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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漁 業 資 訊 

福克蘭島本年百張魷釣准證 

迄 2月中旬止已核發逾半數 

據福島官方說法，今年福島海域魷漁季

將是令人期待的一年，預計核發 100 張作業

准證。至 2月中旬已經核發出 51張並收到 560

萬英鎊的准證費用，目前許多魷釣船已經擠

爆史丹利港等待福島核發的作業准證。 

漁況目前還看不出好壞，先前福島曾因

漁況差而退還各船作業准證費，只是今年的

情況有些反常，1 月份大部分魷釣船還在福島

北方海域 400 浬處作業，2 月份已經有大量魷

釣船申請作業准證打算進入福島海域作業。 

去年福島准證費用收入為 1,050 萬英

鎊，前年該項費用收入為 950 萬英鎊。（於仁

汾，摘譯自 Merco Press，2014 年 2 月 14 日） 

日本秋刀魚銷俄國數量去年攀升 

期望本年漁獲量佳無虞供應他國 

日本於2010年時尚有5萬噸秋刀魚出口

至俄羅斯，但因東日本大震災的影響，2012

年僅出口俄方2,300噸，整體的出口量在2009

年達到最高峰的7萬5,000噸，但2011、12兩

年，急減至每年僅有1萬3,000噸出口，去年

(2013)跌至谷底的量終於稍有增加，達1萬

8,000噸，但回復的情形緩慢。然而，日本國

內的漁況不佳，市場行情居高不下，整體上，

量與單價兩方面仍停滯。在目前，俄方雖然

有旺盛的需求，但僅供應了6,000噸，而整體

僅出口不到2萬噸。雖是如此，2013年已較前

年大幅地增加39％，今年若有充分已凍結的

漁獲物的話，則對各國的需求將有供應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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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可期像以往出口至中國或泰國的數量回

