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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漁 業 資 訊 

日本海域受暖化影響水溫上升  預測牽動未來秋刀漁場之形成 

日本周邊海域受到地球暖化以致水溫上升，漁業資源產生變化。去年 12 月於東京，以地

球暖化對海洋的影響為主題召開研討會。其中對秋刀魚、魷魚、鮭魚等未來的資源進行預測

報告。本篇摘錄秋刀魚部分。 

秋刀魚棲息的表面適水溫為 15℃，但是近幾年因高水溫使得魚群南下較明顯地延遲，漁

場也呈現北偏及離岸遠的趨勢。依據漁業情報服務中心之渡邊先生報告，其預測 2050-2060

年及 2090-2100 年秋刀魚的南下將會有多大程度的延遲，其結果指出，受暖化的影響，除了來

游時期將比現在要延遲，更且來游時期的延遲程度將會是南部海域這麼大的範圍。 

2050-2060 年，道東海域的來游資源量的高峰將會延遲至 10-20 日，有可能至 11 月上旬漁

場才會形成。而在三陸海域的來游資源量的高峰亦將會延遲至 10-20 日，有可能至 12 月漁場

才會形成。而常磐海域之正式漁場形成的時期將會延遲 20-30 日。而在 2090-2100 年各海域的

來游資源量的高峰，與 2050-2060 年的預測相同。但來游資源量方面與 2050-2060 年的預測結

果相比的話，道東海域將會增加，但三陸海域則會有減少的趨勢。 

不過即使是暖化持續，主漁場仍形成於北海域及三陸海域。渡邊先生指出，秋刀魚漁業

對三陸的漁港非常重要。預測因暖化漁場來游資源量的高峰之數量會增加，因此應該要提高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高市誌字第 158號 

中華民國  82 年 09 月 01 日創刊  

中華民國 104 年 01 月 16 日出版  

發 行 人 / 林文日 

執行編輯 / 李唐輝 

發行單位 / 財團法人台灣地區遠洋魷魚類產銷發展基金會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漁港中一路二號三樓之一 

               電話：07-8117203   傳真：07-8315814 

全球資訊網 /  http://www.squid.org.tw/ 

電子郵件 /  squid@squid.org.tw 



 

 
2 

漁港及流通加工業的對應處理能力。（楊清閔，譯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2015 年 1 月 1 日） 

日本發表 2015年新年願景  盼秋刀魚穩定供給且銷售增 

2015 年漁期將對秋刀魚棒受網漁船之安全作業及穩定供給方面盡最大的努力。回顧 2014

年漁期，一開始時產量不高且有延遲，著實讓人很擔心，但最後結果秋刀魚產量是歷 5 年來

的最高產量。市場行情在後半期雖軟化，但全體來看行情仍然走高，對大、中、小型各漁船

而言，是收獲不錯的一年。供給也能因應陸上的需求。但是，也看到其他的問題，特別是東

日本大震災後的復興尚在進行中，三陸地區的漁獲過度集中，以致處理能力趕不上增產數量。

而與俄羅斯的關係緊張亦影響到出口量，這也是市場行情軟化的原因之一。故新一年的漁期

期望這些不安因素能夠趨緩，國際關係的改善及復興的進度等均能有進展。再者，今年的魚

體組成偏向於無法用於加工的大型魚體，這可以說是新漁期的火種，庫存量增加是否能讓消

費擴大，是為近來的課題之一。此外，外國漁船於公海作業的問題，資源管理的重要性日益

增加，在有限數量的秋刀魚資源如何地有效活用，也是非常重要的課題。新的一年有效率地

活用國家制度，持續對船齡高的漁船進行代替船的建造。但事實上沒有國家的補助則無法進

行代船建造的現狀，應不是一個健全的情形。故將致力於自力進行秋刀魚棒受網漁業的代船

建造。期望今年秋刀魚能夠穩定供給及消費量擴大。（楊清閔，譯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2015

