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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漁 業 資 訊 

阿根廷魷釣漁季2月1日開始 

有23艘阿籍魷釣船出海作業 

阿根廷專屬經濟海域魷釣漁季於 2 月 1

日正式開始，業者在經歷過連續 3 年低漁獲

量苦日子，今年又將遭遇高營運成本及市場

萎縮的雙重打擊。 

根據阿國政府漁船監控資訊顯示，目前

約有 23 艘魷釣船在南緯 44 度以南作業，大

多數作業船聚集在 46 度 36 分以及 46 度 26

分海域作業，部份漁船則在專屬經濟海域外

與其他國家魷釣船一起作業，估計每日捕獲

量約在 8 公噸上下。 

阿根廷國家漁業研究暨發展中心也將在

近期進行海上調查，以估計南巴塔哥尼亞系

群資源量，另外也將調查其他系群聚集分布

區域，此次海上調查將持續 26 天，調查範圍

介於南緯 45 度至 51 度間，水深 50 公尺至

400 公尺之海域。 

官方統計資料顯示累計至 2 月 2 日止，

阿根廷魷漁獲量為 946.2 公噸。（於仁汾，譯

自 FIS-World News，2012/2/3） 

南方共市會員國封鎖福島船隻 

福島人民將尋求方法突破禁令 

福克蘭群島漁業局局長約翰巴頓表示，

包括阿根廷、巴西、巴拉圭、烏拉圭、委內

瑞拉、古巴、玻利維亞、厄瓜多、尼加拉瓜、

聖文森、格瑞那達、多明尼加、安地瓜及百

慕達等南美洲共同市場會員國及部分中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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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國家禁止懸掛福島旗船隻進出港口將不會

