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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漁 業 資 訊 

阿根廷前2個月水產出口衰退 

出口量值分別減少13%及9% 

根據阿根廷官方統計資料顯示，2012 年

1-2 月阿國水產品出口量為 48,275 公噸、出

口值為 1 億 5,260 萬美元，出口量值較 2011

年同期之出口量值 55,697 公噸與 1 億 6,810

萬美元分別減少 13.4%與 9.3%，水產品出口

中魚類 35,015 公噸(出口值 8,920 萬美元)、

貝類及甲殼類共 13,260 公噸、出口值 3,530

萬美元。 

單項水產品出口以狗鱈 15,831 公噸為

最高(出口值 3,530 萬美元)，其出口量值較

2011 年同期分別增加 18%與 20.6%；其次

為蝦類6,359公噸(3,340萬美元)、鯷魚5,498

公噸(出口值 1,270 萬美元)、阿魷 5,113 公噸

(出口值 1,190 萬美元)、黃魚 2,858 公噸(出

口值 530 萬美元)、福氣魚 1,687 公噸(出口

值 400 萬美元)、扇貝 1,003 公噸(出口值

1,220萬美元) 、石首魚 970公噸(出口值 200

萬美元)、狹鱈 689 公噸(出口值 270 萬美

元)、河魟 669 公噸(出口值 160 萬美元)、黃

帝魚 353 公噸(出口值 190 萬美元)。 

西班牙仍是阿根廷水產品最大市場國，

1-2 月阿國輸銷 8,795 公噸水產品至西班牙

市場，貿易額達 3,160 萬美元，其次為巴西

7,103公噸(貿易額2,080萬美元)、美國2,867

公噸(貿易額 1,410 萬美元)及義大利 2,390

公噸(貿易額 940 萬美元)。(於仁汾，摘譯自

FIS World News，2012/4/3) 

烏阿共管海域開放捕撈阿魷 

阿魷累計漁獲量約2萬1千噸 

阿根廷及烏拉圭海洋前鋒聯合技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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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決議自 4 月 7 日至 6 月 30 日共管海域內

禁捕狗鱈，該委員會 1/2010 號決議案並公告

禁捕區域範圍，禁止如拖網等之底層漁業作

業，表層漁業作業船必須配屬觀察員才能在

此海域作業，該項禁捕措施目的在於保護狗

鱈幼魚集中區域。 

另外依據該委員會通過之 2/2010 號決

議案自 4 月 1 日起開放共管海域捕撈阿魷，

並在 7 月份召開評估會議以決定漁場關閉日

期。 

根據阿根廷官方統計資料顯示，累計至

3 月 29 日阿根廷漁船捕撈狗鱈漁獲量達

41,163.1 公噸，與去年同期之 61,885.8 公噸

相較減少約 33.5%，阿魷累計漁獲量為

21,125.4 公噸，較去年同期之 35,836.6 公噸

減少約 41%。（於仁汾，譯自 FIS-World 

News，2010/4/6） 

國 際 魷 業 動 態 

西班牙 

馬德里市場重要冷凍魷魚第 13 週交易量變動情形如下：鎖管 11.8 公噸(第 12 週為 13.3

公噸)，各規格交易價格為 18 公分以下 6.2 歐元/公斤、18-25 公分 6.3 歐元/公斤、25-30 公

分 6.4 歐元/公斤、30 公分以上 6.5 歐元/公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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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4/4) 

國 內 漁 業 要 聞 

因應油價上漲減輕農漁民負擔 

農委會續補貼農機及漁船用油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表示，國內油價隨國

際原油價格上漲，農委會為減輕農漁民負

擔，就農機用油部分，維持免徵 5%營業稅，

自本(101)年 4月 2日起持續辦理農機用油漲

幅補貼措施，按台灣中油公司公告牌價超過

基準價之漲幅補貼 50%，即 4 月份柴油每公

升補貼 1.4 元、92 無鉛汽油 0.8 元；漁業動

力用油部分，持續辦理免徵貨物稅及營業

稅，並依中油公司免稅牌價給予 14%補貼，

農漁民持漁業執照及農機使用證與免稅油憑

單購油，即可享受補貼優惠。 

農委會補貼農機用油漲幅 50%，每公升補貼

0.8 至 1.4 元 

農委會說明，依據行政院 100 年 4 月

28 日宣布針對特定弱勢族群辦理油價補貼

配套措施，採取農機用油漲幅補貼措施，以

100 年 4 月 25 日油價作為基準價格(柴油每

公升 30.4 元、92 無鉛汽油每公升 32.4 元)。

並以台灣中油公司牌價為基準，就其超過基

準價格部分補貼漲幅之 50%，且每月檢討油

價浮動情形，按月調整補貼額度，同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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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補貼額度相同。本次國內油價自 4 月 2 日

