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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魷 業 動 態 

日本 

美洲大赤魷 

4 月 26 日在八戶港進行美洲大赤魷漁獲拍賣，價格資訊如下：1 尾裝每箱 1,212 日圓、

2 尾裝每箱 1,370 日圓、3 尾裝每箱 1,350 日圓、4 尾裝每箱 2,000 日圓、觸腕 3L 每箱 940

日圓、魷鰭 2L 每箱 950 日圓。 

西班牙 

第 17 週西班牙加利西亞市場鎖管交易量為 6.02 公噸(第 16 週為 10.24 公噸)減少 41%，

市場價格由每公斤 4.4 歐元微幅上漲至 4.45 歐元。 

馬德里市場重要冷凍魷魚第 17 週交易量變動情形如下：鎖管 30.5 公噸(第 16 週為 18.2

公噸)，各規格交易價格為 7-10 公分 2.7 歐元/公斤、10-12 公分 2.5 歐元/公斤、12-16 公分

2.4 歐元/公斤、16-19 公分 2.2 歐元/公斤、19-22 公分 1.9 歐元/公斤、22 公分以上 1.7 歐元/

公斤；美洲大赤魷 4.1 公噸(第 16 週為 23.8 公噸)；阿根廷魷各品項價格為 24-30 公分淨後

胴體 2.57 歐元/公斤、20-24 公分淨後胴體 2.53 歐元/公斤、15-20 公分淨後胴體 2.3 歐元/公

斤、18-22 公分胴體 1.85 歐元/公斤、23-28 公分胴體 1.85 歐元/公斤、28 公分以上胴體 2.25

歐元/公斤、魷圈 1.95 歐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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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 

統計資料顯示，2010 年 3 月鎖管漁獲量僅 12.9 公噸，較 2 月增加 15%，也較 2009 年

同期增加 13%，累計鎖管漁獲量為 39.3 公噸。 

海關統計資料顯示 3 月鎖管出口量為 2.4 公噸，出口值為 3,585 美元，累計鎖管出口量

值分別為 2.8 公噸與 4,131 美元。 (於仁汾，摘譯自 FIS-Market Reports， 2010/5/5) 

國 際 漁 業 資 訊 

韓籍魷釣船涉嫌違法作業 

遭阿根廷海岸巡邏艦拘捕 

一艘南韓魷釣船 Sun Hae NO.315 在阿

根廷聖馬蒂亞斯灣附近阿國經濟海域 199 浬

處遭阿國海岸巡防隊發現無照違法作業，追

逐後遭扣押。 

Sun Hae NO.315 註冊港為釜山港，船長

49 公尺，船上船員共有 34 名，最近一次進

港記錄在去年 12 月 7 日於烏拉圭蒙特維多

港，該船扣押後搜出 80 噸阿魷漁獲，阿國官

方將漁獲沒入並將該船扣押。(於仁汾，摘譯

自 MercoPress 2010/4/30) 

針對歐洲鎖管進行標示放流 

期能更了解迴游路徑及習性 

歐洲研究人員近期對歐洲鎖管進行標

示放流研究，希望能透過標示放流暸解歐洲

鎖管迴游路徑與日週垂直迴游習性，第一批

標示放流 50 尾，預計在 2012 年時放流尾數

達到 1,000 尾，研究人員目前正著手進行下

一階段音響標籤放流測試，未來將結附在放

流的歐洲鎖管上，透過海中佈放的接受器接

收音響訊號。(於仁汾，摘譯自FIS World News 

2010/5/4) 

日本海外魷釣漁業漁況不佳 

紐西蘭魷較去年減少約2成 

本年度日本海外魷釣漁業，計有兩艘大

型船前往紐西蘭海域作業，已於 5 月初結束

作業，漁獲狀況不佳，總計兩艘船共捕獲 820

噸之紐西蘭魷，與去年的近 1,000 噸相較，

減產了約兩成。 

兩艘作業船中，其中一艘於 4月中旬左

右就沒有發現紐西蘭魷的蹤跡，故較去年提

早一週於 4月 19 日結束作業，另外一艘則持

續作業至 5 月 2 日，預計 5 月下旬返港拍賣

漁獲。業者概估兩艘船運回的總漁獲為 10 萬

2,000 箱約 820 噸。與去年兩艘作業船的總

漁獲 12 萬 3,000 箱約 984 噸相較，減產了近

兩成，再與前年的 16 萬 2,000 箱約 1,300 噸

相較，則今年度的減產幅度更接近四成。 

初次運回的漁獲(約 4 萬 2,000 箱的全

魚)預訂 5 月 13 日於日本八戶市場販售，漁

獲大中小的體型分佈並不集中，6~10 尾裝者

計 331 箱，11~15 尾裝者 5,375 箱，16~20 尾

裝者 4,226 箱，21~25 尾裝者 5,394 箱，26~30

尾裝者 7,295 箱，31~35 尾裝者 4,020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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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0 尾裝者 2,434 箱，41~45 尾裝者 1,587