復，並握有秋刀魚對俄方再次大量出口的關

鍵。俄羅斯的每年需求約10-11萬噸，自已國

家的生產量不足，需依賴台灣漁船及日本的

供應，由此觀之，日本國內的庫存量也少，

至新漁期仍然還有段時間可期。（楊清閔，譯

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2014年2月25日） 

日本魷類國內產量不敷需求 

去年進口量較前年增加 24% 

冷凍魷魚（含日本真魷及赤魷合計）的

進口量較前年增加 24％，達 9 萬 3,167 噸，依

至前年為止的每年進口量的累計數字來看，

2013 年達到最高峰。由於日本國產真魷的漁

獲仍停滯不前，加深了加工原料的不足感，

加速了進口原料來補足缺口。國產品缺貨價

高，另一方面的進口品的平均單價為每公斤

423 日圓，維持與前年相同，價格面上較具優

勢。依國別來看，松魷的漁況在阿根廷為 5

年來的好漁況，較前年增加了 9 倍，大幅地

成長達到 5,666 噸。由最大進口國來看，於阿

根廷近海作業的中國，也增加了 17％至 3 萬

9,585 噸。松魷是烤魷魚的主要原料。而美洲

大赤魷的漁獲於加工國的秘魯也增加了 70％

至 1 萬 4,395 噸。國內加工業者認為其使用情

形很好，進口其初級的加工原料。今後，魷

魚的加工原料需求仍然非常的緊迫，預測本

年度的進口情形仍會持續。（楊清閔，譯自日

刊水產經濟新聞，2014 年 2 月 25 日） 

日本本年三度捕獲大王魷 

漁民驚呼連連惟原因成謎 

日本新潟縣佐渡島的佐渡水產品地方批

發市場於 2 月 14 日早上，捕獲 1 隻雄性長約

4 公尺的大王魷魚。繼今年 1 月 8 日、10 日

的下午捕獲大王魷之後，這次是第 3 次。相

繼而來出現深海生物，讓漁民們非常吃驚。

在 14 日早上 7 點多，大王魷在內海府漁業生

產組合於島的北邊，靠近鷲崎地區的近海約

1.5 公里，水深約 70 米的海域所設置的大型

定置網中被捕獲，隨即送往批發市場。依新

潟縣佐渡地域振興局的測量，此雄性的大王

魷全長 3.94 公尺，重 25.2 公斤，頭腹部的長

為 2.7 公尺，此隻較前幾次小型，兩條長觸腕

仍殘存未斷，幾近完整形狀被捕獲，看魚看

習慣的市場買賣人們看到後也是驚呼連連。

此大王魷由內海府漁業生產組合免費讓與給

島內鮮魚店送到東京．築地市場，由漁民們

將此做成標本，預定公開展示。依該縣佐渡

地域振興局表示，佐渡島近海於昭和 54 年及

平成 5 年有捕獲到大王魷的記錄，但這是第 1

次在短短 1 個月間捕獲了 3 次。（楊清閔，譯

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2014 年 2 月 18 日） 

山東威海遠洋漁業蓬勃發展 

期望捕撈及運搬一貫化作業 

1 月底，隨著“魯文遠漁 171”號遠洋漁

船開赴印度洋公海海域作業，大陸山東省文

登市遠洋漁業的空白被填補。“1 月，全市

242 艘專業遠洋漁船共實現遠洋捕撈產量 1.1

萬噸，產值 1.5 億元，較同期分別增加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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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月 17 日，來自該市海洋與漁業局

的一連串數字，表明新年開始，大陸威海市

遠洋捕撈業表現出強勁的增長活力。  

        遠洋漁業要想挺進深海，掘金“深藍”， 

必須有先進的捕撈設備。為擴張遠洋漁業規

模，威海市投入大筆資金，組織各相關企業

加快一批遠洋漁船的建造速度，儘早投入捕

撈行列。1 月份，威海市 9 艘新建遠洋漁船陸

續完成，其中，榮成市華海漁業公司、連海

漁業有限公司所屬 6 艘 2,350KW 單拖網漁船

開赴西南大西洋公海海域作業，主要從事魷

魚捕撈。  

        “近年來，威海市遠洋捕撈漁船裝備水

平不斷提升，今年，新加入的 6 艘專業遠洋

漁船是威海市目前功率最大的專業遠洋捕撈

漁船，其多項技術、續航能力、裝備設施等

均達到了國際同類型漁船先進水平，滿足了

威海市遠洋漁業企業揚帆加速的需求。 

    目前威海市在外作業的 242 艘專業遠洋

漁船，主要開展了西南大西洋、東南太平洋

魷魚釣，中西太平洋、印度洋鮪魚延繩釣，

西南大西洋、印尼、賴比瑞亞拖網，斯里蘭

卡、模里西斯圍網，太平洋秋刀魚兼魷魚釣

等 10 個遠洋漁業項目，為遠洋漁業的發展奠

定了紮實基礎。  

        漁貨回運是威海市發展水產品精深加

工、提高遠洋捕撈產品附加值，實現漁業發

展由“淺藍”向“深藍”邁進的橋樑。然而

長期以來，威海市遠洋捕撈產品回運大都由

別處運輸船代理，極大制約了威海市遠洋產

品的自主回運和加工增值。為改變現狀，威

海市積極爭取，於去年獲得國家 9 艘遠洋運

輸船的建造許可。目前，由黃海造船有限公

司設計並建造的威海市第一艘自主研發的大

型遠洋運輸船——“魯榮遠漁運 158”號遠

洋運輸船，已經開赴印度洋公海海域作業。

該船預計年可回運遠洋捕撈產品 1.5 萬噸。  

    “9 艘遠洋運輸船全部建成營運後，將極

大提升威海市遠洋捕撈產品的回運能力，促

進遠洋水產品回運能力建設實現新突破。” 

