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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漁 業 資 訊 

日福島核電廠100公里內禁捕 

以提高秋刀魚食用的安全性 

日本全國秋刀棒受網漁業協會於本(10)

月 7 日召開理事會，會中做出決定，要求所

有會員以福島第一核電廠為中心，半徑 100

公里內之海域禁止所屬漁船前往作業。目前

的秋刀魚漁場雖在北海道東部近海，但之後

魚群將南下，預計於十月中旬左右進入該海

域。為提高秋刀魚食用的安全性，協會斷然

採取本措施。 

此外，對離核電廠 100 公里以上之福島

東方外海及 200 公里之銚子外海，自十月中

旬起至 11 月上旬止，將對此海域之秋刀魚進

行放射性物質檢測，在結果尚未出爐前，業

者也應採取自律措施，等檢測結果出來，再

判斷是否可以前往作業。 

會中也有業者質疑，秋刀魚在通過福島

外海進入銚子海域後，是否也會有安全性之

問題？因此禁捕秋刀魚雖可獲得相當不錯的

評價，但為了秋刀魚食用的安全，預防措施

應做到滴水不漏，希望也能增加 100 公里外

所捕獲秋刀魚之檢查次數並改善檢查方法。

對此，日本水產廳表示，至目前為止，在北

海道東部及三陸外海所捕獲的秋刀魚，均未

檢測出其放射性物質高於暫定基準值的現

象，民眾可放心食用。(吳金鎮，譯自日刊水

產經濟新聞，2011 年 10 月 11 日) 

太平洋區水產品需標明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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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消費者購買水產品意願 九月底向業者及立法局說明 

