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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漁 業 資 訊 

日發布秋刀魚長期漁海況預報 

資源大幅減少以中小型魚居多 

根據日本水產廳7月31日發布的西北太

平洋秋刀魚長期漁海況預報顯示，今年秋刀

魚資源量將大幅減少。預測 8 月 20 日左右的

道東海域水溫將較往年為高，導致秋刀魚的

洄游時期將會延後。大型船解禁出海作業的

8 月 15 日左右的漁場，將會在俄羅斯水域內

的色丹島南部至東南部之間的海域形成，整

個 8 月份漁況都會相當低調，秋刀魚的來游

量要增加，要等到 9 月以後了。而南下至三

陸外海應該與往年一樣，約在 10 月上旬左

右。 

根據日本水產總合研究中心的東北區水

產研究所利用中層拖網進行的漁期前調查，

推定資源量約為 160 萬公噸，僅與漁況不佳

的 2010 年時所推定的資源量 135 萬公噸(漁

獲量為 19.3 萬公噸)略高，為過去十年來的

第三低。而魚期初向日本近海洄游的秋刀魚

群分布在東經 150~160 度間的海域，漁船幾

乎無法捕撈，這跟 2010 年的情況類似。 

另一方面，漁期初向日本近海洄游的秋

刀魚群，以 29 公分以上的大型魚所佔比例較

多，因此，9 月份的漁獲將以大型魚為主，

而自漁期中起將以中小型魚所佔比例較高，

直到漁期結束，與去年漁期的情況類似。 

本年度漁期由於津輕暖流向外海突出較

往年稍強，因此，漁場在離陸地較遠的海域

形成的可能性高。全國秋刀魚漁業協會所屬

的棒受網漁船，受到東日本大震災的重擊

後，出海作業的船數已經大幅回復，但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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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該禁令，懸掛英國船旗之船隻將禁

止在布省港口停靠、補給以及裝卸貨物，將

會嚴重影響福島自然資源探測、鑽探以及開

發等作業。 

初的漁況與漁場形成卻不利漁船作業，因此

秋刀魚要真正捕獲大量漁獲，應該是 9 月以

後的事了。(吳金鎮，譯自日刊水產經濟新

聞，2012/8/2) 

外國資金掌控遠東區捕撈漁業 布省刻意用反抗英國統治起義勞工命名

該法案，最重要含意在於強烈宣示福島主權

屬阿根廷所有，目前阿根廷國內通過類似禁

令的省分包括火地島、聖塔克魯茲省、楚布

省、努關省以及里約內格羅省。(於仁汾，摘

譯自 FIS World News，2012/8/6) 

俄國將準備開始打擊非法捕魚 

俄羅斯政府對外國資金投資遠東地區漁

業公司，且進一步擴大掌控而出現非法捕魚

情況，已經開始考慮要予以控制，其中最先

被點名的為香港公司 Pacific Andes，俄羅斯

外資投資委員會已要求政府部門要採取措施

來規範這些外資公司。 

研究指出半數之二氧化碳量 

會被海洋及森林生態系吸收 

根據俄國法令，捕撈漁業是俄國策略發

展的一項產業，從事捕撈漁業的公司屬於俄

國政府策略性支持的公司，外資投資此類公

司必須先經外資投資委員會核准，但近來有

部分外資公司未取得核准即投資俄國漁業公

司，導致部分高價值水產品捕撈未受到政府

監督，因此俄國政府將會儘速建立一套外資

投資漁業公司審核法，以確立相關查核程序。 

美國科羅拉多州大學研究結果顯示，全

球一半左右人為二氧化碳排放會被海洋及森

林等自然生態系吸收，該項研究藉由分析，

近 50 年來大氣二氧化碳測定結果顯示，自然

生態系吸收的二氧化碳還未到達其最大吸收

量。 

研究人員表示，雖然人類活動所排放的

二氧化碳量逐年增加，但自然生態系的吸收

能力也隨排放量增加而增加，大氣中二氧化

碳主要來自於人類使用石化燃料、森林大火

及其他大自然活動，這些二氧化碳會被植物

及海水吸收，但人類活動排放的增加速率已

經有點超過大自然吸收的增加速率，一旦大

自然無法完全吸收這些二氧化碳，其造成氣

候變遷的影響將會非常大。 

另外俄國政府也在同時駁回伊朗人持股

公司提出想要經營阿斯特拉漢港的投資計

畫，因涉及到俄羅斯國內法是否適用在外國

投資客上，此案將送交國際仲裁。(於仁汾，

摘譯自 FIS World News，2012/8/2) 

