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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漁 業 資 訊 

日本2013年秋刀魚近15萬噸 

係自2000年後首見最低產量 

日本全國秋刀魚棒受網漁業協同組合於

1 月 7 日發表 2013 年秋刀魚漁期之最後的漁

獲量統計。根據此統計量發現，進入 12 月份

的漁期之魚群已分散，12 月上旬許多船隻結

束作業，從 11月底至12月的統計量僅有 1,135

噸，至 12月漁期結束所累積數量共 14萬7,819

噸（與 2012 年同期相比僅達 68%）。 

秋刀魚產量不到 15 萬噸，這是自 1999

年（13 萬 4,944 噸）以來，14 年都不曾發生

過的情形。全國秋刀魚協同組合的漁獲量統

計結果，從 1985 年起每年對外公佈的統計數

量當中第 3 低的捕獲數量。根據漁業諮詢服

務中心負責人員表示，2013 年漁期進入最後

尾聲的捕獲統計數量來自茨城縣那珂湊港，

其船籍隸屬於北海道根室的小型船隻 2 艘，

12 月 16 日的漁獲量僅達 5 噸。 

2013 年起秋刀魚漁獲量大量減少影響下 

，市場價格大幅調漲，最終平均單價來到每

10 公斤 1,552 日圓（漲幅高達 200%），是 2012

年價格的 2 倍。至次回新漁期開始的中間期

間，解凍秋刀魚及加工原料的分配調貨將明

顯困難。 

依漁業諮詢服務中心認為，漁期最後尾

聲的小型魚的漁獲並不那麼顯目，因此 2014

年漁期的初期，應仍會呈現大型魚不足的情

形。 

依產地別來看，北海道地區約有 9 萬噸

較佳，為 2012 年同期 73％，另一方面，千葉．

銚子為 8,000 多噸，為 2012 年同期 34％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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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各港的漁獲數量與 2012 年相較均減

