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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魷 業 動 態 

中國大陸 

根據中國大陸海關統計資料顯示，9 月份魷類產品進口量為 20,087 公噸，進口值達到

2,630 萬美元，進口量值分較 2009 年 9 月份減少 3%與增加 30%，最大魷類產品供應國為北

韓佔總進口量之 32%，其次為美國佔 25%。 

輸入平均價格為每公斤 1.31 美元，較去年同期每公斤 0.98 美元上漲 34%。 

9 月份魷類產品出口量為 17,684 公噸，出口值達到 7,750 萬美元，出口量值分較去年 9

月份增加 16%與 45%，美國取代日本成為中國大陸最大魷類輸出市場，佔總出口量之 19%，

其次為日本，佔總出口量之 15%，平均出口價格為每公斤 4.38 美元，較去年 9 月平均出口

價格 3.49 美元增加 26%。 

泰國 

根據泰國官方統計資料顯示，今年 9 月份計有 4,355.9 公噸魷類產品輸入，輸入金額達

到 880 萬美元，平均輸入單價為 2.02 美元/公斤，其量值分別較 8 月減少 22%與 9%，累計

魷類產品進口量達到 33,289.7 公噸，進口值 5,850 萬美元，平均進口單價為 1.76 美元/公斤。 

9 月份出口之魷類加工品為 2,600.5 公噸(含添加物)，出口值為 1,550 萬美元，平均出

口單價為 5.96 美元/公斤，1 至 9 月份累計出口量為 27,396.2 公噸，出口值達到 1 億 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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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美元，平均出口單價為 4.93 美元/公斤。 

9 月份魷類產品貿易順差為 660 萬美元，累計貿易順差為 7,670 萬美元。 

日本 

日本魷 

11 月 12 日 5 艘作業漁船在八戶港卸售 48,332 箱魚貨，其中 36,324 箱為塊凍，10,084

箱為個體凍結，同日有 1 艘作業船在函館卸售 6,904 箱魚貨，其中 5,856 箱為塊凍，11 月 17

日 1 艘運搬船進荻縣卸售 3 艘作業船漁獲，11 月 18 日有 2 艘作業船在函館卸售 17,512 箱魚

貨，以及 1 艘作業船在八戶港卸售 13,889 箱魚貨。 

西班牙 

第 46 週西班牙加利西亞市場鎖管交易量為 5.95 公噸(第 45 週為 5.89 公噸)增加 1%，

但市場價格則由每公斤 4.98 歐元下跌至 4.20 歐元。 

馬德里市場重要冷凍魷魚第46週交易量變動情形如下：鎖管7.84公噸(第45週為12.89

公噸)，各規格交易價格為 7-10 公分 3.5 歐元/公斤、10-12 公分 3.3 歐元/公斤、12-16 公分

2.9 歐元/公斤、16-19 公分 2.8 歐元/公斤、19-22 公分 2.6 歐元/公斤、22 公分以上 2.4 歐元/

公斤；美洲大赤魷 1.09 公噸(第 45 週為 2.2 公噸)；阿根廷魷各品項價格為 24-30 公分淨後

胴體 3 歐元/公斤、20-24 公分淨後胴體 2.8 歐元/公斤、15-20 公分淨後胴體 2.8 歐元/公斤、

18-22 公分胴體 2 歐元/公斤、23-28 公分胴體 2.2 歐元/公斤、28 公分以上胴體 2.8 歐元/公斤、

魷圈 2 歐元/公斤。 

阿根廷 

根據官方統計資料顯示，10 月份阿魷漁獲量為 669 公噸，較去年同期增加 19%，累計

今年阿魷產量為 79,927.1 公噸。 

10 月份阿魷出口量為 9,301 公噸，出口值為 2,430 萬美元，出口量值較 9 月增加 3%

與 17%，累計出口量值分別為 42,329 公噸與 9,390 萬美元。 

福克蘭群島 

今年累計至 10 月底止，在福島海域之魷類產量為 78,626 公噸，其中阿根廷魷佔 12,103

公噸、鎖管佔 66,523 公噸，魷類產量較去年同期之 31,498 公噸增加 150%。(於仁汾，摘譯

自 FIS-Market Reports， 2010/11/24) 

