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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漁 業 資 訊 

英國表示福島無衝突危機 對負責任漁業行為準則滿意 

FAO 代表團 2 月中旬訪問阿根廷，並就

阿國履行「負責任漁業行為準則」表示滿意，

但對於有關「負責任漁業行為準則」訊息的

傳遞仍需加強。 

目前暫無增兵福島的計畫 

英國國防部長菲力普哈莫德日前表示目

前並無增兵福島計畫，亦無跡象顯示阿根廷

有不尋常軍力調動，英國政府尊重福島居民

自決的承諾從未改變，英國在福島的駐軍也

絕對有能力防衛該島，英國無意挑起或擴大

緊張情勢。 

在2月10日與阿國聯邦漁業委員會及漁

業聯盟的會談中，FAO 代表團特別針對有關

漁船及加工廠工作環境、漁業從業人員所得

水準、女性參與程度及漁業家計等議題進行

討論。 
針對工黨議員丹尼斯麥克先前指稱英國

海軍防衛能力是近 5 世紀最虛的時刻，菲力

普回應英國政府的立場很清楚會防衛福克蘭

群 島 。 ( 於 仁 汾 ， 摘 譯 自 MercoPress 

2012/2/21) 

在訪問阿國國家漁業發展暨研究中心

時，代表團說明目前 FAO 在有關狗鱈及黑鱈

研究方法論的計畫，並對阿國海洋研究政策

重擬及技術運用表示高度興趣。 
FAO代表團結束訪問阿根廷 

阿國海員協會對於 FAO 代表團未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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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調

查，此係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欲在

各方面強化其權限之舉。FSMA 中的各項規

定，將依照各個法律所訂定之時程開始實施。 

了解阿國漁船及加工廠從業人員工作環境表

達遺憾，並對該協會人員未參加所有正式會

談深感不滿。（於仁汾，譯自 FIS-World 

News，2012/2/15） 

水產品輸往美國必須先取得 HACCP 認

證，在日本一般是透過大日本水產會或厚生

勞動省以取得該項認證。但水產廳表示，有

部分業者係利用上述管道以外的方法獲得認

證，今後這些業者可能被迫須重新取得認證。 

7名越籍船員史丹利港失蹤 

港務單位全島搜索後尋獲 

一艘在福克蘭群島作業的魷釣漁船向史

丹利港務單位通報該船有 7 名越南籍船員失

蹤，港務單位立刻動員小艇進行港區搜索，

最後在港區道路發現這 7 名通報失蹤的越南

籍船員，並由當地警方帶回警察局進行偵訊。 

JETRO 指出，FSMA 要求負責製造、加

工、包裝與保管美國國內消費食品的食品相

關設施須引進 HACCP 制度，而 FDA 亦已於

2011年 7月 4日前訂出實施該規定之最低基

準。據此，從事輸美貿易之日本國內相關食

品設施必定得引進 HACCP 制度。 

據了解這 7 名船員並未遭到船長虐待，

無跳船意圖，離船是因為正值越南新年想打

電話回越南問候家人，偵訊後這些船員表示

希 望 能 回 到 原 船 。 ( 於 仁 汾 ， 摘 譯 自

MercoPress 2012/2/13) 

再者，FSMA 要求美國國內的食品進口

業者必須對進口食品進行安全檢驗，此外，

業者亦必須確認該等進口食品是否依據

HACCP 基準製造。 

美國致力強化食品安全規範 

須對進口食品進行安全檢驗 
FDA 預計自 2012 年 1 月 4 日起開始實

施相關規則，並將於 2013 年 1 月 4 日開始

對各個進口業者課以檢驗國外進口產品的義

務。(於仁汾，摘譯自 MercoPress 2012/2/13) 

美國食品安全現代化法（Food Safety 

Modernization Act；FSMA）於 2011 年 1 月

正式生效，食品、藥品與化妝品法等相關法

律亦隨之修訂。 

國 際 魷 業 動 態 

中國大陸 

根據中國大陸海關統計資料顯示，2011 年 12 月份魷類產品進口量為 37,747 公噸，進

口值達到 5,890 萬美元，進口量值分較 2011 年 11 月份增加 12%與 25%，最大魷類產品供

應國為美國，自美國進口魷類產品佔總進口量之 51%，其次為韓國(總進口量之 9%)，魷類產

品輸入平均價格為每公斤 1.56 美元，較 11 月份 1.39 美元上漲 12%，亦較 2010 年 12 月之

1.36 美元上漲 15%。 

2011 年 12 月份魷類產品出口量為 20,431 公噸，出口值達到 1 億 850 萬美元，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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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分較 2011 年 11 月份減少 4%與 7%，日本仍是中國大陸最大魷類市場國，佔總出口量之

