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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秋 刀 魚 漁 業 動 態 

海況激變日本秋刀漁獲減少小型魚增多 

根據日本全國秋刀漁業協會統計至 10 月 31 日止，秋刀魚的總漁獲量為 20 萬 4,702 噸，

較去年同期約減少了 5%，平均單價(每 10 公斤)為 823 日圓，較去年同期下跌 4%，總漁獲金

額為 168 億 5,323 萬日圓，較去年同期減少 9%。10 月份的秋刀魚因 10~12 日時，颱風侵襲日

本，之後海況隨之一變，北海道東近海的漁場完全消失，並提早向三陸外海移動。 

本年度漁期的秋刀漁況並不順暢。去年度在北海道的小型船，於 10 月中旬尚在作業中，

但今年度秋刀魚群已消失，導致北海道的漁獲量下降。統計至 10 月 31 日止，北海道地區的

秋刀漁獲量為 11 萬 1,028 噸，較去年減少 1%，平均單價為 900 日圓，較去年下跌 8%，漁獲

金額為 99 億 9,237 萬日圓，較去年同期減少 9%；本州地區的漁獲量為 9 萬 3,674 噸，較去

年減產 10%，平均單價與去年相同，為 732 日圓，漁獲金額 68 億 6,085 萬日圓，較去年減少

10%。此外，魚體也傾向小型化，漁獲組成中大型魚佔一成，中型魚佔二成，小型魚佔七成。

而加工業者需要的 120~150 克的漁獲規格，相當缺少，但 110 公克以下的則甚多。(吳金鎮，

譯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2009 年 11 月 5 日) 

國 際 魷 業 動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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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第 44 週西班牙加利西亞市場鎖管交易量減少 56%，從第 43 週之 13.81 公噸減至 6.05 公

噸，但市場價格未因供給減少而上漲，拍賣價格反而從每公斤 2.9 歐元下跌至 2.78 歐元。 

馬德里市場重要冷凍魷魚第 44 週交易量變動情形如下：鎖管 30.3 公噸(第 43 週為 22

公噸)，各規格交易價格為 7-10 公分 3 歐元/公斤、10-12 公分 2.7 歐元/公斤、12-16 公分

2.6 歐元/公斤、16-19 公分 2.4 歐元/公斤、19-22 公分 2.1 歐元/公斤、22 公分以上 1.9 歐

元/公斤；美洲大赤魷 6.8 公噸(第 43 週為 5.8 公噸)，中型價格為 2歐元/公斤、大型價格為

2.5 歐元/公斤；阿根廷魷各品項價格為 24-30 公分淨後胴體 2.2 歐元/公斤、20-24 公分淨後

胴體 1.8 歐元/公斤、15-20 公分淨後胴體 1.6 歐元/公斤、18-22 公分胴體 0.9 歐元/公斤、

23-28 公分胴體 1歐元/公斤、28 公分以上胴體 1.3 歐元/公斤、200-300 克全魷 1.3 歐元/公

斤、300-400 克全魷 1.2.歐元/公斤。  

福克蘭群島 

福島漁業局統計資料顯示 10 月份鎖管產量為 81 公噸，較 9 月份減少 96%，亦較去年同

期減少 80%。 

累計今年鎖管及阿魷之漁獲量為 31,497 公噸(鎖管 31,454 公噸、阿魷 43 公噸)，遠低

於去年同期之 158,444 公噸。(於仁汾，摘譯自 FIS-Market Reports， 2009/11/11) 

