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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魷 業 動 態 

日本 

日本魷 

根據日本水產廳統計四大主要日本魷漁場漁獲量統計資料，2010 年產量為 183,603 公

噸，其中生鮮量為 152,410 公噸、冷凍量為 37,193 公噸，生鮮品平均價格為每公斤 234 日

圓、冷凍品為 281 日圓。 

美洲大赤魷 

2 月 7 日八戶港美洲大赤魷拍賣價格為 1 尾裝 1,180-1,160 日圓、2 尾裝 1,260 日圓、

觸腕 3L 為 1,070-1,050 日圓、魷鰭 2L 為 1,190-1,132 日圓。 

西班牙 

第 6 週西班牙加利西亞市場鎖管交易量減少 45%，從第 5 週之 18.3 公噸減至 10 公噸，

市場價格從每公斤 3.67 歐元漲至 3.99 歐元。 

馬德里市場重要冷凍魷魚第 6 週交易量變動情形如下：鎖管 7.8 公噸(第 5 週為 10.3 公

噸)，各規格交易價格為 7-10 公分 2.4 歐元/公斤、10-12 公分 2.6 歐元/公斤、12-16 公分 2.8

歐元/公斤、16-19 公分 2.9 歐元/公斤、19-22 公分 3.3 歐元/公斤、22 公分以上 3.5 歐元/公

斤；美洲大赤魷 12.3 公噸(第 5 週為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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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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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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仁汾，摘譯自 FIS-Market Reports， 2011/2/16) 

國 際 漁 業 資 訊 

阿根廷魷釣船回報漁獲好轉 2010 年共有 70 艘外國籍魷釣船申請

福島作業執照，申請數量高出 2009 年的 46

艘，在 2009 年福島海域阿魷捕獲量是有史

以來最低的 45 公噸，福島漁業局因此退還執

照費以為補償。 

每日漁獲量增加至20公噸 

在阿國海域作業的魷釣船回報每日平

均捕獲量增加到 20 公噸，目前共有 32 艘作

業漁船在南緯 47 度、西經 63 度間作業，船

主對於漁獲量回升感到滿意，但目前仍不清

楚主力魷魚群是夏季產卵群或是巴塔哥尼亞

系群，今年累計至 1 月底之阿魷捕獲量為

549.3 公噸，較去年同期之 2,758.3 公噸減少

80.1%。 

在 2006 年以前福島核發作業執照數在

70 至 125 張之間，阿魷捕獲量年間變動大，

2004 年僅有 1,720 公噸，但 2006 年達到

85,614 公噸高峰。 

福島海洋研究人員預測今年福島海域

內阿魷捕獲情況不樂觀，因為福克蘭海流不

夠強勁且離岸太近，導致無法形成海水潮

境，魷魚群偏好聚集在潮境水域內，但似乎

今年仍未有明顯潮境形成。 

阿國海洋研究單位因研究船維修，近期

內將無法執行海上調查工作。 

近期無任何阿魷交易，因此沒有任何價

格資訊，去年春季產卵群胴體價格超過 3,000

美元/公噸，全魷約在 1,500 美元/公噸，觸腕

價格則超過 1,500 美元/公噸。(於仁汾，摘譯

自 FIS World News 2011/2/15) 

福島核發的作業執照核准船隻在福島

北方海域保育區外捕撈阿魷及七星魷，2010

年作業執照收入達到 1,140 萬英鎊，但在

1980 及 1990 年作業執照費收入可達 2,050

萬至 2,900 萬英鎊。 (於仁汾，摘譯自

MercoPress 2011/2/15) 

受公海阿魷漁獲不佳影響 

外籍魷釣船提早申請執照 
阿根廷開放外籍魷釣船入籍 目前在福島史丹利港有超過 30 艘外國

籍魷釣船等著申請福島作業執照，其中大多

是台灣籍，福島漁業局官員預期過段時間還

會有更多外國籍魷釣船申請作業執照。 

阿漁業界對此同聲表示反對 

阿根廷聯邦漁業委員會日前授權阿國

漁政單位受理外國籍魷釣船入籍申請，根據

延續自 2000 年有關外籍魷釣船入籍申請之

1/2011 號法令，過去 5 年有作業實績的漁船

福島漁業局長約翰巴頓表示，從外國籍

魷釣船提前申請作業執照的跡象來看，目前

公海阿魷漁獲情況非常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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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申請資格，申請之漁業公司必須在阿國

