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際 漁 業 資 訊 

中國水產品出口開拓新市場 

以非洲和中東新興國家為主 

現在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水產品養殖

規模已超越海洋捕撈漁獲量的國家，水產品

貿易約佔農林水產業中貿易額的 20%，此外，

中國的水產品出口量十多年來均佔世界第一

位，由此點看來，漁業在中國農林水產業的

對外貿易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中國的經濟成長需靠投資、消費、進出

口等三項必要要素，進出口當中，較重視出

口。2012 年以來因為中國的政策調整造成貿

易逆差擴大。中國國務院對進口產品關稅徵

收擬訂相關政策，尤其是冷凍鱈魚等幾項產

品，關稅從 10%降到 2%，並自 2013 年 1 月 1

日實施，此無疑又是增加企業利潤的好消息。 

中國水產品的出口品項，在淡水魚方

面，以吳郭魚、斑節蝦、鰻魚、美國螯蝦、

美國鯰魚等為主，海水魚方面則以日本真

魷、鱈魚、紅蝦、鮃鰈魚等為主。主要出口

地區為歐洲、美國、日本，美國一直以來就

是中國水產品出口的最大市場。因為這些國

家經濟發達、政治穩定、匯率風險較小。但

是，近幾年世界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採購量

衰退、不講誠信的行為也時有發生，尤其與

這些國家的貿易往來常受制於政治因素，而

且眾多中國企業大規模出口，也讓價格受到

影響，導致市場波動較大，無論是美國螯蝦、

吳郭魚、或是美國鯰魚、斑節蝦、鰻魚等均

如此。 

2011 年輸美國的美國鯰魚 CIF價格一度

飆升至 4美元/磅(約 370 日圓)，引發中國境

內加工用原料魚收購價格衝破人民幣 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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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的高價位。美國市場也因零售價格太高

而紛紛採用越南的博氏巨鯰(Pangasius 

bocourti，俗稱巴沙魚)。現在美國市場萎靡

不振，CIF 價格已不到 1.5 美元/磅，導致中

國國內加工原料魚甚至低於人民幣 7 元/公

斤的拋售現象，大批養殖戶叫苦連天但又不

得不售。在此情況下，企業主們除了國內市

場的巨大潛力都在奮力挖掘外，開拓新興出

口市場的選擇成為其生存與發展的一條活

路。 

水產品新興出口市場當中以南美、非洲

和中東尚未開拓。南美最大的國家是巴西，

2014 年世界杯足球賽和 2016 年舉辦奧運，

都促進該國的經濟發展。中國企業進入巴西

市場不到 5年，出口僅狹鱈一項，每年有 10

萬公噸的出口量，但是只能滿足東部聖保羅

附近的幾個大城市需求，且一直以來巴西對

中國的淡水魚採取禁止進口的措施，若政策

一旦解除，中國又將迎來巨大的發展商機。 

在非洲，尤其是中非國家，多以價廉物

美的魚為食，僅香港一家公司去年狹鱈供應

非洲就達 9 萬公噸，而像土虱這樣一個在非

洲發展的新產品，2012 年首次推展，銷量也

近 1萬公噸。 

中東以阿拉伯為中心，可以擴大至歐、

亞、非等近 13 億人口的大市場，以此為目

標，且以吳郭魚、白鰱、鯉魚等淡水魚類出

口量大，但這些國家不以英語為主要語言，

而成為出口水產品的障礙，若能解決此問

題，市場潛力確實巨大，尤其是這些國家受

已開發國家金融動盪的影響不大，確實有吸

引力。 

但是中國的水產品出口形態仍單調，多

以大包裝、半成品形式銷售為主，品牌化的

程度低，巨大的中間利潤讓進口商奪去。同

時，中國水產企業公司的差異性不明顯，其

創新能力不強等弱點也是問題。(楊清閔，譯

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2013 年 3 月 13 日) 