國 際 漁 業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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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國至10月累計產量成長3% 

阿魷較去年同期增加近15% 

根據阿根廷官方統計資料顯示，今年累

計至 10 月之漁產量為 594,949.9 公噸，較去

年同期之累計漁產量 576,623.7 公噸增加

3.1%，增產主要來自於阿魷增產 14.9%，漁

產量中 451,193.2 為魚類、82,968.8 公噸為

貝類、60,787.9 公噸為甲殼類。 

魚類產量依序為狗鱈 227,405.7 公噸

(增產 9.7%)、阿魷 75,831.9 公噸 (增產

14.9%)、福氣魚 62,057.7 公噸、黑鱈 4,3535

公噸、河魟 13,871 公噸、黃魚 12,660 公噸、

長尾狗鱈 10,818 公噸、星鯊 6,397 公噸、南

方鱈 5,644 公噸、鲆鰈 5,154 公噸。 

貝類中以扇貝產量 6,665 公噸為高，甲

殼類中以蝦類產量 60,510 公噸為最高。 

港口別卸魚量以馬德普拉塔 343,789

公噸為最高，其次依序為馬德林港 92,918 公

噸、火地島 72,812 公噸、德塞阿多 33,900

公噸、東聖安東尼奧 11,798 公噸及卡列塔奧

利維亞 9,096 公噸。 

漁業別產量則以生鮮漁船之 204,500

公噸為最高，其次依序為拖網漁業 159,382

公噸、沿岸作業船 68,292.4 公噸、魷釣船

65,506 公噸、椼拖網 49,865 公噸。(於仁汾，

摘譯自 MercoPress，2010/11/10) 

秘魯前9月累計產量360萬噸 

與去年同期相較衰退逾22% 

根據統計資料顯示，秘魯 9 月份漁產量

為 49,400 公噸，較去年同期之 91,300 公噸

減少 45.9%，減產量項目主要為食用漁產

品，供魚粉生產之水產品產量為 2,600 公

噸，與去年同期之產量相近，而供食用之漁

產品產量為 46,800 公噸，遠低於去年同期之

88,700 公噸。 

前 9 個月累計產量為 360 萬公噸，較

去年同期累計 460 萬公噸減少 22.4%，其中

今年供食用漁產品累計產量為 676,400 公

噸，較去年同期累計之 910,500 公噸減少

25.7%，其中冷凍漁產品減產 25.3%，(從去

年462,300公噸減至345,300公噸)製罐原料

累計產量為 75,800 公噸，較去年同期累計量

136,600 公噸減少 44.5%，生鮮水產品減產

19.5%(從去年 285,700 公噸減至 230,100 公

噸 )。 (於仁汾，摘譯自 FIS World News 

2010/11/22) 

印度洋海域深海發現新魷種 

棲息於數千公尺深具發光器 

自然保育聯盟日前宣布在印度洋海域

深海區發現新魷種，該魷種樣本體長 70 公

分，屬於手魷科，棲息水層在幾千公尺深之

海床岩石區，並具有發光器以捕食獵物。 

自然保育聯盟在南印度洋海域執行為

期 6 週的海山研究，調查在 1,200 公尺深海

域之物種，該調查主要目的在於研究海山生

態，以便從科學角度提出改善海山區域之保

育管理。(於仁汾，摘譯自 FIS World News 

2010/11/16) 

新英格蘭漁業管理委員會 

日前投票維持漁場關閉決議 

美國新英格蘭漁業管理委員會日前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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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重新開放 16 年前關閉的漁場提議進行表

