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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漁 業 資 訊 

美洲大赤魷原料供應不穩定 

秘魯加工業生產線斷斷續續 

東南太平洋區域內大赤魷漁業及加工

業近況變化不大，秘魯加工業者受到原料供

給不穩定、原料價格上漲以及缺工等因素影

響，生產線運轉斷斷續續，有時每週運作 3-4

天，但有時僅能每週運作 1-2 天，這種景象

在 2010 年曾經出現過，5 月份加工業者還很

樂觀能避掉去年的慘況，但魷群聚集海域離

港 2-3 天航程，不僅原料進貨不穩，漁獲品

質也大受影響。 

智利因 6 月中受到颶風侵襲，魷釣船母

港科金博尚未開放，在颶風侵襲前魷群聚集

海域僅需要 4-5 小時航程，只要港口開放作

業漁船就能出港作業，智利加工業者所取得

的原料品質較秘魯加工業者為佳，因此雖然

5 月布魯塞爾食品展上秘魯業者獲得不少現

場訂單，但在原料供給不穩定情況下可能面

臨出貨問題，智利加工業可能因此受惠，亞

洲市場也出現相同的情況，秘魯業者可能會

損失部分訂單。（於仁汾，譯自 FIS-World 

News，2011/6/17） 

秘魯前4個月漁獲大幅增加 

較去年同期產量增加30倍 

秘魯官方統計資料顯示今年 4 月漁產

量為 1,795,500 公噸，較去年同期之 146,400

公噸增加 11.3 倍，產量大幅增加主要來自於

鯷魚產量大增至 1,685,200 公噸，較去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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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50,200 公噸增加 32.6 倍。 