少，但茨城縣的 2 港口之那珂湊港及大津港

積極地邀小型秋刀魚船來此卸魚，因此那珂

湊港增加 215％，大津港等均呈現增加。（楊

清閔，譯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2014 年 1 月

9 日） 

日本函館市場上月真魷交易 

生鮮數量有增而冷凍量減少 

依函館市水產物地方批發市場資料，該

市場去(2013)年 12 月的日本真魷交易數量與

前(2012)年同月相較，生鮮量增加但冷凍量減

少。生鮮魷魚較前年同月比增加 89％至 596

噸，大幅地成長，主因為持續上個月近海漁

況良好，以及陸運部分的統整建功。品目別

方面，主要的生鮮魷魚增加 92％為 580 噸，

箱裝魷增加 58％為 6 噸，活魷減少 6％為 9

噸。平均單價全品目合計便宜 19％，每公斤

329 日圓，較前年減少。與 11 月份相較，上

漲 16 日圓，價格依然保持在高價水準。船凍

日本真魷減少 20％至 494 噸。由於 11 月份中

型漁船大多至八戶近海作業及卸魚，之後至

日本海側回航，故至函館的漁獲量較少。平

均單價上漲 15％至 358 日圓，與生鮮相同，

保持在高價水準。由 4 月開始的累計生鮮魷

魚產量較前年同期增加 6％至 4,254 噸，受到

12 月份漁況良好之故，產量由 11 月底（減少

1％）的負值回昇為正值，平均單價上漲 23

％至 333 日圓。船凍則減少 19％至 1 萬 4,347

噸，平均單價上漲 33％至 350 日圓。（楊清

閔，譯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2014 年 1 月 9

日） 

阿根廷 2013年漁產量 

較 2012年增加 17.2% 

根據阿根廷官方統計資料顯示，2013 年

阿根廷漁產量達到 81萬 1,123.1公噸，較 2012

年之 69 萬 2,071.5 公噸增加 17.2%，其中魚類

產量為 51 萬 2,662.3 公噸（增產 1.1%）、軟體

動物及甲殼類產量分別為 19萬 7,200公噸（增

產 95.9%）與 10 萬 1,260.3 公噸（增產 19.7%）。 

單項漁產中以狗鱈產量 26 萬 8,866.1 公

噸為最高，其產量較 2012 年增加 4.2%，其次

為阿魷產量 19 萬 1,414.8 公噸（增產

101.5%）、蝦類 9 萬 7,492.8 公噸（增產

21.9%）、福氣魚 5 萬 2,654.6 公噸、黃魚 4 萬

4,859.5 公噸、鯖魚 1 萬 7,580.3 公噸、鯷魚 1

萬 8,053.6 公噸、石首魚 1 萬 6,205.1 公噸、刺

魟 1 萬 4,970.4 公噸、金吉利魚 6,541.7 公噸、

鮃鰈 5,020.6 公噸、星鯊 4,296.5 公噸、稚鱈

3,409.6 公噸與鯛魚 4,115.1 公噸。 

馬德普拉塔仍是阿根廷漁產品最大生

產港，2013 年漁產量達到 43 萬 9,235.8 公噸，

其次為馬德琳港之 11 萬 5,934.9 公噸、德塞

阿多港 10 萬 2,890.2 公噸、火地島 4 萬 3,487.4

公噸及卡萊塔奧利維亞 3 萬 4,654.3 公噸。 

漁業別產量以生鮮漁船漁產量 22 萬

4,719.1 公噸為最高，其次依序為拖網漁業 16

萬 6,941.5 公噸、魷釣漁業 16 萬 2,186.3 公噸、

沿岸漁業 10 萬 8,519.2 公噸、蝦拖網漁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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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2,472.7 公噸與淡水漁業 3 萬 9,560.5 公噸。

（於仁汾，摘譯自 FIS-World News，2014 年 1

月 7 日） 

阿根廷2013年水產品出口 

較 2012年同期成長 1.2% 

根據阿根廷海關統計資料顯示，2013 年

1-11 月阿根廷水產品出口量為 40 萬 9,201 公

噸，較 2012 年同期之 40 萬 3,970 公噸增加

1.2%，出口水產品中魚類為 22 萬 9,857 公噸，

較 2012 年同期之 22 萬 9,534 公噸微幅增加

0.1%，貽貝類出口量為 17 萬 9,344 公噸，則

較 2012 年同期之 17 萬 4,436 公噸小幅增加

2.8%。 

單項水產品出口以狗鱈 11萬 879公噸為

最高，但其出口量較 2012 年同期減少 17.8%；

其次為阿魷 9 萬 8,871 公噸（成長 53.3%）、

蝦類 72,128 公噸（成長 20.2%）及黃魚 3 萬

9,478公噸（成長 6.4%），另鯷魚出口量為 7,441

公噸亦較 2012 年同期大幅成長 19.2%。 

其他單項出口衰退水產品包括刺魟減

少 7.3%（出口量 5,294 公噸）、福氣魚減少

13.8%（出口量 1 萬 1,801 公噸）、扇貝減少

17.3%（出口量 5,241 公噸）、金吉利魚減少

4.2%（出口量 2,341 公噸）與石首魚減少 5.3%

（出口量 1 萬 4,477 公噸）。（於仁汾，摘譯自

FIS-World News，2014 年 1 月 3 日） 

大陸福建省寧德市漁船 

通過出口水產加工考核 

大陸閩福鼎漁運 02175 號加工船日前順

利通過大陸福建檢驗檢疫局現場考核，成為

大陸首次通過備案考核的出口水產品加工

船，其加工的鯖魚、鰹魚、魷魚等主要品種

將直接出口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等東南亞

國家。  

大陸水產品加工船是指專用於在海上接

受捕撈漁船隊的漁獲物，在船上直接加工、

冷凍、包裝、儲藏及轉運的船隻。由於鮮活

魚直接在船上加工，既保證了水產品的質量

和新鮮度，也大大節省了漁船的往返時間，

縮短了加工週期，也可進一步加快產品出口

速度。 （轉載自中國漁市網，2013 年 12 月

31 日） 

  大陸福建省泉州水產品 

出口額首破 1.8億美元 

福建泉州檢驗檢疫局 2013 年共檢驗監

管出口水產品 1,469 批、5.58 萬噸、貨值 1.87

億美元。年出口額首次突破 1.8 億美元，創歷

史新高，水產品已成為泉州食品農產品出口

的新亮點。  

    主要出口產品有凍魷魚、魷魚乾等，輸

往歐盟、美國、加拿大、日本、東南亞和非

洲等 30 多個國家地區。  

    其中出口歐盟、美國高級市場分別為

2,011.1 萬美元和 640.9 萬美元，較同期分別增

加 20.0%和 1.2 倍；出口魷魚乾 1,322.3 噸、

2,727.1 萬美元，分別增加 9.4 倍和 10.0 倍。2

家企業成功開發水產品罐頭，共出口 1,457.4

噸、貨值 376.7 萬美元，較同期分別增加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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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和 7.4 倍。  