有任何效果，福島人民將會想出解決方法突

破禁令，也逼使福島人民將會更獨立遠離中

南美洲國家。 

「漁業」，每年為福島帶來 700 萬英磅的

收入，進出港禁令實際上影響的船隻數量僅

有 20 艘，且巴西與烏拉圭也宣示只要船隻換

旗不懸掛福島旗幟仍可進出此二國家港口，

福島船隻將換掛英國商船旗以進出巴西及烏

拉圭港口。 

另外福克蘭群島正在改善碼頭基礎設

施，以提昇船隻不靠港直航歐洲的航行能

力。（於仁汾，譯自 FIS-World News，

2012/2/8） 

FAO代表團至阿根廷拜會 

檢核負責任漁業行為準則 

FAO 代表團 2 月 9 日抵達阿根廷，針對

「負責任漁業行為準則」之履行進行檢核。

此行 FAO 代表團將拜會阿根廷政府漁業部

門、聯邦漁業委員會以及國家漁業研究暨發

展中心，此外 FAO 代表團亦將拜會家計型漁

業及沿岸漁業漁民組織，該代表團預計在 2

月 13 日離開阿根廷。 

「負責任漁業行為準則」在 1995 年通

過，其目的在於促進漁業長期永續性，該準

則設定國家層級負責任實踐之原則及國際標

準，在維護生態系及生物多樣性之準則下，

以確保水生資源保育、管理及漁業發展，此

外「負責任漁業行為準則」內涵包括考慮漁

業在食物供給、經濟、社會、環境以及文化

的重要性、所有漁業參與者的利益、資源生

物特性、消費者及其他使用者的利益等。 

目前已經超過 50 個國家宣示自願性遵

守「負責任漁業行為準則」。（於仁汾，譯自

FIS-World News，2012/2/9） 

日本船凍赤魷冬季作業停擺 

產量恐掛零對產業影響甚大 

往年的這個季節，日本三陸外海的船凍

赤魷冬季作業正如火如荼的進行，但今年則

全不是這麼回事。由於赤魷的資源調查結果

顯示其狀態恐不佳，加以日本海側的捕撈日

本真魷作業正夯，以致造成今年與往年不同

的特殊狀態。 

每年日本的赤魷作業可分兩期，夏季在

北太平洋海域作業，冬季則在三陸外海作業

等兩種形態。冬季作業大概在每年 12 月，最

遲也在隔年一月即可開始，並一直持續至

2~3 月止，捕撈的漁獲以八戶為主要卸魚港

口。但是今年 1 月份已經過去，卻仍然看不

到捕撈赤魷的漁船作業。目前中型魷釣船仍

在山陰至九州外海捕撈日本真魷，若是二月

中旬以後仍持續此種狀況，可以預測今年冬

期的赤魷供給量將為零。 

赤魷的冬季作業在 2007 年時由於漁況

甚差，創下僅捕獲 254 噸漁獲之新低記錄，

而今年冬期資源狀況差，若無法形成漁場，

也可能造成供給量掛零之狀態，現階段與去

年同期的作業情況相較，65 艘作業船捕獲

3,492 噸的盛況相差甚遠。 

由於赤魷的價格水準較日本真魷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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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莫不寄望今年 1~3 月的冬期作業能彌補一

下年度收益，而此情此景也將對漁家經營造

成致命的一擊，且因近年來漁獲不穩定，作

為加工原料之需求也有縮減的傾向，對整個

產業影響甚大。(吳金鎮，譯自日刊水產經濟

新聞，2012 年 2 月 6 日) 

日本研發水中可視化聲納 

可有效掌握水產資源狀況 

由日本水產綜合研究中心水產工學研究

所主辦的「平成 23 年度水產工學相關研究開

發推進會議」於 2011 年 12 月 6 日在東京召

開。會中討論利用尖端科技使可視範圍拓展

到水中，該可視化科技產品不僅可用於調查

研究用途，更可落實到漁業及養殖的現場，

有助於振興產業。 

水產工學研究所水產情報工學組主要研

究員赤松友成和古野電氣及東北學院大學合

作，模仿海豚的高準確度超音波聲納能力，

研發利用高出力發出短音波的聲納。實驗拍

攝到日本鯷的魚群影像，幾乎能清楚辨識每

尾魚，成功發揮高度的空間分解能力。未來

將為魚鰾、耳石及骨骼等因「魚」而異的聲

音反射體建立資料庫，如此即可同時迅速由

遠距離掌握多種魚類資源量，從而提出利用

海豚式聲納的全新水產資源管理方式。 

日本海區水產研究所主任研究員本多直

人針對利用超音波的水中觀察影像化，介紹

具有極高解析度的「音響攝影機」之特性。

即使是在黑暗中缺少光源拍攝的影像，解析

度高到不但能辨識生物種類，身長也很容易

測定。就連過去利用超音波儀器難以辨識的

水母類也是如此。音響攝影機不僅利用在魚

群的分布調查與行動觀察，也可配合測量軟

體而利用在養殖魚的成長管理上，從事廣泛

運用。 

針對未利用資源的開發，也有報告提出

利用音響調查的資源管理方式。例如被當作

高品質魚粉及魚油新素材而成為商品的日本

穆氏暗光魚，人們對於其行動生態與資源量

尚無充分認知。為了資源永續利用，水產大

學校濱野明教授說明一套定量立體的音響計

測法，利用計量魚群探測儀加上多音束探深

儀挑戰實證試驗，從而發現日本穆氏暗光魚

獨具特色的日夜垂直移動。 

與會者在綜合討論當中，對於「使水中

看得更清楚」的技術發展應如何反映到漁業

及養殖業之運用交換意見。（轉載自國際漁業

資訊第 230 期） 

越南設定今年水產品出口額 

期望能達成65億美元之目標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預測，今

年全球水產品需求量將大升，但產量將下

滑。在此情況下，越南有關當局相信其水產

品出口額提高計畫可望實現，越南擬將水產

品出口額由 2011 年 60 億美元提高至 65 億

美元。 

根據 FAO 預測，從 2012 年到 2015 年，

每人每年水產品消費量將以每年 0.8%的幅

度成長，需求量則以每年 2.1%的幅度成長，

且有可能出現供不應求的現象，原因包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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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漁業受天災衝擊、泰國及越南養殖蝦類爆