4 月份供食用水產品產量為 111,300 公

噸，較去年同期之 96,200 公噸稍增，其中

57,100 公噸為冷凍水產品(去年 4 月產量為

53,400 公噸)、罐製品為 18,200 公噸(去年 4

月產量為 14,700 公噸 )、生鮮水產品為

33,500 公噸(去年 4 月產量為 24,600 公噸)。 

今年 1 至 4 月水產品累計產量為

2,898,000 公噸，較去年同期之 724,000 公

噸增加 30 倍，其中供作魚粉及魚油生產原料

之鯷魚產量累計為 2,469,100 公噸，較去年

同期之 391,000 公噸增加 53 倍，供食用水

產品產量累計為 428,900 公噸，較去年同期

之 333,900 公噸增加 28.5%。（於仁汾，譯

自 FIS-World News，2011/6/20） 

聯合國考慮設特別法庭 

專以審理索馬利亞海盜 

為進一步推動打擊海盜，聯合國安理會

於本年 4 月決定以緊急考慮在索馬利亞境內

和境外設置特別法庭，亦呼籲受海盜影響之

會員國及非會員國政府和國際航運企業，透

過信託基金提供經濟支持為此目的新設法庭

審理和拘捕相關計畫。 

安理會 15 個會員無異議通過此決議，

強調有必要對處理海盜問題及國際社會引發

之其潛在原因作出完整的回應，如列出一系

列措施，以更有效地懲罰海盜。 

另要求會員國在人質談判問題上合

作，鼓勵會員國和區域性組織協助索馬利亞

加強海岸防衛能力，力促所有會員國在其國

內法規定下將海盜行為定為犯罪行為，並強

調有必要調查和起訴違法資助、策劃、組織

海盜攻擊或從索國外海之海盜攻擊中不法受

益者。 

該決議係依據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有

關索國沿岸外海盜法律問題之法律顧問Jack 

Lang 所提報告的建議。安理會先前之決議已

授權會員國和區域性組織進入索馬利亞領

海，運用所有必要措施打擊海盜，諸如部署

軍艦和軍機、逮捕和處置海盜所使用之船

舶、武器及相關設備。 

索馬利亞長久以來的不穩定是海盜問

題及在非洲之角（東北非）沿岸武裝搶劫的

主因之一。索國自 1991 年起即呈無政府狀

態，幾十年來處於內戰和派系鬥爭之撕裂狀

態，近來活動大部分與伊斯蘭教激進份子有

關。 

當 前 的 索 馬 利 亞 過 渡 聯 邦 政 府

（Transitional Federal Government；TFG）

處理該國面臨之困難已有進展，但需要更多

的支持。為實現目標、排除障礙和克服挑戰，

負責索馬利亞之聯合國特使於隔日在肯亞 

首都奈洛比召開為期兩天的高層諮商會議，

該特使在新聞稿中表示整體目標是重啟對話

使和平進程恢復動力，該份新聞稿的標題為

「無對話不能向和平進程邁進」。（轉載自國

際漁業資訊第 223 期） 

美國提高酪魚捕撈配額 

以避免魷漁業提早關閉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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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海洋漁業局（NMFS）針對易混獲酪魚

（butterfish，學名 Poronotu triacanthus）之

美國東北部魷釣漁民緊急發佈提高酪魚捕撈

限額措施，以維持魷釣漁業漁民生計，亦保

護酪魚資源。增加額度為 68.6 萬磅，相當 

2011 年酪魚捕撈限額（400 萬磅）17％。但

此政策生效範圍不包含紐約州、紐澤西州、

羅德島州、麻薩諸塞州及康乃迪克州等區。 

多數酪魚配額在每年鎖管第一季漁期

即被混獲完畢。NMFS 循麥格納森法案

（MSFA），依中大西洋漁業科學暨統計管理

委員會（Mid- Atlantic Fishery Management 

Council’s Scientific and Statistical 

Committee）科學調查及漁獲資訊數據，提

出新酪魚混獲量限額分配予魷釣漁業漁民，

並利用 NMFS 緊急處置機構動員此措施。 

鎖管漁業在大西洋沿岸是很重要的產

業，2009 年每港口約 2,000 萬磅漁獲，相當

1,830 萬美元經濟價值；而酪魚漁獲量調查

數據從 2002-2008 年出現相對穩定，據 2010

年調查及近期漁獲資料，委員會建議在 2011

年適度的增加漁獲水準是合理的。（轉載自國

際漁業資訊第 223 期） 

國 際 魷 業 動 態 

西班牙 

第 23 週西班牙加利西亞市場鎖管交易量增加 2%，從第 22 週之 4.38 公噸增加至 4.45

公噸，市場價格則從每公斤 5.13 歐元下跌至 4.43 歐元。 

馬德里市場重要冷凍魷魚第 23 週交易或價格情形如下：鎖管 19.2 公噸(第 22 週為 11.1

公噸)，各規格交易價格為 7-10 公分 2.3 歐元/公斤、10-12 公分 2.5 歐元/公斤、12-16 公分

2.7 歐元/公斤、16-19 公分 2.8 歐元/公斤、19-22 公分 3.2 歐元/公斤、22 公分以上 3.4 歐元/

公斤；美洲大赤魷 4.3 公噸(第 22 週為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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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仁汾，摘譯自 FIS-Market Reports， 2011/6/15) 