決，最後 10 票對 4 票否決該項提議。 

1994 年美國海洋漁業局為保育鱈魚、

黑鱈及鲆鰈等底魚資源，關閉新英格蘭地區

漁場，總計關閉面積達到 6,600 平方英里，

漁場關閉後黑鱈及鲆鰈魚類資源有回復跡

象，因此部分委員會成員認為應該開放漁場

讓漁民能捕捉分配到的配額，委員會成員中

贊成開放者認為 2010 年漁民只能捕獲黑鱈

配額量的 10-12%，對否決案表示無法接受。 

其他委員會成員表示，開放漁場雖然可

以使黑鱈配額充分利用，但卻會對漁場內其

他 13 種漁業資源帶來危害，因此建議 2014

年重新檢視各項漁業資源以討論是否開放漁

場較為合宜。(於仁汾，摘譯自 FIS World 

News 2010/11/18) 

加國擔任保障合法漁業先鋒 

簽署打擊IUU之港口國措施 

加拿大漁業暨海洋部部長日前通知聯

合國糧農組織，加拿大已經簽署「預防、打

擊及消除 IUU 漁業之港口國措施」，加拿大

政府表示，全球 IUU 漁業嚴重侵害合法漁

業，因此加國政府願意在此項保障合法漁業

的管理措施下擔任先鋒。 

根據統計資料顯示，IUU 漁業造成全球

230 億美元以上損失，並對海洋漁業資源帶

來相當大危害。 

加拿大境內約有 1,500 個沿岸社區以

漁業為主要經濟依靠，年漁業產值近 30 億美

元，其中 85%為外銷，但受到 IUU 漁業的影

響，加國漁民必須面對瀕臨匱乏的漁業資

源，並且在國際市場上受到 IUU 漁業的不當

競爭。 

FAO 提議之港口國措施希望透過港口

國採取一致管理標準，要求漁船繳交詳細作

業資料、拒絕 IUU 漁船進港以及透過港口檢

查等，以消弭 IUU 漁業，該國際公約在 25

個國家簽署後將立即生效。(於仁汾，摘譯自

FIS World News 2010/11/24) 

國 內 漁 業 要 聞 

水產精品品質安全有保證 

精品選拔系列活動已起跑 

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首度對國內的市

售水產品，展開系列高規格評選作業，並規

劃於 11 月 18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起，在台

北市喜來登飯店 2 樓寒舍舉辦「水產精品入

圍暨票選記者會」活動，現場精心展出 50

項入圍產品，並從 11/18 開始到 12/10 止，

於漁業署水產精品官網展開網路票選活動，

向消費者推介台灣精緻、優質的水產品。 

「水產精品-品質安全有保證」 

漁業署表示，「水產精品」必須是國產

水產品為主要原料，且需通過 CAS、

HACCP、GMP、TAP 等其中一項驗證為基

本條件，經嚴格評選出來的頂級水產品，衛

生安全有保障，本次報名參加評選的產品多

達一百多件，經過國內多位專家學者的層層

篩選、把關後，選出了 50 項產品入圍，年底



前將再組成評選委員會進行決選。換言之，

從商品的品質特色、包裝設計、市場行銷、

經濟效益等進行二次評比，最後評選 20 項精

品，頒發使用「優質水產‧金鑽一生」水產

精品標章，提供民眾另一種消費的新選擇。 

「你投票、我捐款」網路票選、選好禮 

漁業署指出，從 11/18 開始到 12/10

止，於該署水產精品活動官網展開了「你投

票、我捐款‧做好心、選好禮」的網路投票

愛心公益活動，網友可以從 50 項入圍的水產

精品中，透過網路選票，評選出心目中的五

大好禮商品：「漁禮相逢—最佳伴手禮」、「澎

湃漁禮—最有禮數」、「如漁得水—最佳包

裝」、「漁情漁禮—最適合送情人」，以及「漁

火重生—最具節能減碳」，網路票選成績將提

供評選委員決選時加分參考。參與網路投票

活動的民眾，除了投票做愛心之外，同時還

能參加抽獎，有機會獲得水產精品，送禮、

自用都很體面，參與票選的民眾只要每投一

票，漁業署就替民眾捐出 2 元，於票選活動

結束後，將款項捐贈給「創世基金會」做為

愛心捐款基金。 

詳細活動辦法請上漁業署水產精品網

站：http://www.fish-feast.com.tw/。(轉載自

漁業署網站) 

