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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秋 刀 魚 漁 業 動 態 

日本秋刀魚中短期漁況預報 

日本東北區水產研究所與漁業情報服務中心，於 9 月 21 日發布自 9 月下旬起至 10 月

上旬止之旬別秋刀魚中短期漁況預報。 

依據該預報，北海道東部海域的來游量，於 9 月下旬時呈低位水準，之後慢慢增加，於

10 月上旬至中旬時，可達中位水準。9 月下旬的主漁場，在落石至厚岸之外海，斷斷續續形

成漁場，10 月上旬時，於釧路外海的廣泛水域及襟裳岬外海陸續形成漁場，10 月下旬時，

落石近海的漁場消失，而在厚岸至襟裳岬之外海形成漁場，至 11 月上旬時，則僅剩襟裳岬外

海之漁場。三陸海域有可能於 10 月中旬時陸陸續續形成漁場，來游量也會稍微增加，在 10

月下旬時，將呈現低水位水準，但至 11 月上旬時則可提升到中位水準，而在三陸海域由北至

南的廣泛海域形成漁場。 

此外，綜合今年 9 月上旬的漁況分析，北海道東部海域之秋刀魚的來游量較去年少，是

過去 20 年來的最低記錄。(吳金鎮，譯自日刊水產通信，2010 年 9 月 24 日) 

秋刀魚漁況好轉主漁場在北海道東部近海漂移 

9 月 22 日北海道東與三陸地區的日漁獲量超越 5,000 噸，而且之後的日漁獲量均持續

在 2,000~4,000 噸之間。釧路市場的相關人士表示，似乎已經看到歷年盛魚期的漁場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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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後漁獲量的增加，應該可以期待。 

27 日的主漁場，在落石到霧多布之間的海域，漁業情報服務中心表示，此漁場南面的

海域水溫依然較高，不利秋刀魚群的南下，因此，秋刀魚可能還會滯留在此漁場一段時間。

之前的秋刀魚漁況不佳，道東各地港口如根室、釧路，此時因離俄羅斯水域最近，有地利之

便，因此各港口的卸魚量也增加，同時也暫時舒緩加工業者之前因無秋刀魚可供加工的壓力。

由於卸魚量增加，岸邊交易價格也隨之下降，27 日在根室、花咲等港口之秋刀交易價格每公

斤為 30~100 日圓，厚岸為 70~80 日圓之間。 

根據全國秋刀魚漁業協會的統計，至 9 月 25 日止，全國的秋刀魚漁獲量為 46,500 噸(速

報值)，較去年同期減少 54%，平均單價為每公斤 248 日圓，約為去年同期之 2.2 倍。(吳金

鎮，譯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2010 年 9 月 28 日) 

國 際 魷 業 動 態 

中國大陸 

根據中國大陸海關統計資料顯示，2010 年 7 月份魷類產品進口量為 27,841 公噸，進口

值達到 3,190 萬美元，進口量值分較 6 月份增加 37%與 6%，與 2009 年同期相較增加 34%

與 55%，最大魷類產品供應國為韓國，佔總進口量之 45%，輸入平均價格為每公斤 0.85 美

元，其次為秘魯，佔總進口量之 20%，輸入平均價格為每公斤 0.89 美元。 

7 月份平均進口價格為每公斤 1.16 美元，較 6 月份平均進口價格 1.49 美元下跌 22%，

但較去年 7 月之 1 美元上漲 16%。 

7 月份魷類產品出口量為 18,787 公噸，出口值達到 8,450 萬美元，出口量值分較 6 月

份減少 7%與 3%，與 2009 年同期相較則增加 28%與 63%，西班牙為最大魷類市場國，佔總

出口量之 25%，其次為日本，佔總出口量之 15%，7 月份平均出口價格為每公斤 4.5 美元，

較 6 月份平均出口價格 4.32 美元上漲 4%，亦較去年 7 月之 3.53 美元上漲 27%。 

累計 2010 年中國大陸魷類產品進口量為 142,399 公噸、進口值 1 億 9,080 萬美元，出

口量累計為 107,142 公噸，出口值累計為 4 億 3,180 萬美元，貿易順差達到 2 億 4,100 萬美元。 

泰國 

根據泰國官方統計資料顯示，今年 7 月份計有 3,778.5 公噸魷類產品輸入，輸入金額達

到 540 萬美元，平均輸入單價為 1.43 美元/公斤，其量值分別較 6 月份增加 17%與減少 1%，

累計魷類產品進口量達到 23,343.7 公噸，進口值為 4,000 萬美元，平均進口單價為 1.72 美

元/公斤。 

7 月份出口之魷類加工品為 2,302.4 公噸(含添加物)，出口值為 1,160 萬美元，平均出

口單價為 5.04 美元/公斤，其量值分別較 6 月減少 24%及 21%，累計出口量為 22,878.4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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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出口值達到 1 億 900 萬美元，平均出口單價為 4.77 美元/公斤。 

