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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漁 業 資 訊 

阿根廷關閉共管水域魷魚作業 

累計阿魷產量約為6萬9千噸 

根據阿根廷政府第 8/2011 號公告，阿

根廷及烏拉圭共管海域內自8月31日起關閉

捕撈魷魚作業，並預告下次開放時間定在

2012 年 4 月 1 日。 

阿根廷官方統計資料顯示，累計至 8 月

26 日之魷魚產量為 69,618 公噸，較去年同

期累計之 43,551.8 公噸增加 59.8%。（於仁

汾，譯自 MercoPress，2011/9/2） 

秘魯前6個月漁獲大幅成長 

累計較去年同期增加約55% 

2011 年 6 月秘魯漁業產量為 817,800

公噸，較去年同期之產量 1,249,000 公噸減

少 34.6%，主要受到鯷魚漁獲量減產所致，

但今年上半年累計產量達到 496 萬公噸，較

去年同期累計之 319 萬公噸增產 55.6%。 

根據官方統計資料顯示，6 月份漁產中

706,700 公噸為魚粉及魚油加工原料，較去

年同期之 1,148,200 公噸減少 38.5%，上半

年累計魚粉及魚油加工原料漁產量為 428 萬

公噸，較去年同期累計之 264 萬公噸增加

62%。 

6 月份供直接食用之漁產量為 111,100

公噸，較去年同期之 100,800 公噸稍多，今

年上半累計供直接食用之漁產量為 684,200

公噸，則較去年同期累計之 547,700 公噸增

加 24.9%。 

6 月份供冷凍加工之漁產量為 62,700

公噸，稍低於去年同期之 64,400 公噸，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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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累計產量為 363,500 公噸，較去年同期累

計之 324,800 公噸增加 11.9%。 

罐製品原料 6 月份漁產量為 16,500 公

噸，高於去年同期產量 10,300 公噸，上半年

累計罐製品原料漁產量為 124,000 公噸，遠

高於去年同期累計之 55,300 公噸。 

生鮮魚產品 6 月份產量為 29,900 公

噸，高於去年同期之 23,600 公噸，上半年累

計產量為 182,300 公噸，較去年同期累計之

151,800 公噸增加 20.1%。(於仁汾，摘譯自

FIS World News 2011/9/5) 

日本支助秘魯29萬美元經費 

協助山區兒童補充營養成份 

秘魯政府日前宣佈將推行安地斯高地

區域居民食用魚類計畫第二期，希望透過該

計畫推行解決該區域內營養不良的問題，該

項計畫由秘魯漁業部副部長羅西奧巴里奧斯

所倡議，開始在秘魯阿亞庫喬、阿普里馬克

以及萬卡韋利卡等山地區域推廣食用表層浮

魚，第二期計畫日本海外漁業合作基金

(OFCF)將資助 293,000 美元。 

該項計畫第一階段主要進行有關安地

斯高地區域水產品供給與需求分析，透過不

同產品開發，以了解高地地區人民消費情

況，結果發現乾製鯷魚為接受度最高的產

品，第二階段則著重於標準產品的開發，將

相關技術資訊轉移給加工廠，透過中央政府

社會支援計畫將這些產品平價提供給高地區

域人民食用，並將普諾區列入第二期計畫

中，另針對伊拉維這類偏遠地區增加投入建

置冷凍設施，未來將提供這些高山地區冷凍/

生鮮鯷魚及竹筴魚，以提供當地兒童足量動

物性蛋白質、維他命、礦物質以及 Omega-3

魚油。(於仁汾，摘譯自 FIS World News 

2011/9/5) 

美國持續重建過漁魚種資源 

達到永續利用維持經濟發展 

美國聯邦政府官員說，在美國水域中將

近四十種魚種處於過漁，但持續進行重建，

使魚類資源有所進展並減緩過漁。 

根據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

年度報告，從 2009 年到 2010 年底魚類捕撈

量處於超高水平，其中過漁的魚種包含美國

東北海岸的鱈魚、墨西哥灣的紅鯛（ red 

snapper）及美國西岸的太平洋黑鮪。 

漁業官員表示，在這些年來許多重要魚

種資源已有明顯的改善。美國 NOAA 漁業局

局長艾力克斯瓦布（Eric Schwab）說，已有

21 種魚種從 2000 年起開始重建，於 2010

年已回到健康水平，包括美國東北海岸的 3

大魚種（黑線鱈、大西洋明太鱈及狗鱈）。 

艾力克斯瓦布局長在聲明中表示，美國

已到了轉折點，因發現重要魚類數量正在回

復成長。 

NOAA 每年發行報告提及全國各地漁撈

活動及魚類種群數量水平的概況。 

整體而言，約有 16％的魚類到去年底止

仍處於過漁，且其捕撈量長時間超過魚類可

承受的程度。約 23％的魚類資源處在過低的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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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些數字與 2009 年相較並未有所