專 題 報 導           環太平洋戰略性經濟合作協定之大方向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蕭玉田 
取材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 2010 年 11 月 22 日 

TPP 爭議下的未來發展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才剛結束元首級會議，會後祭出『太平洋地區必須進行經濟

合作』之方向與結論。至於環太平洋戰略性經濟合作協定(TPP)也是如此，除了農林水產業的

強烈反對外，日本雖然尚未表明是否會參加該項會議，但是對於日本是否參加會議的爭議卻

加速引爆中。在這短短的一個月當中，日本是否參與會議的爭議持續在延燒，然而問題的爭

議焦點到底是什麼？到底人民在會議之後又將看到什麼？這才是重點所在。以下是專跑漁業

方面以及專跑公司、企業方面的記者座談之內容以及摘要。 

隨便參加將帶來強烈的危機感：A 記者說，菅直人首相在參加 APEC 時擔任會議主席，

實質上，表現出想參加 TPP 的欲望。B 記者說，加入 TPP 的條件是關稅要完全裁撤。對於

不承認例外案例的 TPP 來說，就如同參加拳擊賽 100 公斤級與 50 公斤級同台對打一樣不公

平。貿易自由化以及活絡經濟任誰都不會反對，但是如果都不去談論日本的未來將變成一個

什麼樣的國家，對水產業來說，的確存在著莫大的危險性。當然，水產業界並不是非一路反

對到底不行。參加 TPP 對農林水產業來說，雖然有人認為只要有補償金即可，但其實並不只

是這一方面的問題而已。例如烏干達雖然在農業方面的補助款高達 6 兆日圓，之後卻發現農

業的現狀並沒有改善多少。就漁業來說，如果漁撈技術的傳承不見了光只是進行經濟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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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最後將導致資源的爭奪戰，最悲慘的情況是漁業資源將持續減少而出現重重危機。 

利益或貢獻也應該加以重視：F 記者說，參加 TPP 對漁業來說當然會帶來不良的影響，

但是，若從生產、加工以及流通、消費來說，卻不得不考慮它的貢獻度以及利益。從這次的

爭議來看，水產業也只不過是副產業而已，雖然大家都非常關心農業以及極力保護農業，但

整體看起來還是非常詭譎。D 記者認為，雖然不是與農業一起反對，但是如果只把水產業當

作是保護農業的一道前驅手續的話，反對的聲浪將一波接著一波，因為只守住稻米而犧牲水

產業這將讓人民無所是從。對出口業者來說，關稅下降將促進出口而增加利益，但是不能只

重視自由化而忽略了其他產業的貢獻度。 

對於糧食確保策略將產生不安：A 記者說，以前幾乎所有的企業主都認為應該讓貿易自

由化，不過有愈來愈多的業者非常擔心日本糧食自給率之低下。雖然世界各國都在高唱應該

確保自己國家國民的糧食，但是從國外角度來看日本卻不是如此，就日本人來說，雖然說內

心充滿疑慮，可是卻仍然看不見有效的解決方法，亦即在糧食確保之視野在日本還看不到，

這是最令人擔心的地方。C 記者說，一般而言絕大多數的公司、企業等都贊成參加 TPP。就

水產業來說，如果能像挪威等國家那樣從事改革，在產業基礎上紮根，就不用去擔心水產業

之未來將會變成什麼樣子。但是，就日本的農林水產業來說，因為既得利益而趨向過度保守

的人確實不少，對於那些不符合時代潮流的制度就應該要改變，該保守的就應該保守，該自

由開放的就應該自由開放才對。 

自由化跟漁業無法兼顧：B 記者提到，只有在自由開放之後才能看得到，例如法國等國

家的農業，生產額度的八成都倚賴政府補助，就連積極參加 TPP 會議的美國政府也補助三

成，世界各國在農業補助這件事上，如果不去考量實際態勢，而只是一味的高唱自由化有多

美好，那是行不通的。也有業者表示，只要水產業的本質夠強壯，想出口水產品應該不成問

題，雖然如此，有能力出口者畢竟還是少數。A 記者說，為了確保糧食而想盡辦法進行一次

產業的保護，它個人非常贊同，為了避免誤會，現今的水產業是否要照以前的方式繼續耕耘

下去還是一大問號。政府每年都會訂出一些相關的政策，但是卻看不出水產業有所改善，從

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沒有政府的幫助，水產業搞不好會更加衰退也說不定。其實，政府在