阿根廷政府出面協調銀行 

漁船主將可獲得優惠融資 

為強化阿根廷水產品在國際市場競爭

力，阿根廷農畜漁部、國土事務部以及布宜

諾斯艾利斯省地方漁政官員日前會商並達成

共識，認為應積極擴展新市場、改善漁船用

油供輸系統以及實施勞務部門透明化等，以

強化阿國漁業部門之國際競爭力，其中新市

場開發將以亞洲市場為最首要目標。 

根據統計資料顯示，今年累計至 3 月 8

日止，馬德普拉塔港之總卸魚量為 50,476 公

噸，低於去年同期之 63,491 公噸，減少主要

原因來自於作業漁船數減少，漁船公司財務

困難是作業漁船數減少的起因，許多當地船

公司財務困難正瀕於破產邊緣，阿根廷水產

品主要市場歐洲地區正受到其他地區低價水

產品競爭影響，而使獲利減損。 

阿根廷中央及布宜諾斯艾利斯省地方漁

政官員與省屬銀行達成協議，將對馬德普拉

塔地區漁業界進行優惠融資，以紓解業者財

務壓力，該項優惠融資最長可申請 3 年，融

資利率為市場利率減 3 碼，利息差額將由阿

根廷農畜漁部以及國土事務部進行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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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對象將限於在陸上有投資加工廠之

船主，優惠融資將限於使用在油料購置及給

付勞動薪資上，該優惠融資將可支撐馬德普

拉塔地區漁業生產鏈。(於仁汾，摘譯自 FIS 

World News，213/3/18、2013/3/20) 

澳洲漁業管理20年徹底回顧 

惟該國政府仍覺有改進空間 

澳洲政府日前發表一份有關澳洲漁業管

理立法與管理 20 年徹底回顧的報告，報告內

詳細說明目前澳洲漁業管理的強度以及未來

仍有待改善的部分，此回顧報告將所有管理

政策公開透明化，用更廣的角度來檢視管理

政策，以及在有效管理系統中的目標及角色

進行分類，對於報告結論所提 15 項建議，澳

洲漁業局表示將接受且逐步改進。 

澳洲政府在漁業管理上有相當顯著成

效，評估為永續利用魚種從 45 種增加到 77

種，但澳洲漁業局表示，成功的漁業管理仍

需持續不斷的更新，報告中建議未來澳洲漁

業局在管理政策形成過程中應加強與當地社

區進行溝通協商，並且以更透明公開的方式

來制定政策。 

在漁業管理策略上，目前多以捕撈管理

及混獲管制方式進行，建議應朝向生態管理

方式進行，澳洲漁業局也將透過諮詢方式將

漁業管理導向生態管理方式。(於仁汾，摘譯

自 TheFishSite News，2013/3/22) 

丹麥科學家基因分析發現 

全球分布的巨魷屬同一種 

丹麥哥本哈根大學研究人員從 43 組由

鯨魚胃內容物挑出、沖刷上岸以及拖網混獲

之大王魷(Architeuthis)樣本中萃取粒線體

DNA 並進行分析，希望透過基因分析了解大

王魷的生活史，就不同系群的大王魷進行體

型及基因差異分析，以進一步推論到底大王

魷可以分出多少種。 

結果發現分布在全球各處的深海大王魷

基因差異非常小，可能都是同一種，分散在

各處的大王魷可任意配種生殖。 

如研究人員對大王魷只有一種的推論正

確，就可以間接證實大王魷的分布空間正在

擴張中，擴張的可能原因包括獵食大王魷物

種族群減少，以及大王魷餌料生物族群增加

等，研究人員表示目前仍有相當多問題等待

釐清了解。(於仁汾，摘譯自 FIS World News，

2013/3/25) 