國 內 漁 業 要 聞 

福甡11號漁船疑似海上喋血 

外交部協助將嫌犯押解返台 

部會通力合作，嫌犯押解返台 

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表示，「福甡 11

號」漁船台籍船長陳正興，於本（100）年 6

月 3 日落海失蹤，經搜尋未果，但之後該署

接獲船長太太通報，船長疑似遭大陸籍廚師

李啟平殺害後推下海，經該署致函外交部轉

請駐外館處等相關單位協助調查釐清案情，



在各部會通力合作下，已於 6 月 27 日下午將

該嫌犯押解回台接受進一步偵訊。 

船長落海失蹤，疑似海上喋血 

漁業署指出，高雄市籍福甡 11 號漁船

之船主，6 月 3 日向漁業電台通報，該船台

籍船長於當地時間 6 月 3 日凌晨（台灣時間

6 月 3 日下午）在南緯 33 度 34 分，西經 39

度 25 分，大約是巴西 Rio Grande 港東南方

760 浬處被發現失蹤，經漁業署聯絡附近作

業船隻與透過外交部協請鄰近之阿根廷、烏

拉圭及巴西等國搜救當局協助搜尋 75 小時

未能尋獲，於 6 月 6 日放棄尋找。惟船長太

太之後打電話至船上瞭解情形，發現船長疑

似遭大陸籍廚師殺害後推下海，使案情由落

海失蹤演變成疑似海上喋血事件。該署獲悉

後立即函請外交部轉請我駐開普敦辦事處協

助調查處理。外交部於接獲訊息後亦即三度

召開跨部會協商會議研商我方處置方式，漁

業署除洽請鮪魚公會協助協調該船船主配合

船隻進港時程調配，亦提供該船衛星即時船

位及船員名單等資訊供調查使用。 

查有涉案事證，依法辦理 

漁業署進一步表示，福甡 11 號漁船係

我南大西洋長鰭鮪組延繩釣漁船，終年在南

大西洋海域作業，船上有 23 名船員，包括台

籍船長陳正興、台籍輪機長、8 名大陸籍船

員、11 名菲律賓籍船員與 2 名越南籍船員。

目前該船已進入南非開普敦港，經我海巡署

幹員、警政署鑑識人員及駐開普敦辦事處人

員等初步訊問及採証後，認為該大陸籍廚師

涉嫌重大，已將涉案船員押返國內俾進行進

一步偵查。 

感謝部會協助，返台過程順利 

本案自案發至將嫌犯押解回國之時程

能如此迅速，為各部會致力合作之結果，漁

業署代表漁業界特別感謝外交部、法務部、

海巡署、及警政署等機關協助，使本案順利

完成押解涉案嫌犯返台接受偵訊。(轉載自漁

業署網站) 

專 題 報 導       我國將成為北太平洋公海漁業管理組織之會員 

轉載自國際漁業資訊第 223 期 

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 何勝初 

一、緣起 

底漁業可能造成脆弱海洋生態系統不利影響，喚起聯合國之嚴重關切，2005 年聯合國大

會通過決議以因應，要求相關國家設立漁業管理組織規範底漁業及管理在脆弱生態系統海域

之漁撈。由於日本等國家有漁船在西北太平洋天皇海山附近從事底漁業，日本於 2006 年 4

月召開非正式會議，討論如何管理西北太平洋公海之底漁業，出席會議國家包括在該水域從

事底拖網漁業之南韓與俄羅斯，與會各國同意繼續對話以履行聯合國大會決議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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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8 月首次「設立西北太平洋底拖漁撈管理新機制之政府間會議」

（Inter-governmental Meeting on Establishment of New Mechanism for Management of 

Bottom Trawling in the North Western Pacific Ocean）在東京召開，以訂定西北太平洋公海

底拖網漁業管理機制，與會國家除前述三國外，有美國，以沿海國身分參加會議，由於所涉

魚群也出現在美國專屬經濟水域內。會中與會各國認為有必要制訂西北太平洋公海底拖漁業

之國際管理協定。2009 年 2 月在南韓釜山召開之第六次會議決定將漁業管理擴大至其他未經 

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所涵蓋之漁業資源，並邀請中國大陸及我國與會。該第六次會議加拿大

