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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漁 業 資 訊 

北太平洋公海秋刀魚漁獲開始  

漁場與近年相同形成「近海群」 

水產綜合研究中心的開發調查中心的北

太平洋公海秋刀魚資源開發調查計劃，執行

計畫所捕獲的秋刀魚於釧路進行卸魚。 

本次漁獲由該中心所用大型秋刀魚漁船

至6月4日共進行2次漁撈，第1次漁獲為6月1

日約有130噸，第2次漁獲為6月4日約有110噸。 

依該中心指出，漁場位於北緯40度左

右，東經167-170度的附近，與以往3年來的位

置相同，與2009年相較之下即形成近海群。

魚體的體長以28cm為主，重量平均在100g，

此時期的秋刀魚與例年相同。 

所捕撈的漁獲物交由當地製作魚粉業者

議價交易，另於6月5日的下午及6日的早晨各

有1艘預定卸魚。 

該計畫乃於2007年開始，今年為第7年，

今年的作業艘數與去年相同為5艘，在其中有

4艘於5月21日由釧路港出港。今年5艘均為漁

撈兼運搬船的模式，將執行至7月底為止。(楊

清閔，譯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2013年6月5

日) 

日本本年秋刀魚漁船 
出海日期延後5-10日 
全國秋刀魚協會(八木田和浩會長)於5月

30日的理事會中指出，2013年秋刀魚漁期的

TAC(可漁獲量)減少11萬7,000噸，可捕獲量為

33萬8,000噸，並為能保護資源，正式決定協

會所屬漁船延後出海捕魚。 

因此出海日期各漁船延後約5-10日，10

噸以上未滿20噸級漁船為8月10日(去年8月2

日)，20噸以上未滿100噸級漁船為8月15日(去

年8月5日)，100噸以上為8月20日(去年8月15

日)。延後出海日使得TAC回到大幅增額前的

水準。 

八木會長指出，去年度在開始出海捕魚

時的漁獲狀況並非很好，考慮到資源管理層

面，應儘早協調各相關單位將出海捕魚日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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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事宜。對流通相關業者也詢問其意見，並

獲得體諒後才做出的決定。 

燃油費較去年高漲，所以考量到一開始

出海捕撈需至較遠的漁場，應避免像這樣的

低效率作業。 

本季有6艘大型船重新回歸捕魚的行

列，東日本大震災後秋刀魚棒受網漁業以代

船建造的漁船，均全整備完成。全國秋刀魚

協會將斟酌考量到延後出海與增加作業艘數

等事宜，並在出海日之前，敲定對本季漁期

作業體制的細節。(楊清閔，譯自日刊水產經

濟新聞，2013年6月6日) 

阿根廷本年前4個月水產品 

出口量較去年同期增加3.4% 

今年1至4月阿根廷水產品出口量達到

113,149公噸，與去年同期之109,630公噸相較

增加3.4%。 

出口水產品中71,374公噸為魚類，較去年

同期之70,929公噸增加0.6%，其他水產品(貝

類與甲殼類)出口量為42,045公噸，較去年同

期之38,701公噸增加8.6%。 

單項出口水產品中以狗鱈出口量33,425

公噸居首位，但其出口量值較去年同期之

33,431公噸微減0.1%，其次分別為阿魷28,013

公噸(較去年同期25,152公噸增加11.3%)、蝦類

10,877公噸 (較去年同期之 9,794公噸增加

11%)。 

其他水產品出口量增加之單項水產品則

為福氣魚4,885公噸(出口量較去年之3,952公

噸增加23.6%)與金吉利魚913公噸(出口量較

去年之846公噸增加7.9%)。 

出口減少之水產品則為白口減少6.6%(自

去年之7,656公噸減至7,155公噸)、扇貝減少

12.4%(自去年之2,583公噸減至2,264公噸)、石

首魚減少5.3%(自去年之3,968公噸減至3,760

公噸)、鯷魚減少6.3%(自去年之4,869公噸減至

4,563公噸)、河魟減少4.6%(自去年之1,314公噸

減至1,254公噸)。(於仁汾，摘譯自FIS World 

News，2013年5月24日) 

