年 4 月 1 日） 

國 內 漁 業 要 聞 

魷魚公會會員代表大會改選  雷祖綱先生當選新任理事長 

台灣區魷魚公會於 3 月 31 日下午召開第 10 屆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除議決通過該會 103

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104 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等議案，並進行理事、監事改選，

於選出新任理事 17 名、監事 5 名後，隨即召開第 10 屆第 1 次理事會議及監事會議，分別選

舉常務理事、理事長及常務監事，由該會輸出業會員高盈貿易有限公司總經理雷祖綱當選理

事長，前任理事長施教民當選常務監事。 

該會第 10 屆理、監事候選人採自由登記制，因登記名額不足，經該會理事會依「人民團

體選舉罷免辦法」之規定，提名補足應選名單後，完成候選人提名作業。 

該會第 10 屆理、監事當選人名單如下： 

理事長：雷祖綱；常務理事：施欽鑫、張志育、林文日、黃一茂；理事：施教智、李玫

燕、盧文煌、陳允來、謝龍隱、李致興、陳奕璋、蔡耀霖、柯本原、李承恩、黃浚鑫、駱榮

河；候補理事：鄭祺展、韓碧祥、林新育、林奕丞、吳孟哲。 

常務監事：施教民；監事：楊鎮安、雷宏毅、陳皇誠、翁源富；候補監事：麥權人。 

專 題 報 導-1   代表秋季味覺的秋刀魚養殖極因難 

2014 年 11 月 16 日 日本經濟新聞 

水產試驗所 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楊清閔 譯 

 

今年，日本研究人員獲得諾貝爾獎之探討發光二極體（LED）理論，其已被廣泛運用在

省能源、高照明的技術開發使用。但 LED 燈運用在秋刀魚棒受網漁業卻無太大的助益。 

諾貝爾獎的 LED 應該最適合運用在棒受網漁業上。棒受網漁業當中，秋刀魚棒受網的漁

獲量高達 9 成 5。其漁業作業方式是必須在海上照射強光，使魚趨集至光線充足之處後，在

放置漁網將漁獲捕撈上岸的漁法。此種漁法特性為強光照射則魚群愈聚集，爾後將仰賴更強

光的照明設備。一般而言，一艘秋刀魚棒受網漁船需裝設 600 顆 500 瓦特的白熾燈泡，而一

艘秋刀魚漁船所使用「集魚燈」的電力消耗量是東京巨蛋一個夜晚以上的照明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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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起，秋刀魚漁船全面裝設 LED 燈試辦作業，但因 LED 燈的未來發展前景不明，

因此當初在漁船上裝設 LED 燈的決定被認為是一項錯誤的決定。不過試辦期間發現，當使用

白熾燈泡的發電機故障而僅使用 LED 燈作業時，其漁獲量與平常的漁獲數量相同，這可說是

裝設 LED 燈作業的意外收獲。此外，若將照明由白熾燈泡全面更換 LED 燈，則電力消耗量只

需要一般照明設備的１０分之１以下。白熾燈泡點燈作業時易受波浪衝擊受損，且必須在危

險的海面上進行更換作業，而 LED 燈卻有防水不易毀損的優勢。 

此外，秋刀魚不易與人類親近，在水族館中是一種很難養殖的魚種。沙丁魚、鯖魚、秋

刀魚、鮪魚等大洋性魚類能自由自在地遨遊在大海中，但若將他們放入大水缸則多會碰撞到

缸壁，再加上採集、運送過程容易碰撞受傷，因此人工養殖非常困難。 

大約在 40 多年前，曾挑戰沙丁魚、鮪魚的養殖。下了一番功夫才將沙丁魚養殖成功，而

鮪魚養殖技術也有相當不錯的成績。現在已取得了約 10 公分左右的秋刀魚幼魚近數百尾，非

常小心地運送至裝滿 1 噸水的大水缸裡，但大多數幼魚還是因口部碰撞缸壁而受傷。即使將

幼魚放入安全的展示缸裡，幼魚還是無法自由自在的遨游，很遺憾的幾乎都在運送當日死亡。

因此認為秋刀魚是比沙丁魚、鮪魚還要難養殖的魚種。 

專 題 報 導-2   秋刀魚資源動向及國際漁業的演進 (上) 