境內有加工廠，另外捕獲阿魷必需有 20%在

阿國境內卸售，每件申請案件以 2 艘船為限。 

根據阿國 11/2006 號法令，魷釣船最大

核准船數不得超過 1996年至 2005年之平均

水準 104 艘，目前阿根廷籍魷釣船船數為 81

艘，聯邦漁業委員會準備核准 10 艘外國籍魷

釣船入籍，阿國漁業界則對此措施同表反

對。 (於仁汾，摘譯自 FIS World News 

2011/2/18) 

日、印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未來十年將降低進口關稅 

日本及印度在 2 月中簽署自由貿易協

定，未來 10 年內 94%的關稅將降至零關稅，

未來日本銷印度包含汽車零件以及機器設備

在內的 90%產品將降至零關稅，印度銷日本

包含農漁產品在內的 97%產品也將相對調降

至零關稅，該項協定預計在 4 月份生效，雙

邊受惠貿易總額將高達 120 億美元。 

日本及印度官方對於自由貿易協定簽

署均表示將有利兩國貿易及投資，該項協定

在 2007 年廣泛性經濟夥伴協定架構下開始

諮商，該協定是日本繼與南韓簽署自由貿易

協定後的第 12 個自由貿易協定。(於仁汾，

摘譯自 FIS World News 2011/2/15) 

國 內 漁 業 要 聞 

年後首批大陸漁工將抵台 

搭乘直航客船便捷又安全 

媒體報導有關漁民反映漁船等嘸人，漁

工搭兩岸直航客輪來臺，緩不濟急一文，漁

業署表示現有大陸船員接駁，除以接駁漁船

接駁外，增加兩岸直航客船作為接駁管道之

一。目前該署已積極輔導仲介機構協助漁船

主辦理大陸船員僱用及來臺事宜，春節後兩

岸直航客船將於2月24日自廈門首次開航至

基隆，大陸船員將搭乘該航次於 2 月 25 日來

臺。 

利用現有直航客船接駁大陸船員，便捷又安

全 

漁業署說明，新春滿 11 號接駁漁船發

生海難事故，兩岸交通部門認為接駁漁船具

有安全疑慮，應符合客船標準。經兩岸協商

以現有兩岸直航客船接駁大陸船員，作為接

駁管道之一，以確保大陸船員接駁之安全、

便捷。農委會已於 100 年 2 月 1 日公告「臺

灣地區漁船船主僱用大陸地區漁船船員搭乘

直航客船往返大陸地區試辦措施」，由漁船主

委託仲介機構向縣市政府申請大陸船員僱用

許可，及向該署申請核發「大陸地區漁船船

員來臺履行海峽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作協議

許可證」，即可搭乘兩岸直航客船往返兩岸，

該署迄 2 月 21 日上午為止已核發 63 件許可

證，並就仲介機構申請案件持續核發中。 

兩岸仲介負連帶保證責任，確保船主與船員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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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署表示，「海峽兩岸漁船船員勞務