日本水產廳於 10 月 5 日通知部、道、府、

縣及 JF 全漁連與各漁業相關團體，對千葉縣

以北之東日本太平洋海域所捕獲的水產品需

明確標示其漁獲水域。這是受到東京電力公

司福島第一核電廠的核能事故影響，導致消

費者對產地的關心逐漸增強所採取的必要措

施。 

福克蘭群島自然資源局顧問日前提出一

份 450 頁報告，該報告主要討論有關福島現

行漁業執照固定費用以及替代可行方案。 

自然資源局局長約翰巴頓表示，在福島

推行 ITQ(個人可轉讓配額)漁業管理下，漁業

執照費用的計算將是最重要的部份，業者也

可以依照自己的經營規模計算投入資本以尋

求合理經濟利潤。 具體內容包括鮭魚及鮪魚等洄游性魚

種，必需依其漁獲地點，分別標示其產地，

依地理位置劃分成 7 個地區，分別是北海

道、青森縣之太平洋海域；三陸北部外海；

三陸南部外海；福島縣外海；日立、鹿

島外海、房總海域；日本太平洋區北部

海域(此為 200 浬外之海域)。至於鯛類、鮃

鰈類等沿岸性魚種則需作「北海道外海」、「宮

城縣外海」等之道、縣名之標示。而若作業

漁場無法明確區分縣名之沿岸性魚種，則適

用洄游性魚種的標示方式。 

目前該報告尚未提送福島執委會，在經

過多方討論並由漁業經濟學者檢視後，摘撿

重要內容後提送執委會。（於仁汾，譯自

MercoPress，2011/9/30） 

阿根廷政府於日前宣佈 

2012年魷漁季提前開放 

阿根廷聯邦漁業委員會日前宣佈，2012

年阿國海域魷漁季將從 2011 年 12 月 1 日開

放，該項決定主要基於部分業者提出提早開

放南緯 44 度以南海域之要求，另外提前開放

漁場也可以讓研究單位先蒐集相關資源密度

之漁業資料。 

屬於洄游性魚種者為鰮類、鮭鱒類、秋

刀魚、青魽鰺、真鰺、旗魚類、鯖、鰹、鮪

類、日本真魷、長槍烏賊、赤魷、太平洋鼠

鯊、鋸峰齒鮫、灰鯖鮫，而上述魚種以外者

均列為沿岸性魚種。 

目前聯邦漁業委員會公告開放漁場範圍

為南緯 44 度至 47 度以及西經 64 度以東海

域、南緯 47 度以南海域，申請作業之魷釣船

必須配屬觀察員，且觀察員可以使用船上通

訊設施每週傳送一次觀測資料。（於仁汾，譯

自 FIS-World News，2011/10/7） 

水產廳本項通知乃因福島第一核電廠事

故之後，消費者對其所購買的漁獲究竟是那

個海域所生產引發高度關心，而為讓消費者

買的安心、吃的安全所採取的對應措施。(吳

金鎮，譯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2011 年 10

月 7 日) 

中國大陸、俄羅斯以及巴西 

未來將是秘魯水產主要市場 
英福島入漁執照費替代方案 秘魯外銷協會預測未來國際經濟動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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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推斷中國大陸、俄羅斯以及巴西將會取