日本召開水產機械研討會 

強調水產機械化的重要性 

為促進水產機械領域引進新技術，北海

道道立綜合研究機構工業實驗場、北海道道

立工業技術研究中心、釧路工業技術研究中

心、北見工業技術研究中心等 4 個北海道的

公設實驗研究機關，於 2010 年共同成立了

「水產機械研究會」，該會不定期地拜訪水產

機械相關企業並舉辦演講活動，希望能加強

各單位在水產機械領域的資訊交流，並分享

彼此面臨的問題。 

繼在函館及釧路的兩場演講後，2012 年

度第三場演講於 2013 年 1 月中旬在札幌召

開。首先由海洋水產系統協會顧問「長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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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以「在漁船漁業改革上的努力及水產業

的機械化」為題，發表專題演講。 

長島顧問表示，漁業經營因為不確定性

較高，因此和其他產業相比之下，更重視能

提高產能的技術之研發，包括能降低生產成

本或提高收益的技術。然而，就當前日本政

府的施政來看，農業有「農業機械化促進

法」，林業有「高性能林業機械化促進基本方

針」，但漁業卻無類似的立法或政策。因此，

為解決漁業所面臨的課題，政府應明訂漁業

機械化技術之方向。 

具體而言，即針對不同的課題，研發機

械化作業系統，並加以普及。例如開發「省

人、省力化」機械，以因應漁業就業人口之

持續減少及高齡化；開發「能提高產能」之

機械，以因應魚價低迷、漁業生產成本攀高

的問題；開發「可確保勞動安全」之機械，

以減少勞災的發生，並提高作業環境的舒適

度；開發「涵蓋生產、加工、流通的一條龍

體系」，以改善從生產至流通階段的作業流

程，並增加產地生產者的收入。 

最後，渠還介紹了引進新技術的「漁船

漁業改革計畫」之方針及架構，是如何被活

用在 311 東日本大地震之災後重建政策上，

並強調技術研發對漁業變革的重要性。渠指

出，水產業是相當特殊的產業，其發展需要

各研究單位的橫向聯繫及不同產業間的相互

合作。希望水產業能成為區域社會經濟體系

的核心，並率先建立成功的環保商業模式，

以作為其他產業仿傚的模範。 

另外，在長島顧問的演講結束後，東京

海洋大學副教授「清水悅郎」也針對「可快

速充電之電池推進船」及「海洋電波通訊方

法」之研發進展發表演說。（轉載自國際漁業

資訊第 244 期） 

國 際 魷 業 動 態 

日本 

根據日本海關統計資料顯示，2013 年 1 月份各魷類產品進口量為 4,777 公噸，進口值為

25 億 9,000 萬日圓，平均進口單價為每公斤 618 日圓，與 2012 年 12 月份相較，進口量值分

別增加 5% 與 7%，與 2012 年同期相較則分別增加 43%與 20%。 

西班牙 

馬德里市場重要冷凍魷魚第 10 週交易量變動情形如下：鎖管 11 公噸(第 9週為 15.3 公

噸)，各規格交易價格為 18 公分以下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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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歐元/公斤、23-28 公分胴體 2.4 歐元/公斤、28 公分以上胴體 2.9 歐元/公斤、

魷圈 2歐元/公斤。(於仁汾，摘譯自 FIS Market Reports，2013/3/20) 