合作協議」簽署前，漁船主自行到大陸僱用

之大陸船員，身分、素質及素行無法查核，

發生大陸船員脫逃或挾持等違常事件造成漁

船主之損失，無法獲得應有保障。協議簽署

後，兩岸已建立合作機制，同意透過各自核

准之經營主體（臺灣仲介機構及大陸經營公

司）辦理船員外派及引進業務，並建立風險

保證機制，由我仲介機構對漁船主以及大陸

經營公司對大陸船員各負起連帶保證責任，

確保勞僱雙方權益。目前核准之 20 家仲介機

構中，包含臺灣省漁會、基隆區漁會、瑞芳

區漁會、澎湖區漁會及馬祖區漁會等 5 家漁

會，以及鮪魚公會及魷魚公會等 2 家遠洋漁

業公會作為仲介機構，有漁會、公會作為仲

介機構，漁船主可委託漁會、公會辦理仲介

事宜。 

仲介評鑑制度，提昇仲介服務品質 

漁業署說明，漁船主僱用大陸船員除應

支付船員薪資外，同時要為所僱船員投保人

身意外險與醫療保險，並支付船員來臺交通

費及仲介機構與大陸經營公司所需服務費

等。有關報載仲介機構壟斷利益收取服務費

部分，該署已要求仲介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

應透明化，並妥為向漁船主說明收費明細，

另農委會已公告「大陸船員仲介機構服務品

質評鑑要點」，將定期對仲介機構進行評鑑考

核，其考核項目包括船主對仲介服務之滿意

度，並適時公布評鑑結果供漁船主選擇仲介

機構之參考，至於是否訂定仲介服務費上限

乙節，漁業署表示將再進一步檢討。 

漁船主僱用船員多元化，漁期作業免耽擱 

漁業署進一步說明，大陸沿海各省由於

經濟發展，當地就業機會提高，再加上大陸

去（99）年大幅調整基本工資，漁船所僱用

大陸船員工資必須提高。該署除積極向大陸

方面提出開放工資較低之內陸其它省分船

員，受僱我漁船船主，同時呼籲我國漁船船

主，僱用本國籍船員或依就業服務法引進其

他國家船員，補充船員不足。（轉載自漁業署

網站） 

漁業合作應遵守作業規定 

確保作業漁船權益及安全 

據我駐索羅門群島大使館回報，近期有

二艘我國籍漁船赴索羅門群島參加漁業合

作，並領有合法入漁執照，惟因非法進入索

國 12 浬領海內作業而遭到索國扣押。作業漁

船參加國外漁業合作雖領有合法入漁執照，

但仍應確實遵守該等國家之漁業合作相關作

業規定，以確保漁船作業之權益及安全。（資

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專 題 報 導         日圓升值激發衰退中的日本市場之生存慾望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蕭玉田 
取材自水產經濟新聞 2011 年 01 月 01 日 

六年來首見水產品進口量增加 

就日本來說，2010 年的水產品進口因為日圓升值之故，隔了 6 年之後又見到數量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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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都比前一年增加的情況。雖然已經看到出口已逐漸在恢復當中，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海

外的水產品市場需求非常強勁」。曾經在大型公司或是量販店風行一時的價格戰，結果使得大

家疲於奔命，導致日本的國際競爭力衰退不少。日本政府或相關業界無不絞盡腦汁，想要早

日擺脫此一不良循環，重新建立水產大國的美名。 

日本進口的水產品以蝦、鮪魚以及鮭魚為最大宗。每年進口金額都超過 1,000 億日圓以

上，占全體水產品進口總額 1 兆 3,000 億日圓(2009 年)的 37%(4,850 億日圓)。到了年底，

經過統計發現以魚片為中心素材的智利產冷凍銀鮭出現強烈的買進信號，值得一提的是，這

並非當季的採購行動，而是往後一年大型進口業者所下的訂單所引發的結果。一般而言，提

前一年下訂單的風險非常大，之所以會出現如此的不尋常舉動，原因來自智利所產的鮭魚出

現大量減產，讓全世界的鮭魚供給發生崩盤，而且以歐美為主體的採購行動刺激價格的大幅

度攀升，因此，流向日本市場的漁獲量變得非常少，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不得不早一年下

訂單。另一方面，南美新興大國巴西的消費量也逐年擴大，智利產鮭魚平均一個月一家公司

便可以出口至巴西高達到 15 只貨櫃量的數量。日本的水產相關業者便說，「銀鮭只出口至日

本，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日本每年鮭魚的需求量約 7 萬公噸，如果生產量提升，所增加的