代美國及西班牙，成為秘魯水產品主要市場。 

根據秘魯水產品外銷資料顯示，目前中

國大陸已經是秘魯水產品第三大銷售市場，

俄羅斯及巴西分佔秘魯水產品外銷市場第

17 以及第 18 位，明年開始秘魯及巴西自由

貿易協定生效，水產品貿易關稅降至零，可

有效帶動秘魯水產品外銷至巴西，取代原先

阿根廷、智利以及烏拉圭的市場地位。 

另外中國大陸水產品消費量已經高居全

球第五位，中國大陸 2011-2015 年推行經濟

發展計劃將更進一步推升水產品消費量，預

估至 2020 年中國大陸家計年水產品消費量

將達到每戶 35 公斤的水準，是目前每戶 12

公斤的 3 倍。 

秘魯預估 2011 年之水產品出口值將會

高達 25 億美元，其中 6 億 4,200 萬美元為食

用水產品，包括蝦類、扇貝、魷魚及冷凍魚

品等。（於仁汾，譯自 FIS-World News，

2011/10/4） 

國 際 魷 業 動 態 

日本 

市場交易資訊 

東京三大主要漁獲交易市場(築地、蘆立、太田)今年 8 月份魷類產品交易量為 2,472 公

噸，交易金額達到 14 億 2,500 萬日圓，至 8 月份之累計交易量 15,398 公噸，累計交易金額

為 99 億 4,500 萬日圓，累計交易量值較去年同期分別減少 1.6%與增加 7.1%。 

進口貿易資訊 

根據日本海關統計資料顯示 8 月份魷類進口量為 2,952 公噸，進口值為 16 億 4,300 萬

日圓，平均進口單價為每公斤 557 日圓，進口量值分較 7 月份增加 3%與 6%，與去年同期相

較則分別增加 58%與 47%。 

累計至 8 月份魷類產品進口量為 20,237 公噸，累計進口值達到 116 億 7,600 萬日圓，

平均進口單價為每公斤 577 日圓，累計進口量值較去年同期分別減少 2%與 3%。 

泰國 

根據泰國官方統計資料顯示，今年 8 月份計有 4,282.8 公噸魷類產品輸入，輸入金額為

1,140 萬美元，平均輸入單價為 2.66 美元/公斤，其量值分別較 7 月增加 24%與 48%，累計

至 8 月份魷類產品進口量為 31,119.2 公噸，進口值為 6,530 萬美元，平均進口單價為 2.1 美

元/公斤。 

8 月份出口之魷類加工品為 2,407.7 公噸(含添加物)，出口值為 1,520 萬美元，平均出

口單價為 6.31 美元/公斤，其量值分別較 7 月減少 22%及 24%，累計至 8 月份出口量為

26,143.7 公噸，出口值達到 1 億 6,040 萬美元，平均出口單價為 6.14 美元/公斤。 



8 月份魷類產品貿易順差為 380 萬美元，累計至 8 月之貿易順差為 9,510 萬美元。 

西班牙 

第 39 週西班牙加利西亞市場鎖管交易量為 3.39 公噸(第 38 週為 4.43 公噸)，減少了約

23%，但市場價格則由每公斤 3.98 歐元上漲至 7.85 歐元。 

馬德里市場重要冷凍魷魚第 39 週交易量變動情形如下：鎖管 10.3 公噸(第 38 週為 17.6

公噸)，各規格交易價格為 18 公分以下 5.5 歐元/公斤、18-25 公分 5.7 歐元/公斤、25-30 公

分 5.8 歐元/公斤、30 公分以上 5.98 歐元/公斤；美洲大赤魷 2.7 公噸(第 38 週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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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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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歐元/公斤。 (於仁汾，摘譯自 FIS-Market 

Reports， 2011/10/5) 

專 題 報 導                       東日本水產業復興之路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蕭玉田 

取材自朝日新聞社地方報導 2011 年 10 月 11 日 

編列預算接近一兆日圓 

日本東北大震災發生已經過半年，大多數的地方對於殘垣瓦礫都已經清理完畢，受災地

區的復興之路也早已準備，而且正如火如荼推動執行當中。日本政府面對災後的復原以及復

興所編列的預算，截至目前為止已經進行第二次的修正，一般預估很快又要提出第三次修正

案。前二次的修正提案主要著力點在「復原」，至於第三次則將重點擺在「復興」上面。在第

三次預算修正提案之前，2012 年度的預算編列在水產方面的要求額度約 1,500 億日圓，是以

復興的名目編列。連同前二次的預算編列，在水產方面的預算總金額逼近 5,000 億日圓，如

果連同 2012 年度的預算編列在內，光是在水產復興事業方面的費用總額預估將會達到一兆

日圓左右。 

就災害因應預算來說，它是以支援漁民的生活為主軸，例如，瓦礫的清除等便是為了讓

失去家園、漁船等的漁民在生活上能夠有所依靠或有經濟來源。另外，政府也想讓漁民能夠

共同利用僅剩的漁船，對於共同利用漁船之取得或支援、水產加工共同利用設施之支援等都

一一浮現在政府的構想名單之內。這些動作雖然還沒有看見具體的成效，漁業或是水產加工

業的重新出發卻已經看到好的端倪。 

隨著預算修正額度的上升，除了編列項目的追加以及修改外，預算金額的大幅追加或經

費動用的容易度也確實提高不少。本來只針對水產加工設施中的機具做為補助對象，但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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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修正提案中又追加了加工設施的修繕項目，到了第三次預算修正提案時，又變更成所