“魯文遠漁 171”號遠洋漁船開赴印度洋公

海海域作業，則標誌著威海市漁業轉型升級

進入新的階段。  

        近海漁業資源的缺乏，逼迫威海市一些

依賴近海漁業資源的企業紛紛轉型發展遠洋

漁業。文登市鯤安水產有限責任公司去年投

資 5,500 萬元建造 2,100KW 的“魯文遠漁

171”號遠洋漁船，從事秋刀魚兼魷魚釣。 

    至此，榮成市、文登市、乳山市和環翠

區都已涉足遠洋漁業產業，遠洋漁業發展的

縣域覆蓋面進一步擴大，威海市遠洋漁業呈

現全面發展的態勢。（轉載自中國漁市網，

2014 年 2 月 19 日） 

浙江寧波元月水產品進出口俱增 

分較去年同期成長 94%及 28.7% 

作為大陸海鮮大城的寧波，海鮮出口和

海鮮進口都在迅速增加。據寧波海關統計，

１月份寧波市進口水產品 3,538 噸，比去年同

期（下同）增加 94％，價值 3,679 萬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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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 20.5％；出口水產品 1.8 萬噸，增加 28.7

％，價值 4.2 億元，增長 9.9％。 主要出口市

場為日本、韓國和東盟，分別出口 3,933 噸、

3,449 噸和 2,543 噸，分別增加 32.9％、1.8 倍

和 4.9％。與往年不同的是，今年首月，寧波

對新興市場埃及和加納的水產品出口迅速增

加，分別出口 1,116 噸和 798.1 噸，分別增加

6.2 倍和 5.4 倍。  

進口方面，主要進口市場為台灣地區、

韓國和秘魯，其中自台灣地區進口 1,400 噸。

進口產品中，凍鰹魚進口最多，總共進口 1,498

噸，去年同期無進口，占同期進口總量的 42.3

％；進口凍沙丁魚 464.9 噸，去年同期無進

口；進口墨魚及魷魚 381.2 噸，增加 2.7 倍。（轉

載自中國漁市網，2014 年 2 月 20 日） 

大陸上海發展遠洋漁業 

同步兼顧市內休閒漁業 

上海市正穩步推進遠洋漁業。2013 年上

海遠洋捕撈產量達 11.52 萬噸，較同期增加

3.13％，遠洋漁業企業全年共回運自捕水產品

4 萬 863 噸，較同期增加 9.93％，佔遠洋捕撈

總產量的 35.47％。  

    上海目前正大力推進遠洋船舶裝備更新

改造，2013 年建造完成 7 艘遠洋漁船，其中

4 艘雙甲板拖網船已經赴西非作業，2 艘專業

魷釣船也奔赴阿根廷漁場，首次建造的 1 艘

1,700 噸級國內最大的鮪魚圍網船“金匯 18

號”也已建造完成。  

2013 年上海水產集團成功完成了投資收

購摩洛哥 1 家漁業公司，競拍了 4 艘雙甲板

拖網船、1 座冷庫設施，實現了當年談判、當

年收購、當年投產。  

此外，上海市還穩步發展休閒漁業。一

品漁村、荷風嬉魚和瀛東村被農業部授予大

陸休閒漁業示範基地；上海浦東觀賞魚中心

建成正式對外營業以來，各項基礎服務設施

設備運行正常；崇明縣以寶島合作社標準化

養殖場為基礎，重點建設了河蟹展示中心，

在寶島蟹莊成功舉辦了“桔黃蟹肥”文化旅

遊節。 （轉載自中國漁市網，2014 年 2 月 28

日） 

去年阿國水產品外銷量成長  

阿魷捕獲量較前一年度倍增 

2013 年阿根水產品外銷值達到 14 億

9,500 萬美元，其外銷金額較前一年度增加

11.3%，外銷量也較前一年度成長 14.9%，阿

魷捕獲量因漁期延長而倍增是阿國水產品外

銷量值增加的主要關鍵。 

其水產品外銷量已經高出牛肉外銷量

19%，水產品消費量也攀升到每人每年 9 公

斤，成長幅度達到 20.6%。 

2013 年阿根廷漁產量達到 82 萬 1,400 公

噸，較 2012 年增加 18.7%，漁產量中 63.2%

（51 萬 8,900 公噸）為魚類，其產量因狗鱈增

產而較 2012 年增加 2.4%；軟體動物產量占

24.1%（19 萬 7,900 公噸）則較 2012 年增產

96.6%，增產主要來自於阿魷產量較前一年度

增加 101%；甲殼類產量占 12.7%（10 萬 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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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噸），產量較 2012 年增加 23.8%，增產主要