零時調漲，柴油每公升漲為 33.1 元，較基準

價 30.4 元，漲幅 2.7 元，由農委會補貼 1.4

元；另 92 無鉛汽油每公升漲為 34 元，較基

準價 32.4 元，漲幅 1.6 元，農委會補貼 0.8

元。 

農機用油免徵 5%營業稅，連同漲幅補貼，

每公升達 2.4 元以上 

農委會表示，另現行農機用油依「加值

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免徵 5%營業稅。

各類農機所有人只要向轄內鄉(鎮、市、區)

公所申領農機使用證，並領取免稅油憑單，

向當地加油站購油即可優惠。本次油價調漲

後，依各油品公司之售價為稅基免徵 5%營

業稅，以台灣中油公司為例，柴油每公升 33.1

元，農民購油經扣除農委會漲幅補貼額度 1.4

元及免徵 5%營業稅 1.6 元，合計減免 3.0

元，農民僅需支付約 30.1 元。92 無鉛汽油

則合計減免 2.4 元，農民僅需支付約 31.6 元。 

農委會補貼漁動力用油，維持免徵貨物稅、

營業稅及 14%補貼 

農委會說明，有關國內油價上漲係屬全

面性，非僅漁業動力用油調漲，惟考量油價

為漁業經營之重要因素，農委會除仍秉持照

顧漁民之立場，對於漁業動力用油按「漁業

法」第 59 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第 8 條第 28 款規定，給予免徵貨物稅及營業

稅 5%外，並依中油公司漁業動力用油公告

牌價補貼 14％，浮動計算漁業動力用油補貼

金額。按中油公司 101 年 4 月 2 日起實施之

漁業動力用油牌價，漁民購買甲種漁船油每

公秉可享免徵貨物稅新臺幣 3,990 元、營業

稅 1,494 元及 14％優惠補貼 3,625 元，免稅

及優惠補貼金額合計 9,109 元，即漁民實際

購買甲種漁船油每公秉 22,268 元，補助比例

達 29.03％。 

請農漁民節約用油，另籲請農機代耕業者共

體時艱勿藉機調漲代耕費用 

面對全球性油價上漲的時代，農委會辦

理油價漲幅補貼，以減輕農漁民用油負擔，

該會亦籲請農漁民節約用油，珍惜有限能

源，共同維繫產業之永續發展。另呼籲農機

代耕業者，農委會已補貼油價漲幅及輔導代

耕業者辦理購買農機低利貸款，降低購置成

本，請代耕業者共體時艱勿藉機調漲代耕費

用。（轉載自漁業署網站） 

高市府海洋局實施空中稽查 

杜絕不法排放確保海域潔淨 

為從空中監控高雄市沿近海域是否有

船舶違規排放廢油(水)，高雄市政府海洋局與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合

作建置海洋污染空中稽查制度，派遣直昇機

不定期巡查海洋污染，冀能杜絕不法排放，

為全體市民守護蔚藍潔淨的海洋。 

海洋局指出，因海域幅員廣大且一般交

通工具不易到達，該局配合環保署與內政部

空中勤務總隊訂定的支援執行環境污染調查

勤務協議，例行稽查由空勤總隊於訓練、維

飛勤務時兼施，倘空勤總隊人員執勤時在高

雄市沿近海域發現海洋污染情事，由飛行員

利用航空器通訊系統通知地面值班台執勤人

員，再以電話及傳真方式轉通報環保署及高

雄市政府海洋局前往稽查，海洋局除配置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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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車、艇待命外，並設置 0800-265000 免付