西班牙 

第 37 週西班牙加利西亞市場鎖管交易量為 3.93 公噸(第 36 週為 9.67 公噸)減少 59%，

市場價格由每公斤 5.07 歐元上漲至 7.83 歐元。 

馬德里市場重要冷凍魷魚第 37 週交易量變動情形如下：鎖管 33.4 公噸(第 36 週為 28.5

公噸)，各規格交易價格為 7-10 公分 3.5 歐元/公斤、10-12 公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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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公噸(第 36 週為 13.9 公噸)；阿根廷魷各品項價格為 24-30 公分淨後

胴體 2.7 歐元/公斤、20-24 公分淨後胴體 2.6 歐元/公斤、15-20 公分淨後胴體 2.5 歐元/公斤、

18-22 公分胴體 1.95 歐元/公斤、23-28 公分胴體 2.15 歐元/公斤、28 公分以上胴體 2.8 歐元

/公斤、魷圈 1.95 歐元/公斤。 

阿根廷 

根據統計資料顯示，8 月份阿魷卸魚量為 6,872.3 公噸，較 7 月減少 37%，較去年同期

增加 3 倍，累計阿魷漁獲量達到 46,827.2 公噸，較去年同期減少 29%。 

海關資料顯示 8 月之阿魷出口量為 7,290 公噸，出口值為 2,090 萬美元，累計至 8 月之

阿魷出口量為 23,988 公噸，出口值為 4,880 萬美元。 (於仁汾，摘譯自 FIS-Market Reports，

2010/9/22) 

國 際 漁 業 資 訊 

福島漁業受到阿根廷干擾 

將加速福島提昇港口建設 

一艘西班牙拖網船在福島海域作業結

束返回蒙特維多途中被阿根廷拒絕無害通

過，福島漁業局長約翰巴頓對此表示福島在

加強港灣建設下無須擔心阿根廷無理干擾。 

巴頓表示目前許多漁船漁季期在福島

海域作業，並利用福島港口進行轉載作業，

只有在漁季結束後才會轉赴其他港口進行轉

載及整補，在推行個別可轉讓配額(ITQ)管理

情況下，船隊有更多彈性延長作業期間。 

雖然深水港興建仍在討論階段，但目前

的史丹利港港灣設施仍可供漁船進行轉載作

業，福克蘭發展有限公司表示新港灣建設將

可提供漁船轉載的能力持續成長，並可促進

其他產業如畜牧業肉類及羊毛等出口，史丹

利港雖然目前有貨櫃處理能力不足、倉儲能

力不足以及港灣管理能力不足等問題，福島

在史丹利港附近興建臨時性貨櫃轉運碼頭，

並在臨近區域興建新貨櫃碼頭，將可有效改

善史丹利港貨櫃處理能力不足的問題。 

西班牙拖網船遭阿根廷政府拒絕無害

通過導致漁船必須繞道，如福島能提昇港口

作業能力，反而未來會因此而蒙利。(於仁

汾，摘譯自 FIS WorldNews， 201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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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內 漁 業 要 聞 

台灣登陸參展拓銷漁產品 

實現ECFA對台灣漁業利益 

在簽訂「兩岸經濟架構協議」(ECFA)