年 1 月 1 日） 

日本 2014年全國秋刀魚產量公布  總計近 22萬 5千噸較前年增 52% 

日本全國秋刀魚棒受網漁協於 1 月 5 日發表 2014 年漁期之漁獲量統計報告，自 11 月底

之後全國產量再增加 7,370 噸，總計 22 萬 4,706 噸（較 2013 年增加 52％），雖未達到 22.5 萬

噸，但是自 2010 年漁期後的最高產量。平均單價 10 公斤 1,151 日圓（較 2013 年同期比便宜

26％）。與漁獲不佳的 2013 年漁期（14 萬 7,819 噸）相較之下，單價大幅地下降，維持在 1,000

日圓。與 2014 年漁期的漁獲量相近的為 2012 年漁期（21 萬 8,371 噸），單價是在 775 日圓，

故其單價仍在高點。而以鮮魚為主的大型尺寸且肥美的優質魚持續地捕獲，化解了新漁期前

庫存見底的情形。本漁期交易旺盛，漁獲金額達 258 億 7,278 萬 6,000 日圓，較 2013 年漁期增

加了 13％。以產地別來看，三陸近海主漁場的滯留期間長，向本州延伸的情形明顯。氣仙沼

及女川之宮城縣為 5 萬 1,278 噸（增 118％），大船渡及宮古之岩手縣為 4 萬 4,675 噸（增 104

％），銚子之千葉縣 1 萬 9,798 噸（增 141％）。數量最多的北海道有 10 萬 2,865 噸（15％)，是

2 年來超過 10 萬噸的一年，依漁港別來看，第 1 位為根室的花咲港有 6 萬 647 噸（增 2％）。

此外，岩手的釜石港的漁獲量為 5,260 噸，較 2013 年增加 399％，在全國當中成長最明顯，該

地區的年漁獲量超過 5,000 噸，是 2008 年漁期（5,962 噸）之 6 年以來最多的一年。（楊清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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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2015 年 1 月 7 日） 

我鱿漁船將進行 LED 集魚燈測試  如有成效可望降低燃油支出成本 

一艘台灣籍魷釣船在政府補助下改裝使用 LED 集魚燈，將在南大西洋海域試驗性作業 6

個月以測試 LED 集魚燈功效。 

這艘作業船在結束北太平洋秋刀魚漁季作業後，在政府補助 1,300 萬台幣下，由中信造船

場改裝大昱光電公司開發成功之 LED 集魚燈組，將從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5 月進行 6 個月