阿根廷前5月漁產量 

較去年同期增加4.2% 

根據阿根廷官方統計數據指出，2013年

累計至5月底之漁產量為314,733公噸，較2012

年同期之301,771.1公噸增加4.2%，今年累計至

5月漁產量中魚類為182,080.7公噸、貽貝類為

121,362.3公噸，以及甲殼類11,291.2公噸。 

單項水產品中以阿魷產量118,122.9公噸

為最高，其產量較去年同期之91,202.9公噸增

加29.5%，其次為狗鱈產量100,531.9公噸(較去

年之99,864.2公噸相較增加0.6%)，其他重要魚

類產出分別為鱒魚5,569.7公噸、鮃鲽2,675.6

公噸、星鯊2,330.2公噸、紅鱈1,246.7公噸。 

貽貝類中以扇貝產量3,157.8公噸為最

高，甲殼類中則以蝦類9,022.7公噸居首。 

馬德普拉塔仍是阿根廷最重要的漁業基

地，今年累計至5月之卸魚量為155,490.4公

噸，其次為得塞阿多55,095.1公噸、馬德林港

46,320.9公噸、火地島19,388.7公噸、奧利維亞

13,164.8公噸。 

就漁業別產量比較，魷釣漁業產量

101,092.4公噸為最高，其次為生鮮漁業之

77,407.6公噸、拖網漁業64,182.9公噸、沿岸漁

業39,593.7公噸。（於仁汾，譯自FIS-World 

News，2013年6月3日） 

北海道南部日本真魷  

捕獲趨勢將由低轉高 

6月1日北海道近海的小型魷釣漁業解

禁，但據道總研函館水產試驗場指出，日本

海側洄游北上的秋生魚群來游較慢，因此預

測北海道南部海域漁期開始後的漁獲量將呈

現低量。但是，預測日本海整體的來游量與

往年相同，所以之後將伴隨者北上群來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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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獲量會逐漸增加。 

5月17-24日由松前近海至秋田縣近海的

日本海，以及津輕海岸的函館近海處所執行

的日本海日本真魷北上期間調查結果，顯示

松前以南5個地點的CPUE(2連式魷釣機1台1

小時的漁獲尾數)為2.4，較去年的3.1少。特別

的是往道南海域的來游大致上松前近海為

0.1，是2001年以來的最低。另外，函館近海

無捕獲到。魚體大小為8-17cm，平均為14cm，

較去年的13cm大，與5年平均值相同。 

水深50m的水溫分布來看，南側的秋田近

海10℃以上，溫度較高的海域廣佈沿近海，

但是北側的津輕半島西部近海至松前近海為

6℃以下的冷水，延伸至沿岸域，10℃以上的

海域侷限在近沿岸域的狹小範圍。 

日本真魷的洄游水溫帶大約在10-12℃，

該水試調查研究部的澤村正幸研究主任指

出，解禁後的漁獲因北上洄游較慢而量較

少，水溫若依現在分佈的逐漸上升的話，預

計將會形成靠近沿岸的漁場，而漁獲量會增

多。 

近年日本海側、太平洋側的北上群來游

時間有愈來愈慢的傾向，2010年以後連續3

年，北上群通過後，特別是道南太平洋沿岸

的夏期漁獲量減少的「夏枯」現象愈來愈嚴

重。另外洄游範圍向北分散，鄂霍次克海沿

岸將仍會有持續且大量的漁獲現象。 

澤村研究主任指出，解禁後的來游較

慢，並非單純是此時期的水溫低，應該是夏

至秋的高水溫南下的時期較慢，讓每年的產

卵時期變慢，而讓北上開始的時間變慢所

致。以後，相同趨勢仍會反覆發生，必需持

續地關注。(楊清閔，譯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

2013年6月4日) 