國 內 漁 業 要 聞 

國際刑警組織加入打擊IUU活動 

我國已採取多項漁業管理措施 

據媒體報導，總部位於法國里昂的國際

刑警組織(Interpol)宣佈將展開行動，掃蕩

非法捕魚活動(IUU)。漁業署呼籲我國漁民務

必遵守國際漁業管理組織的規定及國內相關

法規，以免因涉及 IUU 漁業活動遭到處罰。 

IUU 漁業活動之危害 

非法、未報告、未受規範(IUU)漁業活

動對台灣和其他國際社會成員係一重大問

題，不論在國家管轄水域或公海水域，所有

海洋漁業皆可能發生 IUU 漁捕問題。IUU 漁

業活動減損海洋漁業資源管理措施的效力，

造成短期和長期社會經濟損失，並對糧食安

全和環境保護帶來負面衝擊。 

國際漁業組織打擊 IUU 漁業活動 

2001 年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制定預

防、制止和消除 IUU 漁業活動之國際行動計

畫（IPOA-IUU），要求各國應擬訂計畫以預

防、制止和消除 IUU 漁業活動。此外，各洋

區所屬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RFMO)均建立

IUU 漁船提報程序，並要求組織會員對於 IUU

漁船採取有效的嚴厲制裁措施，並剝奪違法

者從此類漁捕活動所獲得的利益。 

主要市場國立法防堵 IUU 漁獲物銷往其市場 

歐盟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IUU 法

規，要求所有輸銷歐盟漁獲物皆須經船旗國

核發完整的生產證明，此外對於港口國檢

查、IUU 漁船認定、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會

員國義務、不合作第三國等均於其法規內訂

定管控機制，以防堵 IUU 水產品不流入歐盟

境內或出口市場。美國於 2007 年通過麥格森

－史帝芬漁業養護與管理再授權法(MSFA)，

規定美國商務部應蒐集漁船從事 IUU 資訊，

每 2年向國會提出報告，認定有漁船從事 IUU

之國家，之後與該等國家協商，倘無改善，

可建議美國總統限制其漁獲物進口。美國於

2013 年初認定哥倫比亞、厄瓜多、迦納、義

大利、墨西哥、巴拿馬、南韓、西班牙、坦

尚尼亞和委內瑞拉等 10 個國家的漁船在

2011 或 2012 年涉及從事 IUU 漁撈活動。 

我國內已採取多項漁業管理措施，以達資源

永續利用目標 

我國為促使遠洋作業漁船遵守漁業資

源養護管理措施的義務，展現打擊 IUU 漁業

活動之決心，我國內近年陸續已採取「漁獲

速（回）報機制」、「輔導漁民裝設漁船監控

系統(VMS)」、「派遣觀察員」、「建立漁船白名

單」、「推動延繩釣漁業混獲忌避措施」、「實

施漁獲配額分配」、「限制漁捕區域」、「漁船

登檢巡護計畫」、「漁獲證明文件制度」...

等等措施防制違規作業情事，打擊 IUU 漁業

活動已是國際漁業管理的趨勢，國際刑警組

織宣布加入打擊 IUU 漁業活動將有利於強化

全球性的合作調查， 漁業署將持續強化遠洋

漁船管理措施，並與國際組織合作打擊 IUU

漁業活動，以促進永續利用海洋漁業資源之

目標。（轉載自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網站） 

捕獲管理鯊鮫類務必通報 

進行科學採樣及資料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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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為強化鯊類