後，為積極替台灣早收清單漁產品拓展大陸

市場，向大陸促銷台灣優質漁產品及介紹台

灣漁港漁村魅力特色，台灣漁業界組團以台

灣館名義參加大陸農業部於 9 月 28 日至 30

日在福建福州國際會展中心所舉辦的「第五

屆海峽（福州）漁業博覽會」。本次展覽將完

整呈現台灣漁產品在產、製、儲、銷及休閒

方面優異成果及漁業特色，除增進大陸消費

者對台灣漁產品優質、多樣及富有休閒特色

之了解，有助於台灣漁產品拓銷大陸市場

外，透過展覽亦可了解台灣漁業管理之經驗

及制度，透過交流，共創雙贏。 

ECFA 簽訂後，台灣首次參展拓展大陸

市場 

漁業署表示，台灣方面有漁會、養殖漁

業協會、遠洋漁業團體、大型企業加工廠商

等 37 個單位參加本次展覽，身兼台灣水產協

會理事長的漁業署署長沙志一率團參加。這

也是兩岸簽訂經濟架構協議（ECFA）後，台

灣首次大規模組團參加大陸所辦展覽；本次

「第五屆海峽（福州）漁業博覽會」總計 600

攤位，台灣館佔 100 個攤位，佔地面積約

1,058 平方公尺；台灣館除了展售 ECFA 早

收清單優惠稅項魚種（石斑魚、秋刀魚、虱

目魚、鮪魚、甲魚蛋等）外，還有多項台灣

優質漁產加工品及漁產伴手禮盒，展出攤位

及產品包括：（一）主舞台及服務台區；（二）

漁業政策形象區（台灣漁業資源保育及養護

措施）；（三）優良水產加工區（有冷凍調理

食品、休閒食品、魚鬆、魚丸、魚排、魷魚

絲、櫻花蝦等）；（四）石斑活魚展示；（五）

漁港漁村旅遊路線及伴手禮區（台灣 10 大魅

力漁港介紹及水產禮盒等）；（六）遠洋漁業

形象區。 

9 月 28 日上午 10 時 30 分開幕典禮

中，台灣館有台灣養殖大型龍膽石斑（100

公斤）展示，展現台灣優良養殖技術及產品；

同時在展覽 3 天期間，每天 10:30 開始至

15:00 在主舞台區都有 5 個場次廠商產品推

介會，讓大陸消費者深入了解參展產品特色。 

同意漁獲物運搬船海上載運漁獲直接

航行至大陸卸魚 

漁業署說明，秋刀魚是我國列入 ECFA

早收清單內漁產品之一，近 5 年我國秋刀魚

年平均漁獲量約 10 萬公噸，年平均產值約新

台幣 22 億元，我國在北太平洋捕撈秋刀魚之

漁船，近期已陸續將秋刀魚貨送返國內，為

促進我國秋刀魚運銷大陸，已同意開放漁獲

物運搬船，直接自海上載運同一船團所屬漁

船捕撈之秋刀魚前往大陸地區銷售，提昇產

業競爭力。 

兩岸漁業交流，共創雙贏 

兩岸漁業交流日益頻繁，不僅漁產品輸

銷大陸表現活躍，對於維護海洋漁業資源觀

念也相互交流。漁業署指出，兩岸漁民近海

作業漁場是大陸沿岸流、黑潮、黑潮支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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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海峽暖水流交會，使該漁場漁業資源豐

富且魚種具多樣性，兩岸漁民利用相同的海

洋漁業資源，維護共用的海洋漁業資源是兩

岸共同的責任，大陸方面配合本次活動，27

日在馬尾福州海事局馬江碼頭辦理增殖放流

100 萬尾海水魚苗，其中包括烏魚苗 70 萬

尾，本次臺灣參展團及台灣水產協會理事長

沙志一，也參與了此一放流活動，以彰顯兩

岸重視海洋漁業資源養護增殖的正面意義。

（轉載自漁業署網站） 

專 題 報 導          日本女川市展開秋刀魚漁季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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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4 日～15 日 