    為幫助企業進一步促進水產品出口，大

陸泉州檢驗檢疫局輔導15家出口水產品備案

企業建立健全質量管理體系，其中 11 家分別

獲准在歐盟、美國、韓國、巴西、印尼、越

南等地註冊。（轉載自中國漁市網，2014 年 1

月 10 日）

國 際 魷 業 動 態 

日本 

根據日本海關統計資料顯示，2013 年 11 月魷類產品進口量為 2,543 公噸，

進口值為 17 億 8,100 萬日圓，平均進口價格為每公斤 726 日圓，進口量值分別較

10 月減少 20%與 0.4%，與 2012 年同期相較分別減少 8%與增加 14%。 

累計至 11月魷類產品進口量值分別為 2萬 9,228公噸與 189億 2,400萬日圓，

平均進口價格為每公斤 647 日圓，進口量值分別較去年同期減少 0.1%與增加 7%。 

泰國 

根據泰國官方統計資料顯示，2013 年 11 月計有 9,331.9 公噸魷類產品輸入，

金額為 2,330 萬美元，平均輸入單價為 2.5 美元/公斤，其量值分別較 10 月減少

25%與 22%。累計至 11 月，魷類產品進口量為 11 萬 352.6 公噸，進口值為 2 億

2,930 萬美元，平均進口單價為 2.08 美元/公斤，其主要魷類產品來源國為緬甸、

越南及秘魯。 

11 月出口之魷類加工品為 3,048.8 公噸，出口值為 2,380 萬美元，平均出口

單價為 7.83 美元/公斤，其量值分別較 10 月減少 0.5%及增加 30%，累計至 11 月

出口量為 3 萬 1,793.2 公噸，出口值達到 2 億 730 萬美元，平均出口單價為 6.52

美元/公斤，產品主要銷至越南、義大利及日本。 

11 月魷類產品貿易順差為 48 萬 9,920 美元，累計至 11 月之貿易順差為 2,200

萬美元。 

西班牙 

馬德里市場重要冷凍魷魚第 52 週交易價格如下：鎖管各規格交易價格為

9-12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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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

廷魷各品項價格為 24-30 公分淨後胴體 2.2 歐元/公斤、20-24 公分淨後胴體 2 歐元

/公斤、15-20 分淨後胴體 1.8 歐元/公斤、18-22 公分胴體 2.1 歐元/公斤、23-28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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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胴體 2.2 歐元/公斤、28 公分以上胴體 2.5 歐元/公斤、魷圈 2.5 歐元/公斤。 

阿根廷 

2013 年 12 月阿魷產量為 72 公噸，較 11 月減少 82%，亦較 2012 年 12 月減

少 92%，全年產量為 19 萬 1,418.8 公噸，產量均較前 4 年為高。 

12 月阿魷出口量為 2,295 公噸，出口值為 390 萬美元，出口量及出口值較

11 月分別增加 0.2%與 23%，2013 年累計出口量為 11 萬 6,396 公噸，累計出口值

為 2 億 390 萬美元。（於仁汾，摘譯自 FIS-Market Reports，2014 年 1 月 8 日） 

專 題 報 導       日本 2013年度重要水產新聞歸納 

水產試驗所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   楊清閔 

取材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2013年12月26日 

一、 大眾魚_大眾魚不足 

漁業、加工、流通、販賣等與水產業息息相關的大眾魚在今年產量不佳。例

如今年產量未達 15 萬噸的秋刀魚為首，鯖魚類及日本真魷亦減產，但是遠東擬

沙丁魚（青鱗仔）則是進入本世紀以來的最高漁獲量，而鮭魚去年產量不佳，今

年則是增加了近 3 成。以數字就可知曉魚種別生產量的明顯不同，但今年匯率變

動及出口緩和以致出口量增，但進口量則變得相對的嚴峻，讓國內魚的流通量減

少的相當多。  

而在進入盛漁期之際，與往年的季節與漁場相異，魚種多使得陸上產業需忙

於對應此情形，讓原本港區無法集中其善長領域，造成市場行情高漲。各水產公

司均在消化庫存當中，來不及進行原料的處理，讓很多公司抱著很多不安的因素

之下，進入下一年度。 

 