科學資料之蒐集，自本（102）年 4月 1日起

實施「大白鯊象鮫及巨口鯊漁獲管制措施」，

漁民捕獲大白鯊、象鮫及巨口鯊，必須主動

通報，並留置整尾魚體 24 小時，供指定學術

單位進行科學採樣，始可拍賣及利用魚體，

以利相關科學研究及資源評估之執行。 

強制通報並供學術單位科學採樣，以建立鯊

類之基礎生物學資料 

漁業署說明，該管制措施業於 3月 5日

公告，4月 1日正式實施，漁民倘捕獲旨揭 3

種鯊魚，必須於返港一日內，填妥漁獲通報

調查表，載名種類、捕獲日期、地點、漁法

及體長、體重及性別等相關生物學基礎資

料，以傳真（假日逕電洽）方式向該署（傳

真 ：（ 02 ） 33436299 ； 假 日 請 撥 打 

0921-998-995）、當地漁業主管單位及國立臺

灣海洋大學水產資源研究室（傳真電話：（02）

24623986 或 24620291）通報。通報完 成後，

務必留置整尾魚體 24 小時，供指定學術單位

進行科學採樣及蒐集生物學資料，才可拍賣

及利用魚體。倘經農委會認定有必要提供學

術單位進行科學研究或教學展示者，學術單

位得有優先依議價價格購買之權力。 

捕撈資訊透明化，以利取得更多研究及資源

評估資訊 

漁業署表示，回顧 93 年至 100 年臺灣

僅捕獲 5 尾大白鯊、1 尾象鮫及 3 尾巨口鯊

等大型稀有鯊類，但於去（101）年即在東海

岸捕獲 4尾大白鯊及 1 尾巨口鯊，其是否受

氣候變遷、黑潮靠近東海岸、洄游魚類族群

量增加等因素影響，尚須進行科學研究確

認，爰該署希望藉此強制通報管制措施，提

升漁民保育概念，將捕撈資訊透明化，以利

學者及漁業管理者取得更多研究及資源評估

資訊。 

臺灣對於大白鯊、象鮫及巨口鯊的研究與關

心，需要漁民朋友大力支持與協助 

漁業署最後強調，違反通報義務或留置

魚體之義務者，將核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爰在此呼籲漁民朋友務必完

成通報並留置魚體，避免遭受罰則。（轉載自

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網站） 

海洋資源週活動熱鬧登場 

加深海洋生態保育的觀念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與中山大學海洋生

物科技暨資源學系為推廣海洋環境生態保育

及資源永續利用，共同辦理「海洋資源週」

活動，活動已於 3月 23 日上午 8時由海洋局

孫志鵬局長與海資系杜昌益主任主持開幕儀

式熱鬧開場，許多大朋友帶領小朋友一起來

認識海洋、關心海洋、愛護海洋。 

海洋局指出，中山大學海資系自 88 年

起辦理「海洋資源週」活動，每年均由該學

系學生發揮創意及團隊力量規劃籌辦活動，

已成為該學系學生傳承的優良傳統。今年度

「海洋資源週」活動在 3 月 23 日、24 日規

劃「小遊龍」團康活動，民眾預約報名踴躍，

提前額滿，現場許多家長與小朋友一大早來

到活動現場，由該學系的大哥哥及大姐姐以

團康活動方式引領進入豐富有趣的海洋世

界，參與家長及小朋友紛紛表示，藉由本次

生動有趣的活動內容，讓小朋友更加瞭解愛

護海洋的重要。此外，藉著有獎徵答遊戲、

貝類、甲殼類及礦物標本室參觀、海洋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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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宣導、魚拓及環保海貝書套的製作等活

動，以及於 3 月 23 至 24 日及 25 至 29 日分

別在海資系館及中山大學理工長廊，佈置海

洋生物如海膽、海參、螃蟹、寄居蟹等活體

展示及針對「翻車魚」及「海洋的危險」之

海洋專題海報陳列等靜態展示，冀望讓參加

的民眾都能更加認識海洋，進而能成為海洋

污染防治及海洋資源保育之尖兵，一起來愛

護我們的海洋。 

海洋局表示，深植市民對海洋生物多樣

性的重要性及加強海洋生態保育的觀念，是

該局努力不懈的方向；營造親海空間，使海

洋教育理念得以向下紮根，進而落實全民海

洋資源保育的觀念，則是該局貫徹的目標。

希望藉由「海洋資源週」活動互動教學的方

式，引領市民一起來探索生活中未知的海洋

新世界，一同擁抱美麗的碧海藍天。（轉載自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網站） 

專 題 報 導           日本走入市場發展積極型的農林水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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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月 12 日 