布宜諾斯艾利斯省通過法令 

禁止英國船隻進入港口停靠 根據該項研究顯示，目前大自然吸收二

氧化碳的量已經是 50 年前的兩倍，但沒被吸

收的二氧化碳則累積在大氣中加速地球暖

化，研究人員目前尚無法解釋哪一塊大自然

生態系會從大氣中吸收二氧化碳，以及每塊

布宜諾斯艾利斯省議會日前通過禁止英

國船隻在該省港口停靠的法令，該法令定名

為 Gaucho Rivero，為紀念 1833 年在福克蘭

帶頭起義反抗英國統治的阿根廷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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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相對所佔的重要性。(於仁汾，摘譯自 

FIS World News，2012/8/2) 

經過兩年漁業管理系統稽核 

西班牙將檢視漁業管理系統 

歐盟花費兩年時間稽核西班牙的漁業管

理系統後，於今年 8 月 3 日通過行動方案，

將協助西班牙改善漁業管理體系。 

歐盟委員會表示，精確的漁業管理是永

續漁業資源的先決要件，西班牙已經向精確

漁業管理跨出一大步，也希望其他會員國能

跟上腳步。 

該項行動方案主要在於協助西班牙漁業

統計系統蒐集完整、確實及即時的漁業資

料，今年西班牙國內已經開始建立漁業資訊

系統以及技術管理小組，西班牙政府也開始

向漁民道德勸說有關漁業資料回報的重要

性。(於仁汾，摘譯自 TheFishSite News，

2012/8/6) 

智利水產品出口量值小幅增加 

出口值較去年同期增加7.7% 

根據智利海關統計資料顯示，今年前 5

個月水產品出口金額達到 20 億 700 萬美

元，較去年同期之 19 億 2,200 萬美元增加

7.7%，出口量也從去年同期之 465,700 公噸

增加至 536,180 公噸。 

出口水產品中以冷凍水產品佔總出口量

之 53.4%為最高，其次為魚粉、生鮮水產品

及海草乾製品，就單項出口水產品來看，大

西洋鮭魚佔總出口值之 27.2%為最高，其次

為虹鱒及太平洋鮭魚。 

智利水產品主要銷至日本、美國、巴西、

中國及西班牙，銷至上述五國之水產品佔總

出口值之 83.6%。 

今年前 5 個月智利捕撈漁業水產品累計

出口量達到 253,500公噸，其中魚粉 115,000

公噸(出口值 1 億 4,430 萬美元)，低於去年

同期累計出口量 124,900 公噸(出口值 2 億

170 萬美元)，主要銷至中國、日本及西班牙。 

冷凍水產品累計出口值為 2 億 1,080 萬

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24%，主要銷至奈及

利亞、美國及西班牙。 

罐製品累計出口值為 3,130 萬美元，較

去年同期減少 9.5%，主要銷至西班牙、新加

坡及香港。 

養殖漁業累計出口之金額及數量分別佔

總水產品出口之 76.5% 及 54.7%，累計出口

金額及出口量分別為 15 億 8,400 萬美元及

283,000 公 噸 ， 均 較 去 年 同 期 增 加 約

10.4%。(於仁汾，摘譯自 FIS World News，

2012/8/3) 

研究報告指出想要吃的安全 

建議選擇有永續認證水產品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研究人員表示，選擇

有永續認證的水產品比較具有安全保障，生

命週期較長的魚類位在食物鏈頂端，較容易

累積例如水銀等有害人體的毒物，研究人員

表示消費者在食用水產品時應考慮生態風險

(是否過漁)、健康風險(毒物累積)以及健康助

益(不飽和脂肪酸含量)等三要素。 

研究人員分析後發現生態風險高的魚種

(有過漁危機)大多也具有健康風險，尤其是生

魚片愛好者更應該特別注意以上情況，但如

果選擇沒有生態風險具有永續利用的魚種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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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魚片食用，消費者不但可以獲取相當高的