16%，其次為美國，佔總出口量之 15%。平均出口價格為每公斤 5.31 美元，較 2011 年 11

月平均出口價格 5.48 美元下跌 3%。 

累計 2011 年中國大陸魷類產品進口值為 4 億 9,660 萬美元，出口值為 10 億 8,460 萬

美元，當年度魷類產品貿易順差為 5 億 8,800 萬美元。 

日本 

根據日本海關統計資料顯示 2011 年 12 月份魷類產品進口量值分別為 3,450 公噸與 18

億 3,000 萬日圓，平均進口價格為每公斤 530 日圓，進口量值分較 2011 年 11 月份增加 5%

與 3%，2011 年魷類產品累計進口量達到 32,556 公噸，累計進口值為 184 億 7,900 萬美元，

平均進口價格為每公斤 568 日圓，累計進口量值較 2010 年減少 6%與 0.1%。 

西班牙 

馬德里市場重要冷凍魷魚第 7 週交易價格如下：鎖管各規格交易價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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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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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 

根據官方統計資料顯示 2012 年 1 月份阿魷漁獲量 1,105.8 公噸，較 2011 年 12 月減少

53%，但較 2011 年同期增加 48%。海關統計資料顯示 1 月份阿魷出口量為 3,838 公噸，出

口值為 810 萬美元。  (於仁汾，摘譯自 FIS-Market Reports， 2012/2/22) 

專 題 報 導                    日本2011年水產品進出口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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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月 20 日 

進口概況 

日本的水產貿易在去年(2011 年)因為歐債危機而造成日圓急速升值，再加上日本東北的

大震災等，出口大幅下滑，進口也跟前年差不多。根據日本財務省的貿易統計資料顯示，去

年的水產品進口量約 269 萬公噸，金額為 1 兆 4,500 億日圓，對照 2010 年的進口量約減少

1.1%，金額則反而增加 5.9%，是六年來首次反轉增加，以下為日本各項水產品進口的概況

摘要。 

鮭魚‧鱒魚，冷凍的智利銀鮭首度超越 9 萬公噸，而且更因單價上升，總進口金額急增

至 440 億日圓，鮭魚以及鱒魚全體約 27.1 萬公噸，金額為 1,730 億日圓，金額是歷年來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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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但是，另一方面，北美的紅鮭卻只有 1 萬 5,000 公噸，生鮮或是加工品加起來養殖鮭