國 際 漁 業 資 訊 

歐盟對水產品進口實施管理 

歐洲議會已於10月26日通過 

歐洲議會在10月26日通過2010至2012

年新的水產品進口配額關稅措施，在 2010 年

起至 2012 年底該措施將取代歐盟 824/2007

號法案。 

該項新措施主要考量到歐盟水產品自

足率在過去 10 年間由 57%下降至 36%，從第

三國進口水產品量增加，自 1993 年起當時歐

體就已經設定配額關稅機制，透過調降進口

關稅方式滿足會員國對水產品進口量的需

求，歐盟針對新水產品進口關稅配額措施設

定，主要考量加工原料供給無虞且不會傷害

到區域內之漁業生產，因此在配額關稅措施

設定考量到產品的市場敏感度。 

新的配額關稅對於鱈魚、長尾鱈、狗

鱈、鯷魚、鯡魚、鮪魚及正鰹、龍蝦、海蝦、

對蝦、魷魚、魚漿、比目魚及明太鱈之進口

配額內關稅凍結或降低 4-6%，所有歐盟區域

內水產品進口商將可平等使用配額，配額達

到後上述水產品之關稅將調升至一般水準。

（於仁汾，譯自 FIS-World News，2009/11/5） 

秘魯冷凍魷魚外銷量激增5倍 

前8個月外銷值達98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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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魯官方統計資料顯示，今年 1至 8月

冷凍魷魚外銷值為 980 萬美元，較去年同期

之外銷金額增加 5 倍，主要受到魷魚資源量

增加及包括委內瑞拉、義大利、美國及西班

牙等主要市場國之採購量增加所致，此外，

秘魯水產品出口業者開發巴西、希臘、香港

及烏拉圭等地市場也提升該國冷凍魷魚外銷

機會。 

在外銷價格上，今年平均每公噸外銷價

格為 1,852 美元，則較去年同期平均價格下

跌 9.8%，但在 8月底之外銷價格受到阿魷缺

貨的影響飆漲至每公噸 2,853 美元。 

另依秘魯官方統計之產量資料顯示，今

年 1 至 8 月魷魚卸魚量為 5,359 公噸，其中

2,955 公噸流入冷凍加工廠，2,404 公噸則流

入生鮮加工廠。（於仁汾，譯自 FIS-World 

News，2009/11/6） 

專 題 報 導       漁業管理之個別可轉讓配額(下)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蕭玉田 