2010 年秋刀魚之漁獲慶祝活動 

日本全國知名的秋刀魚卸貨地宮城縣女川市，在今年 9 月 19 日舉行「2010 女川市秋刀

魚收獲祭」的慶祝活動。主辦單位以產自女川市新鮮的秋刀魚作為活動慶祝的主要商品，約

有七萬多名來賓蒞臨此一盛況，「女川秋刀」之盛名不脛而走，政府普及吃魚文化以及振興地

方產業之雙贏策略也收到不錯的效果。活動期間，除了市民熱烈的支持、參與外，規模可說

一年比一年更盛大。雖然說，今年的秋刀魚季漁獲不是很好，而且價格高騰有可能會影響消

費，但是仍可由慶祝活動之舉行看出日本女川市的雄厚實力。 

蒞臨會場者包括女川市市長安住宣孝，他說「秋刀魚會沿著太平洋北上，到了秋天會在

北海道附近海域成群結隊並開始南下，是一種洄游性魚種。女川秋刀魚慶祝活動，其實也是

一種感謝祭，感謝上蒼的恩賜。好吃的秋刀魚，由女川市向日本全國發出信息，其意義非常

重大且深遠。今年，魚群看起來好像很稀疏，漁獲量預料會比往年少很多，因此，這對船主

或採購人員來說，將會是一大考驗。由於，秋刀魚是女川市的經濟命脈，其重要性非比尋常，

因此，優質的保鮮、生產管理等最為重要。明年以後，女川魚市場將增建漁獲物處理場，對

於基礎建設將卯足全力徹底進行。至於民間主導型的慶祝活動，除了感謝上蒼之恩賜外，期

盼它能為地方的繁榮帶來些許刺激元素。」 

主辦者女川市魚市場採購合作社理事長高橋孝信，他說「提到女川市則首推秋刀魚，提

到秋刀魚則只想到女川市，秋刀魚收獲慶祝活動之舉辦，其主因便在於此。此一活動今年已

經是第十三年了，因為大家的熱烈支持，去年來參加慶祝活動的人士創歷年最高人數，有 7

萬 5,000 人參加。蒞臨會場的來賓，心裡只有一個念頭，那就是想要吃女川的秋刀魚。女川

市自古以來就是以水產業為中心，主要魚種便是秋刀魚，也是全日本重要的秋刀魚卸貨地。

除了秋刀魚支撐著女川市的經濟命脈外，也要對從事秋刀魚捕撈事業的漁民們表達敬意，女

川負有提供高品質秋刀魚給全國人民之使命，因此，大家無不辛勤努力的工作著。今年跟往

年一樣，在舉辦秋刀魚收獲祭的同時，來自日本各地的觀光客、家族全員等的到來，確實讓

女川市頓時熱鬧起來，車水馬龍之盛況讓人流連忘返。透過慶祝活動之舉辦讓女川市的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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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大為提升，為了進一度活絡地方，各工商團體、觀光業者等都凝聚全力、互相合作，極力

想辦好此一慶祝活動，都期望有更多的來賓能夠來女川市共襄盛舉。」 

另外，慶祝活動執行委員會主委鈴木敬幸，他說「一切都要感謝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士或

