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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漁 業 資 訊 

迄10月日本秋刀魚11萬噸餘 

與 2012年同期相較減產 29% 

本年度日本北海道道東近海的秋刀魚捕

撈期進入尾聲，依據秋刀魚生產團體的全國

秋刀魚棒受網漁業合作社於 11 月 11 日發表

日本全國的漁獲量（10 月 31 日止）情形，總

漁獲量 11 萬 5,500 噸，較 2012 年同期減少 29

％，是 2009 年以後的 5 年來新低。由於漁況

不佳的影響，平均單價為每公斤 163 日圓，

增加 84％，漁獲金額為 189 億 2,600 萬日圓，

增加了 32％，是 5 年間當中第 3 位。 

主要魚群在10月上旬離根室百數十公里

以上的東方聚集，漁獲量集中於根室．花咲

港，該港漁獲量去年同期相比減少 24％（5

萬 5,300 噸），金額增加 46％（98 億 4,700 萬

日圓）。釧路港漁港較遠，漁獲量減少 42％（1

萬 2,900 噸），金額減少 3％（14 億 3,500 萬日

圓），是 2009 年以後的新低。釧路的流通加

工業者因秋刀魚量不足，由根室入貨，增加

運送費用。（楊清閔，譯自日刊水產經濟新

聞，2013 年 11 月 12 日） 

10月起東京築地市場秋刀魚 

產地北海道減少而三陸漸增 

日本北海道的生鮮秋刀魚漁期將至尾盤 

，魚群的前端至常磐近海南下。在漁期前半

期，漁況持續不佳的情形，冷凍庫存量呈現

稀少狀態，產量期能提高。根據日本漁業情

報服務中心（JAFIC）指出，由於今年於 10

月份較往年多了許多颱風，海水溫度下降。

現在漁獲在金華山至氣仙沼近海 40浬處的近

沿岸處形成漁場，可當日往返作業。在 10 月

31 日於小名浜港的 70-80 浬處的漁場前端南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高市誌字第 158號 

中華民國  82 年 09 月 01 日創刊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6 日出版  

 

 

發  行  人  / 施教民 

執行編輯  / 李唐輝 

發行單位  / 財團法人台灣地區遠洋魷魚類產銷發展基金會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漁港中一路二號三樓之一 

               電話：07-8117203   傳真：07-8315814 

全球資訊網 /  http://www.squid.org.tw/ 

電子郵件  /  squid@squid.org.tw 

 