箱，46~50 尾裝者 2,301 箱，51~60 尾裝者

2,686 箱，61~70 尾裝者 1,710 箱，71~80 尾

裝者2,241箱，81~90尾裝者1,201箱，91~100

尾裝者 602 箱，101 尾以上者為 687 箱。 

此外，目前阿根廷海域 43°以北的水

域，也傳出漁況不佳，大多數漁船幾乎已停

止作業。總漁獲量則創近年來新低，約僅 10

萬噸左右(往年約 13~15 萬噸)。由於預估阿

根廷魷的輸入量將減少，導致日本沿近海域

產之日本真魷的在庫冷凍品交易轉趨熱絡，

加工用之原料 16~21 尾裝及 26~30 尾裝之交

易價格已漲至 2,300~2,500 日圓，在庫量逐

漸消化中。(吳金鎮，譯自日刊水產通信，2010

年 5 月 10 日) 

阿國至4月止水產品產量減少 

共17萬餘噸較去年下降15% 

2010 年前 4 個月阿根廷漁產量為

177,877.3 公噸，較 2009 年同期之漁產量

209,264.1公噸減少15%，其中魚類142,606.7

公噸、貝類 28,040 公噸、甲殼類 7,230.6 公

噸。 

單項水產品以狗鱈 71,621.4 公噸為最

高，其產量較 2009 年同期之 80,469.1 公噸

減少 11%，其次為阿魷 25,913.5 公噸(2009

年同期 32,722.8 公噸，減少 20.9%)、福氣

魚 16,469.3 公噸、金吉利魚 6,565.6 公噸、

黃魚 5,897.6 公噸、河魟 7,752.8 公噸、鱸

魚 3,279.8 公噸、比目魚 2,800.2 公噸、星

鯊 2,588.8 公噸、鯛魚 2,515.6 公噸、齒鱈

1,594.9 公噸。 

其他如扇貝產量為 1,987.3 公噸、蝦類

7,197.3 公噸。 

各港口中以馬德普拉塔港卸魚量

109,595 公噸，其次分別依序為馬德林港

29,603.7 公噸、火地島港 16,709.4 公噸、德

塞阿多港5,286.7公噸。 

漁業別產量中以近海生鮮作業船

64,695.6 公噸為最高，其次為拖網漁業

51,599 公噸、沿岸作業船 22,932.1 公噸、

魷釣漁業 19,452.6 公噸與魚漿漁業 8,079.8

公噸。(於仁汾，摘譯自 FIS World News 

2010/5/7) 

北海道南部日本魷產量下滑 

津輕暖流減弱導致漁況不佳 

第 3 屆函館魷魚研討會於 3 月 16 日假

函館國際飯店召開，由於上一屆之會議主題

為「2009 年漁況預測」，本屆會議主題便設

定為「2009 年度日本魷資源動態」，以檢驗

該預測與實際漁獲狀況之關係。 

根據會議報告指出，2009 年北海道南部

之濱太平洋側水域之漁獲量大幅下滑，較

2008 年減少 38％。另外，由北海道立函館水

產試驗場研究員澤村正幸所報告亦指出，

2009 年函館近海魷釣漁獲量（速報值）較上

一年度可能減少 34％，南茅部定置網可能減

少 86％。 

水產綜合研究中心北海道區水產研究

所負責太平洋日本魷資源評估的山下紀生研

究員表示，就 2009 年 11 月左右之海面水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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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觀之，津輕暖流之流量乃近幾年來最弱