                                      取材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 2009 年 10 月 13~16 日 

第六題、冰島式的ITQ管理 / 富蘭汀教授 

富蘭汀教授目前執教於挪威大學，是前 OECD 水產課課長，在漁業經濟領域非常出名，

他強烈批判在 ITQ 制度中的資本集中問題。 

漁業對冰島這個國家來說，當然是非常重要的產業。冰島比許多其他國都還要早導入 ITQ

管理制度，問題是，分配額度大部分集中到大型船東那裡，結果導致以小型漁船為主的社區

逐漸沒落與凋零。至於那些大型船東也離開逐漸窮困的社區，選擇居住在首都圈。緊接著，

大型船東利用 ITQ 作抵押，向銀行取得大量資金的貸款添購最新型的船隻，然後將所剩的資

金投入股市。因為有錢做後盾，大型船東開始在政治上影響政府的政策，本來只有 10%的 ITQ

額度，也因政治力之介入而被迫退讓，到最後 ITQ 額度的 80%都落入三人手中。然而 ITQ 卻

搖身一變，成為貸款的對象，船東也因為繳交貸款利息而成為銀行的優良戶頭。之後，大型

船東更捨去本國不住，跑到其他國家的大都會定居。至此，冰島的富有其實不是自己國家所

進行的投資所帶來的富有，大部分資金已經流為購買外國的豪宅之款項，而且大型船東因為

將戶籍或公司登記在他國之故，冰島政府根本無法取得稅收。 

雖然媒體曾大肆報導上述之弊端，但是大型船東卻利用金錢進行利誘，最後這些媒體乃

轉向專門報導好的一面。在這種情況之下，經濟學上如何解讀呢？很明顯的，那是無法讓國

家改變致富的。假如多數者的利益不變，而大型船東的利益向上提升，雖然說狀況可能有所

改善，但是在冰島卻轉為大多數受到傷害，只有少數人獲得利益而已。從冰島所啟發的教訓，

當政府要導入 ITQ 制度時，還是要維持其他種種的限制條款，不能全部只仰賴 ITQ 制度，而

是要併行使用其他的方法才能收到最好的功效。 



另外，與會人士曾提出『ITQ 制度的關鍵在於額度分配，而且對漁業收益有其一定程度

之貢獻，不是應該獲得正面的評價嗎？』然而，富蘭汀教授卻說『漁業收益確實大為增加，

但是當這些利益通通流到海外去而沒有挹注到本國的漁業上時，那將會產生什麼局面呢？』

此一問題，值得大家去深思。 

北歐四國並不是對所有漁業都導入 ITQ 管理制度，而是持續觀察周圍環境的狀況變化以

及各國國內的利害關係進行可能之調整，以下分別介紹各國漁業之情況。 

第七題、有相同的管理，不需要ITQ管理制度 / 雅古普夫斯德教授 

雅古普夫斯德目前在法羅群島(Faroe islands)海洋研究所從事相關研究。他提到法羅

群島在目前並沒有導入 ITQ 管理制度，在這些群島上其漁業生產額中的 52%是以配額進行管

理，另外的 32%是以控制漁獲努力量來進行管理。在法羅群島上漁業是一非常重要的產業，

整體出口總額的 95%都來自水產品。 

利用漁獲努力量之控制來進行漁業管理，這對人類社會來說其實是非常優良而有幫助的

作法。首先是，混獲魚類之丟棄、小型魚之丟棄、魚種之更換等不但不需要且不會發生，除

了讓漁業從事者可以保有高度的道德情操外，也可在職場生活上得到高度的滿足感。另外，

因為不需要進行帳簿操作之故，正確的資料得以完整呈現，這對科學家而言在研究工作上就

可以輕鬆許多。接著，在面對環境的急速變化過程中，人類在漁業經營上將能夠得心應手。

雖然如此，此一管理方式仍然有其缺點所在，例如，為了提升技術層面而面臨種種形式化的

限制，或是在經濟方面執行一些效率較差的措施等。這些價值觀都是偏向都會型的產物，在

法羅群島其實不會發生。只要能夠徹底、有效的執行漁獲努力量之控制，那麼由政府所主導

的減船政策就變得非常重要。 

在研討會中有人提出『法羅群島的人口非常少，從事漁業的人更是稀罕，當然比較能夠

擁有相同的漁業管理共識，即使沒有導入 ITQ 管理制度，應該與既有權利型之管理模式具有

相同的效果才對。』在此，雅古普斯德夫教授認為『沒錯，在法羅群島幾乎每個人都互相認

識，另外，例如小規模的帆立貝(干貝)漁業目前只有一艘船隻而已，的確與既有權利型漁業

有雷同的狀況。』 

第八題、漁業屬於地方政策，產業價值低廉 / 耶雅德教授 

耶雅德教授目前在瑞典猶得摩里大學任教。瑞典政府雖然長久以來一直拒絕導入 ITQ 管

理制度，不過自從 2009 年之後，有一部份的漁業已經在執行 ITQ 管理制度了。首先，應該從

為什麼瑞典政府拒絕導入 ITQ 管理制度的理由去分析。導入 ITQ 管理制度對於一個漁業以輸

出為導向的國家來說，如果因為資源管理失敗而導致經濟上蒙受損害，那麼對解決方案之模

式不得不做出更嚴謹的考量。在瑞典，漁業只不過是一低階、安定的產業而已，上述之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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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不至於發生。在北歐各國當中，漁業占全國 GDP 的主要部分者只有愛爾蘭一國而已。挪威、

瑞典、丹麥以及芬蘭各國，漁業對於國內經濟的貢獻度不大，就如同旅行時的隨身行李一般

並不起眼。若要花費精神進行漁業制度改革，倒不如對漁業者支付補償金來得有效。實際上，

在瑞典國內有多數政黨存在，與其將漁業政策視為產業政策的一環而展開攻防戰，不如將它

當作地方政策、發展地方來得有說服力，因此，有政黨提出『ITQ 制度可能會導致漁獲物集

中(壟斷)的情況發生，不應該導入才對。』另外，瑞典國內的環保團體也反對導入 ITQ 管理

制度，其理由是為了推動更具地方特色的小規模漁業藉以維持環境保全以及確保人權。 

另一方面，到了 2009 年瑞典漁業的一部分為何會導入 ITQ 制度呢？目前，瑞典的作法

是將 200~900 噸級之漁船視為 ITQ 管理對象，作業內容則為捕撈洄游性魚類(如鯖魚、鯡魚)

之圍網船或是大型中層底拖網船。此一漁業規模是以接近挪威、丹麥、愛莎尼亞、拉脫比亞、

俄羅斯以及波蘭之海域作業為主。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包括資本集中、船隻數少(目前只有 80