發疫情及鯰魚養殖業成本大幅上揚等問題。 

越南水產品出口暨加工協會秘書長表

示，泰國因洪澇影響，其 2012 年蝦類出口

量將大幅降低，其他蝦類出口國亦面臨問

題，如中國養蝦業生產力因嚴寒受阻，印尼

養蝦業則受病毒感染所苦。此外，美國、歐

洲及日本等全球最大蝦類進口國的蝦類產量

預期將降低。雖然泰國公司已逐步提高對美

蝦類出口量，但受泰國洪澇影響，美國進口

商對泰國蝦類抱有食用安全的疑慮。專家相

信這對越南是絕佳機會，有助於該國提高對

美蝦類出口量。美國亦為越南鯰魚之最大消

費國。 

根據最近一份報告顯示，全球養殖水產

品年產量自 2000∼2008 年間的 3,240 萬噸

成長至 2010 年 5,250 萬公噸，上升約 60%。

預計 2012 年養殖水產品將供應全球水產品

總消費量 50%以上。然而儘管水產養殖有助

於改善全球糧食安全問題，但水產養殖發展

程度卻因地而異。目前亞太地區是公認的主

要水產養殖區，全球前 15 大養殖水產品出口

國中，有 11 國位於亞太地區。其中中國為鯉

科魚類最大出口國，泰國、越南、印尼及印

度則主導中小型蝦類養殖，挪威及智利則為

主要鮭魚養殖生產國。 

越南農業暨農村發展部表示，2012 年該

國預計生產 535 萬噸水產品，包括 220 萬噸

捕撈水產品及 315 萬噸養殖水產品。（轉載自

國際漁產貿易訊息第 108 期） 

1月份阿國漁業產出阿魷增加 

總產量較去年同期減少約18% 

根據阿根廷官方統計資料顯示，1 月份

漁業產量為 22,555.2 公噸，較 2011 年同月

27,437.1 公噸減少 17.8%，其中魚類為

20,180.8 公噸、甲殼類為 1,414.7 公噸與貽

貝類為 959.7 公噸，魚類產出較去年同期之

21,315.6 公噸減少 5.4%，貽貝類則增加

2.3%，甲殼類則大幅減少 72.8%。 

漁業產出中以狗鱈 11,916.8 公噸為最

高，較去年同期之 9,110.6 公噸增加 30.8%，

其次為蝦類 1,035.6 公噸，較去年同期之

4,962.1 公噸減少 79.2%，其次分別為阿魷

946.2 公噸(增加 26.6%)、鮃鲽 706.8 公噸、

石首魚 513.8 公噸、星鯊 318.7 公噸、海鯛

200.7 公噸及福氣魚 36.7 公噸。 

馬德普拉塔港卸魚量 17,330.6 公噸，為

阿根廷最重要卸魚港口，其次分別為勞森港

1,708.7 噸、准將港 996.8 公噸、馬德林港

838.2 公噸、得塞阿多港 592.1 公噸。 

漁業別產出則以生鮮公海作業漁船

12,618.8 公噸為最高，其次分別為沿岸作業

船 6,896.8 公噸、河口作業船 1,091.6 公噸、

魷釣船 822.9 公噸及拖網船 727.4 公噸。（於

仁汾，譯自 FIS-World News，2012/2/8） 

國 際 魷 業 動 態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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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公噸(第 5 週為 10.9

公噸)，第 6 週各規格交易價格為 18 公分以下 6 歐元/公斤、18-25 公分 6.2 歐元/公斤、25-30

公分 6.3 歐元/公斤、30 公分以上 6.4 歐元/公斤；第 6 週美洲大赤魷 3.8 公噸(第 5 週為 6.7

公噸)；阿根廷魷各品項價格為 24-30 公分淨後胴體 3.1 歐元/公斤、20-24 公分淨後胴體 2.9

歐元/公斤、15-20 公分淨後胴體 2.9 歐元/公斤、18-22 公分胴體 2.1 歐元/公斤、23-28 公分

胴體 2.3 歐元/公斤、28 公分以上胴體 2.85 歐元/公斤、魷圈 2.2 歐元/公斤。 (於仁汾，摘譯

自 FIS-Market Reports， 2012/2/8) 

專 題 報 導                     日本水產業的基本實力(下)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蕭玉田 