改善，但依整體魚類來看，已有改善的跡象。 

NMFS 透過所謂的魚類資源可持續性指

數評估國家漁業的永續性，其中完成 230 種

魚類種群評估。評估指數的數值已從 2000

年的 357 提高到 2010 年的 583；此項數值

最大可能值可達到 920。 

根據 NOAA 報告顯示，商業及休閒漁業

一年的產值大約 720 億美元，並提供 190 萬

個就業機會。NMFS 永續漁業處代理處長艾

蜜莉馬修斯（Emily Menashes）表示，全部

漁業完成重建將會再增加 50 萬個就業機

會，經濟亦會成長 310 億美元。 

渠表示透過持續的投資、科學評估以及

永續管理，可預期發生過漁的情況持續下

降，並重建更多的漁業，如此將可讓資源永

續以及經濟持續發展。(轉載自國際漁業資訊

第 226 期) 

過漁將造成龐大經濟損失 

資源穩定漁民收益可增加 

皮 尤 環 境 組 織 （ Pew Environment 

Group）委託非營利組織環境信託基金會

（Ecotrust）提出「過度捕撈對商業性漁業所

造成之隱性成本」（The Hidden Cost of 

Overfishing to Commercial Fishing）報告指

出，由於過去數十年之過度捕撈，商業性漁

民在 2009 年損失 1 億 6,420 萬美元，該年

收益僅達潛在收益之 25%。該報告探討長期 

過度捕撈所造成之衝擊，著重於魚群資源枯

竭造成之收入損失，受到最嚴重衝擊的地

區，分別為墨西哥灣、南大西洋及新英格蘭。 

根據該報告，過度捕撈已造成 20%美國

重要商業海洋魚種資源之枯竭，包括真鱈、

鰈魚、笛鯛及石斑等魚種。由於魚種資源量

下降，新英格蘭商業型漁民損失 1 億 4,900

萬美元，墨西哥灣的商業型漁民損失 1,230

萬美元，南大西洋水域的商業型漁民則損失

290 萬美元。倘魚群資源位於更健康的水

準，漁民的收益可增加 16∼32%。 

造成收益減少的原因在於，從北卡羅萊

納州至佛羅里達州的南大西洋水域，紅鯛

（ red snapper ）、 赤 點 石 斑 魚 （ red 

grouper）、雪花石斑魚（snowy grouper）、

真鯛（red porgy）及條紋鋸鮨（black sea 

bass）等商業魚種資源量有限，而墨西哥灣

水域之紅鯛、小鱗喙鱸（gag grouper）、圓

斑擬鱗魨（gray triggerfish）及紅魽（greater 

amberjack）等資源量亦下降，對佛羅里達

州、阿拉巴馬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娜

州及德州等州之商業型漁民造成負面影響。 

Ecotrust 調查的魚種族群量已數年，甚

至數十年位於低水準，資源量低對漁業造成

的經濟損失大概已持續多年，並可能持續損

害商業性漁業。過度捕撈危害依賴海洋資源

維生的人和沿岸社區，因為魚群資源量下降

造成可利用的魚類減少，漁業管理者亦須削

減漁撈水準，並採取其他困難的步驟以復育

資源。但倘以可持續性的方式，以資源狀態

健康的魚群為捕撈對象，則漁獲量及潛在銷

售量將長期達到最大值。(轉載自國際漁產貿

易訊第 103 期) 