艘)，因此 ITQ 制度之導入相對的比較簡單、容易。內容方面包括額度分配之有效時間為 10

年，分配時採祖父條款將額度分配給既有的船主之作法。但是，如果船隻有二艘以上，那麼

其分配額度不能只集中在一人身上(或者說，一個人不能同時擁有二艘船隻以上之分配額

度)。另外，瑞典沿岸海域是否要導入 ITQ 管理制度，目前尚未明朗化。 

第九題、不是ITQ而是IVQ管理制度 / 哈內森教授 

哈內森教授目前在挪威經濟經營大學執教。他認為，挪威漁業所採用的並非 ITQ 管理制

度，而是 IVQ 管理制度(Individual Vessel Quota)，漁獲額度是登錄在船上的。雖然說，漁

獲配額可以進行交易，但是必須是隨船隻的買賣進行權利轉移，因此，短期內的買賣交易並

不存在。另外，也禁止分配額度之借貸，額度分配之有效時間為 20 年。另一方面，隨著船隻

的大型化，分配額度也隨之增加；但船隻的大型化與分配額度並非成正比，而是往上增加的

比率愈來愈小。最後到底小型船隻會存活下來，還是會被大型船隻給合併呢，這要看趨勢如

何才能決定。 

挪威在這數十年當中，總漁船數目逐漸減少，總船隻的馬力數(動力)曾經有一段時期往

上增加，最近則一路下滑。這是因為 IVQ 制度之故，在添購複數的小型船隻以及舊船廢棄、

新建大型船隻等之結果。另外，政府對於舊船隻之廢棄必須給予一定的減船補助款。分配額

度在替代船隻新建之時，以前所擁有之額度並不能 100%完全過繼給新船使用。這中間存在著

強制性額度降低之條文規範，而此一分配額度也會隨著船隻在地方上之移動而有所不同。具

體來說，例如北部海域之漁船一旦廢棄，然後在南部重新建造新船，此時配額的 40%將失效，

60%繼續留給新船使用。反過來，南部海域之漁船一旦廢棄並在北部重新建造新船，此時配額

的 5%將失效，其餘 95%的配額將留給新船繼續使用。如果新船與廢棄船隻是在同一海域，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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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的 20%將會失效，新船隻留有 80%的分配額度。在挪威從事漁業的人口，1950 年時約有 10