不飽和脂肪酸，而且沒有健康風險。 

研究人員希望未來能藉由更多資料分析

建立一套聰明消費指標，讓消費者能有更多

資訊來選擇水產品。 (於仁汾，摘譯自 

TheFishSite News，2012/8/7) 

國 際 魷 業 動 態 

西班牙 

馬德里市場第 31 週鎖管交易量為 10.8 公噸(第 30 週為 6.9 公噸)，18 公分以下每公斤

6.7 歐元、18-25 公分每公斤 6.8 歐元、25-30 公分每公斤 6.9 歐元、30 公分以上每公斤 7 歐

元；阿根廷魷各品項價格(歐元/公斤)分別為 24/30 公分淨後胴體 3.1 歐元、20/24 公分淨後胴

體 2.9 歐元、15/20 公分淨後胴體 2.9 歐元、18/22 公分胴體 2.15 歐元、23/28 公分胴體 2.4

歐元、28 公分以上胴體 2.9 歐元、魷圈 1 歐元。(於仁汾，摘譯自 FIS Market Reports，2012/8/8) 

國 內 漁 業 要 聞 

本年度首批秋刀魚豐收進港 

輻射檢測符合規定安全無虞 

今年第一批秋刀魚魚貨已由錦輝 101 號

運搬船載運返台，本次轉載 9 艘漁船漁獲，

經農委會漁業署派員隨機採檢其中 3 艘漁船

秋刀魚樣本，經送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輻射

偵測中心檢測結果均符合規定，請民眾安心

食用。 

秋刀魚輻射檢測合格，安全有保障 

農委會漁業署指出，我國漁船所捕撈秋

刀魚年產量約 16 萬餘噸，係於西北太平洋公

海海域作業，每年的 8 月至 10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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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100）年因應日本福島核

災事件，為消弭民眾對秋刀魚是否遭受輻射

汙染疑慮，農委會派遣水產試驗所「水試一

號」試驗船於 100 年 5 月份及 7 月份赴秋刀

魚漁場執行輻射偵檢工作，確認我秋刀魚作

業漁場無輻射污染，並針對返台秋刀魚魚貨

抽樣，經送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偵測中

心(簡稱原能會)檢測，均未檢出人工核種。 

為確保消費者食魚安全，農委會漁業署

今年持續針對西北太平洋海域捕撈秋刀魚

魚貨抽樣，進行輻射檢測工作，第一批秋刀

魚魚貨已由錦輝 101 號運搬船載運返台，經

派員於 7 月 31 日卸魚時採檢送原能會檢

測，輻射檢測結果均符合規定，漁業署表示

將持續針對進港卸貨秋刀魚進行輻射檢測

並 予 公 佈 ， 結 果 將 公 佈 於 該 署 網 站

（http://www.fa.gov.tw）。 

營養美味秋刀魚，請國人多多選購，安心享

用 

漁業署最後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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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署將隨機針

對返台秋刀魚魚貨抽樣，進行輻射檢測工

作，確保消費者食魚安全，請國人多多選購，

安心享用。（轉載自漁業署網站） 



專 題 報 導           日本秋刀棒受網漁船即將總動員出海捕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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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月 01 日 