量巴西全部都能消化掉，當然輪不到日本。因此，日本將不太可能再度獲得便宜的鮭魚原料。

而且，一旦價格稍微便宜下來，俄羅斯或是日本以外的亞洲各國的買盤便蜂擁而至。例如去

年秋天，智利產冷凍銀鮭每公斤來到 660 日圓，問題是需要加工費用 150 日圓的鹹鮭魚每公

斤才 630 日圓而已，真的很難想像，原料的價格竟然會比加工品的價格還高。 

低價格的競爭市場已近尾聲，利益分配整裝待出 

日本的大型企業可說是導致上述激烈價格戰競爭的元兇，因為市場上長久以來便流傳著

「如果價格不便宜的話，顧客將會被奪走。」其實，這也意味著本身已經喪失某些技術層面

上的主導權。目前日本又有一家大型企業因為不堪長期的虧損而打算關門大吉，相對的，便

利商店卻能夠穩定的獲利，難道這不是說明或證明了「價格競爭無法讓企業穩定的經營下去」

的最好說明嗎？日本某一食品公司的高層就說，「雖然在品質或安全性方面有嚴格的管控，但

是只要能將價格上升的理由交代清楚，消費者還是願意上門的。」 

去年秋鮭的產量比預估值還要低很多，雖然魚價一直在高檔盤旋，但是原在第三國加工

以歐美市場為出口導向，其對中國出口卻不見衰退的跡象。不禁令人懷疑到底是為了誰或是

為了什麼去經營鮭魚放流事業(或是讓鮭魚放流事業屹立不搖)。其實也未必就得像鮭魚、鱒

魚、蝦類那樣的國際商品必須跟其他國家在價格上做競爭。先進國家魚類比肉類重要乃是不

爭的事實，新興國家對於健康的吃魚行動則逐年在擴大當中，這已經是目前世界的潮流與趨

勢。也因此，包括秋刀魚、鯖魚、鰮魚、鰹魚等大眾魚類對俄羅斯或是中東、亞洲各國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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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都逐年呈現遞增的現象。當然，出口量增加將支撐或穩定產地的漁獲價格，然而，如果日

本人不積極的維持普及吃魚的習性，日本今後很可能會變成只是單純的提供水產原料的基地

而已，向後倒退在所難免。所幸，在全國各地方的超級市場中，除了具備地方的特色外，價

格、品質兩方面都能符合消費者之需求，營業額都能蒸蒸日上的小賣業者與日俱增。還有，

以吃魚為主要菜色的套餐店、酒店等外食產業也持續穩定成長，這也是想吃魚的家庭或人口

持續增加的證據之一。 

其實，不用仰賴價格競爭，漁民或進口業者還是可以賺到錢。但如果無法建構一套能夠

確保加工、流通業者的勞動費用能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體制，那麼，日本的漁獲物將會繼