來自於蝦類產量 10 萬 500 公噸較前一年度增

加 25.8%。 

國內市場水產品消費量達到 36 萬 2,500

公噸，較前一年度增加 20.6%，平均每人每年

消費量為 9 公斤，該量較 2012 年平均每人 7.5

公斤增加 20%。 

阿國水產品外銷主要集中在 4 個品項，

其外銷量佔總量 93%，其外銷值則佔 96%，

另外銷水產品主要銷至西班牙，輸銷西班牙

水產品金額達到 4 億 2,000 萬美元，占總外銷

金額 28.1%。（於仁汾，Merco Press，2014 年 2

月 11 日） 

我國籍魷釣船船員失蹤 

已發動搜尋但未有所獲 

2 月 15 日福島漁政單位通報福島皇家警

局有一艘台灣魷釣船上有 3 名船員失蹤。 

據了解這 3 名船員 2 月 14 日下午 4 點 30

分仍確定在船上，但晚上 7 點就已經不見蹤

影，船長立即循先前航跡轉頭搜尋，該船在 2

月 15 日上午 8 點進史丹利港，福島皇家警察

立即登船盤查，該船於當日傍晚離開史丹利

港，停泊在福島東北海岸 14 浬處，此泊點據

信是這 3 名船員最有可能失蹤的點，該船將

在此泊點停留 72 小時。 

每年在福島都會發生船員跳船的事件，

幸運生還者依照個人意願回到原船或是直接

遣送回國。（於仁汾，摘譯自 Merco Press，2014 

年 2 月 18 日）

國 際 魷 業 動 態 

日本 

根據日本海關統計資料顯示，2013 年 12 月份魷類產品進口量為 2,388 公噸，進口值為 18

億 2,600 萬日圓，平均進口價格為每公斤 765 日圓，進口量值分較 11 月份減少 3%與增加 3%，

與 2012 年同期相較則分別減少 11%與增加 4%。 

累計 2013 年魷類產品進口量值分別為 3 萬 1,606 公噸與 207 億 5,000 萬日圓，平均進口價

格為每公斤 656 日圓，進口量值分較 2012 年減少 1%與增加 7%。 

赤魷，2月 8日及 10日分別有 7艘作業船進八戶港卸售魚貨，14艘作業船共卸售 4萬 9,780

箱魚貨，卸售魚貨重量近 620 公噸。 

泰國 

根據泰國官方統計資料顯示，2013 年 12 月計有 8,163.4 公噸魷類產品輸入，輸入金額為

1,800 萬美元，平均輸入單價為 2.21 美元/公斤，其量值分別較 11 月減少 13%與 23%，全年累

計魷類產品進口量為 11 萬 8,516.9 公噸，進口值為 2 億 4,690 萬美元，平均進口單價為 2.08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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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公斤。 

12 月份出口之魷類加工品為 2,819.8 公噸，出口值為 1,900 萬美元，平均出口單價為 6.74

美元/公斤，其量值分別較 11 月減少 8%及 20%，2013 年出口量為 3 萬 4,613 公噸，出口值達

到 2 億 2,600 萬美元，平均出口單價為 6.53 美元/公斤。 

12 月份魷類產品貿易順差為 94 萬美元，全年之貿易順差為 2,090 萬美元。 

西班牙 

馬德里市場重要冷凍魷魚第 6 週魷類產品價格如下：鎖管各規格交易價格為 9-12 公分 2.3

歐元/公斤、12-14 公分 2.85 歐元/公斤、14-16 公分 3.8 歐元/公斤；阿根廷魷各品項價格為 24-30

公分淨後胴體 2.4 歐元/公斤、20-24 公分淨後胴體 2.2 歐元/公斤、15-20 分淨後胴體 2 歐元/公

斤、18-22 公分胴體 2.4 歐元/公斤、23-28 公分胴體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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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利 