2012 年 12 月就任日本農林水產大臣的「林芳正」大臣對上任後的理念，關於實現「走

入市場發展積極型的農林水產業」的政策宣示，可看出其積極的衝勁。再次強調 TPP（跨太

平洋經濟戰略夥伴協定）「以撤除關稅為前提，極力反對參與協商」為基本考量點，以及支援

有意願經營漁業的漁民們能穩定經營，發揮水產業多樣性的功能等等工作，已加進其上任的

宣言當中。本篇將重點介紹來自「林大臣」的理念宣示。 

如同古語所云「農業為立國之本」，農林水產業不僅是生產食糧的工具，亦具有保護自

然環境和土地、維護村莊等等多元化的功能，扮演讓國民安居的重要角色。 

目前，日本農林水產業的農山漁村受到產值減少及從業人口老年化等等堆積如山的問題

所影響，但是，本人認為農林水產業仍具有莫大的潛能存在。 

因此，本人認為有必要去推動「積極型的農林水產業」政策。也就是說，由生產地現場

有效地掌握消費者的需求趨勢，積極推動生產高附加值的商品，藉此激發出農林水產業最大

的潛在能力。也因此，「走入市場」非常重要。本人也是出生於農林水產業興盛的山口縣，做

為一個政治家，至今仍需重視實際的消費迶場。應考量生產地的需求與消費者的需求，積極

地從中找出組合並制訂「積極型的農林水產業」政策，培育其成長。 

為實現此「積極型的農林水產業」之目標，全體人們應該合而為一共同努力促進。因此，

本人於農林水產省中設置「積極型的農林水產業推進總部」並擔任總部長。總部將促進多元

化功能與負責有關的「制度檢討」、國內外的市場開拓、創造附加價值等等具體策略，做為如

同車子的二個車輪般發動前進。 

2012 年底至今，為推進此項政策的第一個步驟，就是朝消費地現場積極向前的需求，



編列補充預算與新年度預算。 

基礎設施的整備與相關整備設施的預算編列，用以促進低成本化、高附加價值化，並活

用農林水產成長產業化基金以推動 6 次產業化，擴大都市與農村的共生與交流，促進增加消

費與注重機能性食品的技術開發等。 

另一方面，關於在政權公約中明確記載「戶別所得補償制度」的修正，現今生產者已在

現行制度之下計畫好今年的經營目標，為避免造成現場的混亂，將於明（2014）年修改變更

名稱，以及在明年度正式地提出檢討。 

東日本大地震的復原和重建工作，安倍晉三首相指示所有閣員皆為復興部長，與負責重

建的部長攜手合作，全力從事復原和重建的工作。已分別在 1 月 13 日訪問宮城與福島兩縣，

及 26 日訪問宮城與岩手兩縣，為能儘早恢復日本食糧供應基地的東北地區，目標大致上為

2013 年度實現對農地與主要漁港的復原工作，以及農地的大區畫分，引進先進的技術等方

式，採取更好的重建措施。此外，將推動活用瓦礫的再生材料做為沿海防災林的再利用。 

對於核子事故的對應處理方面，最優先的考量為能安定地供給安全的農林水產品為主，

生產現地能執行徹底抑制輻射物質的吸收任務，支援去污與都道府縣實施輻射物質的檢查。 

不僅是徹底抑制輻射物質的吸收與去污，必需提高對國民生活最重要的食品安全，獲得

廣大消費者的信賴，是所有政策施行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課題。因此，首要是保障國民的健康，

以「預防勝於治療」的概念為基礎，掌握現實食品內容物中含有的有害物質的徹底管理，促

進以科學證據為基礎的由農場至餐桌的管理措施。 

此外，確保正確地使用農藥和生產材料，例如飼料與農藥，將努力提供資訊和適當的食

品標籤，以確保消費者的信心。 

促進經濟夥伴關係方面，本人認為應提供公眾重要的資訊與討論空間，以獲得認同與執

行。「TPP（跨太平洋經濟戰略夥伴協定）以撤除關稅為前提，極力反對參與協商。」為基本

考量點，至今與相關國家的協議內容與參與 TPP 的影響，仍需精確的分析與審核，必需提供

國民信息並充分地討論空間。 

在水產業方面，首要工作是促進計畫性資源管理工作，穩定漁民對資源管理與漁業經營

安定政策，以及有意願經營的漁民其經營安定措施等等工作。其次，為能發揮水產業多樣性

的功能，包括國民生命財產的保護，漁村文化的保全繼承等等，給予漁民們工作上的支持。

此外，消除從原產地到消費地過程中流通的障礙，支援販售需求與產地信息的共享，促進水

產品的消費增加與流通順暢等均是重要工作。 

為能實現上述政策，將現有相關組織整合成一個團隊為極重要的工作，因此衷心期盼能

獲得全日本的國民對農林水產行政團隊的支持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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