首次參加，會議名稱改為「管理北太平洋公海底漁業之政府間會議」。我國自第七次會議開始

參加會議，由於擬管理之漁業已不僅限於底漁業，會議名稱改為「管理北太平洋公海漁業之

多邊會議」（Multilateral Meeting on Management of High Seas Fisheries in the North 

Pacific Ocean）。經過四年多，共 10 次會議，名為「北太平洋公海漁業資源養護管理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High Seas Fisheries Resources in 

the North Pacific Ocean）終於在 2011 年 3 月完成英文版之磋商定稿，等候加拿大完成法文

翻譯後英法文兩個版本可開放供簽署。 

依已定稿之英文版本，在公約生效後台灣得向存放國（南韓）送交文書表示有願意接受

公約條文及日後依公約所通過的養護管理措施，成為委員會之會員。有關我方參與之條文是

放在附件「漁捕實體」，公約主約文中第五條「委員會之設立」，明定「本公約中所指之漁捕

實體得依附件條文參與委員會之工作」。我方原希望將「漁捕實體」條文放在主約文，但中國

大陸反對，雖經極力爭取未能如願，乃同意將該條文列為附件，但堅持主約文必須提及漁捕

實體之參與。公約中有關船旗國責任及港口國措施則以另一條文，明定「比照適用於漁捕實

體」之方式處理。公約定稿版本對我方而言，結果雖未臻理想，可說比 2009 年 11 月在紐西

蘭奧克蘭通過之「南太平洋公海漁業資源養護管理公約」之方式為佳。「南太平洋公海漁業資

源養護管理公約」中有關「漁捕實體」條文僅放在附件，主約文中未有任何提到。 

這次在溫哥華之談判經過並不輕鬆，直至會議最後一天才對「漁捕實體」條文有結論，

同時對磋商紀錄（Record of Negotiation）內容也花費不少時間討論。該磋商紀錄也列出我

方日後在參與委員會前應遞交的文件，一份名為「漁捕實體參與之文書」 （Instrument for the 

Participation of a Fishing Entity）是視為代替簽署公約，另一份名為「有關漁捕實體對公約

及其附件承諾之文書」（Written Communication Regarding the Commitment of a Fishing 

Entity with respect to the Convention and its Annexes）則視為「批准書」（ letter of 

ratification）。 

二、磋商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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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會議名稱可以瞭解，發起會議的四個國家原本的構想是僅針對西北太平洋海底山脈漁

業資源作業的底拖漁業作管理，後來決定將水域範圍及管理魚種擴大，包括整個北太平洋及

所有其他漁業管理組織未管理之魚種。 

2009 年 2 月在南韓釜山市召開之第六次會議，決定以後會議邀請中國大陸及台灣與會。

我國代表團乃於 2009 年 9 月首次參加在美國西雅圖召開之第七次會議，該次會議中國大陸

並未參加。會中除討論臨時管理措施之執行外，亦就第六次會議討論後經修正之公約草案進

行磋商，惟有關我國參與之問題並未討論，草約中也未列有關我國參與之條文。會中決議由

美國與我國共同合作草擬有關我國參與之條文，並參考現有之國際漁業管理公約，包括中西

太平洋漁業公約及安地瓜公約。 

第八次北太平洋公海漁業管理之多邊會議於 2010 年 1 月在南韓濟州島召開，與會國家

除先前已出席會議之 6 個國家外，中國大陸及法羅群島首次參加會議。法羅群島係以觀察員

身分與會。會中中國大陸代表認為我國既然是漁捕實體，不應與其他參與國家有相同的地位。

在中國大陸代表要求下，身為大會主席之南韓代表召開閉門之參與國團長會議，排除我代表

團參加。團長會議中，中國大陸代表提出一份名為「為制訂北太平洋新漁業管理安排參與磋

商國家有關漁捕實體參加之共同諒解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States Participating in 