 2 

下。 

銚子港也開始進行漁獲，11 月 1 日約有

540 噸的產量，魚體大小為 160 克以上，含豐

富油脂的優質品。在東京．築地市場於 10 月

份開始北海道產量的入貨量減少，變成以三

陸產為主體。批發商指出，其油脂含量較少

但鮮度佳。但是，因為漁況不佳，使得冷凍

庫存量呈現稀少狀態，市場價格依然保持在

高檔。而漁場由常磐近海處南下，2012、2011

年不曾由小名浜入貨，能不能由小名浜產入

貨，為本月的重點之一。（楊清閔，譯自日刊

水產經濟新聞，2013 年 11 月 7 日） 

日本總務省公布 9月家計支出 

因本年秋刀魚量減致支出增加 

根據日本總務省發表 2013 年 9 月份家計

支出（家計調查報告，2 人以上家庭，除去

農林漁家家庭），9 月分的食物支出金額為 7

萬 2,477 日圓，增加 3.3％，8 月份持續，較

2012 年增加 2,000 日圓以上。魚介類的支出

金額為 5,917 日圓，支出金額增加 3.5％，食

物全體的支出金額上升。9 月份的對生鮮魚

介類的支出金額為 3,532 日圓，增加 2.6％，

但是購入量則大幅減少為 2,351 克，減少 9.6

％。 

往年，由於秋刀魚漁獲的加入讓大眾魚

的市場行情軟化，但今年漁獲不佳，使得全

體的市場行情高。支出金額連續 7 個月超過

去年，此因受單價高所影響，消費量反而是

下降的。 

相較去年的支出金額，大幅增加的有沙

丁魚、青甘鰺、章魚、鹽乾魚介類的鮭魚、

乾竹莢魚、魚介類的醃製品等等。沙丁魚與

青甘鰺為北海道的道東、道南海域所漁獲，

做為量販商材出貨。9 月份由於颱風頻襲，

海上暴風情形頻傳，鮮魚的生產量不足，讓

魚介類的鹽乾及醃製品交易活絡。 

另一方面，金額較去年明顯減少的有秋

刀魚及蝦類。秋刀魚因海水溫高，南下遲來，

正式生產時間較遲，9 月份以後的生產地市

場行情仍偏高。蝦類是國外殖場的生產量減

少所影響，數量減 2 成，金額減 1 成。（楊清

閔，譯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2013 年 11 月 8

日）   

日本羅臼魷魚產量 

突破 1萬 3,000噸 

日本北海道的羅臼及鄂霍次克海沿岸的

日本魷漁獲仍呈現好漁況。在羅臼地區生產

量累計已突破 1 萬 3,000 噸，在鄂霍次克海游

進定置網內所漁獲，以及在近海處形成中型

魷釣船的漁場所致。而其他地區的魷漁業依

然不振，魷魚呈現價格偏高的情勢，已成為

貴重的加工原料。 

羅臼的魷漁業較往年提早 1 個月以上，

於 8 月下旬正式進入盛產季，至 10 月初時漁

獲情形稍減少，但 10 月中以後產量再度增

加，10 月 21 日之魷釣及定置網漁獲合計為今

年最高峰，一天約有 1,280 噸的生產量記錄，

10 月 22、23 日也有 700-800 噸的產量。 

羅臼漁協指出，至 10 月底的累計漁獲量

約有 1 萬 3,300 噸，是去年同期的 6 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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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2011 年同期（1 萬 3,600 噸）的情形推算，

最後有可能會達到 2 萬 6,300 噸。而現在，魷

釣船 70-80 艘及定置網 33 組正在作業中，魚

體大小增加到 300-350 克左右，加工業者指

出，這幾天的魚體較大。而剩下的 1 個月能

夠漁獲及累積到多少量，受到注目。 

鄂霍次克海沿岸在 10 月下旬，主要以雄

武、沙留、紋別的定置網漁獲較佳，產地關

係人指出，有些地區生產量 1 天可達 1 萬箱

（20kg/箱）以上。雖有些漁獲的偏差，但該

地區於 2010-2011 年呈現好漁況，今後的情形

也很受期待。 

原料魷魚的舊庫存已呈見底的情形，而

在北海道內其他地區及三陸的魷漁業依然不

振，故羅臼及鄂霍次克海沿岸的日本魷，已

成為貴重的加工原料，市場行情節節上升。

在羅臼於10月底止的累計平均單價為每公斤

225 日圓，雖然較去年漁獲量大幅增加，但較

去年同期的價格提高了 4％。 

產地的加工業者指出，羅臼及鄂霍次克

海沿岸的漁獲物主要運往函館做為魷魚加工

用，此外羅臼看準了北海道以外的需求，亦

有進行去尾品及冷凍品的加工。但是，市場

價格高，所以製作的成本上升，去尾品的價

格預測在本月底前仍然會偏高。加工業者指

出，若價格設定於去年相同的話，以現在的

成本來看，很有可能高價買入後，用比成本

低的價格賣出。因此，加工業者對漁獲往後

情形感到不透明，以及期望在流通方面，能

夠繼續地漁獲及市場行情軟化。（楊清閔，譯

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2013 年 11 月 7 日） 

今年前三季阿根廷水產品  

出口量較去年同期增加15% 

累計至 9 月底阿根廷水產品出口量達到

32 萬 9,751 公噸，較去年同期之 28 萬 6,899

公噸增加 14.9%，其中魚類產品出口量為 18

萬 2,201 公噸，較去年同期之 17 萬 7,236 公噸

增加 2.8%，其他水產品累計出口量為 14 萬

7,550 公噸，則較去年同期之 10 萬 9,863 公噸

增加 34.3%。 

外銷水產品中以阿魷出口量 9 萬 1,727

公噸為最高，其出口量較去年同期之 6 萬

3,819 公噸增加 43.7%，其次為狗鱈之 8 萬

5,308 公噸，較去年同期之 7 萬 9,145 公噸增

加 7.7%，蝦類出口量 4 萬 8,113 公噸居第三

位，其出口量較去年同期之 3 萬 9,714 公噸增

加 21.1%。 

出口量增加之水產品包括鯷魚 5,724 公

噸（增加 0.6%）、刺魟 4,342 公噸（增加 2.4%）

及扇貝 4,869 公噸（增加 4.4%）。 

出口量減少之水產品則有福氣魚 1 萬

1,240 公噸（減少 13.2%）、黃魚 2 萬 9,407 公

噸（減少 3.2%）、狹鱈 1,702 公噸（減少 9.4%）

與海鱸 1 萬 2,553 公噸（減少 3.9%）。（於仁

汾，摘譯自 FIS-World News，2013 年 10 月 25

日） 

阿根廷今年至 9月 

漁產量達63萬餘噸 

根據阿根廷官方統計資料顯示，今年累

計至 9 月之漁產量為 63 萬 9,973.8 公噸，較

去年同期之累計漁產量 52 萬 2,740.6 公噸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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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22.4%，增產主要來自於狗鱈、蝦類及阿