測試魷釣作業集魚效果。 

據農委會科技處副處長李紅曦表示，LED 集魚燈具已經成功完成北太平洋秋刀魚集魚測

試，台灣漁業界希望能將北太平洋成功經驗轉植到南大西洋魷釣漁業上，如 LED 集魚燈測試

成功並加以推廣，預計單艘船每年燃料成本將可降低 300 萬台幣，整體船隊燃料成本每年預

估將可減少 3,200 萬台幣。 

該項 LED 集魚燈組測試為期 3 年，將由漁船公司評估集魚效果、耐久性與能源效率，之

後再向所有作業漁船進行推廣。 

針對補貼部分，農委會官員表示政府補貼 1 元將可創造 3.23 元收益，同時將刺激 6.05 元

私部門投資。（於仁汾，摘譯自 MercoPress，2015 年 1 月 6 日） 

一漁船疑涉有福島作業准證  阿國外交農漁當局正在調查 

阿根廷外交部及農漁單位目前正針對阿根廷漁業公司 Pesantar 舉發一艘船名為 Union Sur

漁船去年 11 月在福島水域作業進行調查，根據告發資料顯示，該船為智利 Emdepes 公司所屬，

且在福島水域作業前與日本水產株式會社簽訂合約，這艘船去年取得福島執照，但同時擁有

阿根廷政府核發准許其在阿國水域作業的執照。 

舉發人日前不僅向阿根廷福克蘭群島事務秘書處舉發此案，並向阿國漁業局報告違規漁

船與日本水產株式會社的關聯，未來如果此關聯調查屬實，日本水產株式會社將會遭阿根廷

政府制裁。 

據了解，該艘漁船所擁有的阿根廷執照已經在去年 12 月遭火地島政府吊銷，火地島政府

也向阿根廷中央政府申請該船違規調查的所有文件副本，以評估對該船及船公司之後續制裁

行動。 

根據阿根廷國家漁業法案第 27 條規定，所有在國家層級及省級漁業從業人員不得涉入違

法魚捕行為，違法魚捕行為包括在福島水域作業，如涉及違法魚捕行為將被吊銷執照及收回

捕撈配額。（於仁汾，摘譯自 2015 年 1 月 6 日 FIS World News 及 2015 年 1 月 8 日 MercoPress） 

俄國經濟危機對泰國利弊參半  赴泰人數減少惟魷魚銷俄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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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經濟正遭遇到多種問題的困擾，包括俄烏衝突導致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實施經濟、

金融和投資等制裁措施，盧布持續貶值，以及世界油價大幅下跌等。對於俄羅斯經濟危機對

泰國經濟的影響，開泰研究中心認為，俄羅斯此次經濟危機或將導致 2015 年泰國在俄羅斯入

境遊客和對俄羅斯出口方面損失約 215.60 億銖的收入，約占泰國國內生產總值的 0.16%。  

對旅遊業的直接影響，自 2014 年初來，俄羅斯經濟放緩已對赴泰的俄羅斯遊客數量造成

影響，尤其是油價大幅下跌、2014 年 12 月盧布大幅貶值以及俄羅斯調升基準利 0 率等重大事

件，均成為削弱俄羅斯人民消費能力的不利因素，必將對從今年 12 月到明年入境泰國的俄羅

斯遊客市場造成影響。  

開泰研究中心預料，2014 年赴泰的俄羅斯遊客數量將降至 158 萬人次，從 2013 年同比增

長 9.3%轉為同比萎縮 9.3%，且預測 2015 年俄羅斯入境遊客市場仍未能恢復正增長。在基本

情況下，預料 2015 年赴泰的俄羅斯遊客將萎縮約 24.6%，遊客總數約為 119 萬人次，俄羅斯

遊客帶來的旅遊收入將降至約 900 億銖，同比萎縮 20.7%。此次俄羅斯經濟危機將導致泰國從

入境俄羅斯遊客獲得的收入比正常情況（未發生俄羅斯經濟危機）下減少約 165 億銖。  

對泰國出口的直接影響，泰國產品在俄羅斯市場上仍受歡迎，部分原因是獲益於今年 8

月初俄羅斯為反擊歐盟的制裁措施而禁止從歐盟進口食品，因此俄羅斯進口商必須尋找其它

進口來源國，促使對俄羅斯出口的多種泰國產品呈大幅增長，如冷凍新鮮魚肉、冷凍魷魚、

冷凍鮮雞、冷凍蝦、果蔬罐頭、果蔬加工及大米等，開泰研究中心預料 2014 年泰國對俄羅斯

的出口總值將增長 4.1%。不過，進一步加劇的俄羅斯經濟危機將影響俄羅斯的進口需求，尤

其是資本貨物和奢侈品，將導致 2015 年泰國對俄羅斯的出口總值將萎縮約 16%以上，泰國對

俄羅斯的出口總值將比正常情況（未發生俄羅斯經濟危機）下減少約 1.5 億美元（約等於 50.60

億銖）。（轉載自泰國世界日報新聞網，2014 年 12 月 29 日） 

日本展出 4公尺長乾魷魚  為普通魷魚 10倍造成話題 

據日本《產經新聞》報導，日本富山縣射水市的一家商業設施同日展出了一隻長達 4 米

的乾魷魚。普通的乾魷魚只有 40 釐米左右，巨型乾魷魚一經展出立即受到參觀者的歡迎。 

這隻魷魚被捕撈上來時長達 6.3 米，射水市一家食品工廠花費一個月時間將其晾乾。相

關人士稱，將在確認這隻魷魚沒有毒性後於 2 月舉辦試吃會。 

該食品工廠社長表示，從巨型魷魚被捕撈上岸成為話題後，就考慮將其製成乾貨，因其

水分較多還曾一度擔心無法製成。（轉載自香港新浪新聞網，2015 年 1 月 8 日） 

美國利用魷魚蛋白質提煉研發  製出新型塑料質量輕且更環保 

美國媒體報導，由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工程學與力學教授邁利克·德米雷爾領導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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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小組，通過複製在魷魚觸鬚吸盤中提取的蛋白質複合體“魷魚 環牙”，製造出一種熱塑性