Negotiations to a New Fishery Management Arrangement for the North Pacific Ocean with 

respect to the Attendance of Fishing Entity）之文件，雖然我方極力反對通過此文件，但除

美國提出修改內容外，會議通過該文件。該文件內容有 5 點：(1)我國身為漁捕實體應以特別

觀察員身分參加磋商會議；(2)磋商會議中漁捕實體地位與主權國家不同；(3)磋商中將儘一切

努力達成共識，倘無法達成共識，由主權國家決定之；(4)公約之通過依 1969 年維也納條約

公約第 8條為之；(5)參與國家表明願意互相合作努力制訂北太平洋漁業公約中適當約文讓「中

華台北」可有意義程度的參與北太平洋漁業委員會，並考慮到最近完成公約磋商之南太平洋

漁業管理公約。 

會中中國大陸代表就我方之參與提出其聲明，表示政治方面應符合「一中原則」、法律方

面應符合海洋法公約及 1995 年魚群協定之規定、及實務方面應參考 2009 年 11 月所通過南

太平洋漁業管理公約，並提出「中華台北漁捕實體」應以觀察員身分與會、我方不得參與決

策及團長會議、座位應與國家分開、發言應在國家之後、不得在會場中及文件中用國旗、國

歌、國徽或代表主權的「行政院」、「外交部」等字眼。對中方之聲明及這份所謂「共同諒解」，

我方也提出聲明，認為中方政治操作，漁業養護管理會議不應摻雜政治問題，同樣方式在其

他漁業組織行之有年，中方未有任何異議。同時我方在會議紀錄參加人員名單中要求作附註，

反對在爾後之會議中採用「共同諒解」中第一點之方式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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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州島會議之公約磋商，南韓邀請美國國務院負責海洋之副助理國務卿波敦大使擔任主