魚約佔全體的 85%。智利產的鮭魚因魚病的發生而造成大量暴斃，去年的鮭魚以及鱒魚的市

況的確非常熱絡。今年，智利產鮭魚的生產量比預期還要快速恢復，因此預估將會發生生產

過剩的問題，今年年初，日本市場的銀鮭交易只能以相當混亂來形容。只不過，在便宜的水

產品不足的情況下，具有商品競爭力及利潤的定鹽製品(已進行鹽分控制)仍可看出非常順暢

的銷售。 

鹽鮭魚卵，北美地區也逐漸因冷凍卵的買盤進入而熱絡起來，鹽藏品的生產量去年與前

年差不多，約為 2,200 公噸。布里斯托爾灣的紅鮭魚卵產量也因作業次數的增減而有所變動，

其次則要視具有地區性的鱒魚卵製造工廠的產量高低而定，雖然如此，冷凍卵卻有逐年遞增

的趨勢。日本國內對於調味加工品的需求有增無減，價格比較高的俄羅斯冷凍卵已經恢復到

2,200 公噸。北歐的鹽藏品雖然是年初以來船運的主要商品，但是往年的進口量大約是以丹

麥等國所生產的 500 公噸左右的量。 

鮭魚卵，日本的秋鮭在還來不及出貨的同時，北美鮭魚卵在前半段進入便宜的商品價格

戰。問題是，想買的時候買不到製品，或是在更高價的時候根本不敢出手。北美的以及鱒魚

卵近年來都在跟俄羅斯市場相互競爭，假如沒有日本的買盤介入，特別是鱒魚卵等大部分都

賣給俄羅斯當做加工用途。儘管歐洲的經濟持續低迷，虹鱒的冷凍卵每公斤來到 15 歐元的高

值，這已是日本所能想像之外的高單價了。 

鱈魚卵，除了美國 DAP 公司的業務拓展比預期的稍嫌遲緩外，俄羅斯去年的產量也比

前年下滑，主力的冷凍品則下滑至 4 萬公噸以下。鹽藏品或是明太子的進口量跟 2010 年差

不多，整體約在 5 萬公噸左右。新產品大概從今年年初之後，DAP 公司就會開始出貨，其實

從鱈魚的分配額度便能預估今年鱈魚卵應可以恢復而且比去年還要多。如果說俄羅斯方面也

能維持在 2 萬公噸左右，那麼，冷凍卵應該可以恢復至 4 萬公噸以上才對。 

鯡魚卵，北美的鹽藏卵剛好可以補充加拿大減產的部分，問題是荷蘭等歐洲國家的原卵

都普遍減產，因此，2011 年整體產量約比 2010 年減少了約 10%左右。而 CIF 平均每公斤的

價格，在加拿大為 1,072 日圓(前年為 1,429 日圓)，美國為 984 日圓(前年為 1,192 日圓)，都

創近幾年的新低值。調味加工用的冷凍卵在加拿大東岸一樣呈現減產狀態，但還是維持在

2,000 公噸左右。 

鯡魚，北美產因錫特卡市的增加導致布里斯托爾的買單很難下手，年間約減少一成以

上，後退至 2 萬 3,000 公噸左右。另外，俄羅斯產的抱卵鯡魚則恢復至二年前的好水準，約

有 3 萬公噸。但是，從今年春季之後北美新品仍然可看到布里斯托爾的高分配額度，除此之

外，錫特卡市的漁獲配額也來到未曾出現的 3 萬公噸的高值。如果全數的漁獲額度達成，那

麼銷往日本的數量必然會增加才對。其次是，抱卵鯡魚的出口預估最近將會解禁，體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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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預估可能會出口至日本。 

鯖魚，由於主要產地挪威的圍網漁獲之運入延遲之故，進口量下滑至 2010 年的八成以

下，值得安慰的是，進入產季之後的運入量並未明顯的下滑或降低。只是，因為買盤價格一

直維持在高檔而且日本國內的需求又直直落，所以，今年最大的課題應該是價格的修正吧。

另一方面，2012 年歐洲各國的額度分配協商，很可能會破裂或是沒結論。如此一來，對於日

本的進口量是否會造成衝擊或是受到影響仍就是未知數，混亂期間可能很長，要是歐盟區域

內的 MSC 認證取消的話，在日本市場的競爭對手減少的狀況下，一般預估將會朝有利的方

向發展。 

煉製品，因為 DAP 公司恢復年間約 8 萬公噸的漁獲如期完成運搬入庫，而且買盤的價

格也往下修正，只不過仍然無法滿足日本國內的需求，而且漁獲單價也太高。而漁獲最佳替

代品當然以煉製品為主，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煉製品的拓展也相當有限，這也是供給不足