萬人，但是到了 2000 年時只剩下 2萬人。雖然如此，總生產額卻一直維持數十年都不變，亦

即，每一位漁業者的生產額一直在成長，這也意味著漁業經營逐漸步上軌道，漁業補助款從

1980 年代的 70%降到如今的 10%水準。 

哈內森教授也回答來賓的提問，他說『在挪威，確實漁業者逐漸高齡化，而且漁業比其

他產業的收入來得低很多。挪威漁業之所以實施 IVQ 而不是 ITQ 制度，其重點在所有權的問

題上。』另外，他又說『水產品是屬於國民共有的財產，如果進行個人之間的交易買賣，這

可能會抵觸憲法而衍生許多問題，因此，採用隨船賦予權利(額度分配)之方式比較合理。』

最後，所謂的祖父條款常常被誤認為是漁業者高齡化之意，應該加以澄清才對。 

第十題、只限定大型漁業導入ITQ管理制度 / 貝斯達雅德教授 

貝斯達雅德教授目前在南丹麥大學執教，由他來介紹丹麥本土以及格陵蘭的漁業狀況。

他說，丹麥漁業有從 EU 所分配的 TAC 漁獲量限制以及基於自己國內所實施的資源回復計畫的

作業天數限制。所有分配額度全部分散到 75 件的魚種系統中，其中 11 件為非食用生產(魚粉、

油脂製造)，64 件為食用生產。TAC 在丹麥之分配有採用 ITQ 者，也有採用 IVQ 者。其一，額

度採船隻以及個人之方式進行分配，後者有 26 件，其中的 10 件進行 ITQ 管理；前者有 49 件，

其中 27 件進行 IVQ 管理。另外，貝類是採用證照之方式進行管理。近年來，丹麥從 EU 所獲

得的 TAC 額度逐年減少，生產金額、漁業者數、漁船數目都降低，在漁業收益率方面其實也

是跟著降低。丹麥自 2003 年開始導入 ITQ 制度，之後的漁業經濟指標是否上升呢，還要再觀

察一陣子。 

格陵蘭唯一的大型漁業是在海面上作業的蝦拖網漁業。此一漁業從 2000 年之後開始導

入 ITQ 管理制度。在 2000 年代初期，漁船共 46 艘，漁獲量約 4 萬公噸；但是到了 2007 年，

漁船數目只剩 11 艘，漁獲量卻倍增至 7萬 5千公噸，由於幾乎都被大型船隻所整合之故，現

存的船隻規模已經來到 3000 噸級。利益分配船東占 70%，船員占 30%，政府課稅等必需繳回

8%。因此，船東不只是住在格陵蘭，在西班牙也擁有豪宅。就船員的薪資來看，大概比大學

教授的薪資還高。此一蝦拖網漁業的 ITQ 管理，最大的特色就是小型魚在海中被拋棄的行為

並不存在。由於地球溫暖化之故，格陵蘭海域鱈魚持續增加，作為鱈魚餌料的蝦子數量預估

將會降低，亦即，此一蝦拖網漁業若要繼續維持現狀，恐怕不太樂觀。另外，格陵蘭雖然有

沿岸漁業，但尚未導入 ITQ 管理制度。 

第十一題、EC的漁業管理並非是共通的 / 德肯波魯先生 

德肯波魯先生目前任職於 EC(European Commission)海事漁業總局，根據他的研究，EC

的漁業在經濟面上相對的比較沒有效率。依國情不一，漁業之利益遠比政府的補助款少。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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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說 TAC 是由 EC 所決定，而且其數量也是來自科學數據的建議，但是 TAC 還是太大了。就其

背景來說，一旦 EC 決定 TAC 之後便進行各國之分配額度，各國在得到分配額度之後有效期相

當長，是很難再變更的。也因此，如果某國想要得到更多的分配額度，便會利用政治力讓 TAC

變大。問題是，要讓 TAC 也進行 ITQ 管理並非 EC 所能決定的事項，而是由個別加盟國負責處

理。一旦 ITQ 成為國內分配的問題時，或是漁獲額度到底要依據所有權還是根據使用權時，

當然會因為各國情況之差異而有所不同，此時，EC 是沒有辦法介入或干涉的。不只是 ITQ，

就 EC 的漁業來說，在漁業管理方式上其實共通化是被否定的，可以說世界上根本沒有一套方

案能夠滿足在任何情況下所進行的漁業管理。  

其實 EC 在漁業上所決定之規範應該可以更簡單一些。例如，漁獲努力量之限制、捕撈

技術之限制相當多，網目到底要如何、船隻進行修繕時到底要如何等在作業過程上的限制很

多。如果改為以『結果』來進行規範，應該會變得更簡潔。希望朝此方向前進，詳細內容可

參照 EC 漁業之相關網站。另外，在巴倫支海(Barents Sea)海域挪威的船隻與俄羅斯的船隻

進行分配額度之交換，到底 EC 要不要承認呢？德肯波魯先生認為『一般認為在 EC 領域內，

TAC 的讓渡應該要被允許，但是由於敏感性事項的強烈反對，是沒辦法實現的。但是類似西

班牙船籍的船隻懸掛英國國旗，利用英國的分配額度進行海上作業的還是層出不窮，因此應

該回歸實質面來解決問題才對。』 

第十二題、小規模漁業採用權利依據型管理制度 / 威魯曼先生 

威魯曼先生目前在 FAO 漁業養殖局就職，他提出小規模漁業管理之相關論述。小規模漁

業其定義在世上是不存在的，由於漁業是屬於多樣性的產業，要給予一定之定義並不適當。

小規模漁業對地方社會或地方經濟有莫大的貢獻，這一點在各種國際會議上都受到一致的認

同。NGO 對小規模漁業也抱以支持的態度，更為了守護文化權、人權而阻止小規模漁業導入

ITQ 管理制度。 

在上述的氛圍下，FAO 對小規模漁業採用權利依據型管理制度，具體而言包括(1)禁止大

型商業漁業之無限制作業；(2)設定排他型沿岸水域；(3)減少大型商業漁業之過剩漁獲能力；

(4)實施社區(community)型管理。以第四項來說，並不是ITQ制度而是導入TURF(Territorial 

User's Rights in Fisheries)制度。以上之論述曾在 1993 年於日本神戶的研討會議中被廣

泛討論過，目前還是對漁業管理存有其正面意義。 

第十三題、世界性的漁業投資，收益率為0% / 門崧教授 

門崧名譽教授目前仍任教於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根據世界銀行所出版的『The Sunken 