觀光客，以及當地相關業者之努力與配合，讓今年的慶祝活動得以如期舉行。由於是民間所

主導，在企劃與執行方面以宣傳女川市為第一要務。女川市是以水產業為基礎，秋天的季節，

女川秋刀更是向全國發出的一大賣點，包括各工商團體、觀光業等產業共組成一個人數達 700

人的執行委員會，負責規劃與執行慶祝活動。今年由於秋刀漁獲呈現低迷的狀態，因此，也

曾經有過暫時取消或延期舉行活動的想法，但是為了滿足期待舉行慶祝活動的社會大眾，以

及為了祈求秋刀漁船能夠豐收等，最後還是照往年一樣如期舉行。當天約準備了 30 公噸的新

鮮秋刀魚，活動內容包括碳烤秋刀魚、免費供應沾醬、打折銷售、抓抓樂等多采多姿的活動

內容，確實提高女川市在全國的知名度。從到場人士超過女川市人口七倍的盛況來看，舉辦

單位竭誠歡迎大家都能到女川一遊。」 

炭火燒烤全天候吃到飽 

以秋刀魚的城市被定位的女川市，能夠以單一魚種號召超過七萬人參與慶祝活動的確不

簡單。其背後雖然有目光銳利的採購專人，但是所有的生產者都能目標一致、團結在一起的

原動力，其實是「提供比其他產地更新鮮、更優質的秋刀魚」乃是大家一貫的信念。為了提

供高品質的秋刀魚，舉辦秋刀魚試吃、抓魚比賽、打折銷售、料理菜單之提供等，無所不用

其極，真可謂用心良苦。更搭配觀光、工商業、各種團體如鄉土藝能、音樂會、舞蹈會等之

舉辦，讓慶祝活動達到最高潮。目前此一慶祝活動已經連續舉辦 13 年了，這次由女川魚市場

採購合作社所主辦，大日本水產會、全漁連、全水加工連、全秋連、JF、女川魚市場等做為

協辦或是後援會。 

每次舉辦，主辦單位都會提供新鮮的秋刀魚，今年提供了 4 公噸約 2 萬 7000 尾，另外

則備有 8,000 份的手工研磨醬汁免費提供使用。而且為了維持秩序還特別使用圍繩來引導參

加隊伍的前進，順便讓用餐得以順利進行。大會也準備了大量的環保杯、盤與筷子(每份 100

日圓)，準備可謂相當周到。另外，大會也在水槽中放入秋刀魚來讓賓客抓取(規定只能憑一

隻手盡可能抓取、只抓一次)，每次 200 日圓，今年光是此一活動便準備了 3 萬 3,000 尾，幾

乎是每年慶祝活動的焦點。還有，女川市的採購人所嚴選出來的秋刀魚，每箱有 20 尾，只賣

1,000 日圓，價格當然是超便宜的，規定一人只能購買 3 箱，大會也準備了 3,000 箱，更提

供免費的冰塊，而且還可以宅配到日本全國各地。除此之外，在會場的另一角落則擺上俗稱

的七輪(烤肉用機器或爐火、烤肉架)，有 20 台，都是免費提供來賓使用，每人還附贈一尾秋

刀魚，約準備了 400 尾，一個家庭則可以使用 45 分鐘。最令人驚訝的莫過於，在會場竟然

出現五台的捐血車，其實，這也是每年都會出現的場景。只要提出申請要捐血的人士就可以

在捐血後獲得贈送每箱 10 尾的秋刀魚。去年在慶祝活動期間，最多一天出現 529 名捐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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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則準備有 600 人份。另一方面，由婆婆媽媽們所組成的飲食生活改善推動員聯絡協會所

主辦的秋刀魚壽司也準備了 1,500 人份，通通使用新鮮的秋刀魚。其次是，歌舞表演、漁業

指導船隻開放參觀、太鼓表演、免費搭乘高速船隻之灣內觀光等都是今年慶典的焦點活動，

也都受到來賓或觀光客之歡迎與喜愛。 

氣仙沼秋刀魚今年的態勢 

去年日本千葉縣的一艘安房 1 號漁船，8 月 21 日在氣仙沼卸下秋刀漁獲。但是今年，到

了 8 月中旬該魚市場仍未見有秋刀漁船來此卸貨。進入 9 月，到了 6 日才開始有秋刀漁船卸下

漁獲，巧合的是進港者仍然是安房 1 號漁船。到了 9 月份才有船隻進港卸貨，這是相隔 24 年

以前的事了。氣仙沼市長菅原茂以及氣仙沼漁會理事長佐藤亮輔連袂到港口歡迎該漁船的進港

並致贈紀念品。之後，7 日共卸下 50 公噸漁獲，8 日卸下了 160 公噸漁獲，然而這已經顯示

今年的秋刀魚季漁獲量可能會是嚴重欠漁的態勢，另一方面，氣仙沼將開始提供季節的美味給

所有消費者，消費者將不必大老遠跑去參加其他地方的慶祝活動才能吃到美味的秋刀魚。 

通路相關業者等出席確認今年的銷售方式 

秋刀魚是一短期間聚集的魚種，因此，無論是人或物都將在極短的時間內行動，當然，

相關的漁港經濟效果是非常大的。氣仙沼在今年秋刀魚捕撈季前夕召開「秋刀魚銷售會議」，

約有 50 位採購關係人士出席，會中做出今年秋刀魚的銷售方式，內容為徹底維持高鮮度、高

品質，以及快速卸貨的決定。 

為了達到卸貨之快速化，氣仙沼魚市場的拍賣業者亦即氣仙沼漁會說，今年將增加秋刀

魚卸貨用的大水槽數目。往年使用的大水槽約有 200 個，今年將增加六成到 320 個。在增加

大水槽數目的情況下，秋刀魚的卸貨時間會為之縮短，也可保持高鮮度。秋刀魚在卸貨時是

直接從船艙中利用漁網將漁獲取出，然後再放到貨車上，為了選別大小魚體，也有再度載運

到水產加工廠進一步處理者。由於貨車的運搬車數有限，常常會出現卸貨集中以及等待卸貨

之情況發生。因此，一個大水槽約可裝 1 公噸，只要增加水槽的個數應該可以讓卸貨工作不

至於停下來，並且迅速處理。而且，大水槽的材料皆屬於斷熱材質，水槽中放入冰水也可以

維持優質的漁獲鮮度。 

氣仙沼港對今年的秋刀魚卸貨已經做了萬全的準備，但是，由於海水溫度上升導致秋刀

魚無法沿著海岸線南下；再加上這幾年所捕獲的秋刀魚多數偏向中、小體型，因此，殘留到

隔年的魚種、數量不會太好看。在此一態勢下，到了今年的 8 月底氣仙沼漁港尚未出現秋刀

漁船臨港卸貨的蹤影。其次，在今年秋刀魚漁季開始時，漁場比往年還要偏遠三倍之遙；北

海道海域的小型漁船的漁獲狀況較往年低迷許多，至於俄羅斯海域，大型的秋刀漁船從氣仙

沼港出海必須航行 30 多個小時以上。而且漁場探查一直都在重複進行中，仍然未見有好轉的

跡象。去年 8 月中，氣仙沼魚市場合計有 14 艘漁船進港卸貨，總共 578 公噸。但是，今年 8

月氣仙沼港仍未見秋刀漁船進港卸貨。秋刀魚採購專員仍然殷切期盼著，好不容易等到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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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才看到第一艘秋刀漁船進港卸貨。 