日本北海道日本真魷初卸魚 

裝箱鮮魷每公斤1,800日圓 

北海道的日本真魷小型魷釣漁業解禁

後，於6月3日函館魚市場中初卸魚拍賣，數

量與價格情報陸續產出。在21艘漁船共卸魚

9.8噸，量較去年初拍賣時減少，較漁獲不佳

的2011年與2010年相較，為過得去的開始，漁

場與例年相同，形成於松前．小島的近海處。 

價格依拍賣場情形，裝箱鮮魷1.8噸為最

高價，1公斤1,800日圓，與去年價格佳的情形

相同，以保麗龍裝箱(5-6公斤/箱)者有1,250

箱，價格30尾裝僅1,800日圓，主要散裝的價

格為1,500日圓。另外木箱(20公斤裝)也有超過

20箱入場拍賣，初拍賣的日本真魷主要是提

供市內的零售業。(楊清閔，譯自日刊水產經

濟新聞，2013年6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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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份魷類產品進口量為10,297公噸，進口值為

1,550萬美元，進口量及進口值分別較2月時增加54%與36%，與去年同期相較則分別減少6%與

20%，平均交易價格為1.51美元/公斤，較2月之1.72美元/公斤下跌12%。 

今年6月份進口魷類產品之平均價格為1.49美元/公斤，較5月之1.50美元/公斤下跌1%，但

較去年同期之0.89美元/公斤上漲67%。 

3月份魷類產品出口量為18,306公噸，出口值為1億1,860萬美元，較去年同期分別增加25%

與45%，日本是中國大陸魷類產品最大輸出市場，佔總輸出量之13%，其次為台灣佔總出口量

之7%。 

3月份魷類產品出口平均價格為6.48美元/公斤，較2月份之5.57美元/公斤上漲16%，亦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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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同期之5.43美元/公斤上漲19%。 

累計至3月中國大陸魷類產品進出口值分別為7,230萬美元與5億6,280萬美元，累計貿易順

差為4億9,060萬美元。 

日本 
東京三大主要漁獲交易市場(築地、蘆立、太田)今年4月魷類產品交易量為1,575公噸，交

易金額達到11億4,500萬日圓，至4月之累計交易量6,555公噸，累計交易金額為43億7,500萬日

圓。 

西班牙 
馬德里市場重要冷凍魷魚第21週交易或價格情形如下：鎖管38.7公噸(第20週為30.2公

噸)，各規格交易價格為18公分以下6.6歐元/公斤、18-25公分6.7歐元/公斤、25-30公分6.8歐元/

公斤、30公分以上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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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利 
海關統計資料顯示3月份大赤魷產品外銷量為2,489.2公噸，出口值為270萬美元，其交易

量及交易額分別較2月份增加40%與27%，累計前3月智利大赤魷產品出口量為8,027公噸，出口

值累計為820萬美元。 

秘魯 
海關統計資料顯示4月份大赤魷產品外銷量為16,834公噸，出口值為2,440萬美元，其交易

量及交易額分別較3月份增加47%與40%，累計前4月秘魯大赤魷產品出口量為71,109公噸，出

口值累計為9,190萬美元。(於仁汾，摘譯自FIS-Market Reports，2013年5月29日、6月5日) 

專 題 報 導     討論「漁業存續」的日本全國漁業代表者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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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月 29 日 

燃油費急劇的高漲，直接衝擊到漁民的生活。「想出海捕魚但無法出船」、「愈作業虧損愈

多」、「無法經營下去」等，是2008年燃油費高漲時漁民的悲痛心聲，但現在又是同樣的狀況，

在燃油價格居高不下的情形下，雪下加霜的急速日圓貶值，讓燃油價格再次節節上升，現在

已經不是漁民們自助努力後可以克服的情形。2008年燃油費高漲後，漁民們致力於減少成本

與節省能源的做法，但是近來的燃油價格劇升，讓漁民們之前的努力均白費工夫。這樣下去，

日本的漁業有可能會面臨崩潰的局面。因此抱有此危機感的日本全國漁協、大日本水產會於5

月29日，在日本日比谷野外音樂堂召開「尋求漁業存續的日本全國漁業代表者集會」，以及展

開全國性一同上街讓國民與消費者能理解現況等活動。本文則在記載此活動的訴求重點，以

及因油費高漲所苦的漁民們對其支援對策的座談會重點。 

本次燃油費急劇上漲的幅度與時間，讓漁民們措手不及，不得不趕快尋求支援對策，此

次可說是異常的燃油價格高漲，已超過了漁民們自助努力可克服的界限，為能了解漁民的困

境，由政策面來建構對應方策，因而企劃此次的緊急座談會。本次與談人有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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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黨眾院議員 水產基本政策小委員會委員長 山本公一  