取材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 2012 年 01 月 01 日 

水產大學校師生的思維 

首先是提供孩子們好吃的魚類：如何才能讓孩子們比目前更接受魚類呢？參加座談會的

學生竹口說，在肉品系中應該要有魚類套餐的設計才對，例如，以前的年節料理當中常常出

現鱈魚以及鯡魚子等，它們都是以魚料理為中心。之所以沒辦法吃到魚，我想那是因為提供

魚料理的方式應該已經不合時宜了。如果說餐廳的套餐也都採用魚類，類似聖誕節或除夕夜

等節日，應該也可以賣得不錯才對。例如聖誕節燒烤鮪魚就是一項很不錯的料理。集會或聚

餐等場合所指定的料理如果都有魚料理應該也很不錯，而且，學校的營養午餐等若能像聖誕

節般都推出不錯的魚料理，小朋友們應該會很高興才對。杉本說，如果吃不到好吃的東西，

我不認為誰還會有興趣或是想吃的念頭。小學的料理實習課若能將魚類作為簡單的實習對

象，或許會有意想不到的成果。若能從孩童時代就給予接觸魚類的機會，對推動吃魚文化的

日本來說意義非常大。小玉說，魚類的調理食品太少了，若能推出簡易的魚類料理或食品應

該很不錯才對。例如，為何在便利商店內沒有擺放魚類的調理食品呢？在國外處處可見魚類

以及相關的零食或即食食品之擺放，可是在日本卻沒有。此外，對學生來說若能利用相關照

片來加深印象也是一個不錯的點子。古賀說，小時候一直掛在嘴邊的話語，如果學校的營養

午餐能夠稍微改善一下不曉得有多好，我個人居住在內陸，那裡幾乎看不到來自海裡的魚類，

如果在一個月當中能夠吃到十幾種魚，或是創造更好的吃魚環境，對魚類感興趣的孩子應該

會愈來愈多才對。加藤說，就漁獲物本身來說，在超市的價格還頗高的，如果與一般的肉類

相比，我認為價格還是太高了，魚類給我的印象一直是販賣價格很高，價格若能低一些應該

很不錯，而且在特殊的日子裡，也應該推出魚類的特別料理，小孩們應該會特別感興趣才對。

吉村說，漁獲物被捕之後的冷藏或冷凍技術(亦即保鮮技術)，應該要更進步才對。也因此，

除了好吃之外，如果能夠提供新鮮的漁獲給消費者，那麼，消費者也應該更有興趣去消費才

 5



對。 

漁會也需要推銷漁獲物的營業人員：消費者與水產業之間的鴻溝如何化解呢？竹口說，

之前曾參加山口縣的地方產業負責人講習會，期間得知 JF 在營業方面根本沒有聘僱或派遣專

業的營業人員。設想，抓了魚卻沒地方銷售或賣不出去，不知結果會是如何，當然我個人會

為此感到不安，也會為漁民們抱屈。如果在漁會內部能夠安排對營業很嫻熟的人員，狀況應

該會有所改善才對。如果漁會內設有營業部，那麼附近的飲食店以及觀光客等將會相當感興

趣，也會對漁獲物更加有好感才對。杉本說，我自己會做產品的包裝設計，雖然說要花費很

多金錢與精力，但也會因此而利用媒體廣告等而將商品宣傳出去。例如，乘船的一日旅遊，

其餐點中便有來自垂釣的漁獲物，這樣的配銷當然也可以由旅行社自己來完成。如果能夠將

自己所釣的漁獲物，作成美食料理，那麼，一般人或是消費者也將會因此而更進一步了解水

產業的艱辛以及美好的一面。小玉說，無論是誰都會想要進一步去了解或做充分的調查自己

所喜愛的事或物，漁獲物的存在也會是如此，因此，從小應該要開始增加接觸漁獲物的機會

才對。古賀說，下關市已經將鮟鱇魚予以商標化，並做為當地的名產，然而知道這些訊息的

人並不多，真是令人遺憾，應該在資訊方面加強宣傳，例如，在公車或電車內外貼廣告加以

推廣才對。加藤說，反過來說，應該要特別注意到底消費者想要什麼或是需求在哪裡。如果

沒辦法把握消費者的需求，不但消費者買不到，漁民或業者也將賣不出去，水產業界應該在

這方面加強佈局或構思才對。吉村說，的確應該要積極的在資訊方面加強行銷才對，否則，

年輕族群將會愈來愈遠離漁獲物。 

做為消費者與漁民之間的橋樑：在座談會上當司儀問到今後在水產業應該要如何作為才

能突破目前的困境時，竹口說，只憑自己一個人能力是不夠的，必須與各個領域的人通通結