者，因此造成「津輕海峽東出口的日本魷漁

場形成時間過短，並導致漁獲量不佳」。反

之，三陸外海漁獲較佳則乃由於親潮南下所

致。日本魷洄游經北海道沿岸進入津輕海峽

後，可能隨著親潮南下而直接游往三陸外

海，山下認為，前述兩個理由導致函館周邊

水域漁獲量不佳。 

關於日本海資源動態，水產綜合研究中

心日本海區水產試驗所主任研究員木所英昭

則指出，2009 年 10 月以後北海道北部與中

部水域之漁獲量尤為不佳，而外海水域則整

個漁期皆處於低漁獲量之狀態。 

至於今後之資源動態，木所英照表示依

照目前的調查結果來看，「應該不至於發生海

洋環境寒冷化之大變動，況且對馬海峽方面

亦有產卵場正在形成中，據此可判斷資源將

不會有突然減少之情形」。（轉載自國際漁業

資訊第 210 期） 

食品標籤必須更清楚更具體 

歐盟新規定將於三年內生效 

歐盟議會之環境委員會指出，針對熱量

以及營養價值等資訊，食品標籤上應該要標

示得更清楚且易懂，消費者才能知所選擇。 

然而貫徹執行標示重要營養成分之「食

品紅綠燈」系統議案尚未通過。「食品紅綠燈」

系統與每日應攝取量(GDAs)相輔相成，在英

國普遍使用，且受到歐洲消費者及健康團體

的喜愛。歐盟議會跨黨派聯盟包含社會黨

(S&D)、極左黨派(GUE/NGL)、綠黨以及自由

黨派(ALDE)都在推動讓食品紅綠燈標示成為

強制規範。 

相關立法草案希望能將歐盟食品標示

更新、簡化並明確化。所有現存的強制資訊

標示規則將有一些改變，例如：名稱、成分、

保存期限、特殊使用情況，此外也將追加部

份要件於重要營養資訊清單內。 

關鍵營養成分如熱量、脂肪量、飽和脂

肪、碳水化合物、糖分、含鹽量等皆屬強制

標示範圍。蛋白質、纖維、自然以及人工轉

化脂肪亦屬強制標示範疇。強制標示之營養

成分應標明於包裝前面，針對熱量標示則設

有特定規則以保證顯著程度。 

歐盟議會跨黨派聯盟決定針對食品資

訊標示設定通則，以利會員國遵循標示規

定。這些規定確保消費者不會被食物包裝所

迷惑。其決議中提到食物標示不應該誤導消

費者，而且替代成份應該要確切標明於食品

標籤上。該跨黨派聯盟要求標明肉類、禽類、

奶製品、鮮果、蔬菜以及其他單一成分產品

之原產國，另外加工食品中含有肉類、禽類、

魚類成分之產品也應加註原產國。倘產品含

有奈米材料之產品也應於成分表中清楚加註

「奈米」性質。該跨黨派聯盟與歐盟執委會

一致同意熱量及營養成分應該以每 100 公

克、100 毫升或每份為單位標示。他們也支

持對於熱量和某些營養之攝取參考值作出明

確比較之敘述，如一個中年女性平均每日應

攝取量，可能與一般民眾消費者本身應攝取

量有所不同。 

該營養標籤亦規定將於三年內生效，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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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於 100 名員工且每年營業額及/或年度損

益總額低於 500 萬歐元之食品業者，可於此

後五年內適用。 

歐盟議會大會之一讀程序訂於五月下

旬，意即理事會必須在歐盟議會之環境委員

會再次辯論前確立對本案立場。（轉載自國際

漁產貿易訊息第 87 期） 

政 令 宣 導 

獎勵國人上漁船工作輔導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9 年 5 月 4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授漁字第 0991321027 號函訂定發布全文 16 點，

並自即日生效。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勵國人上漁船服務，補充漁業勞力，培育漁業

幹部人才，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本作業要點獎勵金之申請及審核，由僱用漁船船籍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理。

其申請及資料彙整由當地區漁會協助辦理。 

三、獎勵對象：以本會漁業署評定並通知錄取名單為準，評定方式採序位法方式評選（評選

表及配分標準如附表）。 

四、獎勵名額：每年獎勵八十五名（含當年度已參加獎勵人數），每年度獎勵餘額由本會漁業

署另行公告。 

五、申請期間：申請人應於當年度公告獎勵餘額之日起十五日內，檢具第九點規定之文件向

船籍地所屬區漁會提出申請，再送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審核後，轉送本會漁業署依第