大日本水產會 會長 白須敏朗 

全國漁業協同組合連合會 代表理事會長 服部郁弘 

日本鰹鮪漁業協同組合 代表理事組合長 石川賢廣 

 提問一、作業成本佔2-3成的燃油費高漲，危害到日本漁業存續情形，利用自助努力可克服

的情形尚可接受，但已經超過的界限。是否有解決的方法，一開始請問山本先生，作為政

府水產基本政策小委員會委員長，對於現在燃油費高漲與現在漁業的情況是否有掌握，政

府有什麼樣的政策支援措施。 

山本委員長： 

小委員會已分析各漁業經營的基本情形，將安定經營對策擺在頭先討論。在燃油費高漲

讓漁民陷入困境的情形當中，此問題需要利用政府提出解決方法才行，大致上已有方向性，

但是最後仍需要政治上的決定判斷，讓政府的政策能夠動起來。而漁業產業當中，燃油成本

的比率較其他產業高，業界亦非常重視燃油的需求。另一方面，在水產業界身處於魚價便宜

的惡劣環境中，我們亦著眼於設法解決魚價便宜的此一層面問題，是應該要同時考慮的重大

課題。 

 提問二、魚價便宜、資源減少、繼承者不足、消費量減少等情況當中，加上燃油費高漲，

並非是水產業的價值低落，而是因為燃油費高漲讓水產業陷入如同樑柱動搖的困境，為能

克服此困境，整個水產業界是否有因應對策。 

白須會長： 

長年持續的通貨緊縮當中，水產業界長時間面臨三困境，第一是需求的減少，也就是魚

食文化衰退，使得市場縮小，第二是魚價偏低，漁民拿到的金錢非常少，僅是末端消費者價

格的1/4。第三是現有的燃油費高漲，更增加了漁業經營上的困難。 

在此狀況下的水產業仍在國民經濟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對於糧食的穩定供給，確保沿

岸地區的工作機會，對地區經濟的貢獻，以及環境保育及國土監視等等，具有多樣的功能性

存在。倘若水產業衰退，將不僅造成對提供國民糧食穩定性供給的阻礙之外，地區的社會與

經濟均會造成崩潰，而地方的均衡國土發展也無法如預期順利。這次的問題也並非單純僅是

產業政策面的問題而已，需包含地區政策面、社會福祉面、及國防安全面等多方的觀點，提

出具有總合性的對策才是重要。 

去年自民黨政權再次執政，由安倍內閣出發，新政權以安倍經濟學做為日本經濟再生最

首要的施政方針。其中，股票上升與日圓貶值，與以往不同的光明面題材亦產生出來。為了

能讓水產業再復興，日本經濟的再生是大前題，而景氣好之後魚價就會上升，朝向擴大消費

的方向邁進，此讓人有所期待。但是，實體經濟的走向並非如此簡單，新政權的政策效果在

出現之前是需要花些時間的，而在這之前，燃油費高漲讓成本增加的部分，無法轉嫁到魚價

上，是現在水產業的實際情形。此即表示，整個水產業的問題點在於，橫跨需求與供給兩面

的業界構造不得不去改革。雖然期待日本經濟能夠再生，但是強化水產業界的構造亦是不可

欠缺的部分。因此，山本委員長之下的自民黨水產基本政策小委員會，對其構造改革，能優

先討論燃油問題，業界非常感謝。 

 提問三：國民之聲仍有這些是漁民自我觀感的嚴厲批評，對於此問題，為能獲得國民的理

解，達到活動真正的目的，日本全國漁協的想法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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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部會長： 