合起來，或是採取異業結盟的方式，如此一來成功的機率才會提高。當事情發生了，不但可

以駕輕就熟的處理，也可以創造很好的對話窗口，因此，就水產業來說，應該積極從事組織

架構的改造，以及尋求未來的出路，或是讓水產業能夠更活化才是重點所在。杉本說，首先

要做的事情，個人認為應該是有關日本東北大震災地區的水產業復興工作，其次才是要如何

拓展水產業。不僅是水產業界應該要聽聽其他產業等之意見，如果有好的、值得學習與效法

的，都應該納入或參考並推動之才對。小玉說，從今天的座談會當中才知道自己對於水產業

還是不夠了解，必須再加強以及研讀才對。為了讓水產業得以永續發展，除了自己必須有充

沛的體力與毅力外，積極的學習知識與技術才是個人應該要努力的地方。古賀說，目前在學

校所學到的知識還要加以磨練才是，將來預定到養殖場所去謀職，希望能以身作則貢獻在水

產業，也希望自己將來能成為消費者與漁民們之間最優秀的溝通橋樑。加藤說，今年春天之

後就會到超市去上班，自己也是從事與消費者之間有密切關係的工作，除了透過報章雜誌或

媒體等宣傳之外，也會在職場上將盡自己所學，以提供給消費者更新鮮的漁獲物，以及更美

味的料理。吉村說，無論如何，都要想盡辦法讓水產品能夠變得更好吃，不論是加工或是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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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面，並且要讓消費者在購買時能夠安心，吃的時候能夠享有安全的保障等，這些事項都

需要水產業界同心協力才得以完成。而且 HACCP 以及 ISO-22000 品質管制的學習教室之舉

辦與參加更是今後的重點所在。 

第七次產業化改革 

各地方相互合作：就「漁業」來說，它只進行到六次產業化而已，也因為如此，漁業顯

得太脆弱了。這也是從事水產業的綾香良浩代表心中一直存在的疑惑且無法釋懷的問題。綾

香代表居住在長崎平戶市的平戶島上，祖先三代都從事定置網漁業，綾香代表已經是第四代

了。從 2002 年開始，為了成為真正的漁夫，決定從定置網開始出發，約在 2008 年之後，從

平戶島週邊海域所捕撈的漁獲物開始提供給某一家餐廳之後便開啟了他另外一個人生，其

實，在某種意義上他是在履行六次產業的地方化政策。就日本政府所推出的六次產業化政策

之後來說，大多數人都認為『產地之間的競爭愈來愈激烈』，如果居住在離島的居民要將漁獲

物運送至中央拍賣市場必須經過一番舟車勞頓。另一方面，如果要真正履行政府的六次產業

化政策，光靠水產業是不行的，畢竟，水產業界的能力有限。 

吾人從漁民居住的環境四周來分析不難發現，在每一個地方半農半漁的家庭非常多，而

且也處處可見從事稻作以及畜牧業的人民。不只是漁業，其他產業也是如此，因為在島上可

做的事情太多了，而且好東西一大堆，能夠不去做做看嗎？為了讓六次產業化能夠徹底執行

並且也要讓地方經濟活絡起來，「七次產業化」也不妨試試看。 

從半農半漁的離島開始：平戶島在地理位置上非常重要，是海內外交通必經之地，在島

上的歷史古蹟也不少，除此之外，豐富的島上資源以及自然景觀，在觀光上充滿著無限的魅

力。雖然如此，由於需求的變化等因素，觀光客源愈來愈少，島上經濟已陷入困境。綾香代

表認為，時代變化非常快速，行動或執行速度遠比不上變化的速度，只希望讓平戶島能恢復

往昔的風光與魅力，並重新站起來。況且，如果在島上只是自己賺到錢，而島上居民愈來愈

少，那麼，生活也會愈來愈無趣。最大的願望是讓島上的居民每個人都能快快樂樂的生活，

都有錢賺，都能安居樂業。 

目前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新鮮漁獲物的通路要如何建立，以及平戶島所產的稻米要如