費專線及專人接聽通報；如遇緊急海洋污染

事件， 海洋局亦可直接電請環保署向空勤總

隊申請緊急派遣稽查飛行任務，99 年 1 月，

近萬噸級貨輪「艾斯號」艙內裝載 290 噸燃

油擱淺於高雄外海，海洋局即藉由空勤總隊

的協助，凌空匡督船東佈設防範油污溢漏設

施，使得本案最終以「零污染」結案。 

海洋局表示，空勤總隊肩負支援空中救

災、救難、救護、觀測偵巡、運輸等多項任

務，是海上作業漁民的守護神，高雄市海洋

污染防治業務得到空勤總隊協助，必能更加

精進，如虎添翼；海洋局另籲請海上作業船

隻備妥基本緊急救護器材，並妥善完成出海

前相關的檢查與準備工作，確保海上航行安

全。（轉載自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網站） 

專 題 報 導                  輻射線污染問題該如何解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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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月 09~10 日 

日本大震災之後已經過了一年，本來大家的希望只在於趕快復興或是快速恢復往日的榮

景，但是，目前最令水產相關業者頭痛的卻是輻射線污染物質對水產品的影響。目前，出現

在市場上的水產品它們的輻射物含量幾乎都在基準值以下，雖然說已再度強化檢測的基準值

(比去年還低)，但是，消費者內心的不安感仍舊揮之不去。大震災之後一年的現在以及今後，

水產業界在面對輻射線物質污染問題時應該抱持何種態度呢?以下為專訪東京海洋大學石丸

隆教授以及醫學界的觀點摘要。 

學術界的看法 

目前海洋或是海洋生物的狀態如何呢？東京海洋大學石丸隆教授說，表層魚類的放射線

銫 137濃度已降低了，而且從各縣市所公佈的魚類別之調查結果得知，輻射線污染的巔峰期已

經過了，今後不必再擔心輻射量上升的問題。另外，就底棲性魚類來說，輻射線物質很多都

是經由食物鏈傳達至海底的，而且還形成循環體系，因此，在海底輻射線物質污染的程度根

本沒有降低，是否正處在污染的高峰期，因為沒有足夠的調查或資料可供參考，所以無法下

定論。例如，真鱈在 2 月底時有超過 100Bq 者，鰈魚在宮城縣以及茨城縣也發現超過 100Bq

者。只不過，也不是說在福島縣內所有的魚類輻射線就一定會超過暫定的標準值，還是要視

魚種而定。但是，無論如何，只要全體漁獲物的輻射線污染檢測值一天未通過，那麼，還是

無法再開啟漁業的榮景。 

若從消費者的心情來考量，他們比較注意檢測值的高點落在哪裡，太高當然會注意或擔

心。在相同海域甚至利用同一網具所捕獲的漁獲物當中，如果碰到有超過標準值以及沒有超

過標準值的漁獲物時，若只在市場上說明哪一種魚沒有超過標準值，這時候的消費者其實心

理是會不安的，這便是問題的所在。此時只能謹慎的繼續調查，將海域區隔出來。只要在某

一個海域內的漁獲物都已經確認非常安全時，福島的漁業才能再度開啟，消費者也才能放心



購買或食用。 

至於如果吃到超過標準值的漁獲物時，該怎麼辦?石丸隆教授說，如果在某一天不小心

吃到超過標準值的某一漁獲物時，就擔心自己身體的健康，大可不必。例如，在目前政府所

公佈的基準值下每日吃 500Bq 的漁獲物，在考慮半衰期的情況下換算一年的累積量約是

0.96mSv(毫西弗) 。但是，實際上輻射線銫 137 的生物性半衰期為 50 日，一年 365 天只有

1/7 而已，因此，消費者所攝取的量並不是每日的累積量直接加起來的計算方式。另外，在今