有加工設施的全面修理。 

就漁業來說，追加了「奮發向上型漁業或養殖業之復興支援」一項。在已經發表的下年

度預算當中，上述事業預估編列了 100 億日圓左右。「奮發向上型漁業或養殖業之復興支援」

的事業特徵是，為了執行養殖事業所必需之經費由政府來支援或負擔，至於既存的「營利賺

錢型漁業」的組織架構則採取應用的策略。在此，日本政府特別重視養殖事業的重新出發，

養殖魚類想要出貨必須花費二至三年的時間，在這期間內可以說沒有任何收入可言，而且還

要支出相當大的一筆經費。想要解決或克服此一問題，在漁獲物出貨之前的所有人事費用、

用船費用、燃料等之經費全部由政府所設立的基金來買單，等到漁獲物賣出之後再從賣出所

得的一部分繳還基金即可。 

大多數的預算編列項目，政府的柔軟因應態度與作法頗受歡迎，但是盡管如此仍然出現

少部分不滿的聲音。特別是針對第三次預算修正等之預算執行的延遲，反彈聲浪很大。例如，

漁業或養殖業無法立即做出支援動作而喪失寶貴的黃金時期、水產加工業的事業重新出發也

太慢等；其次為，中央、地方縣市以及漁民或業者之間的溝通產生嚴重的差距，都是不滿或

反彈之處。還有，地方上的事業對象者欠缺主體性、地方領導不見了等，造成無法整合的局

面。結果，本來是講求速度的事業執行，如今卻無法快速的向前進，而且受災地區目前仍呈

現混亂的局面。另一方面，雖然在預算編列當中已經公布事業實施的項目，但是，在各個地

方自治體中有其各自的規範，不少地方出現想使用卻無法利用的情勢。雖然說事業的進行與

推動無法獲得圓滿，但是，對於受災區的水產相關事業的復興所呈現出來的欲望，無論是中

央、地方或是漁民、業者等都展現出超強的意志力，此乃值得肯定的地方。 

日本水產廳對漁業復興之奧援 

利用獎助的方式讓漁業重新出發：從三次預算修正來看所謂的復興對策「奮發向上型漁

業或養殖業之復興支援事業」，其實正在如火如荼的推動當中。第三次修正案的內容截至本(10)

月七日，仍然尚未公布，雖然如此，但是從先前所公布的下年度預算來看，其內容卻非常清

楚。「奮發向上型漁業或養殖業之復興支援事業」其實是以營利賺錢漁業的架構做為應用的雛

型。從第一次到第三次預算編列中可以看出，漁船或是養殖設施等雖然可以整備完善，但是，

養殖業要等到漁獲賣出才能有錢進入口袋，這段期間可能得花二至三年的時間，因此，養殖

事業要重新開始的確困難重重。而「奮發向上型漁業或養殖業之復興支援事業」剛好可以彌

補此一空缺，只要有了設備，漁獲捕撈或是養殖業便可以重新出發。就事業本質來說，大體

上可以劃分為「奮發向上型漁業之復興支援事業」及「奮發向上型養殖業之復興支援事業」

二種，這二種有其共通的特徵，那就是當漁獲物上岸所必需之經費，要在一定的期間內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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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才行。具體來說，包括人事費、用船費、燃料費、餌料以及資材費、販賣費、折舊費，

以及其他費用等。 

從政府所設立的基金所得來的獎助費，可以在當漁獲物上岸賣出之後將所賺的錢的一部

分用來償還即可。漁獲物賣出至少得要花二至三年時間，因此，上述之事業對養殖業來說應

該是利大於弊才對。如果使用以第一次到第三次所編列的預算所整備的設施，而且又不用擔

心事業費，那麼，養殖業便能再開。就養殖來說，三次出貨之前都是事業實施的對象，而且

在出貨前花了三年所養殖的漁獲物，在五年之內都可以活用「奮發向上型漁業或養殖業之復

興支援事業」。就漁業來說，受災區的漁民可以使用以第一次到第三次所編列的預算所整備的

漁船或設施，除了活用所得補償制度外，又可以讓事業重新開始，這是最基本的方針。利用

這次的機會，海上作業的型態或是組織架構將會有大幅度的改變，在不用擔心高價的燃料費

之下，漁業將可以恢復往日的榮景。 

接著，「奮發向上型漁業或養殖業之復興支援事業」所強調的重點是，受災區以外的漁民

也可以利用。例如，在災區雖然沒有上述事業的據點，但是只要是在災區卸貨而且又是受到

災害的船隻，都將是事業獎助的對象，如果漁船沒有受到損壞，但是只要是漁場受災後或是

漁場環境產生重大改變，也都可以利用上述之事業。 

在加工方面之支援：市場、加工廠、冷凍或冷藏設施等立刻可以使用的機具之整備支援

事業，在第一次以及第二次預算修正時已經開始實施了，例如，水產業共同利用設施復原支

援事業，其總金額就來到 211 億日圓。至於事業實施的主體可以是漁會或是事業合作社等，

對象可以是堆高機或是電子量測、高壓洗淨機、鮮度保持容器、製冰操作裝置、冷卻裝置、

臨時設置的市場，以及海苔或是海帶芽的採苗設施等。第一次預算編列時限定只能是共同利

用設施的加工機械，到了第二次預算編列時已擴大至製冰操作裝置。至於第三次修正，已經

延伸到復原所必需的機器以及冷藏(凍)庫或是衛生機能高度化之設施。雖然說詳細內容尚未

公布，但是加工設施的整備細目早有所聞。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復興的時機點或是對於復原