塑料。      

據美國《新聞周刊》網站 1 月 11 日報導，德米雷爾說，他們製造的這種環保材料具有卓

越的力學性能，為包括藥物給送、材料塗層、組織工程和濕性粘合劑在內的廣泛應用提供了

獨特的機遇。這項研究成果發表在 12 月 17 日出版的美國《先進功能材料》雜誌 上。      

以前他研究的材料不能被輕易改造成不同的形狀，這就限制了它們在實際生活中的應

用。而“魷魚 環牙”是一種結構蛋白質，類似於半晶體結構的蠶絲，利用已有百年曆史的聚

合物加工技術和最近的 3D 打印技術，可以將其塑造成任何幾何形狀。      

即使捕獲世界上所有的魷魚，從魷魚觸鬚吸盤中提取的“魷魚 環牙”數量也非常有限。

為製造更多這種物質，該研究小組採用了常見的細菌發酵技術。      

首先，研究人員從魷魚體內提取基因，然後將其植入大腸桿菌。德米雷爾說，這個過程

與釀酒類似，不同的是發酵產生的不是酒精，而是合成的“魷魚 環牙”。     

 研究小組目前每天可以生產 30 至 40 克“魷魚 環牙”。他們還進行了一些旨在降低生

產成本的技術改進。現在“魷魚 環牙”的成本已由每克 50 美元降至每千克 100 美元。德米

雷爾說，他們打算用藻類代替細菌，以進一步降低成本。      

這種熱塑性塑料相較傳統塑料有幾大優勢。首先，它比碳基材料輕，而且所具備的多功

能性可以將其生產成光纖和薄膜。其次，由於它是蛋白質，因此可以生物降解和調整。換句

話說，人們可以在生產開始時修改基因特性，以使生產出來的材料滿足不同的需求。最後，

與傳統塑料相比，這種熱塑性塑料的生產過程消耗的能源較少，更加環保。傳統塑料是由原

油等化石燃料或合成原油經過高溫精煉製成，而“魷魚 環牙”熱塑性塑料可以在室溫下生

產。（轉載自中國海洋食品網，2015 年 1 月 16 日） 

國 際 魷 業 動 態 

日本 

根據日本海關統計資料顯示，去年 11 月日本市場冷凍魷類產品進口量為 2,154 公噸，進

口值為 15 億 700 萬日圓，平均進口單價為每公斤 899 日圓，進口量及進口值均較 10 月之進

口量及進口值減少 9%，較 2013 年同期之進口量及進口值分別減少 12%與 15%。 

去年冷凍魷類產品 1 至 11 月累計進口量達到 2 萬 1,630 公噸，累計進口值為 162 億 3,600

萬日圓，平均進口單價為每公斤 751 日圓，累計進口量及進口值較 2013 同期分別減少 26%

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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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第 52 週西班牙市場各項魷類產品價如如下：9-12 公分鎖管 1.8 歐元/公斤、12-14 公分鎖