三點規定排序。 

六、遞補機制：採滾動式遞補機制，已參加獎勵人員於當年度自願放棄獎勵資格者，得由當

年度後補人員遞補，遞補序位相同時，以年齡積分高者第一優先，學歷積分高者第二優

先。 

七、獎勵期程及獎勵金額：當年度經本會漁業署通知符合參加獎勵者，獎勵期間四年，獎勵

金額每年最高新臺幣二十四萬元。 

八、申請資格及限制：受僱漁船應領有特定漁業執照，但領有特定漁業執照實際係從事海上

養殖業、定置漁業權漁業、活魚運搬之漁船及專營娛樂漁業漁船、大陸船員接駁船除外。 

申請人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以當年度公告獎勵餘額之日為準，最近一年內初次取得漁船船員手冊（具漁業科

學觀察員身分者不限）且已受僱漁船服務者為限。 

（二）已依「獎勵原住民上漁船服務計畫」、「獎勵國人上漁船工作輔導第三期、第四期

計畫」、「漁業發展基金獎勵水產海事相關院校及職訓中心畢（結）業生上漁船服



務要點」報備登記者，不得重複參加本獎勵。 

（三）領有本會漁業署辦理之漁船船員基本安全訓練（受訓時間三天半，非小型漁船(筏)

船員基本安全訓練）。 

申請人是否受僱應以漁船船員手冊受僱、解僱登記欄或漁業管理資訊系統船員管

理之登載資料為準。 

具漁船船主身分受僱他船擔任漁船船員者，不得參與本要點申領獎勵金。 

九、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所屬區漁會辦理： 

（一）漁船船員手冊。 

（二）受僱漁船船主同意僱用及薪資給付證明（格式如附件一），但不得低於依勞動基準

法第二十一條所定之基本工資。依本作業要點提供上漁船工作機會之漁船船主，

長度未滿十二公尺漁船，以獎勵一人為限，長度十二公尺以上未滿二十四公尺漁

船，以獎勵二人為限，長度二十四公尺以上漁船以獎勵四人為限（含獎勵原住民

上漁船服務計畫、獎勵國人上漁船工作輔導第三期、第四期計畫僱用人數）。 

（三）受僱漁船之漁業執照影本；國外基地作業漁船應檢附國外基地作業證明書影本。 

（四）符合第三點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一份（正本繳驗後發還）。 

十、相關單位於受理申請時，應依下列程序辦理（作業程序如附圖一）： 

（一）區漁會： 

1.查核申請人與受僱漁船是否符合第三點、第八點及第九點規定之申請資格條件，

並查收漁船船主同意僱用證明書（格式如附件二）（每滿一年後，符合前次獎勵

條件者辦理續僱登記時，查收船主同意續僱證明書（格式如附件三））。 

2.彙整符合申請資格名冊（格式如附件四），於當年度公告獎勵餘額之日起二十日

內函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二）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1.審核區漁會陳報之申請人名冊，將符合申請資格名冊於當年度公告獎勵餘額之日

起三十日函送本會漁業署，並副知區漁會。 

2.對於資格不符之申請人，應敘明理由。 

3.個別通知符合參加獎勵之名單其第一年獎勵期間起始日期（以區漁會受理申請日

期為準），並將受僱漁船依本作業要點僱用之人數及船員姓名，登載於船籍（靜

態）管理系統該受僱漁船之異動登記欄。 

（三）本會漁業署：將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函送之申請人名冊，依第三點規定排序，

通知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錄取、遞補及後補名單，並副知區漁會。 

十一、申請獎勵金之條件及限制： 

（一）符合登記資格之申請人，得就下列獎勵條件選擇一種申請核發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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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年獎勵標準：自區漁會受理申請之日起，連續受僱上漁船工作滿三個月期間