摘錄自 2015 年 2 月(日本)第 24 回考量「食」與「漁」研討會報告集；演講者：渡邊一功 

水產試驗所 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楊清閔 譯 

 

秋刀魚資源動向及國際漁業的演進之討論主題區分成 3 大要點。此次針對秋刀魚的漁獲

量及資源量的演進、外國漁船的漁獲狀況及 2013年起日本漁船的漁獲量減少的原因加以探討。 

1984年～2013年止，日本及外國船的秋刀魚漁獲量推移方面，日本的秋刀魚漁獲量於 1950

年代呈現增加的趨勢後，隨之逐漸減少。1980 年以後日本漁獲量大約 20-30 萬噸左右，再加

上外國漁船的漁獲量是有增加的傾向，2008 年日本及外國漁船合計的秋刀魚漁獲量更創下歷

年新高，之後漁獲量又呈減少趨勢。日本秋刀魚漁獲量自 2010 年以後漁況不佳，2013 年漁獲

量僅有 14 萬噸。 

那麼資源狀況又是如何發展？東北區水產研究所於 2009 年起至 2014 年的 6 月-7 月期間

調查秋刀魚漁期前的結果發現最大特徵是從 2010年洄游而來的日本周邊海域秋刀魚變得非常

少，日本沿岸東經 160 度附近往北上游來的秋刀魚減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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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探討秋刀魚資源量。2003 年-2014 年止，日本周邊海域至西經 177 度的資源量推移