管 2.2 歐元/公斤、14-16 公分鎖管 3.3 歐元/公斤；24/30 公分淨後胴體 2.4 歐元/公斤、20/24 公

分淨後胴體 2.2 歐元/公斤、15/20 公分淨後胴體 2 歐元/公斤、18/22 公分胴體 2.4 歐元/公斤、

23/28 公分胴體 2.5 歐元/公斤、28 公分以上胴體 2.5 歐元/公斤、魷圈 2.5 歐元/公斤。 

阿根廷 

官方統計資料顯示去年 12 月阿魷捕獲量為 236.8 公噸，較去年 11 月捕獲量減少 84%，較

2013 年同期之捕獲量減少 38%，去年全年累計阿魷捕獲量為 16 萬 7,518.8 公噸，較 2013 年捕

獲量減少 13%。 

海關統計資料顯示，去年 11 月阿魷出口量為 1,990 公噸，出口值為 220 萬美元，出口量

及出口值較 10 月分別減少 15%與 31%，1 至 11 月累計阿魷出口量為 12 萬 3,659 公噸，累計出

口值為 1 億 7,210 萬美元。（於仁汾，摘譯自 FIS-Market Reports，2015 年 1 月 7 日） 

國 內 漁 業 要 聞 

綠能 LED魷釣集魚燈實船測試  期取代傳統燈具降低燃料成本   

農委會表示，遠洋漁船所需燃油除來往航行消耗外，集魚燈所耗亦占相當比重，致漁船

作業成本提高，大昱光電公司自成功大學引進農業學界科專計畫發光二極體(LED)集魚燈技

術，並獲該會支持執行農業業界科專計畫，開發 LED 集魚燈具以誘捕深海魷魚，將於 104

年 1 月 5 日首航遠赴福克蘭群島以北之西南大西洋海域進行 6 個月的海上實測。 

 

農業業界科專計畫研發 LED 集魚燈具 取代傳統燈具發展潛力高 

 農委會指出，大昱光電公司自國立成功大學技轉農業學界科專計畫 LED 集魚燈技術成

果，並獲得該會支持執行農業業界科專計畫，第 1 期 (99 年至 101 年) 成功開發秋刀魚集魚

燈具。為延伸 LED 集魚燈具應用在深海魷魚，大昱光電公司再次引進成功大學的 LED 水下

光學傳遞技術，向該會申請為期 3 年(103 年至 105 年)的第 2 期業界科專計畫並獲通過，該計

畫若成功開發 LED 魷釣集魚燈具，除能減少漁船油耗量外，還可兼顧漁民健康與作業安全，

在現今注重環境保育的氛圍下，更能大幅提升我國漁業在國際間的形象，對我國漁民及漁業

皆是一大佳音 。 

該會表示，大昱光電公司在 103 年已針對 LED 光源特性與魷魚趨光性，配合船長經驗及

目前傳統魷魚燈具的光學特性進行量測及實際驗證，開發誘集魷魚專用的 LED 燈具，利用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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舷光源配置法使其形成明暗交替的誘集光型，並採用目前新型船舶使用 AC 440V 高電壓，依

循防鹽、防鏽及防海水侵蝕之電源規範製造新電源，以提高燈具的效率，估計每航次約可減

少 15%的油耗支出，相當於每艘船可節省 300 萬元，若以整體魷釣漁業計算約可減少 3.2 億元

的油耗支出。為證明 LED 魷釣燈具實際應用效果，規劃於 104 年及 105 年進行海上實船測試，

以觀察燈具的適用性、誘集效果及耗油量，並分析耐用年數、回收效益及漁獲量等經濟效益。 

 

帶動研發創新原動力 發揮科技產業化實力 

農委會強調，農業業界科專計畫自 96 年推動迄今，累計執行成果顯示，政府每補助 1 元

平均可帶動業者直接及衍生投資 6.05 元，並創造 3.23 元產值。未來該會將持續推動農業業界

科專計畫，落實科技成果產業化，成功創造臺灣農業新價值鏈。（轉載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網

站，2015 年 1 月 5 日） 

高雄漁業文化館將試辦假日開放  展出魷魚館等多種海洋文化知識 

為推廣海洋文化教育，提供民眾在例假日也可走訪一趟漁業文化知識之旅，海洋局漁業

文化館自 1 月 24 日起試辦假日開放免預約，例假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開放參觀，團體導覽