後的調查方向上石丸隆教授又說，目前完全沒有核電廠北邊或是方圓 20 公里內的資料，必須

要盡快展開調查才可以。除此之外，核爆電廠週邊「距離以及輻射線濃度的關聯性」也必須

盡快釐清，在調查的時候，魚介類、浮游生物、底棲性生物等生物族群別的輻射線物質濃度

或堆積物狀況等，都是吾人在調查時必須要顧慮的因素。在同一調查地點複數樣本或是定期

調查等廣泛性的研究調查仍然必須繼續進行，這些都跟今後的動態預測有關係。 

就魚類本身來說，比目魚、鱈魚以及真鱈等最受矚目。特別是鱈魚的動向，因為這種魚

種的活動範圍非常廣，常常被檢測出含有輻射線物質，而且它所攝食的餌料也不是固定在同

一地點，照理說不應該被檢出有高含量才對，如果說一旦檢測出高達 50Bq 以上的含量，這

已表示事態非常嚴重。實際上，福島海域以外的地區真鱈也曾被檢測出輻射線物質。另外，

超過新基準值 100Bq 以上的底棲性魚種也普遍存在，今後仍然會持續注意此一數值的變動。 

東京海洋大學在去年的七月以及十月也出動研究練習船前往福島海域進行化學性以及

生物性的研究調查。從結果來看，無論是浮游生物還是底棲性魚類它們的輻射線物質銫 137

濃度都有明顯的下降。但是，底棲性生物的檢測結果，貝類在 7 月時為 471Bq，10 月時為

328Bq，短短的三個半月約下降三成左右。另外，在同一地點也出現同一魚種卻有極大差異

的檢測值的情形(137Bq 以及 13Bq)，相差十倍左右。由此可見，在同一海域的調查結果數據

可能參差不齊。而且，研究調查的檢測值並非將每一樣本加以平均，而是特別注意高檢測值

的樣本而已，當然樣本數能夠取得愈多對數據將會愈有利。東京海洋大學預定今年五月以及

十月將會再度前往該海域週邊從事相關的研究調查。過去調查過的地點之時間變化結果以及

事故地點 20 公里內的調查都在這次的規劃之內。除了持續性的調查外，指標性生物的尋找以

及調查內容的確定都是今後的重點所在。 

在魚介類的生物濃縮方面，石丸隆教授說，雖然說濃縮係數會依研究人員或是研究機關

而出現差異，但是，國際核能機構(IAEA)所訂的數據為，動物性浮游生物是 40 倍，植物性浮

游生物為 20 倍。還有，值得注意的是浮游生物的組成是不一樣的，這一點不能忽視。從餌料

生物到魚類本身的濃縮大約是 4 至 5 倍，例如餌料生物是 100 那麼魚類將會是 500 左右，當

然超過新基準值的可能性是有的。今後，一旦底棲性生物的檢測值沒有下降，而以這些為主

食的海底魚類檢測值應該也不會下降才對。因此，一般預料輻射線物質將會移轉至海底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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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另外，一般都認為被礦物所吸收的輻射線物質應該不會溶解出來，但是別忘了，貝類

是會攝取包含礦物質在內的混濁物，輻射線物質是否會移轉至貝類體內呢，此方面的資料相

當欠缺。為什麼貝類體內的濃度一直無法下降，難道這跟被貝類所吸收而且含有輻射線物質

的混濁物無關嗎?值得懷疑。今後為了從事生物濃度的預測，將會針對浮游性生物或是底棲性

生物、魚介類的餌料生物等持續檢測，以及對環境及生物進行監測，並確立相關檢測方法。

未來二年，除了持續進行研究調查外，從底棲性生物當中如何找出環境指標性生物已被列為

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在輻射線物質污染問題當中，最令人擔心的莫過於健康以及對人體的影響。這次的輻射