氣仙沼魚市場今年第一艘進港的秋刀漁船是千葉縣南房總市的安房 1 號漁船(120 噸級)，

只不過去年進港時間是在 8 月 21 日，今年則是 9 月 6 日，約延遲了 16 天。該漁船是在俄羅

斯海域進行秋刀魚捕撈，此航次約卸貨 22.5 公噸。在領取氣仙沼市長所致贈的紀念品後，該

船長說「今年的秋刀魚群相對很稀疏，海上捕撈作業相對很辛苦，然而漁場有逐漸靠近日本海

的跡象。」今後仍然寄予厚望。 

在氣仙沼等候購買秋刀魚的業者，都希望秋刀魚體型能夠再大一些。160 公克以上的大

型秋刀魚約佔五、六成左右，競標價格每公斤高達 700 日圓，最低價 559 日圓，平均約 646

日圓；約為去年漁季開始時每公斤平均 193 日圓的三倍以上。從採購秋刀魚業者的口中也透

露出已經有不少宅急便的訂單殺到，雖然說交易市場偏向買方，但是消費者期盼吃到季節的

美味也是賣方所關注的重點。氣仙沼的高鮮度、優質的新鮮秋刀魚該是出場的時候了。到了

9 月 7 日，又有 1 艘秋刀漁船進港卸貨約 50 公噸，該船相關人士說「能夠在一個晚上捕獲

40 公噸以上，可說是今年頭一遭。競標價格為 500 日圓到 371 日圓，平均約 405 日圓，魚

價依然呈現高檔。」9 月 8 日，正好發布海上颱風 9 號，因此，有 3 艘入港卸貨，總計 162

公噸。但是價格卻來到 300 日圓以下，交易情況漸趨穩定，然而比去年的魚價還是高出甚多。 

秋刀魚資源應該善加保存 

去年進入 9 月份，在 9 月 4 日入港卸貨 746 公噸，5 日為 156 公噸，讓氣仙沼漁港為

之人聲鼎沸。但是今年的秋刀魚漁況相當不理想，到了 9 月前半漁獲量寥寥無幾。雖然大家

都期待秋刀魚能夠早些南下，但也出現另一種「應該妥善保存秋刀魚資源才對」的聲音。內

容包括(1)12 月時若還出海捕撈將會嚴重影響隔年的漁獲資源，在氣仙沼 12 月卸貨的漁獲量

非常少，雖然說，秋刀魚漁船在 12 月仍進港卸貨，這對通路販賣業者來說當然好事一樁，

12 月時秋刀魚以前是捕捉不到的，但是最近幾年，到了 12 月漁船仍然出海捕撈，這對漁獲

資源將會造成莫大的傷害。而且連小型魚都抓，到了隔年秋刀魚的來游數量將會大為減少，

不得不注意。更有人士提出「資源管理不應該以重量算計，應該進行尾數管理才對。」(2)捕

撈稚魚應該禁止，通路業者說，去年只要觀看北海道的氣象圖即可，然而，現在則必須觀看

俄羅斯的氣象圖，才能預測氣仙沼漁港秋刀魚的卸貨量。雖然說因為海水溫度上升之故，秋

刀魚無法順利南下，但是，到了隔年卻會成長為大型魚，如果在 12 月的稚魚期進行捕撈，將

對秋刀魚資源造成不利的影響。再者，日本漁船主要捕撈從北海道─三陸─房總海域一路南

下的有限秋刀魚，雖然也有意見指出，秋刀魚全體的資源是豐富的，但是若從增強漁獲的觀

點來看，似乎很奇怪。因此，應該徹底進行漁獲資源管理才對。(3)應該針對季節性的秋刀魚

進行捕撈才對，今年的秋刀魚呈現欠漁情況，雖然說包括海水溫度上升等因素在內，但是，

如果像去年連小型魚都抓，應該不太好吧。只捕撈當季具有價值的秋刀漁獲即可，而且對於

捕獲量限制、休漁等都應一併考慮才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