魷。 

港口別卸魚量以馬德普拉塔 33萬公噸為

最高，其次依序為德塞阿多 10 萬公噸、馬德

林港 8 萬 5,000 公噸，另外在阿根廷及烏拉圭

共管海域漁產量達到 6 萬 1,562.3 公噸。 

9 月份漁船平均作業天數為 17.16 天，魚

漿工船以 30 個作業天為最高，其次為椼拖網

25 天、拖網 19.2 天、生鮮作業船 18.46 天、

沿岸作業船 16.77 天以及延繩釣 10.78 天。 

8 月份水產品出口量為 5 萬 5,018 公噸，

較去年同期增加 45.8%，出口值為 1 億 6,860

萬美元，出口值較去年同期增加 36.3%，出口

水產品中軟體類 1 萬 8,187 公噸（出口值 3,030

萬美元）、生鮮魚類 1 萬 3,431 公噸（出口值

2,370 萬美元）及甲殼類 1 萬 2,981 公噸（出

口值 8,660 萬美元）。 

8 月出口水產品中以魷魚出口量 1 萬

7,711 公噸為最高，其出口值達到 2,590 萬美

元，出口量及出口值較去年同期增加 773%與

323%，其次為狗鱈 1 萬 627 公噸，其出口值

2,470 萬美元，出口量及出口值分別較去年同

期增加 18.1%與 16.1%，蝦類產品出口量及出

口值分別為 1 萬 2,981 公噸與 8,670 萬美元，

分較去年同期增加 19.1%與 30.1%。 

累計至 8 月各項重要出口水產品累計出

口量及出口值分別為狗鱈 7 萬 2,840 公噸與 1

億 7,790 萬美元、蝦類 4 萬 4,002 公噸與 2 億

8,310 萬美元、魷魚 11 萬 2,608 公噸與 2 億 490

萬美元。（於仁汾，摘譯自 FIS-World News，

2013 年 10 月 29 日） 

越南輸銷南韓及歐盟 

頭足類產品大幅衰退 

越南輸銷南韓頭足類產品佔該產品總輸

出金額 29.6%，但近期受到供給量減少及南韓

當地消費需求趨緩的影響，今年 9 月輸銷南

韓之頭足類較去年同期減少 14.4%，今年第二

季開始越南業者發現受到來自中國大陸、印

尼、茅利塔尼亞以及馬來西亞同類產品的價

格競爭影響，導致越南頭足類產品在南韓市

場出現行銷問題。 

南韓進口水產品主要為頭足類、魚類及

蝦類，頭足類產品進口最高曾佔水產品進口

量之 85%，今年上半年南韓進口上述三項水

產品成長幅度介於 8-25%，今年上半年南韓

頭足類進口最大供應國為智利且其輸銷量較

去年同期成長 58%，越南為次要頭足類產品

供應國，然輸銷量卻較去年同期減少 6%。 

在歐洲市場方面，越南頭足類產品同樣

受到來自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及荷蘭等

國產品的競爭，加上歐洲經濟衰退導致消費

不振，今年上半年越南銷歐頭足類產品較去

年同期大幅衰退 31.9%，依照輸銷國別觀察，

出口至義大利、德國及比利時之頭足類產品

分別衰退 20.8%、7%及 46.8%。 

歐洲市場對越南頭足類產品重要性以德

國為例，德國為全球第四大頭足類產品進口

國，其進口量佔全球頭足類貿易之 6.4%，魷

魚及花枝進口值年成長率平均為 4% 與 11% 

，越南為德國頭足類產品之第六大供應國，

因此輸銷德國頭足類產品衰退對越南水產業

影響甚大。（於仁汾，摘譯自 FIS-World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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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0 月 31 日） 