今年的秋刀魚漁季已經展開，在道東地區的小型棒受網漁船已經開始出海捕魚。就日期

來看，8月 2日未滿 20 噸級的船隻(全國秋刀魚漁業協會所屬棒受網漁船)開始出海捕魚，20

～未滿 100 噸級的船隻也在 5日之後開始出海捕魚，100 噸級以上的船隻則在 15 日之後開始

就定位準備出海捕魚，可以說，今年的秋刀漁季就此展開。除此之外，災後新建船隻的歸隊，

以及搭載 LED 燈照明設備的省能源船隻，都將一一上場展現實力。也因此，這個漁季之漁獲

量等會有甚麼變化值得期待，新建船隻的陸續歸隊也被寄予厚望。 

災後的新建漁船已就定位準備出海捕魚 

根據全國秋刀漁協(全秋連)「八木和浩」理事長的談話指出，在東日本大震災之後全秋

連所屬的 175 艘漁船當中約有三分之一的船隻受到損壞，漁具流失等損失者高達 93 艘。在此

一混亂的態勢下，整體而言並不太理想，去年漁季總共約有 144 艘漁船出海捕魚，就秋刀魚

漁業來說，已經朝復原踏出了一大步。另一方面，截至目前為止秋刀魚漁船仍顯不足，此一

部分仍得仰賴漁船的早日建造來補足。2011 年 5 月設立的『共同利用漁船等復舊支援事業』，

雖然在資金上已經有著落，但是，秋刀漁船因為都兼營鮭鱒流刺網或是鮪魚延繩釣等作業，

在建造技術方面比較難，而且，近年來新船委託建造的件數比較少，因此，能夠建造新船隻

的造船廠明顯受限。但是，無論如何，只要能多一艘漁船也不錯，希望能趕上今年的秋刀漁

季，目前也有多處造船廠願意配合。 

災後的漁船需求明顯增加很多，從造船廠的時間安排順序來看，秋刀魚漁船的完工時間

的確非常緊迫。業者利用前述的補助事業已經得到建造許可的包括 100 噸級以上的船隻 14

艘，未滿 100 噸級的船隻 5 艘。有業者表示，如果不是造船廠英明的決策，這一季的海上作

業船隻恐怕會少得可憐，非常感謝造船廠方面的配合。當船隻陸續建造完成之後，也已經開

始就定位，今年將比去年多出 10 艘左右。雖然如此，今年想要能順利的出海作業，陸地上各

種設施的復原必須能及時趕上才可以。由於大海嘯之故，秋刀魚的主要卸貨漁港遭受莫大的

損壞，至今仍舊未恢復。特別是氣仙沼以及女川港，這個漁期每日的漁獲處理能力約為受災

前的 50%而已。在新建造的船隻逐漸就定位準備出海捕撈的同時，生產力將大幅上升，陸上

建設能力是否恢復確實扮演著非常重要的關鍵。 

政府全力支援出口的正常化 

本來對這個漁季的秋刀魚抱持不安心理的「八木和浩」理事長，一改漁船出海作業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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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法，他先前表示，雖然說並非新建造的船隻其魚槽比以前大，資源量雖然預估也有增加的