累計出海四十五日以上者，每次發給每個月新臺幣二萬元之三個月獎勵金；申請

人最多得申請四次，發給獎勵金最高新臺幣二十四萬元。或自區漁會受理申請之

日起，連續受僱上漁船工作滿六個月期間累計出海九十日以上者，每次發給每個

月新臺幣二萬元之六個月獎勵金；申請人最多得申請二次，發給獎勵金最高新臺

幣二十四萬元。 

2.第二年至第四年獎勵標準：上漁船服務一年期滿後，經報備持續參與次一年獎勵

期程，滿一年並累計出海一百八十日，一次發給獎勵金新臺幣二十四萬元。 

（二）前款第一年之起始日，為區漁會受理申請之日；第二年之受僱起始日以第一年屆

滿之翌日起算，有意願持續上漁船服務者，應於第一年屆滿前一個月內向所屬區

漁會報備。但報備期間隨漁船於海上工作者，應於進港日起十五日內檢具巡防安

檢單位出具之進出港安檢紀錄向所屬區漁會報備，逾期不予受理。第三年及第四

年受僱起始日及報備程序亦同。 

（三）漁船進出港需主動報關查驗，出港作業時數同一日累計達四小時以上者，以一日

計算。 

（四）受僱上漁船期間，申請人或受僱工作之漁船涉有走私、偷渡、電、毒、炸魚或「涉

違規利用優惠漁業動力用油」違規態樣之案件者，不予核發獎勵金。 

（五）申請人受僱上漁船工作且符合第一款每滿一年申請獎勵金條件，如欲繼續受僱上

漁船工作，申請下次獎勵金者，應重新辦理續僱報備登記，再次申領核發獎勵金。 

十二、申請人申請獎勵金應於符合受僱獎勵條件之日起一個月內，檢具下列文件，向所屬區

漁會辦理： 

（一）申請書二份（格式如附件五）。 

（二）漁船船員手冊及國民身分證影本各一份（正本繳驗後發還）。 

（三）領據一份（格式如附件六）。 

（四）受僱漁船漁業執照影本一份（先後受僱服務於二艘以上之漁船者，應分別檢附）。 

（五）受僱漁船於申請人受僱期間進出港時間明細表（如附件七）；受僱於國外基地作業

漁船另需檢附搭機、入出境及在國外港口進出港紀錄證明文件。 

（六）申請人個人指定之郵局或其他金融機構存摺帳號影本一份。 

十三、相關單位審核及核發獎勵金程序如下（作業程序如附圖二）： 

（一）區漁會： 

1.查核申請人與受僱之漁船是否符合第三點、第八點及第九點規定。 

2.向巡防安檢單位申請該申請人及受僱漁船，於受僱期間進出港安檢紀錄，查核進

出港安檢紀錄及所附受僱期間進出港時間明細表；如屬受僱國外基地漁船，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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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機、入出境及在國外港口進出港紀錄證明，是否符合核發獎勵金之出海作業日

數。  

3.查核申請人受僱三個月（或六個月）期滿，及受僱期間漁船出海作業日數達四十

五日（或九十日）。 

4.查核申請人所送文件無誤後，抽存申請書一份，於每月五日製作申請人名冊（格

式如附件八）連同其餘文件及領據送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審核。申請人所送文

件不符得補正者，應函退申請人並限期補正；無法補正或屆期未補正者，應附敘

明理由轉送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5.申請人先後受僱服務於二艘以上漁船時，受僱期間及出海作業日數得予併計，受

僱期間受僱漁船須符合第八點及第九點規定，同時應辦理船員異動登記，其轉僱

而未受僱漁船之銜接期間，視為受僱期間。 

（二）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1.依本要點有關規定審查申請書件（審核表如附件九）。 

2.審核申請人及受僱漁船是否有第十一點第四款規定涉有違反漁業法令違規案件

之情事。 

3.申請人資格不符或所送文件無法補正或逾期不補正時，應敘明理由，將申請文件

函退申請人，並副知受理之區漁會及本會漁業署。 

4.申請人符合核發獎勵金時，應依所轄區漁會別彙整合格申請人名冊（格式如附件

十）及領據於每月二十日送交本會漁業署辦理撥款，並將符合資格之申請人登錄

漁業管理資訊系統（船員管理系統）。 

（三）本會漁業署：核對合格申請人清冊及領據，並於七日內撥款予申請人。 

十四、申請人申請續僱報備程序及應檢具文件如下（作業程序如附圖三）： 

（一）繼續受僱原漁船工作者，應於每滿一年申請前次受僱獎勵金之同時，檢具原船主

同意續僱證明書（如附件三），至區漁會辦理續僱報備登記程序，續僱起始日期需

為符合前次受僱獎勵條件之日起三十日內。 

（二）變更受僱漁船工作者，應至區漁會辦理登記程序及漁船船員手冊受僱異動登記。 

十五、申請人第一年申請續僱獎勵條件之限制： 

（一）前次申請受僱發給獎勵金以三個月為一個期程者，申請續僱獎勵條件仍需以受僱

三個月為限，得再次申請每個月新臺幣二萬元之三個月獎勵金。 

（二）前次受僱申請發給獎勵金以六個月為一個期程者，申請續僱獎勵條件仍需以受僱

六個月為限，得再次申請每個月新臺幣二萬元之六個月獎勵金。 

十六、申請人所送申請書件如有偽造、變造或記載不實者，除依法追究刑責外，並應收回所

領取獎勵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