席。該次公約磋商會議並未討論我國參與之問題，雖然在會議前我方已把我方就漁捕實體參

與所草擬之條文送交美方，作為草擬相關條文之參考，但美方並未在會中提出其草案供討論。

在會議中，主辦會議之南韓代表將各代表團之座位以隨機方式處理，以避免座位問題之紛爭。 

第九次會議在俄羅斯庫頁島南薩哈林市舉行，會中與會代表討論主席波敦大使在會前依

臨時秘書處所擬約本草案及綜合各代表團之意見，提出主席版本供討論。主席版本中並未列

有關漁捕實體參與之條文草案，無疑主席要把該議題延至最後一個回合討論。我方關切有關

座位的問題，俄羅斯方面以隨機方式處理，中國大陸代表也未有異議。 

第十次會議在加拿大溫哥華舉行，我方由漁業署長沙志一率團，會前主席波敦大使通函

告各國第十次會議應為最後一次公約磋商會議，希望能完成英文版本及蕆事議定書之磋商，

較關鍵未決之議題有公約範圍、決策方式、委員會之設立、最後條款等，當然包括我方最關

切之漁捕實體參與條文。主席會前傳送給各國公約草案主席版本，該版本中漁捕實體參與條

文是放在附件中，此方式與南太平洋公海漁業資源養護管理公約完全一樣，內容也完全一樣，

顯然主席認為參照前例最合適，當然此非我方所樂見。既然主席已提出其公約磋商版本，除

非有可以令人說服的原因，有關漁捕實體參與條文很難更動位置，尤其是中方並未在此議題

上有任何讓步之跡象。在南太平洋公海漁業資源養護管理公約談判時，中方表示我方既在南

太平洋無龐大之漁業利益，不應獲得如同安地瓜公約及中西太平洋漁業公約之條件，當時我

方勉強接受大會主席所提出之模式。然而，在北太平洋我方有龐大的漁業利益，不應完全比

照南太平洋漁業公約之模式，倘漁捕實體參與條文無法放在約本文，則堅持公約本文中必須

提到漁捕實體參與之事實，並力爭在公約本文中第五條「委員會之設立」明定，「本公約中所

指之漁捕實體得依附件條文參與委員會之工作」，但中方要求在該條文加上「漁捕實體參與委

員會之工作不應構成背離國際法包括 1982 年海洋法公約已接受之適用。」 事實上，在其他

台灣是委員會會員之漁業管理組織，台灣之參與從未「背離 1982 年海洋法公約等國際法已

接受之適用」，中國大陸方面要求加上此句，是否將在爾後會議中有所動作，讓我們拭目以待。 

至於公約適用範圍，日本、南韓及中國大陸主張南界為北緯 20 度，以避免其他沿海國的

參與，表示赤道與北緯 20 度間水域並無底漁業或跨界魚群的漁業，認為透過聯合國公告在該

區不得從事捕撈底魚等漁業即可。美國、加拿大及我國則主張新制訂公約適用範圍與南太平

洋相同功能的公約適用範圍之間，留下之未受管理水域愈小愈好，原則上應以南太平洋公海

漁業資源公約之北界為此新公約之南界，僅在東邊靠近墨西哥專屬經濟水域之公海留下一塊

較小面積未列入管理之海域，以避免中南美洲沿北太平洋之沿海國以沿海國身分加入為締約

方。最後經妥協之適用範圍為，由北馬里安納群島專屬經濟水域外界北緯 20 度之點向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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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至北緯 20 度東經 180 度，向南至北緯 10 度東經 180 度，向東至北緯 10 度東經 140 度，

向北至北緯 20 度東經 140 度，再向東至墨西哥專屬經濟水域外界之線連成為南界。白令海

及鄂霍次克海等由專屬經濟水域所包圍之公海除外。 

在座位安排方面，為避免不必要之紛爭，會議主辦國加拿大依往例將各代表團之座位以

隨機方式處理。 

三、結語 

在北太平洋公海漁業資源養護管理公約通過後，世界各大洋中未受漁業管理組織管理的

水域，應當只剩西南大西洋及南中國海，就西南大西洋而言，阿根廷與英國有福克蘭群島（阿

根廷稱莫維納斯）主權之爭議，可能短期間無法達成設立漁業管理組織之共識，而南中國海

之情況更為複雜，恐怕該區沿海國對設立漁業管理組織也難有共識。在此情況下，北太平洋

公海漁業資源養護管理公約可能是近年世界上最後一份漁業管理公約。我國在此公約參與之

地位與先前所參與之其他公約一樣，以「漁捕實體」之身分，「中華台北」之名稱，成為「委

員會會員」。除少數權利義務外，如無法被選為主席或副主席、無法參與修約之通過、無法參

與邀請其他國家成為締約方、無法參與秘書長聘任之決定，其他運作與締約方一樣。 

中國大陸雖然設法想改變某些現狀，譬如在美洲熱帶鮪魚委員會年會時要求我國與其他

締約方分開座位，認為漁捕實體不應與締約方席位相同，不惜杯葛所有提案之通過，但也引

起其他會員不滿，認為中方有意將兩岸政治問題搬到國際會議桌上。事實上，以我方最早成

為會員之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為例，自公約磋商會議開始及 2004 年 12 月委員會成立以

來，我方之座位一直是以英文字母「T」排列，在東加（Tonga）與索羅門群島（Solomon Islands）

之間，對此安排從來未有異議，包括中國大陸代表團。 

雖然兩岸雙方已簽定經濟合作架構性協定（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經濟活動頻繁，我方也陶醉在中方給與利我之「早收清單」中，外界看

起來以為是兩岸已大和解，但從我方參與漁業組織之情形，很顯然中方不會讓我方在國際組

織中有活動之空間，縱使是為養護管理漁業資源之組織。對中國大陸而言，我方每次參與國

際組織均為一次新議題，無一定的模式慣例。在幾次公約制訂會議中，唯一的慣例是我方參

與議題是由參與國之間（中國大陸與美國等）以非正式會議方式磋商達成。公約中我方所關

切的問題均須透過美方爭取，當然美方也很能瞭解我方之需求，也很獲得我方之信賴。很明

顯，兩岸在國際公約磋商會議中不可能面對面討論我方參與議題，兩岸坐下來面對面的談，

僅限於兩岸事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