國 際 魷 業 動 態 

西班牙 

第 35 週西班牙加利西亞市場鎖管交易量增加 1%，從第 34 週之 1.94 公噸增至 1.95 公

噸，市場價格從每公斤 13.65 歐元下跌至 11.24 歐元。 

馬德里市場重要冷凍魷魚第 35 週交易或價格情形如下：鎖管 10.01 公噸(第 34 週為

10.32 公噸)，各規格交易價格為 18 公分以下 5.2 歐元/公斤、18-25 公分 5.4 歐元/公斤、25-30

公分 5.5 歐元/公斤、30 公分以上 5.6 歐元/公斤；美洲大赤魷 5.2 公噸(第 34 週為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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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9/7) 

國 內 漁 業 要 聞 

秋節當令營養美味秋刀魚 

政府掛保證安全又有保障 

農委會漁業署表示，我國漁船所捕的秋

刀魚產於西北太平洋公海海域，每年的 8 月

至 10 月，也就是中秋節前後的一個月左右，

是秋刀魚的盛產期，此時所捕的秋刀魚最肥

美，為最當令的漁產品；截至今年 8 月底止，

已有 7 艘次秋刀魚運搬船，自漁場載運秋刀

魚返港，數量近 1 萬 3 千公噸，供應國內及

國外市場需求，目前市場貨源充足，正是品

嚐秋刀魚的最佳時令。為推廣最當令的秋刀

魚，該署於 9 月 5 日上午舉辦「政府掛保證

─營養美味秋刀魚」記者會，現場邀請到有

「食神主廚」之稱的王政彰主廚現場製作秋

刀魚料理，該署強調，我國漁船所捕秋刀魚

衛生安全，無輻射污染，同時，秋刀魚富含

DHA 及 EPA，營養價值高，請國人多多選

購，安心享用。 

政府掛保證，安全有保障 

農委會表示，今年東日本大地震造成日

本福島核電廠輻射外洩，引起消費者對食用

秋刀魚安全之疑慮，政府為確保消費者食魚

安全，已派遣「水試一號」試驗船於本年 5

月份及 7 月份赴漁場執行輻射偵檢工作，並

攜回秋刀魚、浮游動物及海水等樣本，經送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檢測，均檢驗合格，此

外，政府亦針對返台秋刀魚魚貨，進行輻射

檢測工作，累計所送驗 46 艘漁船之秋刀魚魚

貨樣本，檢測結果亦均合格，證明我國漁船

所捕撈之秋刀魚是安全、優質的漁產品。 

富含 DHA 及 EPA，營養價值高 

農委會漁業署指出，秋刀魚的營養價值

很高，除含有優良蛋白質與豐富的鈣質外，

並富含有預防心血管疾病的 EPA，及促進嬰

幼兒腦部發育的 DHA 等高度不飽和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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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以及多種維生素及牛磺酸，對預防貧血、

心血管疾病、視力退化及延緩老年人腦部老

化等，都有很大的幫助，因此常吃秋刀魚有

益人體健康。同時據營養專家研究分析，秋

刀魚的營養價值比起高價的進口鮭魚，可說

是毫不遜色。秋刀魚在各大賣場及傳統市場

均有販售，農委會漁業署推薦國人多多選購

最當令、營養味美且價格合理的秋刀魚。 

專 題 報 導               日本盛大迎接今年秋刀魚漁季之來臨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蕭玉田 