安倍政權的振興景氣策略，能夠讓日本經濟景氣好轉與消費擴大等，漁民們其實是非常

的期待。但是隨著政策而來的日圓貶值，對於我們漁民在獲得益處之前是需要時間等待的，

而經營上佔大部分成本的燃油與飼料價格的高漲，是未蒙其利卻身受其害。以實際的燃油價

格而言，因日圓貶值影響匯率，由去年底開始，每公斤上升1萬5,000日圓，養殖飼料價格也是

由每噸6萬日圓的界限價格，一口氣跳至20萬日圓。5年前燃油費異常高漲，漁民們著手於省

能源及減少經營費用，但是本次的燃油費及養殖飼料的價格的上昇，讓之前的努力化為烏有，

讓漁民們有著強烈的無力感。 

不管如何，劇烈的日圓貶值使得燃油費高漲的問題，不採用政治的力量去解決的話，單

單漁民們的力量已無法克服此一困境，有些業別已呈現關門停業的狀態，可能無法讓水產品

可以穩定供給。而養殖飼料的價格高漲問題也很嚴重，鰤魚養殖在去年已打破原價，飼料費

以前佔成本的30％，現在則超過60％，去年鰤魚成長1公斤需花費450-480日圓，但是實際情形

是不得不以每公斤480日圓的價格賣出，售價僅是其飼料的花費。 

水產廳「儲蓄金plus」等政策，有其幫助層面，但是現在的狀態再持續下去的話，利用該

政策的標準價格亦達到原價，好不容易完成的好制度，變得無任何意義。由衷期盼政治力能

為此做些什麼。 

 題問四：雖已向國人訴求著漁民的困境，但也有人懷疑其真實性。 

石川組合長： 

遠洋鮪延繩釣的燃油佔了成本的3成以下，但是現在情形已達到近4成。另一方面，近1

年的魚價卻少了3至4成，情況是極為嚴峻。像現在魚價便宜且燃油價格高的情形若持續至年

底的話，則可能會有許多漁船無法出海捕魚了。 

對於燃油價格高的問題，好不容易已有安全網絡(Safety Net)的建構，但是需要再更進一步

的改良，讓其能更合適於對應現在的油價高的情形。而在魚價方面，基本上價格的決定權並

非在生產者手上，因此成本的增加並無法反映在魚價上。有利潤的漁業與努力的漁業當中，

採用合適的流通對策，致力讓生產者的價格可以反映在魚價上。但是，事實上漁民與流通業

界的力量有天壤之別，這樣下去將可能身陷泥沼之中。 

 題問五：水產業界認為需要政策支援，而水產廳是否是以安全網絡制度做為對應。 

山本委員長： 

燃油的安全網絡計畫的結構很好，但至今仍有多處需要改善的地方，但我們在明年以後，

將會再施行比此計畫更好的計畫。讓更多的人能夠加入，發生萬一的時候能夠確實地填補。

例如，包含日本全國漁協的期望之檢討國家與漁民對儲蓄金的比例。為什麼呢，因為水產業

歷來就是日本海洋國家的基礎產業，需要去支援。因此，水產業所具有的產業價值能夠更能

提昇。再者，至今有許多好的政策施行於水產上，但是末端的漁民不清楚的地方也非常多。

如上次油價高漲時，政策補助將2行程改裝為4行程引擎。幾乎所有人對此都不知道，而產生

困擾，因此好的政策要確實地徹底地讓大家知道。知道的話加入的人就會增加，好的政策需

要好好地傳達，讓大家能理解政策措施，互相拿出智慧，讓更好的政策能夠制定與充分地實

行。 

與上次油價高漲的情形不同，上次並無安全網絡計畫，所以這次的話，現在已有640億日

圓的基金因應。大膽地去做才會有今日的燃油支援對策，是必需利用政治之力來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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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問六：水產業的構造改革中，流通的問題是否非常重要。 