續呈現出口多、進口少的現象，最後將導致失去提供全體國民足夠的水產品之偉大目標與使

命。 

強勁的海外需求以及急遽的日圓升值 

在最近的四年當中，日圓約升值了 30%。去年(2010 年)日本的進口是六年來首見的正

成長。但是，在同一時期，出口也是三年來重新見到正成長，而且還是近年的新高 60 萬多公

噸。進口恢復也許是因為日圓升值造成提早下採購訂單所致。另一方面，除非價格競爭持續

進行下去，否則進口水產品的市場規模縮小的趨勢將不會改變，然而，最大的威脅卻來自出

口的飛躍式成長。水產品貿易最重要的支撐來自主要商品材料的恢復。以下將一一介紹各主

要水產漁獲物之現況。 

(1)鮭魚、鱒魚：在主力的智利產冷凍銀鮭以及鰤魚減產的狀況下，鮭魚、鱒魚全體也

呈現減產的態勢。2010 年 11 月以後，由於新品銀鮭入庫之故，有某些程度的恢復跡象，不

過在出貨方面還是稍嫌太晚了，到了 12 月總出貨量比上一年下降。就全體來看，出現增產的

是每隔 100 年才一次的加拿大 BC 產的紅鮭魚以及二年之後才又重新出海捕撈的俄羅斯流網

船所捕獲的紅鮭魚。在加工用原料方面，養殖生產量雖然降低，但是天然的漁獲卻有恢復的

跡象，而以養殖魚類作為主體的魚片類或是燻製、調味製品等附加價值商品卻有顯著的增加

跡象。由於 2009 年智利的鮭魚減產而造成世界性的鮭魚需求危機，若再加上新興國家的消

費擴大，今年預估日本仍然不可能握有主導權。 

(2)鹹鮭魚卵、新鮮鮭魚卵等：俄羅斯遠東地區的鱒魚發生欠漁情形，北美的鱒魚卵以

冷凍的方式直接流向俄羅斯，因此，流向日本的冷凍原卵或是鹹鮭魚卵有減產的跡象。當然，

在此一狀態下原本流向日本的俄羅斯產冷凍鱒魚卵的進口有呈現減產的態勢，就鹽漬的鮭魚

卵來說，北美雖然確保紅鮭魚卵的產量，但是因為地方產的鮭魚持續減產之故，整體上還是

不見上升的趨勢。至於丹麥產的鹹鮭魚卵預估仍然處於低迷的狀態。就鮭魚卵來說，國產製

品市況低迷的上半年幾乎不見有業者進口，可是卻沒想到秋鮭的減產而導致價格高騰，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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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過後的庫存量以北美產的為主力，已經呈現恢復的跡象。 