取材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 2011 年 08 月 23 日 

期待能夠挽回低迷的秋刀魚漁況 

秋刀魚棒受網漁業上星期從大型船隻的海上作業開始，在道東的捕撈卸貨漸漸進入最旺

盛的季節。本季到目前為止漁場所在位置明顯偏遠許多，而且魚群稀薄，捕撈作業的進展稍

嫌緩慢。九月以後，預報秋刀魚的來游量會增加，因此，大家無不期待今後能挽回往年低迷

的漁況。另外，因東日本大震災之故，三陸的產區由於受創相當嚴重，進港卸貨的比重逐漸

移往道東。可是，因處理能力或國內外對於核電廠事故的疑慮而有些不安，因此今年的秋刀

魚商品戰與往年不同。以下為本季北海道的秋刀魚在生產與通路方面的整理概要。  

漁場偏遠魚群薄弱，漁季開始漁況低調：根據全國秋刀棒受網漁業協會的消息指出，８

月２０日的秋刀魚卸貨量(流刺網以及棒受網)比去年增加 117%，達到 4,717 公噸，平均單價

約下降 47%，每箱 10 公斤約 5,428 日圓。本季 TAC 為 42 萬 3,000 公噸(約比去年增加 7%)，

7 月 8 日流刺網漁業開始揭開序幕，問題是流刺網漁業的成績一直不理想，可貴的是漁獲量

竟然超過去年，然而主要漁場卻比較偏遠一些，而且最近這些年來漁獲量一直非常低迷。魚

體大小約在 140～150 公克左右屬於中型體型，漁獲物的岸邊價格還算不錯。另一方面，棒

受網漁業也因為道東附近海域的水溫偏高之故，漁場稍微偏遠一些，7 月份未滿 10 噸的船隻，

開始作業時的漁獲量非常不理想，進入 8 月以後 10 噸以上未滿 20 噸級的漁船，以及 20 噸

以上未滿 100 噸的船隻開始解禁，但因比較近的漁場秋刀魚體型偏小只能出航到公海附近比

較遠的海域去尋找魚群。俄羅斯二百浬之海域內(從道東出發約二天二夜航程的漁場)，發現

有體型比較大的秋刀魚群之蹤跡。在花咲港，從 8 月的第 2 週開始已經出現有 200 公克級的

秋刀魚。只不過，因為魚群還是相當薄弱，供給還是顯得有些低調。在七月十五日中元節前

夕，秋刀魚的岸邊價格約落在 800～600 日圓之間。屬於重要需要期之一的中元節大部分的

商家或量販店選擇低調因應，到了 8 月 15 日大型船隻約 41 艘開始出航，18 日時在道東一帶

約有 10 艘捕獲以 190 公克級為主體的秋刀魚，岸邊價格一口氣下降至 400～200 日圓。今後

漁場會愈來愈接近道東海域，屆時若能提供鮮度好而價格又便宜的秋刀魚，到了 9 月將會是

秋刀魚商品戰最激烈的時間點，也因此大家都期待能夠挽回往年秋刀魚的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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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東的卸貨比重增加，但對處理能力稍感不安：今年三陸地區因遭受大地震與大海嘯之