線問題對人體來說到底有多嚴重呢?水產業界或是消費者到底怎麼看待或面對呢?以下是輻射

線腫瘤學專家東京女子醫科大學三橋紀夫教授的採訪摘要。 

醫學界的看法 

對於這次日本福島第一核電廠輻射線物質污染問題，首先要做的是「必須冷靜」以對。

輻射線污染等同於會罹癌，或是對此作出不正當的評論，這些都是沒必要的而且也必須阻止

相關言論的擴散。日本三陸地方所生產的紅海參或是刺參雖然曾被檢出含超過基準值的輻射

線物質，消息一出連遠在瀨戶內海所出產的海產都賣不出去，這也未免太神經質了。為何會

如此說呢?那是因為我們每天幾乎都處在被輻射線所照射的生活當中。由地殼中的輻射線或是

從宇宙射線等自然投射在人體身上的輻射量年平均約達 2.4mSv(毫西弗)，醫療照射或是人為

的照射等年平均也達到 1.1mSv。而且，人體內部也殘留著輻射線物質，因此，人類根本無法

生活在沒有輻射線照射的環境中。人類可以說是處在有輻射線物質污染的環境中持續在進化

的生物，也因此，在人類體內早就備有抵抗輻射線的機能。另外，在 1950～1960 年代，美

國以及舊蘇聯一直在大氣層中從事核彈競賽，世界上平均每一平方公尺約高達 7 萬 4,000Bq

的輻射污染量，在此一同時日本也同樣得接受 200～2,000Bq 的輻射污染(此一資料因惟恐造

成人類恐慌，而遲遲未公佈)。1986 年的蘇聯車諾比事件，其輻射量約為這次日本幅島地區

核電廠事故的 1,000 倍左右(日本為 0.02～0.2Bq)，其實，現在 60 歲前後的人們根本不知道

自己是處在此一高輻射量以及高危險的環境當中在過活，然而，人們卻也安然度過。 

前些日，日本政府公佈從 4 月 1 日開始實施，食品所含銫 137的新基準值，食品每公斤

約為 100Bq，飲料每公升是 10Bq。這些數據參考了世界衛生組織(WHO)的飲料水基準值。

雖然說食品或是牛奶的基準值已被換算出來但是總覺得太過嚴謹一些，碘 131 的半衰期為八

天，但是銫 137的半衰期卻高達 30 年，後者備受矚目。碘會被甲狀腺素選擇性的存積下來，

但是銫卻會散佈全身，約 60%的肌肉當中皆有其蹤跡。這次日本的福島核電廠事故雖然並未

嚴重擴散，但是鍶 90卻會集中在骨頭當中，會對造血產生障礙。日本人平常就會攝食昆布等

海藻類，在甲狀腺內會大量蓄積碘元素，因此，輻射線物質碘 131很難在甲狀腺內殘留。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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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諾比核爆事件，因處於內陸地區，民眾對海產的攝食比較少，再加上核電廠爆炸之後有相