的原因之一。DAP 公司的鱈魚捕撈漁業有很不錯的開始，而且魚體體型相當好，將它作為煉

製品的原料再好不過了。今後，貿易策略將隨著與歐洲鱈魚排製品的競爭而有些許調整，但

是，一開始則會選擇讓生產煉製品的比率高一些的措施。 

蟹類，由於俄羅斯極東地區的活蟹持續減產，導致轉嫁至冷凍蟹的價格炒得太過頭。就

2011 年 1 月的北美雪場蟹，以及年末的帝王蟹來說，因為品質以及體型都非常好以至於價格

爆衝至歷史高點，俄羅斯的冷凍品以及韓國釜山的在庫量幾乎都被下訂單買走，但其中仍有

部分因為品質與價格兜不攏而造成庫存量大幅增加的情形。帝王蟹因為供應量不足之故，市

場業者紛紛轉向比較低價的雪場蟹，雖然在去年年終時賣相不錯，但去殼的商品縱使價格下

降不少但仍未見大量釋出的情況發生。 

鰻魚，2011 年的生產量雖然是近年來的新低量，但因為價格高漲，以至於銷售總金額

仍高於 2010 年。白鰻魚苗持續在減產當中，今年仍舊未見活鰻魚的價格有下降或趨緩的情

況。如果白鰻魚苗的生產沒有好轉的現象，受不了高價原料衝擊的蒲燒鰻製造業者可能有不

少將會關門大吉，或是遭到市場淘汰的命運。今後必須能夠忍受高價活鰻才能存活下來，甚

至必須做出限定交易的措施。另外，台灣所生產的鰻魚也因為數量少，活鰻魚的市場又再度

回到中國。在加工鰻方面，價格也來到歷史高點。數量方面，2008 年當時因為中國的生產出

了問題，導致鰻魚進口數量降低不少，2011 年比 2008 年還要減少，約為 1 萬 4,624 公噸，

雖然如此，金額卻比當年高出 100 億日圓，來到 339 億 9,800 萬日圓。 

鰺魚，歐洲所生產的鰺魚持續低迷不振，2010 年開始大幅減產了 7,000 公噸，近幾年

更是來到歷史低點，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來自荷蘭以及挪威的大幅減產。其次為韓國所生產的

鰺魚也減產 3,000 公噸，這一部分又與國產被用來加工的漁獲相重疊，最後導致日本國內鰺

魚供給嚴重不足。從去年夏天開始，歐洲的新漁季也無法彙集日本所需求的體型與數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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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需求與供給其實暗濤洶湧，這也導致在地的價格在開始時便已出現居高不下的態勢。雖