摧殘受害相當嚴重，即使漁場離三陸比較近也將因為很多船隻早已整裝完畢朝道東出發了，

因此，一般預估在道東的總捕獲(卸貨)量之比率會很高。在通路方面，業者的舉動將視漁獲

狀態而定。在道東的加工業者認為「從漁季開始前在日本本州地區的業者便已開始下訂單，

而且是以生鮮的秋刀魚為主體，其次是冰藏品、鹽藏品、罐頭食品之原料以及出口品等，業

者進一步指出，今年這類的訂單將比往年多很多。」也有業者認為，三陸減產的部分將完全

被道東所取代。為了因應這樣的需求，的確有不少的道東業者有增產秋刀魚的計畫。去年的

北海道約比前年減產三成左右，數量約 8 萬 3,000 公噸，可以說漁況相當低迷，今年的確是

可以期待的一年。只不過，「道東的處理能力(冷凍能力)有一定的限度」，此一課題仍待解決

與克服呢。 

就道東的秋刀魚處理能力來說，以生吃導向為主體的大型秋刀魚，曾經創下一天約二千

公斤左右的處理量，但這也只不過是比較罕見的一天而已。道東若與三陸相比，鮮魚加工的

業者很多，但是凍結能力卻有限。如果連續三天都能處理三千公斤的漁獲量，那麼，岸邊價

格將會直接往下掉。又因為與秋鮭以及鱈魚處在同一時期，上述的秋刀魚漁船進港卸貨將會

受到影響，而且，專屬秋刀魚的凍結能力(或設備)，很可能將再度縮小。 

業者對於岸邊價格的下跌一般都比較擔心，因此會對生產者在捕撈額度上給予限制。三

陸地區的捕獲量確定將會減少的狀況下，捕撈限制若長期導入實施時，漁獲量將會與去年一

樣「比 TAC 額度還要大幅下降」，而且更令人擔心的是「進口的秋刀魚將愈來愈多」。就道東

的加工業者來說「岸邊價格雖然說會隨著供給動向而產生上下變動，但是，若能維持穩定的

價格這將有助於商品的流通。」除此之外也出現「不要有所限制，應該讓捕撈回歸自然的態

勢才對」的聲音。 

再者，隨著核電廠事故之發生，人們非常擔心是否漁獲物會遭受到放射線物質的汙染。

也因此，業者在冷凍品的庫存方面進貨的舉動並不積極。而且「出口需求會如何演變尚不得

知」的聲音也時有所聞，在前景尚未明朗的狀態下當然通路業者會很擔心。在期待需求增加

以及憂心處理能力不足的雙重因素交錯下，有業者也表示「今年將會是很艱難的一年」。 

季節的美味以北海道出產的秋刀魚為首 

體型超過二百公克的大型秋刀魚：在暑氣難消的八月裡，日本東京的築地市場，因日本

東北發生前所未有的大災難，有些漁港遭受嚴重的損害而導致鮮魚的交易預估比前一年減少

一至二成左右。在此一氛圍中，生鮮的秋刀魚魚體大小在八月上旬一口氣偏向大型化。七月

十五日中元節前雖然說不上大量進貨，但是一天卻能超過五千箱，例如 8 月 11 日就進貨 7,778

箱的鮮魚。上市公司大都魚類鮮魚部的岩見健司課長表示，「跟去年相比，7 月的營業額增加

了 1.5 倍，8 月初稍微低迷一些，到了八月下旬好不容易開始好轉，希望此一榮景能持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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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只是，在中元節慶的商品戰前夕一直是中小型秋刀魚的天下，期間令人振奮的是也看

到 4 公斤 20 尾裝的大型魚有很好的表現。除此之外，最大消費所在的量販店更是難得的出

現「4 公斤 25 尾裝的出貨很少，交易市場也沒多少貨源，對量販店而言處在比較不利的狀態

(量販店比較喜歡販賣中小型的秋刀魚)。」然而，業者還是比較希望進貨量能夠增加而且魚

體體型大小能夠稍微多樣化一些。 

另一方面，就太平洋這一邊的海域海水溫度的上升來說，從七月以後，作業海域從日本

海往太平洋側海面相當快速的擴散開來。進入消費地市場的秋刀魚，到處可見鮮度不怎麼好

的漁獲物，再加上出海作業經費不見下降，因此，秋刀魚的岸邊價格始終堅守底線，當然販

賣價格也未見下滑。根據市場相關人士的消息指出，漁場的接近比任何事項都重要。亦即，

漁場近一些，出航所需花費較少，漁獲鮮度又好，消費者一旦喜歡，販賣價格自然好。 

生產、匯率以及放射線物質汙染之風險：去年漁季對俄羅斯的秋刀魚出口數量一口氣衝

到超過六萬公噸，但是今年在大震災而導致放射線物質污染的陰影下，以及匯率等週邊環境

之惡化下，可以說前景不明，因此也只能期待是否有國外的新訂單來挹注此一缺口。去年之

所以對俄羅斯出口急增的主要原因來自(1)俄羅斯的鱒魚量產導致延遲了秋刀魚的捕撈作

業，以及魚群的提早南下致原料不足；(2)韓國及台灣的秋刀魚來不及供給。在這樣的態勢下，

讓日本有很好的出口條件，而不是俄羅斯的居民對日本秋刀魚產生絕對的好感，讓業者大量

進口的結果。去年對俄羅斯出口秋刀魚佔總出口數量 8 萬 7,500 公噸的七成，而且海外市場

在三年之間成長三倍，總金額來到 66 億日圓(出口金額)，會有如此成績秋刀魚的出口功不可

沒。 

光是對俄羅斯的出口量就已經佔了總捕獲量的三分之一，今年當然預估仍會有相同的盛

況以及市場規模，問題是，三月日本發生大地震以及大海嘯，此一預期可能生變。三陸地區

的冷凍庫遭受嚴重損害，以及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之放射線物質污染禍害皆讓事態更加複雜

化，而且以往被指定的工廠如果拿不出公家機關的有力證明，今年的對俄羅斯或其他國家的

出口恐將掛零或不可能出口。放射線的問題當然不只是俄羅斯，多數的競爭國在出口的條件

中一再設限，包括限定海域或限定地區等，更出現全面禁止進口日本的漁獲物之行徑。也因

此，五月之後的出口一夕之間減少一半左右，對俄羅斯出口秋刀魚在五月時已經掛零，呈現

停滯的狀態。之後，在檢驗機關的努力下，安全證明的發放才能順利的進行，好不容易到了

六月部分的出口才重新啟動，從零開始到出口 680 公噸可說是相當難熬的一段黑暗期呢。 

根據消息來源指出，俄羅斯方面已經向台灣船出手，除了吃掉日本方面的需求外，再加

上日本船隻的自主性出航限制或是漁季初期的秋刀魚來游量不振，此時大家都非常擔心漁獲

量是否會不如預期般的盛況，另外，就是要盡速解決放射線物質污染的問題。雖然生產者這

邊已經進行自我檢查，秋刀魚的放射線物質污染並未超過基準值，但是，如果往後一旦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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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超過基準值時，一觸即發的出口停止，其風險不可謂不大，這也是令業者終日忐忑不