智利海關統計資料顯示，2013 年 12 月美洲大赤魷外銷量為 2,467.9 公噸，出口金額達到

270 萬美元，其出口量值較 11 月分別減少 24%與 25%，全年累計出口量達到 6 萬 7,155.9 公噸，

累計出口金額為 7,350 萬美元，較 2012 年累計出口量值分別減少 42%與 46%。 

智利美洲大赤魷主要外銷市場依序為義大利、泰國、越南、埃及、哥斯大黎加、烏克蘭、

哥倫比亞、紐西蘭、南非、立陶宛、香港、阿根廷及美國。（於仁汾，摘譯自 FIS-Market Reports，

2014 年 2 月 19 日） 

專 題 報 導          日本三菱商事進軍中國水產品市場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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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21、28日、2月5日 

    日本三菱商事公司與中國浙江省的浙江大洋世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洋世家）於

去年 11 月在中國的杭州市成立合資公司，於今年 1 月開始營業。往後幾年，以鮭魚與蝦類為

主力商品，建構生產、加工、販賣等一貫化的水產品價值鏈，尤其是對於預期可見成長的亞

洲市場，三菱商事積極地配合與對應，本次於中國進行合資公司，實為對亞洲水產品市場的

挑戰。合資公司的簡略概要與當地的生產與販賣情形，以 5 次連載方式進行介紹。 

 

一、 日本三菱與中國大洋世家合資於中國設立「大菱海洋食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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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菱商事的夥伴公司「大洋世家」，是位於中國浙江省汽車零件最大的製造商之萬向集團

控股的旗下公司之一，於 2009 年成立以來，經營遠洋鮪延繩釣、圍網、魷釣等漁業作業，是

中國非常有名的漁業公司。該公司積極地開拓中國市場之生魚片及壽司的市場，屬於先驅型

的企業公司。三菱商事及其子公司東洋冷藏，對該公司經由長期的鮪魚交易，已建構了強而

有力的信賴關係。雙方針對往後中國市場的水產品販賣事業進行協商，終於在本次以合資公

司的具體方式向前邁進一大步。 

    新公司導進自家品牌「大洋世家」與經營專賣店、百貨公司的鮮魚專門店等等，展開獨

自的國內販賣事賣，並且經營包括罐頭製造、食品加工、水產品加工、蝦類養殖業與加工等

等事業，經營範圍廣泛。 

    另一方面，三菱商事以「確保全球性的供應源，滿足以亞洲為中心的需求量擴大的需求」

為經營策略，水產部門逐漸進行於 2011 年開始智利養殖的鮭魚、2013 年開始泰國養殖的蝦類

等經營事業，期能建構水產品的價值鏈。 

    合資公司的名稱為「浙江大菱海洋食品有限公司」（曾岳祥董事長），簡稱「大菱」，出資

比率為大洋世家 75％，三菱商事 25％。大菱以三菱商事持有生產基礎的智利養殖鮭魚與泰國

養殖蝦類、日本產的養殖鮪魚為主，其他還有大洋世家所漁獲的天然鮪等，銷售到中國的主

要城市，滿足中國境內逐漸成長的壽司及生魚片的需求。並且有帆立貝、秋刀魚、鰤魚等日

本產的水產鮮魚類的販賣交易等，對於食品多樣化與安全安心食用意識抬頭的中國市場，應

可以「日本」產的品牌進行銷售。 

 