Billions (沉默的大金)』一書，世界上對漁業這個產業所進行的投資，其投資報酬率是 0%。

這與次級抵押債款 (Subprime Mortgage，指銀行或債款機構向信用程度較差的借款人提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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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較高利息的債款)的情況相去不遠。要改善這樣的漁業困境，唯有給予權利一途而已。雖然

說 ITQ 便是其中的一種方法，但是最近卻成為被攻擊的對象，其內容如下。首先被攻擊的是

達尼耶魯˙普羅姆理的論文，這是自 1954 年葛彤(漁業資源經濟學者)之論文被攻擊以來在漁

業經濟領域被攻擊的文章。其實，門崧教授也反對別人對 ITQ 制度的攻擊，他舉加拿大政府

對漁業導入 ITQ 管理制度之後獲得莫大的利益做說明。從 1970 年開始，加拿大政府的布利提

休˙哥倫比亞州，包括(1)大鲆魚(2)金鱈(3)55 種底棲性魚類等開始實施 TAC 管理。可是這

在經濟上並不是非常完善的管理制度，就『比賽的原理』來看，將會產生囚犯的困境

(Prisoners' Dilemma，到底要選擇哪一項才對自己有利。)現象，為了消化 TAC 額度，漁獲

時間將會縮短(因漁獲競爭而縮短捕撈期)，另外，從資源所得到的利益(resource rent)也將

會成為負數。 

加拿大政府為了改善漁業困境，從 1989 年開始將三個 TAC 完全導入 ITQ 管理制度。結

果，作業期延長為 365 天，又因為權利賦予之故，漁業者乃進行自我限制與管理，就因為這

樣而導致漁業經濟踏出成功的一步。遺憾的是，此一管理制度對混獲問題還是有缺陷，亦即，

必須有分配額度以及使用執照才能解決。例如，某一船東擁有大鲆魚之執照，但沒有金鱈魚

之執照，自然而然在船隻捕獲到金鱈魚時必須將它丟棄，因此，此一混獲問題尚需良好的解

決方案。於是，從 2006 年開始包括大鲆魚、金鱈魚、55 種底棲性魚類等開始實施 TAC 管理。

也就是說，當漁船出海進行大鲆魚捕撈作業時，一旦混獲了金鱈魚，只要一電話通報便能取

得金鱈魚之分配額度(沒有執照仍然可以取得分配額度)，如此一來，混獲的問題將得到解決。

一般都會質疑導入複數種的 ITQ 應該不太合理，然而，實際實施的結果卻發現有蠻好的成績

出現。其次被攻擊的對象便是分配上的問題，一般都懷疑導入 ITQ 制度之後只有少數人受益

而已。也因此，包括(1)導入 ITQ 後，混獲的幅度到底會擴張到哪裡。(2)如何進行 ITQ 的分

配問題。此二項已成為今後非常重要之課題。  

結語 

在這次的研討會，主要是以北歐鄰近各國之漁業管理制度在學術上進行研究之成果發

表。就個別發表來說，導入 ITQ 制度後漁業經營有成功之案例也有失敗的案例；成功案例當

中，都是在經濟面或是環境方面獲得成效，但是在社會面卻得付出昂貴的代價，亦即在社會

面是失敗的。 

值得一提的是(1)導入 ITQ 而使漁業經營獲得成功的國家，其成功的理由到底是來自 ITQ

的資源管理，還是來自流通販賣等其他原因呢。(2)讓漁業者擁有權利之方案中除了 ITQ 之

外，TURF 等複數的方案中也存在。到底要在何種條件下導入哪一種方案最適合呢？以上兩點，

尚需未來諸多成果來驗證。(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