政策出爐之前問題早已存在了，以這次的 TPP 來說，日本現今的水產業模樣應該可以看出有

一定的界限。 

現今的結構將愈來愈貧困：E 記者認為，如果以現今的水產架構繼續經營下去，將會愈

來愈貧困，想要扭轉此一態勢並非一件容易之事。C 記者則認為，只要能夠讓漁業獲利就可

以了，根本不用想得太複雜，而且應該對企業界開放才對，只要能夠更有效率，漁業自由化

又何妨呢？B 記者說，既然談到效率問題，那麼，效率又是什麼呢？如果全部換算成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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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就生產額來看，農業或漁業根本談不上有效率可言。但是，若將其他功能排除而只追究生

產額度的效率化時，反而必須付出龐大的費用才能得到應有的成果。C 記者也進一步說，稻

米的關稅為 100%，日本人現在吃的稻米價格未免太高了吧，就全體國民來說，這樣做對嗎？ 

金錢效率理論的危險性：B 記者說，能夠愈便宜對全體國民來說當然是正面的，這只是

在金錢上的爭議而已，耕地其實也涵蓋了國土保全，相當於國民生活 9 兆日圓的功能。一次

產業長久以來支撐著農山漁村的經濟，因此，國境監視或環境保全等多方面的機能應該更加

重視才對。D 記者則說，就提升日本的糧食自給率來說，認為應該要參加 TPP 會議的人勢必

也不會反對才是，但是，個人並不認為無論是 TPP 或是 EPA 都不要參加只要守護家園即可

的思維。B 記者更進一步說，如果不反對參加 TPP，最後將加速水產業之衰退與滅亡。 

農漁業不是保守的組織：A 記者認為，就水產業來說在反對參加 TPP 之後，所面對的

爭論是否才剛開始。B 記者說，很可惜，並沒有發生任何爭論。E 記者則說，以前確實出現

不同的意見，但是如果不將既得權益的障礙徹底拔除，想要改變恐怕沒那麼容易，應該要保

守的是農民以及漁民，是否因為這些人都不是組織之故呢？現今的農林水產業，無論如何都

應該保護組織才對。A 記者說，如果說所有組織都不好那也講得太超過了，也有組織對於農

林水產省的將來非常認真、嚴謹的思考與籌劃著，但也有組織一直給人負面的印象。因此，

身為農民或漁民者，最好的方法莫過於自我改革，如果什麼都不動，那才真的會招來誤解呢。

B 記者又提到，嚴格來說，這便是組織所具有的領導地位或是在政策推動、活動架構的能力

上明顯表現出軟弱的地方，例如農協(農會)，都市型農協將錢貸款給柏青哥(電玩店)、農地也

當作停車場或高爾夫球場，當然我們不能說，這些場所或店面對於糧食的消費有很大的貢獻

或影響力，充其量只能說運氣的好壞罷了。 

政府跟企業視野太短淺：A 記者問到，這次的 TPP 爭議，到底可以看見什麼結論呢？D

記者說，水產業界期盼能藉由這次的 TPP 會議將問題明朗化，都希望能看到水產業有著突破

性的改變以及美好的未來。A 記者認為，水產業的理想狀態或是吃方面的理想狀態都應該有

其遠大的視野才對，日本人應該沒有人會說水產業沒了是好事一樁，也沒有人會說挪威有生

產鯖魚就好了，日本沒有鯖魚沒關係吧。C 記者說，日本國內鯖魚很快就會被吃光，這絕對

不是一句開玩笑的話，即便是如此，世界的潮流趨勢還是沒變，處在世局當中的日本到底應

該如何選擇呢？雖然要回答這項質問有些困難，可是卻不能不回答。E 記者說，從問卷調查

結果顯示，有高達六成的民眾贊成政府參加 TPP 會議，因此，應該好好思考如何解決水產業