安之處。 

就冷凍秋刀魚的業者來說，比較幸運的是冷凍暨加工出口重鎮的銚子地區，在這次的大

震災當中受害較輕，但是另一件讓業者憂心忡忡的卻是匯率的問題。即使在加工方面相當積

極或努力，可是當匯率從 85 日圓一口氣上升至 76 日圓時，包括人事費以及高漲的包裝材料

費等，都將令公司無法獲利，進而停止出口。以上無論是生產風險或是匯率風險都將困擾著

日本的相關企業，雖然說日本的水產品品質位居世界前茅，但是世界各國的需要到底如何卻

是個變數呢。俄羅斯是否對日進口秋刀魚備受矚目。 

新製品的投入以及增產計畫：本季對道東來說一般都預估進港卸貨量一定會增加，因此，

北海道內各個加工廠都將目標集中在秋刀魚的加工上。依各公司行號性質之不同，有的公司

進行增產計畫，有的公司則投入新產品之開發。以磯田水產(厚岸)來說，今年春天時新添加

殺菌的加工機具，開始進行秋刀魚蒲燒製品的加工。但因碰到日本東北的大災害，磯田水產

的順治社長研判「未來加工食品的需求一定增加」，到了八月上旬，該公司每天平均生產六千

盒(二尾裝)的秋刀魚。為了讓常溫流通愈來愈旺盛，該公司也試圖開拓此類產品之販賣通路。 

根據 JF 釧路市漁會綜和流通中心(位在釧路)的消息指出，本期加工食品的增產已進入眼

簾，販賣方面則認為如果是產地加工將以生魚片用的『單品凍結魚片』最被看好，而且在全

國各地的生協(生產合作社)都有販賣。另一種商品是背開秋刀魚的『味醂乾製品』，利用油炸

粉就可以簡單料理，方便性十足是一充滿魅力的商品，在全國各生協也都買得到，去年約賣

出二十萬盒。生鮮、鹽漬、罐頭、出口以及煉製品(魚丸)等販賣的多樣化讓北海道內的笹谷

商店光是一年就消化掉一萬公噸的秋刀魚。該商店在加工食品方面今年將再開發『辛辣口味

的秋刀魚』(山葵浸漬)、『醬油風味秋刀魚』以及『蒜頭風味秋刀魚』三種來販賣。這些商品

都是以北海道大型的秋刀魚做為原料，再利用不同的調味開發出不同口味的商品。兼由公司

(根室)在獲得廣大通路之後，持續開發出殺菌加工的系列商品，如甘煮、味噌煮、水煮等，

另外則是剖開式商品系列以及魚排等商品，後者預計 11 月將開始出貨。其次是，新鮮秋刀魚

的販賣，從產地至消費地利用零下的溫度帶進行商品的通路販賣，今年預計推出『冰溫』食

品，特別是冰溫秋刀魚的販賣即將問世。釧路丸水(白糠)，今年生鮮秋刀魚的保麗龍箱裝商

品預估會熱賣，在加工食品方面，公司抱持著供給增加的信念與因應對策，例如鹽漬秋刀魚

可說是隔了三年之後重新生產製造，在本漁季初期，公司獨創的調味秋刀魚『蒲燒秋刀魚』

也預定屆時推出販賣，今年的生產量預計會比去年增加，並朝增產計畫方向前進。堀內水產

食品(小樽)，在去年全國水產加工食品展中獲得水產廳長官賞，商品出貨急速增加的『炙製

秋刀魚』便是採用釧路產秋刀魚所製成的。大型秋刀魚整尾食用的豪邁，以及噴鼻的香氣、

調味的絕妙等都讓秋刀魚成為伴手禮的首選，也成為北海道內外的人氣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