趨勢，但問題是，日本近海的秋刀魚來游量卻減少。除非漁場形成相當有利於作業，否則漁

獲量要大幅增加應該不太可能。而陸上的在庫量約為去年災後的二倍，雖然如此，這樣的庫

存量預估也只跟災前差不多而已。 

去年漁期，整年都籠罩在輻射線物質汙然的陰霾下，然而，屬於洄游性魚類的秋刀魚其

危險性近乎零，在科學數據的佐證之下，去年漁期中所進行的輻射線汙染物質檢查，幾乎 100%

都未超過限定值。也因此，經過一年之後的今年漁季，我們可以大聲的、有信心的宣傳秋刀

魚是安全的。再來，只要出口最大數量的對象國俄羅斯以及本州地區所出產的秋刀魚一切恢

復正常，那麼，秋刀漁業界所擔心或是抱持的不安感將會一併消除。「八木和浩」理事長表示，

『國產的秋刀魚安全性絕對沒問題，希望對俄羅斯的出口能夠再度開啟。』 

漁船建造經費降低以及集魚威力的發揮 

就總公司位在函館的漁業機械製造公司「東和電機製造所」的 LED 集魚燈來說，目前秋

刀魚漁船已經廣泛的導入使用，也受到業界的關注與支持。去年的秋刀魚漁季，全船裝設該

公司 LED 集魚燈的漁船其漁獲量是名列前矛，除了經費支出低廉外，漁獲量也能發揮效果，

就業者來說也是一項福音，這對災後的新建造船隻來說無異是如虎添翼，對於業界復興來說

也是一大助力。該公司所提供的 LED 集魚燈『FFX 系列』的特徵，首推費用的降低。根據該

公司的宣傳資料顯示，如果是 199 噸級的大型漁船，全部裝設 LED 燈時總電力約 50～55Kw，

而傳統的作業方式，光是 19 噸級的漁船便需要 28Kw 的電力，若與白熱燈比較，電力需求只

有約十分之一而已。以前，船隻為了集魚必須使用大量電力，LED 燈之使用絕對可以大幅削

減電力之支出，若再加計燃油使用量，每年約可節省 50～100 公秉以上，而且秋刀魚的漁場

又相對偏遠，漁船的航行距離及時間又很長，因此，此一 LED 集魚燈之使用對於燃油削減的

意義實在太大了。 

接下來，白熱燈與 LED 燈相比較，若要從事海上集魚作業時，前者必須要裝設一台以上

的發電機，後者則在一台以下，況且白熱燈的使用壽命不長，必須經常更換，因此 LED 燈確

實比較優秀。另一項值得一提的是，漁獲能力的貢獻度。一般而言，LED 燈的光源透過率比

較高，棲息在深層海底的魚群比較容易發揮集魚的效果。再加上該公司所推出的 FFX 系列集

魚燈，經過研究後採用魚類比較容易靠近的光源。例如去年，在漁期剛開始時，漁場環境遭

受濃霧所籠罩，該公司的 LED 燈卻發揮不錯的集魚效果，也因此，在漁民之間廣泛流傳，這

也是 LED 燈被接受以及持續導入使用的原因之一。 

支出削減以及優秀的集魚能力，FFX 系列的集魚燈在惡劣環境的情況之下仍然可以得到

或發揮高效率的集魚效果，這對漁業經營者來說的確是一大福音與貢獻，以上是該公司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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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藤原里美語重心長的談話。 