(3)鯡魚：英國的布里斯托(Bristol)以及美國阿拉斯加南部的錫特卡郡(Sitka)等因為豐漁

之故，北美產的鯡魚一直維持著量產的景象。然而，俄羅斯方面卻持續低迷。今年預估北美

產的漁獲數量應該跟去年差不多或者更多，如果全部捕獲的話，對日出口應該會增加才對。

只不過，日本國內市場太過脆弱，很可能陷入混亂的局面。一般認為如果單價可以維持，那

麼漁獲量應該可以受到控制才對。 

(4)鯡魚卵：因為加拿大 BC 減產之故，鹽藏品是由北美的錫特卡郡來補充不足的部份，

進口數量與去年差不多，但是因為日本國內市場低迷之故，從加拿大 BC 所進口的金額與前

年相比約下降 25%，只有 35 億日圓左右。另一方面，從荷蘭或其他國家(英國或德國等)所進

口的北海鹽藏鯡魚卵則呈現增加的情況。至於冷凍品則以加拿大東海岸所產的為主力產品，

無論訂契約與否數量都降低。 

(5)明太子(鱈魚卵)：配額減少導致美國的 DAP 物品數量降低，此一部分由豐漁的俄羅

斯來填補，因此，冷凍原卵最後結算結果數量是增加的。進口單價無論是美國產還是俄羅斯

產都雙雙下跌，但是在數量上，俄羅斯產的卻增加，因此總金額與前年相比毫不遜色。中國

產的鹽藏品或是作為明太子的調製品也跟前年差不多。問題在於今年的新產品，剛過完年不

久就已經開始的 DAP 貿易，其中的鱈魚配額比去年約增加 50%，一般認為北美產的漁獲物

有急增、恢復的可能。若再加上俄羅斯方面也增產的話，一般預估今年很可能會超過 4 萬公

噸，亦即，日本的國內市場將出現供過於求的情況。 

(6)鯖魚：分配額度一再更新讓挪威產的鯖魚出現大量生產的態勢，然而因為出口至日

本的數量早已穩固下來，因此，並沒有出現當初所預期的低價格。即便是如此，卻因為國內

庫存量不多以及漁獲捕撈的遲延等原因而導致國內市場的販賣反而變得更順暢。 

(7)螃蟹類：由於嚴格取締盜捕之故，俄羅斯遠東地區的活螃蟹，例如鱈場蟹(red king 

crab)、帝王蟹(Chionoecetes opilio)等都只剩下一半左右，冷凍的鱈場蟹也比預期的減產，

因此出現需求大於供給的現象。至於北美的新品鱈場蟹也來到相對高價，因為日圓升值之故，

最後也只好關門善後。新的一年，北美產的新品鱈場蟹將成為大家關心的焦點。 

(8)魚漿：北美產的鱈魚漿由於步留率(採肉率)提升而導致生產量增加，出口至日本的數

量也跟著增加。但是價卻沒有跟著下滑，仍然跟前年差不多。因此，對於比較便宜的金線鰱

魚漿之需求反而增加，2010 年 10 月的實績已經超越前一年整年的數量。由於北美 DAP 鱈魚

數量增加 50%之故，新的一年將對新品漁獲的單價再度協商。 

(9)鮪魚：由於國際規範的影響，高級鮪魚中的黑鮪以及南方黑鮪無論生鮮還是冷凍品

都不如往年熱絡，至於比較普遍的黃鰭鮪則跟前一年差不多，取而代之的是冷凍的金槍魚(鮪

魚)，以台灣產的為主體，呈現倍增的態勢。另外價格比較便宜的還包括旗魚、劍旗魚等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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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年增加。因為單價較低之故，進口金額自然下降。 

(10)鰻魚：就活鰻來說，連續二年皆因鰻魚苗短缺之故，國內產的鰻魚嚴重不足，此一

部分則由進口的台灣產鰻魚來填補缺口，因為品質相對較佳，今後對於進口鰻魚應該還會再

增加。價格是加工用鰻魚最在意之處，中國由於國內消費量增加之故，從中國進口鰻魚的單

價逐年增高。去年夏天的酷熱讓日本業者的庫存量見底，好不容易到了秋季才逐漸填補庫存

短缺之數量，目前因為價格不划算，故進口動作完全中止。原鰻不足導致加工鰻魚之生產也

跟著下降，一般預料活鰻魚在 2011 年的進口數量將因此減少。 

(11)鰺魚：進口的鰺魚主要來自荷蘭，最近幾年持續呈現減產的跡象，特別是加工用脂

肪多的鰺魚少之又少，從去年秋天至今一直沒變，背開的加工原料漁獲 20 公斤 120～200 尾

大小者出現短缺現象，因此在競爭激烈之下其單價漲至每公噸 1,750～1,800 美元，這是前所

未見的高價。愛爾蘭因為上上漁季豐收之故，2009 年進口了 3,000 公噸，去年卻只剩下不到

十分之一的數量。取而代之的是挪威產的漁獲約 7,000 公噸，但是新漁季到 2010 年 12 月上

旬卻只有六分之一的漁獲量而已，這顯示挪威產的漁獲進口數量將減少。 

(12)柳葉魚：去年漁季，主要的挪威產柳葉魚庫存量一直沒變，相隔 6 年的休漁解禁之

故，讓二年前的市場呈現一片榮景，不過現今的柳葉魚市況卻是相當低迷。但是，由於魚卵

供給不虞匱乏之故，讓相關業者稍微安心。最近數年，日本以外的東歐等國柳葉魚市場幾乎

已經定型，挪威的生產者方面不再進行魚類選別，比日本還要高價的東歐等國際市場的採購

紛湧而至，因此，今年在價格方面將有一番競爭。 

(13)章魚：位於西非的茅利塔尼亞共和國 2009 年章魚大豐收，然而去年卻反轉直下呈

現欠漁的情況，而且有些公司為了確保原料來源提出高價採購策略，這也讓產地價格扶搖直

上，相關製品的價格當然跟著上升，雖然消費還是很低迷，但是具體來說，會影響販賣的時

間預料應該會出現在春季以後。去年的茅利塔尼亞共和國繼前一年的冬季漁季之後，連夏季

的漁季也出現欠漁的情況，就原料使用額度來說，有某種程度讓加工業者不得不因為要確保

原料來源而展開年末的商品戰。今後，將視茅利塔尼亞共和國的漁季狀況以及 2011 年 1 月 5

日解禁的摩洛哥漁季狀況才能定出供需的概況。 

(14)蝦類：美國、墨西哥灣在 2010 年 4 月發生原油洩漏事件，去年的蝦類市況可說是

蝦類養殖化以來的最高單價，南美對蝦的捕撈量最高出現在 2010 年的 5、6 月，而 4 月份原

本就是各商社蝦類貿易在庫量最少的時期，正處在準備採購的階段。今年因為該地方事故已

經發生，再加上中國的生產量也降低，因此，泰國、印度以及越南將因此而受惠，蝦類單價

持續在高檔盤旋。新的一年，仍然看不出單價有下降的跡象，產地的高單價如何讓末端的消

費者理解，已經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