當程度的擴散，輻射線碘 131乃大量存積在甲狀腺內而造成甲狀腺癌。這也可以從鄰國波蘭(面

對海洋)的狀況看出端倪，由於波蘭人民大量攝食海產類，因此感染甲狀腺癌的居民並不多。

銫 137雖然會蓄積在肌肉中，但是因孩童時期並不會進行肌肉細胞的分裂增殖，因此必須加強

對於防止輻射線的傷害，且在實際的健康報告中並未見具有輻射危險的銫會危害健康。 

在這次的事故當中雖然有報導指出恐怕會引發癌症，然而濃度在 100mSv(毫西弗)以下

尚未有引發癌症的報告。況且只有少許的增加癌症發生機率，一般都將其歸類在癌症自然發

生的風險當中。如果說 100mSv 就會引發癌症，那麼，經由外差法的計算，只要一點點輻射

線量也會引發癌症，這樣的假設當然成立，況且很多國家也認為風險應該採最大量管制，因

此，上述微量的輻射線污染的假設就會成立而且被採用了。這是因為如果實際上也是如此時，

那麼，受到輻射線污染的細胞應該會失去傷口的修護能力才對。只是，細胞卻可以自我修護

受傷的 DNA。還有，即使細胞已經癌化，人類也具有讓癌細胞死滅的能力，或是具備免疫的

能力，在某一程度或濃度的輻射線量下，一般都不認為會引發癌症。 

如果被照射超過 100mSv 時，遺傳因子的突變或是癌症發生的機率確實會增加。但是，

此一發癌機率到底是多少呢?例如胎兒如果遭受到 10mSv 的線量照射，孩童時期發癌機率約

增加 40%。但是，這是將孩童癌症自然發生率的 0.3%提高至 0.4 之故(0.3×1.4=0.42)。換句

話說，如果胎兒沒有遭受到輻射線照射，那麼，胎兒活到 20 歲時不會罹患癌症的機率為

99.7%，一旦遭受到 10 mSv 的線量照射，其機率下降至 99.6%，受到 100 mSv 的線量照射

時，機率將來到 99.1%。雖然說，社會整體的癌症發生率會上升，但是個人發生癌症的機率

卻相當低。今年 4 月之後，飲料水的基準值每公升為 10Bq，要達到或證明不會超過此一基準

值所要花費的支出的確不少，但此一費用並不會轉嫁至漁獲物或物品身上。 

外部被照射以及內部被照射最大的差異在於，前者是遠離放出輻射線物質，彼此之間有

些距離，因此，只要找到掩蔽物將可避開被輻射線照射的可能性以及危險性。因此，躲避勸

告或是避難至混泥土建築物中的指示紛紛出籠。問題是，一旦輻射線物質進入人體內將引起

所謂的內部照射，這時只能等待這些污染物質自然的排出而已。輻射線鉀的含量，乾燥香菇

每公斤約 700Bq，而乾燥的昆布每公斤則約含 2,000Bq。另外，如果母親每天喝一公升含有

100Bq 輻射線碘的飲料水時，在一年之間持續餵給嬰兒母乳後，嬰兒的甲狀腺被照射量約只

有 3.9mSv 而已。一般而言，甲狀腺癌必須在 20mSv 以上才會發生。 

對人體的影響應該有正確的認識：對於福島核電廠爆炸發生以來，無論是政府或是行政

機關，在報導相關資訊時測定值必須要統一，說明相關數據時態度也要非常嚴謹才可以。多

數的獨立調查機構或是有不錯的調查結果時，常常會因雜亂無章的發表造成民眾的恐慌心

理，除了會擾亂民眾正確的判斷力之外，也可能造成市場一片混亂。其實，在慌亂或是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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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決定之前，提供正確的資訊是最重要的工作。如何不讓民眾有恐慌的心理，如何不會讓

消息產生紊亂，都在考驗決策者的智慧。另外，輻射線測量機具的正確使用，或是方法的教

導等也要盡速啟動或是讓所有人知道才可以。 

最後要說的是，一旦要生活在現在的社會，除了要知道輻射線的嚴重危害性以外，也要

知道仍有高危險性的癌症引發因子存在。例如，抽煙以及每日喝酒約 500C.C.以上時，約等

同於被 2,000mSv 輻射線照射到一樣，癌症發生率提高為 1.6 倍。還有，受到 100mSv 輻射

線照射時其利害性約等同於吸二手菸的癌症發生風險。雖然，醫生是這一方面的專家，而職

責則必須讓民眾有知道的權利，要讓民眾能夠理解以及放心。這次的福島事件，其實引發癌

症的風險性相當低，至於海洋的污染也不必太過於擔心。 

福島核電廠事故發生以來已經過了一年多，輻射線污染的風險的確持續在降低當中。「瓦

礫因為遭受輻射污染所以很危險」、「焚燒時因為煙塵當中含有輻射線所以很危險」等，反對

在自己居住的地區進行瓦礫焚燒處理的居民大有人在，其實，這些危險性遠不如因為吸煙所

引發癌症的風險性，大家應該有正確的認識以及相同的共識才對。 

魚類也是一樣，在災區的海域所捕獲的魚從頭至尾都被視為高危險群。其實，無論是政

府機關還是自治體、漁會等都在盡力宣導或推動相關政策，還有相關規範或制度以及基準值

等都已經公告或發布實施，照理說，只要超過基準值漁獲物絕對不會出貨。換言之，在市場

上流通的漁獲物可以放心、安心的採購並食用之。關於這一點，無論是漁民還是加工業者，

或市場通路業者等都應該可以正確做出判斷才對。魚類的活動範圍相當廣泛。雖然可以在污

染海域發現某些漁獲出現，然而，該海域應該特別留意才可以，至於是否要讓該區域的魚類

長期停留或棲息在該海域呢，其實，輻射線污染物質每天都在擴散當中，如此一來，危險性

海域不斷地擴散，而且輻射線物質將會逐漸被稀釋，漁獲物將會愈來愈安全。與其擔心不如

群體站出來攝食魚介類，讓災區早日恢復往日的榮景，也順勢幫助漁業以及受災區的復興，

為了健康大家必須團結一致，積極的攝食魚介類才對。(完) 

 

 

《  小   啟  》 
為響應節能減碳之世界趨勢，貴讀者如有「電子郵件信箱」，煩請提供本

刊，爾後將改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俾減少紙張印刷及郵費成本之支出。 
請於本(101)年 5 月 31 日前將台端/貴公司之「電子郵件地址」發送至

air@squid.org.tw，並註明姓名/公司或任職單位名稱。如有任何問題，請與本

基金會藍以秀兼任財務助理連絡，電話(07)8117203 分機 18。謝謝合作！ 

財團法人台灣地區遠洋魷魚類產銷發展基金會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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