南大西洋海上城市之光 

魷釣漁船夜間聚集作業 

去年12月美國太空總署國家地球物理資

料中心發布一張在阿根廷外海發現可疑的城

市之光，經過調查後發現原來是在離阿根廷

海岸線 300 至 500 公里處有大批外國籍魷釣

船聚集作業，這些作業船經過 9 天航行後移

動至福島及阿根廷專屬經濟區交界處作業。 

南大西洋海域夜間作業魷釣船群聚捕

撈全球頭足類產量第二大的阿根廷魷，阿魷

分布範圍從巴西里約熱內盧外海直到阿根廷

火地島海域，其分布範圍從南緯 22 度至南緯

54 度綿延好幾萬公里。 

馬爾維納斯海流向北帶來豐富的營養

鹽及浮游生物，並在大陸斜坡海域形成渦流

及潮境，因此魷釣船大批聚集在此處作業捕

撈阿魷，漁業捕撈範圍南至南極極地環流邊

緣。 

在南大西洋海域潮境交界處植物性浮游

生物大量聚集，也因此聚集相當多包含阿魷

在內的掠食者，作業漁船夜間藉由燈光吸引

魷魚上浮並用線釣方式捕撈。 

地球科學家首度在 1970 年代末期發現海

上夜燈景象，並將夜燈景像標示在地圖上，

這些海上夜燈光照亮集中地點也出現在日

本、韓國及中國大陸沿海，從南大西洋海域

夜燈光照分布範圍觀察，這些作業船儘可能

接近阿根廷專屬經濟區邊緣以求能捕獲較多

阿魷。 

阿根廷科學家表示，透過這些夜燈光照

可以瞭解公海海域漁況，估算作業船數及推

算捕獲量。 

科學家推估大約有30萬公噸阿魷為外國

籍魷釣船捕獲，雖然阿根廷無法管理這些漁

船，但從衛星影像可以稍微了解區域內漁業

活動的情形。（於仁汾，摘譯自 MercoPress，

2013年10月29日） 

本年迄 8月福建對台貿易 

水產品進出口量逾 7萬噸 

1－8 月中國大陸福建水產品進出口貿易

總量達 72 萬 6,800 噸，貿易總額達 38 億 8,300

萬美元，比同期增加 20．11％，水產品出口

貿易總額前三季居中國大陸首位。    從出口區

域看，東盟、台灣、香港、美國仍為主要出

口國家和地區。出口產品以墨魚、魷魚、蟹、

鰻鱺、蝦等水產品為主，單品種出口金額均

超過億美元。其中，對台水產品進出口貿易

總量 7．17 萬噸、貿易總額達 6 億 600 萬美

元，比同期增加 38．04％。中國大陸    泉州、

寧德、漳州三市水產品出口繼續保持良好態

勢，出口量比同期分別增加 52．35％、45．

79％和 20．69％；出口貿易總額比同期分別

增加 79．22％、58．13％和 30．63％。中國

大陸    寧德市出口水產業逐漸由養殖轉化成海

捕水產，出口品種達 60 餘類。初步形成歐美

金字塔頂端的高價市場、香港主要市場、東

南亞傳統市場、非洲南美新興市場等多重市

場的局面。    業內人士分析，水產品精緻加工

的完善，市場銷售量的不斷擴大以及政策的

大力支持是促進中國大陸    福建省水產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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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迅速增加的主要因素。（轉載自中國漁市