來看，東經 143 度-162 度的沿岸海域劃分成一區，東經 162 度-西經 177 度的洋面海域劃分成

二區。2010 年一區的資源量大幅減少，2011 年資源量有稍微增加的趨勢，但日本近一區的資

源量在 2010 年以後則逐漸減少。過去沿岸海域的資源量充足，現今則呈現減少趨勢是資源量

的最大特徵。 

那麼過去漁獲量減少時，關於 1980 年代前期的漁場形成過程進行分析討論。1981 年-1986

年止，按年度別探討日本秋刀魚棒受網漁船的作業海域，作業次數則以 1 天 1 次做為計算標

準。特別是 1982 年時期都在 155 度附近的海面作業。遠洋海域船隻無法到達（船噸位小不符

合成本考量）就不能捕獲秋刀魚是其特徵之一。另一項特徵則是洋面海域的漁場環境比沿岸

海域佳，造成漁場位置離沿岸非常遙遠。漁場已由過去的沿岸海域推移至洋面海域的時代，

這個狀況與 2010 年以後的情形非常相似。 

從秋刀魚資源量及日本漁船的相互關係來看，秋刀魚資源量減少則日本周邊海域北上的

秋刀魚也隨之減少，使得日本周邊海域捕獲不到秋刀魚迫使日本漁船的作業漁場移往洋面作

業。由於受到漁場遙遠影響，形成日本漁船的漁獲量相對減少的漁場結構。       

現在的動向從漁場位置及漁獲動向來討論，發現與1980年前期的模式極為類似。但與1980

年代相較之下亦有極大的差異點，例如：1980 年代外國船的漁獲量很少，不過近年來外國船

比日本船還要多在洋面作業，因此緊接著要討論外國船的漁獲狀況。 

1980-2013 年間，依國別的漁獲量來看，2013 年日本漁船的漁獲量突然減產的同時台灣漁

船則增加。若日本的漁獲量 14.8 萬噸，則台灣大約 18 萬噸左右。漁獲量排名日本退到第二位，

依國別的佔有率來看，過去捕獲秋刀魚都是日本漁船，不過最近幾年卻都是台灣漁船。造成

日本漁船的漁獲量減少，而外國漁船的漁獲量反而增加。從日本秋刀魚的冷凍庫存的情形來

看，2013 年漁獲量減少造成冷凍庫存量無法提高，此後冷凍庫存即成為極少的狀況。日本的

冷凍庫存漸少因此輸入量漸增。2000-2013 年止秋刀魚按年度別的輸入量數字表示，過去曾經

有一段時間的輸入量很多，之後就減少。日本漁獲量從 2010 年以後開始減少即經常仰賴進口。

按國別來看台灣進口最多，從台灣的輸入量在短短 4 年間大幅增加。2013 年大約進口 4,600

噸，輸入量還在增加當中，僅 2014 年 4-6 月就進口 521 噸，秋刀魚逐漸被台灣進口取代。 

那麼要用多少價格才能購入秋刀魚，則依國別及年度別的平均單價討論。秋刀魚進口最

多的台灣漁船，自 2010 年起價格全面上漲。2013 年平均進口價，1KG 是 177 日圓，平均單價

179 日圓，從台灣進口的單價也呈現上揚趨勢。 

隨著公海捕獲秋刀魚的漁獲量增加，日本也著手提出改善對策。水產廳研擬加入北太平

洋漁業條約（NPFC），為了能長期保存公海資源及確保永續捕獲的利益，日本、韓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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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加拿大、中國終於啟動加入簽定條約的談判。各國都申請加入這項國際條約，日本

水產廳也非常努力在進行，正因為有條約規範漁獲配額，因此即使加入這項條約也不能太過

於審慎樂觀。 

持續探討國外的秋刀魚漁業概況。俄羅斯於 1950 年起盛行，主要漁場依然是俄羅斯的

EEZ 海域。船隻規模大小約為 686 噸，也有冷凍船不過基本上都是棒受網船。過去船隻數量

達到 200 艘以上，但 2013 年只有 65 艘。在公海的作業期間是秋季，通常是每年的 10-11 月。 

韓國秋刀魚漁業發展歷史悠久，秋刀魚也洄游至韓國沿岸海域，因此沿岸漁業的秋刀魚

漁業起自 1926 年。遠洋漁業自 1985 年起棒受網漁船則是向在公海作業的俄羅斯、日本申請

許可後進入公海作業。1997 年的漁獲量達到最高峰，之後呈現減少趨勢。曾經擁有的漁船數

為 33 艘，如今只剩 17-20 艘左右，他們的海上作業情形已大不如前。 

 台灣自 1976 年起從事秋刀魚作業。每年 5 月以後開始作業，主要漁期大約在 7-11 月。秋

刀魚漁船多數在海外從事魷釣作業，將滿載的魷魚運回母港更換成秋刀魚漁法後再進行秋刀

魚漁撈作業。根據海外魷釣漁業的模式，出海作業時間不定，出海船隻亦有所不同。漁船規

模大多在 700-900 噸級數居多，1,000 噸以上的船隻亦有。過了 10 月以後作業船隻逐漸減少，

在公海申請許可作業的船隻約 111 艘，2013 年大約 91 隻。 

 台灣漁船艙內裝設冷藏凍結設備，推估一天約有 20 噸的漁獲量。從數字來看漁獲量並不

算多，但台灣船隻每天都停留在公海作業並將捕獲的漁獲物放入冷凍後持續作業。日本漁船

卻必須經常往返漁場與漁港，有時候幾天下來也一無所獲。雖說台灣漁船每天 20 幾噸的漁獲

量但累積下來的數字也很可觀。再加上船隻數亦多，因此漁獲量很多。 

台灣漁船的漁獲量中，國內僅占 3 萬噸-5 萬噸，在公海捕獲到的秋刀魚並非作為台灣國

內食用，而是將捕獲到的秋刀魚販售到海外國家為主。主要出國國家有中國、俄羅斯、韓國、

東南亞等國，日本近幾年來也陸續向台灣進口。 

最後要討論中國。2012 年的漁業報告指出，僅數艘在從事捕撈作業，漁獲量也不多。但

值得注意的是，2004 年-2014 年止中國、台灣、俄羅斯的漁船數來看，台灣 2013 年與 2014 年

幾乎相同約 91 艘，俄羅斯也是如此。中國漁船的船隻作業有許多各種情報無法明確掌握，但

2012 年僅 2 艘作業，因此被認為 2013 年可能有 25 艘沒有從事海上作業，然而 2014 年大約也

有 50 艘船隻作業，中國船隻的動向備受關注。原本說中國有許多漁船在公海從事漁撈作業，

不過亦有可能是因簽訂漁業配額條約而必須進行漁撈作業以達到實際配額標準，不論如何中

國漁船在公海作業已對日本漁船產生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