進度或狀況的掌握，預算要如何有效的運用等都是極其重要之事。只不過，雖然事業已經準

備好了，然而，土地的取得或相關配套措施或計畫卻還不明朗，區域的規劃還沒完成。實際

上，第二次預算編列的事業尚留有額度。在加工事業支援方面，環境改善的問題雖在，卻不

能成為事業的對象，這些問題仍待進一步解決。  

在融資或保證方面之支援：政府對於受災戶在金融方面也規劃出融資與保證的組織架

構。就第一次預算修正來說，對漁民或漁會等的免利息、免擔保、免保證人融資之推動，總

額約 223 億 3,700 萬日圓，政府的保證準備額度為 690 億日圓。其中營運資金等也可以利用

的「公庫資金」額度為 60 億日圓，漁船建造或漁會經營再建等可以利用的「民間資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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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 億日圓，在資金面應該算很充沛才對。 

在今年 9 月 30 日的時間點，公庫資金以及漁業近代化資金合計約 50 億日圓已經決定貸

款出去，特別是公庫資金被利用在災害復原方面的營運資金，亦即所謂的「安全網資金」可

說非常順暢的正在運作。還有，漁業近代化資金 320 億日圓以及灌注到一般事業資金內的漁

會經營再建資金 150 億日圓，而且已準備了 630 億日圓的保證額度的民間資金，至 9 月 30

日已經撥付出去了 51 億日圓。無論是為了漁船的建造資金或是漁會的經營再建的資金，可以

說都是為了漁業復興的推動與進行所必需的資金。根據漁民等緊急保證對策事業以及保證保

險資金等緊急支援事業、漁業相關公庫資金免擔保以及免保證人事業，在推動免擔保以及免

保證人的融資貸予時做出適時的保證。  

中小企業廳對漁業復興之奧援 

日本東北地區在今年的大震災當中遭受到毀滅性破壞的中小企業或是農林水產業者，都

期盼早日讓各種事業能夠順利的重新出發。目前大家所矚目的重點都集中在臨時設施的建

設、免費能夠入住的地方、復原或是復興的事業上。 

臨時設施整備事業：此種事業，日本中小企業廳的「日本東北大震災受災戶臨時設施整

備事業」(2011 年年度預算修正事業)，事業的營運交由中小企業整備機構(震災緊急復舊事業

推動部)來執行。具體而言，各地方的鄉鎮市只要能夠提供土地，那麼，中小企業整備機構便

貸款給各鄉鎮市進行臨時設施的建設，各個受災戶只要符合鄉鎮市的條件要求便能免費入

住，中小企業整備機構在一定的期間後，可以無償的將這些臨時設施移轉給鄉鎮市來管理，

所需經費在第一次預算修正時為 10 億日圓，第二次預算修正時為 215 億日圓。 

漁會或水產加工、通路業者之免費入居：臨時設施的入住必須得先通過資格審查，而且

入住的事業者還必須與鄉鎮市完成簽約才行。入住者原則上必須是中小企業者(不問經營事業

種別)，但是農林水產業者也可以成為事業實施的對象。其次是，為了讓受災區得以恢復往日

榮景或是在復興期間備受關注，只要通過鄉鎮市的認定，無論是工商團體、漁會、農會、大

企業或是沒有遭受災害的企業、公益法人、郵局或是診所等都可以入住。雖然入住者是從各

鄉鎮市承租住所，但實際上仍然是免費入住。入住期限雖然設定為一到二年，但仍然可以在

鄉鎮市的判斷下做出更具彈性的因應。  

漁獲競標拍賣場所、事務所或加工業者的加工廠：水產相關業者所入住的臨時設施到底