減少漩渦產生以及增加螺旋槳效率 

螺旋槳羽翼(propellerbitch)可以自由變換，也可以讓船隻的前進或是後退、低速運轉

等都能變換自如，這便是「東和電機製造所」開發出來的鴿子號螺旋槳的優越特性。操作性

能以及安全性的提昇自不在話下，主機的燃料效率在最佳狀態持續運轉的結果，已經證實可

以獲得很高的節省能源效果。隨著時代的進步，螺旋槳的性能也跟著進步，燃料消費低減的

訴求讓該公司開發出新型的 SG 螺旋槳。一般而言，螺旋槳旋轉後船隻便能向前行，亦即，將

水絞緊之後便能獲得船隻向前的推動力。但是，在螺旋槳的中心部卻會產生所謂的漩渦，此

一漩渦卻會反方向讓船隻向後倒退，亦即，螺旋槳的旋轉能量並沒有完全轉換成船隻的推動

力。 

在省能源的訴求下，如何打消此一漩渦的產生，那便是技術開發的層面了。SG 螺旋槳

因為是從翼形的改良著手，可以單獨的讓漩渦微弱化，另外，又能增加羽根兩端的載重。在

二項效果加成之下，螺旋槳的單獨效率可以提升 3%。除此之外，SG 螺旋槳也適用於貨櫃船、

漁船等。 

高速重量魚體選別機 

「大和製衡公司」在今年春天發表一款讓水產品或水產加工品得以高速以及高精確度進

行重量選別的機器。若以秋刀魚來說，最快速每分鐘能夠讓 350 尾分別進入 8 個欄位內，大

約是一般輸送帶選別機的 3 倍能力，普遍受到相關業者的矚目。新開發的機器採用赫扒式圓

型選別的方式，鮮魚包括秋刀魚、鯖魚、鰺魚、鰮魚、魷魚、章魚、鰻魚等都適用。只要能

進入軌道欄內，一般的加工食品也可以使用。 

高鮮度漁獲之實現 

「日光食品加工機械製造廠」所提供的海水冰製造機『海冰』，擁有優秀的冷卻能力，

在捕撈之後可以進行高鮮度的品質管理，而且在長時間的輸送過程中也可以完成任務。目前，

在海外擁有不錯的市場，對秋刀魚來說，可以成為強有力的支撐。 

『海冰』這一部機器可以製造出粒徑 0.2～0.3mm 大小的冰塊，用海水製造的海水冰觸

感很滑溜，如果為漁船所搭載，在航行中可以吸取海水製造，平均每小時約可製造 500 公升(鹽

分濃度 10%)，而且可以連續生產。在魚槽中倒入海水冰後，漁獲物會被海水冰完全覆蓋達到

急速冷卻的效果，亦即，魚類不需動刀即可將之殺死。此外，其溫度可長時間維持在-2～-3

℃，可以獲得高鮮度、高品質的漁獲物。今年的漁季，丸井水產(總部在長崎)正在委託建造

的秋刀魚棒受網漁船(兼營大目流刺網)第三太喜丸也預定導入該海水冰製造機器，該船是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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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復興支援事業下的改革型漁船，目標在於漁獲物的高附加價值以及海上作業概況之測試，

也因此，海水冰在附加價值方面之提升，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除了秋刀魚之外，鮪魚、

鰹魚在船上裝箱以及海水冰之活用於其他水產品，預定將出口至中國上海，井上太喜副社長

希望能藉此擴大海外市場。實際上，以海水冰處理的秋刀魚，表面看起來如同活魚一般色澤

新鮮又鮮豔好像在海中游泳一般，這也是處理後的漁獲物普遍受到好評最主要的原因。 

第8若潮丸竣工即將展開秋刀魚處女航 

2011 年 3 月 11 日發生在日本東北的大地震以及大海嘯讓許多船隻遭受到空前的損壞。

根室漁會建造，北海道根室市「石垣漁業」所經營的秋刀‧鮭魚‧鱒魚兼營船「第 8 若潮丸

(199 噸級)」在靜岡市的三保造船廠已經竣工。該船將在回航至花咲港時再舉行慶祝儀式，

不久即可看到此一大型的秋刀魚棒受網漁船的首次漁獲。從開始建造到船隻竣工，寸步不離

的該船輪機長「龍澤輝夫」語重心長的表示，我們迫切的希望漁業能夠再度開啟，這除了對

應政府的支持外，能夠讓北海道漁業復興的，應該只有第 8 若潮丸的竣工以及開始出海捕魚

了，根本沒有其他方法可想了，我們也希望能夠利用此一大型漁船將新鮮漁獲送到消費者手

中，並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年的秋刀魚漁獲量預估跟去年差不多，但是，到目前為止沿岸的秋刀魚漁業概況並不

十分理想。接下來，在大型船隻出港之前，中小型船隻都將陸續出航，漁場到底在哪裡頗令

人擔心的，而且，今年漁獲量會如何也是個未知數。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三陸地區的岸上

魚貨處理能力仍未恢復，令人憂心忡忡。大型船 2 艘入港卸貨是否就已經擠滿港口了呢？況

且，今年又加入性能不錯的新建造的船隻，漁獲量激增已是事實，陸上的秋刀魚處理將會愈

加嚴峻。另外，因為秋刀魚是日本近海洄游的魚類，是日本固有的資源及資產，我們並不希

望此一秋刀魚之燈熄滅，以及大家都希望漁業能夠永續經營下去。 

這次剛竣工的「第 8若潮丸」全部改裝 LED 燈，在能源節約上可說是一時之選，燃油費

用只有白熱燈的十分之一而已，在顏色的選擇上，經過多次的測試已決定出秋刀魚最喜歡的

色澤，希望能一舉提升漁獲量。13 萬 6,000 種以上的色澤能夠自由發射出去，而且又能集中

秋刀魚所喜歡的色澤，這是 Top and Top 公司(小潘長生社長)所開發出來的 LED 集魚燈最大

的特色。該公司的彩色 LED 集魚燈『RGBW-X 型』系列的最大特色是可以減少副機的燃油費用，

原來的大型秋刀魚必須使用三台的發電機，使用 LED 燈之後只需一台便足夠，而且 R(紅色)、

G(綠色)、B(藍色)的組合，在濃霧出現時，或是當海水混濁時，可以自由發射出秋刀魚喜歡

的色澤光源，因為該設備附有色澤調整裝置，操作簡單，因此該系列的集魚燈頗受好評。該

公司的集魚燈在漁期終了時，由公司收回檢修，等下一個漁期來臨時再由公司派員重新裝回

船上，此一回饋服務也跟其他業者有所不同，也頗受使用者的支持與愛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