何擴大行銷？在平戶島上，稻米採用無農藥耕作的農家還是很多，光是以此作為出售的賣點，

想要賣出島上的稻米並不困難。另一方面，在島周邊海域所捕獲的漁獲物因慕名前來採購的

飲食店業者每日都可見其蹤影。綾香代表看見前來採購的業者，除了提供所需的漁獲物外，

也積極的推銷平戶所出產的稻米，當然，自己也跟稻米生產者站在同一戰線上，充當營業員

賣力的推銷。 

漁民為何要賣稻米呢？漁民賣米的時間點，一般都會比營業員還要早先一步。這是新的

思維，也是在其他行業所看不到的光景。為何會如此？為什麼漁民要賣米呢？那是因為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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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也許有一天自己也會回家賣米呢！綾香代表認為農業及水產業乃是

相互扶持的關係，二者缺一不可，而且二者都必須在每個地方上販賣。現年才 37 歲的綾香代

表，家中有就讀高中的小孩，為了讓小孩能夠繼承家業，於是讓他去讀水產職校，儘速讓孩

子的心定下來，並提早規劃未來的一切，這跟自己孩童時代不一樣，現今的社會必須比他人

還要早決定未來的出路才有勝算。 

目前的工作愉快嗎？去年一月，為了活絡城市街道，成立了民間團體『歡笑』，成員包括

旅社經營者、舞蹈老師等。一般而言，成為漁夫之後，在人際關係上想要相互往來的機會將

會愈來愈少，除非出走到外地或去城市工作。也因為如此，常常無法將所捕獲的漁獲物完全

賣出去，綾香代表的感觸特別深。由於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是定置網漁業，因此，自己也開始

摸索如何經營餐飲店以及觀光業。可能也是事業的關係，另一方面也任職地方團體的代表，

每天都非常忙碌，雖然如此，畢竟是從善如流或是自然的趨勢，其實，自己每天也非常快樂。

不只是水產業，地方的景氣下滑乃是全國各地一致的現象，不過，只要既有的觀念一瓦解，

人人都有機會出頭天。 

真正的漁業現場體驗：前述的定置網並非觀光式的定置網而是一般型的定置網，真正的

用意包括推銷定置網漁業，以及讓觀光客真正體驗漁夫出海捕魚的辛苦與樂趣。由於來平戶

島觀光的客源愈來愈少，為了集結個人觀光客乃與地方政府合作，推出能夠與漁夫一同出海

捕魚的旅遊行銷方案。出海集合時間一般是早上六點，如果是夏天則為早上五點三十分，雖

然是全程規劃旅遊，但是並不影響真正的捕魚作業。出海之前除了必須穿著救生衣外，該有

的安全措施講習也不可免，出海之後的揚網、漁獲處理、返航後的漁獲料理等都必須自己來，

真正的體驗漁民在海上的作業舉動與居家生活。雖然過程很辛苦，但是，當漁獲料理端上桌

之後的美味與享用，卻會讓人暫時忘掉過去的辛苦。 

從漁業現場之體驗藉以開創人脈與人才聘僱：漁夫體驗活動是從 2002 年開始，當年來

了 285 人，到了 2010 年時增加至 1,540 人。雖然如此，與其說是來參加漁夫的新體驗，倒

不如說是來約會的還比較恰當。綾香代表如此表示，藉由漁夫以及出海的新體驗，其中不少

是餐飲店業者，當然也趁機與他們結盟，也因此，在島上所經營的新餐廳『媽媽的手』更是

順應觀光客的要求所成立的，他們希望在觀光旅遊之後、新體驗之旅之後能夠享用或品嚐當

地新鮮漁獲物的美味。 

早上集合的時間雖然很早，但是觀光客半數以上都住在島上的飯店或旅社，若加上購買

當地的名產，2010 年根據市公所的初估，光是住宿者的總消費金額就達到 1,200 萬日圓以上。

『媽媽的手』餐飲店的人員雇用也創造不少當地居民的就業機會，具有莫大的價值。其次是，

漁會青年部活動的舉辦也招募了不少當地的孩子們，漁夫新體驗時所成立的『水產教室』等，

光是在 2005 年就增加不少新加入漁業的人士，這些種種舉動或活動所帶來的經濟效益真的

很難去估計。(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