然今年到目前為止有稍微趨緩的跡象，但是，價格方面卻比去年還要高出許多。至於荷蘭以

及挪威所出產的鰺魚在價格方面預計會比去年還要高。最後，冰島所生產的鰺魚，在相隔三

年之後又再度出現增加的走勢。 

鮪魚，冷凍鮪魚類比過去二年還要多，總金額為 1,533 億 3,300 萬日圓，為相隔三年之

後再度增加。就南方黑鮪這種高級魚來說，交易有逐漸上升的趨勢。鮪魚在蓄養的主要產地

近幾年都以生鮮漁獲作為銷售的主要商品，此一部分卻又逐漸流向冷凍品了。旗魚類的生魚

片用背肉需求量幾乎沒變動，單價比較便宜的黃鰭鮪數量較多，但跟 2010 年差不多。至於

比較大眾化的鮪魚以魚排的方式進口的數量也逐年增加，2011 年是最近幾年內最多者，約

280 億日圓。生鮮或冷藏的鮪魚為 3 萬公噸，金額已經低於 300 億日圓的大關卡。另外，韓

國產的圍網黑鮪，或是地中海所蓄養的黑鮪，以及澳洲所生產的蓄養鮪魚之生鮮漁獲，出貨

都在下降中，連旗魚類都在減少。 

蝦類，因為泰國的洪水問題，以及越南、印尼等主要生產地發生蝦病而造成產量減少。

也因此，出口至日本的數量也跟著減少，單價方面當然居高不下。日本方面的貿易商因為匯

率受益之故，也都紛紛下訂單買入。另一方面，促使運入量增加的主要原因來自印度以及阿

根廷。就印度來說，大型魚體是他國所沒有的品系，而且還持續在增產當中。由於價格的下

降，2010 年時還相當保守的日本，如今也猛下訂單買進。另外，阿根廷則因為空前的大豐收

價格下滑不少，原本沒有日本所要求的體型，如今也都紛紛出現。 

柳葉魚，冰島及挪威在 2011 年比 2010 年對日本的出口量增加不少。撇開利益不說，

中國加工的態勢不但讓販賣數量增加，更有席捲整個市場的意圖。其中較為特別的現象是，

賣給中國作為加工用途的比率愈來愈高，而且是雌雄混合。如果是日本國內加工用途者，則

以雌魚選別以及與加工型態用魚做出明確的區分。至於做為中國加工用途的柳葉魚，漁獲混

合的比例增加不少，雌魚選別用原料則被壓縮，價格協商也以混合者最為優先。目前，冰島

以及挪威因為已經進入漁季，在分配額度增加的同時，產地業者其實很想一口氣凍結所有訂

單。經過嚴格篩選之後的優良原料，其實是日本最想著墨的地方，此舉當然備受世界各國的

矚目。 

章魚，2011 年由於額度減少以及主要生產地的摩洛哥與莫三鼻克的欠收，造成供給量

大幅下降。摩洛哥的生產量為 5,301 公噸，比 2010 年大幅下降 50.8%，莫三鼻克的生產量

為 1 萬 4,594 公噸，比前年約減少 16.2%。一年當中需求最多者為歲末，因為供給減少，於

是減少特價優惠以及販賣數量。加工業者也因為沒有利潤乾脆停止生產，目前持續著冬漁的

態勢並沒有好轉的跡象，也因此，今年春天以後的販賣，預估原料供給仍將陷入困境。 

出口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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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日本 2011 年水產品的出口情況來說，日圓大幅升值、福島核電廠事故及供給量不足