網，2013 年 10 月 28 日） 

日本向 WTO申訴韓國 

禁止福島等地水產品 

據日本共同社報導，日本政府 16 日在日

內瓦召開的世界貿易組織（WTO）衛生植物

檢疫委員會會議上指出，韓國以福島第一核

電站污水洩漏為由對福島等 8 縣水產品採取

的禁止進口措施違規。日方指出，日本水產

品按照國際標準實施嚴格的安全管理，韓國

的措施缺乏科學依據，要求韓方撤回禁令。

向 WTO 申訴意在謀求國際社會的理解。日本

方面有關人士稱，韓方以撤消進口禁令所需

數據不足為由，將在近日要求日方提交補充

數據。日本水產廳加工流通課長杉中淳 16 日

在會議結束後表示：“我們認為日本的擔憂

獲得了他國成員的廣泛理解。” 韓國從 9 月

起禁止進口青森、岩手、宮城、福島、茨城、

栃木、群馬和千葉縣產水產品。此外還決定，

如果從日本其他地區的水產品中檢測出放射

性物質，即便是微量也將要求日方重新提交

檢查證明。（轉載自中國漁市網，2013 年 10

月 18 日） 

大陸成都舉辦第二屆 

舟山深海魷魚美食節 

2013 年 9 月 24 日，“成都•第二屆舟

山深海魷魚美食節”——舟山深海魷魚創

新菜品及宴席展評頒獎典禮，在中國大陸成

都天府新城會議中心隆重舉行。中國大陸舟

山市和成都市政府領導、中國遠洋漁業協會

代表在典禮上致辭，並向獲獎品牌餐飲企業

頒獎。 

本屆舟山深海魷魚美食節由中國大陸

舟山市人民政府、中國遠洋漁業協會主辦，

中國大陸舟山市海洋與漁業局、舟山市商務

局、舟山市遠洋漁業協會、浙江省漁業互保

協會舟山辦事處、四川省飯店與餐飲娛樂行

業協會、成都市美食之都促進會承辦。旨在

通過廚藝展示方式向廣大成都地區消費者

推介魷魚的營養價值。 

舟山是中國大陸最大海水產品捕撈基

地，遠洋漁業規模名列大陸地級市首位，深

海魷魚產量達到 30 萬噸，占大陸的 70%以

上，世界的 25%左右，是享譽中外的“中國

魷釣第一市”、中國海鮮之都。舟山深海魷

魚，純天然，無污染，好營養、且供應量充

足，從去年進入亞洲首座國際美食之都成都

市場後，受到了成都餐飲企業和廣大美食愛

好者的熱情歡迎，本屆美食節更引爆了又一

輪舟山深海魷魚、香飄美食成都的熱潮。呈

現出專業創新競賽與美食現場品鑑，線上推

廣與線下體驗、產品展銷與對接銷售相輝相

映、相得益彰的良好效果。 

在此次舟山深海魷魚創新菜品及宴席

展評頒獎典禮上，共展出了來自錦江賓館、

紅杏酒家、大蓉和酒樓、明宇集團、巴國布

衣等成都品牌飯店與餐飲企業的烹飪精英

廚師，以舟山深海魷魚為食材創新研製的菜

品數百款、宴席套菜 24 桌。經過現場評選，

獲獎菜品 50 個、宴席套菜 10 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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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美食節通過展賽結合，為成都飯店