二、 大菱的水產品加工據點 

大洋世家的前身為浙江省遠洋漁業集團，主力經營遠洋漁業、水產加工及水產品貿易等

3 項事業，其中遠洋漁業的經營包括鮪延繩釣、圍網、魷釣等 3 項漁業，擁有中國最大規模

的大型超低溫鮪延繩釣漁船船隊計 18 艘（中國籍登錄於 OPRT 為 145 艘），從事捕撈大目鮪、

黃鰭鮪、長鰭鮪、旗魚等，更擁有 2 艘大型圍網漁船，於中西部太平洋捕撈鰹魚及黃鰭鮪，

大型魷釣漁船有 7 艘，於國外捕撈阿根廷松魷及秘魯魷。隨漁業所附屬的大型水產加工設備，

包括有「寧波豐盛食品有限公司」 的超低溫鮪魚加工、「寧波水產食品加工廠」的魷魚加工、

「寧波今日食品有限公司」的鮪罐頭的製造、「浙江省北極品水產有限公司」從事蝦類養殖及

加工。每個基地均有取得 HACCP、ISO 等品質安全管理體制的認證，出口至歐美、日本、俄

羅斯等國外，具有良好績效。 

「寧波豐盛食品有限公司」於 2004 年登錄，配備有負 25 度 C 的冷凍庫 1 萬噸，可進行

魷魚加工，2009 年開始進行鮪類罐頭原料加工、2011 年具備有負 60 度 C 的超低溫冷凍庫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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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並開始進行超低溫鮪類加工。去年年末，該社將整備其社內的魷類加工區域成為現在負

25 度 C 至 55 度 C 溫度帶的大型冷藏庫兼加工廠，預計於 2015 年 4 月完成建設。 

依據本次合資合作，寧波豐盛食品有限公司的事務所兼加工設施的一部分將提供給大菱

公司，成為鮪類加工的據點。原本這裏是寧波港漁獲鮪類卸魚後於 2011 年開始就提供給日本

的東洋冷藏公司，進行水產品的製作，而今後將會成為大菱公司專用的鮪類加工設施。在視

察訪問之日，在該基地看到對日本出口之 25 公斤以上等級的大目鮪肉條的加工，加工人數眾

多且手法精練地處理冷凍大目鮪的作業情形，是最精彩的部分。 

 

三、 勵行食品安全的高度認同感 

本次獲得了大洋世家主要工廠之一的寧波今日食品有限公司的訪問機會，該工廠主要進

行鰹鮪類的罐頭用原料加工及罐頭製造。該公司目前是中國最大的鰹鮪類罐頭用原料加工與

出口型的企業，每年可加工 3 萬噸的水產製品，包括罐頭、冷凍乾燥製品、寵物食品、魚粉

等加工製品範圍廣泛。 

於訪問之時正值加工線整備時期，在罐頭工廠可見 1 分鐘可貼 200 個罐頭貼紙的裝置，

正準備出口至海外市場的罐頭製作。於工廠內已取得 ISO9001、2000、出口至歐盟與美國的

HACCP 認證，有近 90％為對海外出口導向，但今後由於預期國內市場需求將會增加，因而將

強化國內市場導向的販賣。 

而大洋世家於中國的主要城市，設置專賣店或者於百貨公司中設置鮮魚賣場，並且有網

路販賣，範圍廣泛的串起鮮魚、冷凍水產品的販賣網絡，確實地增加了購買的層面。而本次

視察了象徵性的地方，包括上海長寧區虹橋路的高島屋鮮魚賣場、上海靜安區南京西路的伊

勢丹的鮮魚賣場、杭州與寧波的專賣店等等。 

位於杭州的專賣店如同日本霞之關的官廳街上的一角落，不僅提供企業用之贈品，亦提

供自家需要用的水產品。對於「大洋世家」的認知度非常高。尤其是近幾年中國政府勵行食

品安全，於此，可直接用眼睛確認於何處捕獲的專賣店，如同可安心地食用及購買的地方。

而在寧波專賣店當中設有附屬餐廳區，亦有包廂式空間。店內可試吃鮪魚生魚片，料理則有

鮪類等等的生魚片及套餐可供食用，並且有準備鮪魚營養價值的解說手冊，致力於讓人們認

識優質鮪魚而努力。 

另一方面，位於上海高島屋與伊勢丹鮮魚賣場的大洋世家專櫃，有非常多的鮮魚排列，

特別是日本產的鮮魚用看板標示而顯得非常顯目。賣場負責人表示，新鮮的日本產鮮魚非常

有人氣，尤其是油脂含量多的鮭魚最受歡迎。中國境內非常地喜歡鮭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