等三個原因，的確困擾著日本的水產業。2011 年的生產量比 2010 年約減少 24.9%，亦即減

少約 42 萬 5,003 公噸，金額方面也減少 10.9%，即 1,739 億日圓。這是繼 2009 年雷曼兄弟

事件後最為悲慘的一年，以下為 2011 年各項水產品出口的概況摘要。  

鯖魚，前年已經恢復至 10 萬公噸，以亞洲或是中東為主體的市場拓展的可能性愈來愈

高，去年 3 月時適逢日本東北的大震災以及伴隨著福島核能電廠的事故，漁獲量如緊急煞車

般停滯不前，今後必須等待與各國的貿易協商結果才能再度拓展業務。鯖魚銷售對象原本已

經增加到 37 個國家，而且已經突破 10 萬公噸關卡，但 2011 年卻一口氣衰退至 24 個國家，

出口量雖然一度爬升到 11 萬公噸，去年卻又跌落到 9 萬 5,000 公噸。況且，其中的 5 萬公噸

是在大震災前的三月就已經出口，四月之後的出口數量還不到一半。值得一提的是出口至韓

國，2011 年遠比 2010 年還多，而且是在三月就已超越前年的總量，要不是核電廠事故，對

韓國的出口的確是未來的一大契機。這是因為韓國所生產的鯖魚數量急速下降，再加上關稅

的廢除等都對日本相當有利。另外，近幾年對埃及出口已經成長三倍之多，很可惜去年竟然

從 3 萬 7,000 公噸衰退至只剩 6,300 公噸。再者，越南以及菲律賓所購買的鯖魚主要作為罐

頭食品用也是逆向增加，此一部分多少彌補其他國家減少的數量。 

秋刀魚，冷凍秋刀魚出口大幅減少 78%，只剩 1 萬 3,292 公噸。2010 年出口至俄羅斯

約有 5 萬公噸以上，如今只剩下 6,145 公噸而已。根據相關人士指出，雖然俄羅斯對於輻射

問題很敏感，而且對日本三陸以南的秋刀魚敬而遠之，但卻對北海道所生產的秋刀魚發出有

多少買多少的指令。日本國內也因為大震災之故，在魚體大小方面必須兼顧俄羅斯以及日本

國內罐頭加工業者的需求。而在價格方面因為以國內罐頭加工業者優先之故，反而無法兼顧

俄羅斯方面的需要。來自日本根室相關人士指出，整體而言，無論是賣給俄羅斯還是越南，

在價格方面都遇到瓶頸，因此只由根室出口約 172 公噸而已，大約減少 77%左右。2011 年

日本產的秋刀魚集中在道東地區，但因為三陸主產地是災區之故，整體的供給嚴重不足。另

一方面，日圓急速升值以及核電廠事故等影響，出口環境的確相當嚴峻，然而，出口價格卻

不減反增，平均價格約上升 25%，FOB 每公斤平均上升至三位數的 106 日圓。  

鱈魚，從去年日本福島核電廠事故之後迄今，由於檢驗規定愈趨嚴格，使冷凍鱈魚以及

生鮮鱈魚出口都停滯不前，最終只能以慘字來形容。冷凍鱈魚的出口數量約比前一年減少34%

只剩 3 萬 1,103 公噸。2011 年 10 月底約只有前一年的半數而已，11 月以後北海道雖然來到

漁季，並且經過一連串的產地魚價對策以及積極向中國推銷，到最後也只恢復到往年 2/3 的

水準。近年，乾燥的棒狀鱈魚干的加工地已逐漸移到中國，2011 年約有 77%銷往中國，銷往

韓國只剩 15%而已。出口單價由於煉製品市況低迷之故，每公斤平均只有 68.5 日圓，比 2010

年下滑 20%，對中國出口約下滑 14%，對韓出口則大幅滑落 32%。另一方面，生鮮鱈魚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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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出口數量也減少 44%，這當然又是福島核電廠事故所造成的不良影響。只不過，出口單價

平均每公斤為 225 日圓，比前年的 231 日圓稍微下降一些些。  

秋鮭，以秋鮭為中心的其他太平洋區所生產的鮭魚，主要銷往中國的條塊鮭魚大約減產

73%，僅 1 萬 5,209 公噸，全體則下滑 65%。包括新品在內的鱒魚的出售，旺季雖然在 9～

12 月，但是銷往中國的部分約比 2010 年減少 70%，可說是相當低迷，而出口減少的原因主

要還是核電廠事故，以及價格太高。其次是日圓急速升值，以及俄羅斯鱒魚大豐收導致對原

料需求沒有急迫性。還有出口手續相當花時間，例如，中國通關手續必須要花二個月，進口

業者等待不了只好繞道越南，也因此，對越南出口同一時間增加了 38%。 

乾燥海參，出口量約為 195 公噸，較 2010 年約減少 7%。雖然中國對乾燥海參的需求

量依然非常強勁，但是近年來對鹽藏海參的需求量卻愈來愈多，另外，中國會將乾燥品再度

加工，因此對乾燥海參的需求已經連續四年呈現減少的趨勢。去年出口單價平均每公斤為 6

萬 430 日圓左右，去年為 6 萬 1,186 日圓，約下滑 1%，出口總金額為 117 億 8,400 萬日圓，

約下降 8%。只不過，根據貿易統計來看，項目中並未出現鹽藏海參，因此，實際需求量或

金額仍舊不是很清楚。 

干貝，冷凍干貝的出口約比 2010 年減少 26%，來到 9,495 公噸，業務拓展並不順利。

整顆冷凍品出口至美國約減少 27%，為 1,081 公噸。雖然新品的供給從 6 月開始，而且美國

的市況也相當熱絡，但在 8 月以後卻又急踩煞車，其主要原因除了日圓升值之外，美國禁漁

的漁場又重新開放也是原因之一。對中國輸出由於核電廠事故而急停，出口數量只有 2010

年的一半左右，反而是越南市場約增加 59%，為 2,366 公噸。對法國出口增加約 33%，為 340

公噸，已經超越 2010 年。出口價格約上漲 50%，FOB 平均每公斤為 1,154 日圓，從製品的

市況反應可以看出目前處在相對的高水準。 

魷魚，去年槍魷魚及赤魷合計出口約 3 萬 2,556 公噸，其他魷魚類合計約為 4 萬 1,363

公噸，二者合計為 7 萬 3,910 公噸，好不容易恢復到 7 萬公噸以上，並比 2010 年增加約

24.4%。由於是世界性的缺貨，所以，即使是從日本出口至中國的數量增加，但是在中國加

工之後的半成品再度返銷回日本的數量也增加，為近年來最高峰。秘魯銷往日本的數量相隔

二年之後又重新恢復至 2 萬公噸。 

銀鱈，一直沒有停止減產的銀鱈，2011 年又比 2010 年減少大約一成，主力產區的阿拉

斯加灣，今年的漁獲配額跟 2011 年大致相同，還是維持在大約 1 萬公噸左右。另外，則因

為條塊包裝製品大約減少一半之故，至於魚排部分也一直沒恢復，最後導致供給嚴重不足。

也因此條塊包裝的價格恢復至每公斤 2,000 日圓，但稍微炒作過頭。從去年歲末至今年年初，

相關人士都努力在協商，希望價格能夠回穩，雖然如此，已經是二月底了，卻仍看不到成果，

此等漁獲物單價仍然高居不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