的困境才對。D 記者進一步說，雖然有六成的民眾贊成參加 TPP 會議，但並非贊成將農業或

漁業廢除，大多數的日本人希望政府參加 TPP 會議但是前提是要在『讓日本的農、漁業繼續

存在的情況下去參加 TPP 會議。』如果錯誤研判這項信息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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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的問題等待解決：B 記者問到，到底水產業要擺在什麼樣的位置呢？日本對於自己

國家的糧食產業要如何保護呢？必須要再度表態才可以。C 記者說，這樣的問題必須交由全

民經過討論之後才能做成決定，畢竟這跟自己在吃的方面有直接的關係。F 記者說，原物料

端的人民也認為日本在農業、漁業方面還有足夠的力量，問題在於此一能力是否能發揮出來

而已。如今，日本應該就此一問題認真、慎重的考慮一番。E 記者說，這次的 TPP 也讓民怨

為之沸騰，可惜的是，人民還是不知道會議談論的內容，農業、漁業的現狀以及所扮演的角

色應該要讓所有國民知道才對，雖然說，談論的結果將在世論調查中出現，但是應該要有絕

對的共識比較好。 

日本北海道居民團結一致群起反對 TPP 

來自漁業生產現場的訴求：反對日本政府參加 TPP 會議的北海道居民總決起大會在 11

月 12 日於札幌市內舉行，大約有 1,700 人參加，大會主辦單位包括 JR 北海道中央會、北海

道漁連、北海道森連的第一次產業等三個團體，協辦單位則有北海道經濟連合會、北海道消

費者協會等 56 個團體連署，水產相關人士大約 1,500 人參加。無論是政府、國會議員都應該

向廣大的北海道居民或國民講清楚，以及獲得人民的同意才對。  

大會的訴求直接向政府以及執政黨遞交陳情書：大會的名稱是「地方社會的理想狀態等

－『請問這個國家的形象到底是什麼』，北海道居民總決起大會」。主辦單位代表 JR 北海道

中央會的飛田稔章會長強調➀提升糧食自給率；➁工業、商業、農林漁業等要均衡發展、➂

發揮農村、漁村多功能的角色。除此之外，政府對於重要品目之關稅應該要繼續維持，水產

品之進口限制措施也要堅持，如果以上之措施無法維持，那麼就應該關閉協商大門，所有的

北海道居民皆團結一致向政府提出訴求與呼籲。北海道知事高情春見也說，如果沒有符合北

海道居民或國民的期望，政府不應該執意要參加 TPP 會議，大家應該嚴格監督政府的行動。

北海道經連的坂本真一副會長也提到，農業的結構改革以及貿易自由化不應該並存，否則日

本的經濟發展將很困難。北海道消費者協會橋本智子會長也說，吃的安全與安心、糧食自給

率之提升都是今後要努力的地方。代表漁業生產現場的 JF 北海道女性連合會的新谷恭子對於

貿易自由化將會帶給漁業以及漁村莫大的影響，她說世界上的糧食目前正處在嚴重不足的情

況，因此，必須增加糧食之生產藉以提升糧食自給率。另外，如何讓農村、漁村繼續繁榮、

富庶，這是我們當前最重要的課題，以及最重大的使命與角色。另外，北海道所選出的各政

黨國會議員們也出席致意。最後，北海道漁連的櫻庭武弘會長也提出➀不應該參加主張完全

撤除關稅，且沒有例外案例的 TPP 協商會議；➁所有的貿易協商都應該視為例外案例之措

施，對於重要項目都必維持該有的關稅；➂地方應有的理想狀態或是國家該有的形象，應該

更審慎且充分的進行討論，獲得全體國民一致的共識才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