有哪些對象呢?根據中小企業整備機構的資料來源顯示，「鄉鎮市可以向縣租借漁港，為了讓

漁業或水產加工業者可以擁有事務所，或是為了讓鮮魚市場再開而臨時設置競標拍賣場所、

加工廠、集貨場所等」，其次是「食品、鮮魚、衣料、理容院等擁有日常小賣機能的臨時店舖

等之設置」，也都積極在推動當中。其中，中小企業整備機構可以因各地鄉鎮市或是受災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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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要求，在復原或復興的大前提下，針對各項業別積極從事臨時設施之建設，然後再貸予交

由各鄉鎮市管理。具體來說，目前包括青森縣已推動漁會或加工業者所需之倉庫、加工廠等

之建設；岩手縣已推動相關漁業設施、商店街以及鮮魚販賣店舖等臨時設施之建設；宮城縣

目前已經推動鹽釜港都復興市場等相關臨時設施之建設；福島縣以及茨城縣目前也已推動食

品等商店街或是漁市場等臨時設施之建設。 

受災業界的再生支援對策 

就中小企業廳來說，針對大震災後中小企業等對策之一的事業用設施或設備之復原、整

備、修繕等，已經在青森縣、岩手縣、宮城縣、福島縣、茨城縣等積極的展開。最受到矚目

的包括漁會、水產加工協會、水產公司、水產加工公司、造船、水產漁獲物之卸貨以及販賣、

漁港整備、冷藏倉庫業等都已經著手在推動當中。 

對中小企業等團體之支援：此一補助支援事業乃是針對中小企業團體所進行之支援，大

體上又可區分為「中小企業等復原以及復興支援補助」、「事業合作社等共同設施之復原補助」

二項。根據中小企業廳經營支援課的資料，首先，「中小企業等復原以及復興支援補助」是指

複數的中小企業等所構成的團體或是事業合作社等之組合、商店街等都是事業推動的對象，

只要完成相關復興計畫而且在認定的條件下，設施或設備的復舊或整備都可以獲得補助。 

對於受災團體之補助對象要件來說，包括(1)財團以外具有領導地位的中堅企業，或是在

其他領域的產業扮演重要地位之企業；(2)事業規模龐大，而且對當地的經濟或人員雇用有很

大貢獻之企業；(3)在一定的區域內，對經濟或社會扮演基礎產業重要角色的企業，例如，在

漁業復原與復興階段能夠維持人員聘雇等之企業；(4)維持地方商業行為不可或缺的企業等。

就補助對象設施來說，大震災時蒙受損害的設施或設備之復原所需之經費，每一位構成成員

的設施或設備，以及團體等的共同設施或設備都是補助的對象。 

對相關合作社之支援：就「事業合作社等共同設施復原之補助」來說，蒙受災害損失的

事業合作社、合作社聯合會、協會合作社、工商合作社以及聯合會都是事業補助對象；事業

合作社等之共同設施(包括倉庫、生產設施、販賣設施、檢查設施、共同作業場所、原料放置

場所等)之復原都是補助的對象。 

補助的要件有(1)復原經費在三十萬日圓以上之設施；(2)受害共同設施之復原經費之平均

(鄉鎮市所在區域內的對象設施之復原經費÷該事業合作社之數目)超過 150 萬日圓以上之設

施；(3)構成成員每人之復原經費在十萬日圓以上，或是在受災區內擁有事業所，而且相關事

業之資產發生全壞、流失或地板嚴重泡水等之構成成員人數超過三成以上之事業合作社之設

施都是補助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