魚價_回復中，上升率 5-10％ 

2013 年度消費地市場、量販店與超市當中，魚價已顯著地回升。由於 2012

年度的東日本大震災後暫時大量進口的魚，以及出口正常化延遲的日本產魚，讓

日本國內屯積量增加，有供給過剩的感覺，但今年情形變化相當大。東京．築地

市場的年度累計中，平均單價的上升率超過 5％，在秋季由於日圓貶值以致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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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價高漲，且主力之秋刀魚產量減少，以及頻繁的海況不佳等影響，讓大眾魚市

場行情居高不下，單價的上升率超過 10％。由於零售業批發原價高漲，是調查

流通 3 團體開始以來第一次水產部門超過其他部門的情形，是打破長期魚價低迷

徵兆的一年。但是築地業者仍擔心地表示，數量仍逐漸減少，對魚的消費量也縮

小，此趨勢仍是沒有變化。 

 

水產貿易_緊縮的貿易 

阿倍經濟學開始運作的一年。在此期間，急速地日圓貶值，不得已地讓水產

貿易緊縮。尤其是進口業位於正面迎風，受到強烈的逆風所影響，年間的進口量

減少至昭和末期之 240 萬噸的水準。此外，在進口額方面預測維持在 1 兆 5,000

億日圓，反過來說，應是籌措成本的增加所致。2012 年是「數量減少．金額增

加=單價高」，2013 年若日圓貶值更大的話，則可能是「僅輸給一個人」的情形。

因日圓貶值有利於出口事業，受此惠的水產品僅帆立貝等一少部分。因國內原料

用供給緊迫，鯖魚及秋刀魚的量少，想出口都不行。由於漁獲不佳及進口量減少，

日本國內多樣的水產商材供需相繼地失衡。 

 

秋刀魚_本世紀第一次漁獲量僅 15 萬噸 

近幾年日本國內的漁船漁業生產量逐漸下降，其中秋刀魚的年生產量一直穩

定地保持在 20-30 萬噸之間，可謂漁業中的優等生。但是 2013 年是進入本世紀以

來第一次漁獲量僅 15 萬噸。歸究其原因，漁期開始時的水溫高以致來游較慢，

頻繁的海況不佳讓魚群聚集不易，以及不適合棒受網漁船作業的海況頻繁等等因

素。秋刀魚是冷凍．加工原料中最重要的魚種之一，因此可能會影響到往後的陸

上流通與加工。向俄羅斯出口為主力，但受東日本大震災影響，近 3 年的現在仍

無法完全正常化，但還好加上現在日本國內原料強烈不足感，減輕了衝擊。但是，

對於生產者來說，是解決了長期魚價低迷問題。再者，受震災影響的代船建造，

可發揮高性能，克服不適合的海況，預期將可獲得更好的成績。 

 

鯖魚_白腹鯖太平洋系群親魚量超過 45 萬噸 

2012 年白腹鯖（真鯖）的太平洋系群的親魚量 27 年來，可穩定的維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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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必要的親魚量超過 45 萬噸。資源水準也被拉起至上位到中位的水準，資源量

有增加的趨勢。1970 年代末期至 80 年來後半，白腹鯖太平洋系群的資源量大幅

減少，約達 5 成至 6 成的高漁獲壓力與捕獲大量未成熟魚為主因。日本水產廳於

2003 年開始，以休漁保護卓越年級群，即減少捕獲未成熟魚所策畫之資源回復

計畫，當時的親魚量僅有 5 萬 4,000 噸（當時推測為 3 萬噸），自此之後，北部太

平洋圍網漁業為中心之漁業者開始進行休漁及減船，控制未成熟魚的捕獲，至

2013 年親魚量達到了 47 萬噸。 

 