與餐飲企業、浙江舟山深海魷魚及海產品供

應企業，在菜品創新、技藝交流和特色烹飪

原材料、加工海產品等方面搭建一個務實交

流平台。現場還同時舉辦了舟山深海魷魚及

海產品採供洽談會，共 12 家舟山深海漁業

企業和近百家成都餐飲品牌企業在活動現

場進行了積極務實的商洽溝通，為雙方產銷

對接的長期合作拉開了新的帷幕。（轉載自

中國遠洋漁業資訊網，2013 年 9 月 29 日） 

中國大陸浙江金融機構 

幫助業者推展鱿魚市場  

中國大陸浙江舟山市普陀區展茅鱿魚市

場是集鱿魚翻曬、銷售、系列食品加工爲一

體專業加工市場，共有 70 餘家鱿魚加工戶和

數十家鱿魚加工企業。                 

近年來，爲解決鱿魚加工戶及加工企業

融資難問題，中國大陸普陀農村合作銀行在

推行“展茅鱿魚加工戶分戶跟蹤聯系服務工

作”的基礎上，通過“信用評定、利率優惠、

基本授信”三項保障機制，積極助推中國大

陸展茅鱿魚市場快速發展。從 1999 年中國大

陸首創加工戶聯保貸款至今，累計爲鱿魚市

場發放貸款近 5 億元。 

目前，展茅鱿魚市場産值增長 20 餘倍，

已成爲中國大陸最大的鱿魚加工市場。（轉載

自中國漁業資訊網，2013 年 10 月 23 日）

國 際 魷 業 動 態 

中國大陸 

根據中國大陸海關統計資料顯示，8 月份魷類產品進口量為 4 萬 1,453 公噸，進口值達到

5,800 萬美元，進口量較 7 月份增加 12%，與去年同期相較進口量及進口值分別增加 37%與

26%，最大魷類產品供應國為北韓佔總進口量之 31%，其次為南韓佔 25%，輸入平均價格為

每公斤 1.4 美元，較 7 月每公斤 1.39 美元上漲 1%，但較去年同期下跌 8%。 

8 月份魷類產品出口量為 2 萬 2,736 公噸，出口值達到 1 億 2,100 萬美元，出口量及出口

值 7 月份減少 1%與增加 0.2%，但較去年同期之進口量與進口值相較分別增加 30%與 31%，日

本仍是中國大陸最大魷類輸出市場佔總出口量之 15%，其次為美國佔總出口量之 12%，平均

出口價格為每公斤 5.32 美元，7 月之每公斤出口價格 5.28 美元上漲 1%，亦較去年同期每公斤

價格 5.26 美元上漲 1% 。 

日本 

日本魷拍賣價格仍持續上揚，18 尾裝個體凍結價格約在 3,300 日圓、23 尾裝 3,100 日圓、

26 尾裝 3,000 日圓，塊凍 16 尾裝、21 尾裝及 26 尾裝拍賣價格在 3,000 日圓，在函館卸售的

18 尾裝個體凍結魚貨在 10 月 12 日拍賣價格首次漲過 3,000 日圓，在 10 月 16 日 23 尾裝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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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9 日 26 尾裝個體凍結魚貨拍賣價格漲過 3,000 日圓，在八戶港拍賣的凍塊魚貨從 10 月 19

日開始 16 尾裝、21 尾裝及 26 尾裝拍賣價格漲過 3,000 日圓。 

西班牙 

馬德里市場第43週鎖管各規格交易價格分別為9-12公分以下2.3歐元/公斤、12-14公分3歐

元/公斤、14-16公分3.4歐元/公斤；阿魷各規格交易價格為淨後胴體24-30公分2.2歐元/公斤、淨

後胴體20-24公分2歐元/公斤、淨後胴體15-20公分1.8歐元/公斤、胴體18-22公分2.1歐元/公斤、

胴體23-28公分2.2歐元/公斤、胴體28公分以上2.5歐元/公斤、魷圈2.5歐元/公斤。（於仁汾，摘

譯自FIS-Market Reports，2013年10月30日） 

國 內 漁 業 要 聞 

國產魚安全無虞  

輻射檢測全過關 

為消除國人對於我國捕撈漁獲輻射污染

疑慮，漁業署自 7 月 23 日起對我國漁船捕撈

遠洋、沿近海漁獲及返台卸售遠洋秋刀魚產

品採樣進行輻射檢測作業，截至 11 月 4 日已

採樣 250 件樣本，採樣魚種包括秋刀魚 45

件、鮪、旗等大型洄游魚類 92 件、鯖、鰺等

沿近海魚類 98 件及其他底棲、頭足、蝦蟹貝

類等 15 件，檢驗結果確認無輻射污染，民眾

可安心食用國產魚貨。  

國產魚輻射檢測合格，安全有保障  

  農委會漁業署表示，為確保消費者食魚

安全，並釐清國人對輻射物質是否隨海流擴

散污染我國海域疑慮，採樣地點包括宜蘭等

11 個縣市 15 處主要卸售漁港魚市場；漁船捕

撈作業海域除台灣沿近海域外，包括中西太

平洋遠洋作業漁區，最南到達巴士海峽，最

北到達彭佳嶼漁場，已涵蓋我國漁船主要作

業漁區，顯示在我經濟海域內及台灣週遭黑

潮（主、支流域）、中西太平洋等傳統作業漁

場及秋刀漁場尚無漁獲輻射污染情事。  

  漁業署進一步說明，採樣魚種除日本海

域捕撈秋刀魚 45 件外，還包含鮪、旗、鯊、

鰹、鰆等大型洄游魚類，及鯖、鰺、鱰、鯛

類、金梭、海鱺、白帶魚、黑口、白口、鯡

魚、皮刀魚、狗母、午仔魚等沿近海魚類，

狗母魚、鮟鱇魚、比目魚等底棲類以及小卷、

鎖管等頭足類、蝦蟹貝類等共 205 件；採樣

地點包括於基隆、宜蘭、花蓮、台東、屏東、

嘉義、桃園縣及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

直轄市，計 11 個縣市 15 處主要卸售漁港魚

市場，輻射檢測均符合規定。  

漁產品營養豐富，請國人多多選購，安心享

用  

  漁業署最後說明，漁產品富含 DHA 及

EPA，營養價值高，我國漁船所捕漁獲衛生

安全，無輻射污染。未來該署將持續隨機針

對國產漁獲抽樣，進行輻射檢測工作，結果

將公佈於該署網站（www.fa.gov.tw），請國人

安心享用並多多選購國產魚。（轉載自漁業署

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