則需 3 天前預約。 

高雄市前鎮漁港是臺灣遠洋漁業重鎮，其中鮪魚、魷魚和秋刀魚的產量全台第一，另外

高雄市養殖的石斑魚和虱目魚更是肥美可口。高雄市政府海洋局除了大力推廣高雄海洋五

寶，希望民眾能多加選購高雄嚴選海味，同時也要告訴民眾，盤中的美味究竟從何而來。海

洋局在 91 年起成立高雄漁業文化館，館內分為 4 大展區：鮪魚館、魷魚館、沿近海漁業區及

漁業資源保育區等，除了有高雄盛產魚類生態習性介紹外，還有台灣漁業發展以及常見漁具

漁法等解說，館藏內容豐富，非常適合親子同遊參觀。 

海洋局表示，原本漁業文化館開館時間是以平日為主，大部分是學校或旅行團體來參訪，

但是為了將漁業、海洋知識推廣給一般市民朋友，所以特別在國定、週休假日開放，讓民眾

走訪參觀。春節連續假期將至，漁業文化館初四、初五皆有開館。試辦期間，只要爸爸媽媽

帶著小朋友來漁業文化館，協力完成學習單後，就可以兌換精美小禮物，歡迎大朋友、小朋

友一起來，享受豐富的海洋文化饗宴！ 相關資訊可至海洋局漁業文化館網站查詢（網址: 

http://kcmb.kcg.gov.tw/kmfc/）。（轉載自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網站，2015 年 1 月 16 日） 

四國列入不合作第三國警告名單  歐盟打擊 IUU捕魚行動加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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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去（103）年 12 月 12 日宣布將索羅門群島（Solomon 

Islands）、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Saint Kitts and Nevis）、吐瓦魯（Tuvalu）、聖文森特島及格

林納丁斯群島（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等四國，列為打擊「非法、未報告、不受規

範（Illegal, Unreported, Unregulated, IUU）漁業」不合作第三國警告名單，該四國須在接下來六

個月內儘速提出改善措施並落實執行，否則可能進一步被列為打擊 IUU 不合作第三國，所生

產之漁產品，將無法輸銷歐盟市場。  

 

歐盟強力打擊非法、未報告、不受規範漁業  

漁業署指出，歐盟執委會依據其於 2008 年制定之第 1005/2008 號規範（「防止、遏止及消

除非法、未報告、不受規範漁業」），如第三國無法履行國際法所要求之船旗國、港口國、沿

海國或市場國責任，而採取適當行動防止、制止及消除 IUU 捕魚行為時，歐盟執委會得依循

一定程序，將該國公布為打擊 IUU 漁業不合作第三國，並可採取禁止該國漁產品輸銷歐盟等

制裁措施。  

索羅門群島等四國經歐盟調查因有漁船從事 IUU 活動、未履行國際義務、欠缺嚇阻 IUU

漁業之法律制度等原因，因此決定對該四國提出警告。 

漁業署表示，歐盟執委會自 2012 年起陸續公告打擊 IUU 漁業不合作第三國名單及警告名

單，對於漁業管理能力不足之國家分別進行諮商及採取必要行動，目前列於歐盟打擊 IUU 漁

業不合作第三國名單及警告名單之國家如下：  

不合作第三國（紅牌）：斯里蘭卡、柬埔寨、幾內亞。  

不合作第三國警告名單（黃牌）：韓國、迦納、庫拉索、菲律賓、巴布亞紐幾內亞、索羅門群

島、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吐瓦魯、聖文森特島及格林納丁斯群島。 

  

強化漁業管理措施刻不容緩  

漁業署強調，依據聯合國糧食暨農業組織（FAO）估計，海洋漁獲約有 30%來自於 IUU

漁業，產值約 100 億歐元。因此，如何強化漁業管理，以防杜 IUU 漁業已成為國際趨勢。我

國為國際上重要之漁業國，為順應國際漁業管理趨勢，刻正推動一連串強化漁業管理措施，

如漁船裝設漁獲電子回報設備（E-logbook）、卸魚聲明機制、指定國內外指定港口進行卸魚或

轉載檢查、建立跨國水產貿易商稽核機制等，有賴漁業從業人員、產業團體積極配合，以健

全我國漁業管理制度。請漁民務必配合漁業署相關政策之執行，確實遵守作業規範，以維護

漁船作業權益及漁業資源之永續利用。（轉載自行政院漁業署網站，2014 年 12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