蝦_養殖與魚病以致生產減半 

以草蝦及白蝦之蝦類消費主力的養殖蝦的末端價格，在 2012 年 1 年之間急

速上昇。主因是被廣為人知的早期致死病（EMS），是蝦類特有的魚病，造成供

給量減半。美國大學的研究團隊於 5 月發表原因是因某種類之弧菌所造成，解決

問題後可期待其生產量的回復。但是今年後半的收獲期於秋初過後卻沒有回復，

而且世界最大的生產國的中國，被影響的情形也很嚴重，包括越南及印度的競爭

交易買賣正式展開，亦是價格高漲的主因。對日本供應蝦類的主力國泰國，於

2010 年自豪地表示年生產量有 55 萬噸，但去年僅有 25 萬噸的生產量。預測未來

沒有 EMS 之印度及印尼，以及正式生產白蝦的越南將會成為供應的主力。 

 

冷凍鰹魚_突破以往最高之 2,370 美元 

持續高價的泰國曼谷冷凍鰹魚市場行情，於今年 4月上旬終於到達每噸 2,370

美元，超過去年的最高值 2,350 美元。今年年初時價格並無下降，更新記錄至 2,000

美元左右。由於世界性的罐頭需求增加，以至價格不斷的攀升。由於原料價格高

漲，部分罐頭與鰹節廠商於年初時，變更其重量分量，實際上即是堅決地進行漲

價。重量分量的變更，讓原料的數量減少，以及歐洲景氣的後退，在罐頭市場有

可能減速的氣氛，至夏季開始原料的需求可能會中止。而至 7 月份開始中西部太

平洋的圍網船的集魚裝置（FADs）規則開始施行，原預測價格可能會再攀升，

但是相反地，原料價格轉向呈現弱勢的傾向。 

 

青甘鰺_北海道產與三陸產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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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北海道產及三陸產的天然青甘鰺漁況良好，在東京．築地市場由 8

月份至 10 月份入貨相當多，特別不同於往年，北海道產的青甘鰺於今年的出貨

相當多，是往年的 2 倍。因數量多致價格便宜，而品質非常良好。在價格面上有

優勢的養殖幼青甘鰺的出貨則呈現鈍化。在量販店的交易活絡，青甘鰺大量入貨

的大量販店將準備大力地行銷。 

 

鮪魚_完成世界第一個陸上鮪魚飼育研究設施、WCPFC 之黑鮪幼魚協議需削

減 15％ 

WCPFC 之黑鮪幼魚協議需削減 15％ 

中西部太平洋鮪類委員會（WCPFC）協議於 2014 年太平洋黑鮪未成熟魚（0-3

歲魚）的漁獲量需較 02-04 年平均量減少 15％。協議減少 15％的量的經過措施及

定位，作成 2003 年以來較嚴格的資源回復計畫。此減少比率由日本率先提案，

由於資源接近於過去的最低水準，應是漁獲及消費國日本的責任及義務，因此選

擇以太平洋黑鮪的漁獲為自我限制對象。國內於明年將會有新的漁獲限制，需讓

資源趕快的回復。而在大西洋方面，對於資源惡化已實施大幅的漁獲限制。近幾

年可開始看到資源回復的趨勢，因此明年後的漁獲配額的增加變成議論的議題之

一。 

 

完成世界第一個陸上鮪魚飼育研究設施 

水產總合研究中心西海區水產研究所於長崎市內的廳舍當中，新建了世界第

一個陸上鮪魚飼育研究設施，於 7 月完成，主要從事飼育環境的調控，以促進成

熟．產卵的實驗研究，2 年後期能確立人工種苗的生產技術。由於國際間的漁獲

限制嚴格，確保人工種苗的穩定供給，可永續黑鮪養殖產業而建造。營造養成種

魚適合成熟與產卵的環境，目標於 2 年後可每年有 1,000 萬粒的採卵及 10 萬尾種

苗的生產。由於現在進行的黑鮪養殖仍依靠天然幼魚種苗，而種苗生產若在受水

溫及日照影響大的海面上進行生產的話，則較不穩定，而且世界性趨於嚴格的鮪

幼魚採捕漁獲限制之際，所以期待該設施正式的運作之下，可提供人工種苗的穩

定生產及供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