白須會長： 

新政權提出主動積極的農林水產業，農工商界的連動與6次產業化等的活用，增加附加價

值，讓競爭力提高，我亦持贊成的態度，主動積極重要，因此，需要強化脆弱的供給體制，

必需讓全體的需求擴大。需求減少的產業是沒有未來的，整體的需求倍增擴大上，出口是重

要的項目。前些日子，安倍首相前往俄羅斯與中東訪問的經濟使節團，莫斯科的日本大使館

中舉行日本和食推廣，大日本水產的重義行專務亦同行前往。 

日本的水產品具有安全與安心及品質高的特點。現今有1,700億日圓的輸出，世界上仍有

很大的市場。2020年的目標是1,700億日圓水產品的出口倍增為3,500億日圓。說怎麼樣也要將

日本產的水產物出口至全世界，並讓國內需求縮小的狀況反轉是重點，期望日本人能更有自

信地出口日本的水產品。日圓貶值的震撼至今，正吹起出口的大跟隨風向，大日本水產也與

JETRO(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共同連攜，對出口的開拓與擴大，向相關業界提供情報，並計畫環

境整備能夠促進出口。更且，日本的水產品的安全與安心是最大的武器，亦能成為出口時的

附加價值之一。 

以官民一體讓需求擴大的好例子如水產廳的FAST FISH，媒體關心的程度高，對國民及消

費者而言，在健康面上亦有「吃更多的魚，想讓小朋友吃魚」的需要。讓吃魚可以更輕鬆更

快樂地吃的FAST FISH概念，是讓大家從吃更多魚著手，依此修正觀念並讓大家看到吃魚的好

處。現在的水產業界，對於魚，仍認為是一尾一尾地賣，料理後並食用之的固定觀念。食用

方法仍強迫消費者接受，因此，FAST FISH並非僅是銜接以往而來的需求，而是更上一層樓，

增加拓展全體的需求。水產業界基本上仍有流通阻塞的問題，為能解決此問題，消費者所尋

求的為何，其需求確實地準確掌握，使消費能夠擴大。 

服部會長： 

一定要讓像安全網絡等政策措施確實地深入漁民當中。但是，雖高興能見到制度的制定，

但應該要讓手續能更簡便，這是漁民的立場。需求擴大很難再去期待已飽和狀態的國內市場。

因此，如同白須會長所言，水產品的出口一定要達到5千億甚至到6千億的市場。 

山本委員長： 

增加魚的附加價值僅能從加工程度提高來著手，也就是說，消費者希望怎樣的加工，非

強迫性地而是提供需求地做為其附加的價值。像是給一整尾的魚，從頭到尾都有的話，反而

讓很多人覺得麻煩。 

 題問七：食用鮪類較簡單。 

石川組合長： 

鮪類的需求有人氣的原因，主要是生魚片的簡單且可好吃地享用，全部均可用生魚片的

方式來吃。問題是，若需求要更擴大則應該如何做。利用泥漿冰等等製作出優質的產品，摸

索冷凍前的前端處理技術，未來期待能發現更好的方法，一定要使冷凍鮪的進口、養殖具有

能勝過生鮮鮪的競爭能力。 

採用基本的省能源方式，平常遠洋鮪釣採用超低溫零下60度C來凍結，但未來考慮不再採

用碳氟化合物，而以零下45度C來凍結。期望能夠維持品質亦有省能源的效果。流通方面若做

法與以往不同時往往無法被接受，所以未來期望能被接受之外，一定要累積與現在不同的方

法與做法，省能源的對策是極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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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問八：生產者成本面減少的對策為何。 

服部會長： 

現在的政策有儲蓄金PLUS，安全網絡，離島補助金，以及維持多樣功能性的補助金等等，

制定許許多多的政府措施。但是像這次的油費高漲，飼料費高漲的情形，無法以平常方式來

守住的事情，期能以政治之力大膽的政策來解決。 

山本委員長： 

國家不可能不要水產業，水產業是島國日本的基礎產業，白須會長也講過了，若以離島

的例子就更容易理解，若無漁業則離島上就不再住人，因此是極重要的產業。所以我們主張

應該可以去推動各種政策，可以肯定的是日本是多麼地重視水產業，但是現今的漁業出現這

樣的危機，那現階段希望能有一些政策方法來解決，對於這樣的聲浪，推動一些計畫，到6

月中旬就會有一些具體的措施。 

服部會長： 

具體的政策已出來，那另一個問題是，業界方面也需要努力於找出對策能提昇水產品的

附加價值。不如此做的話，就無法得到消費者的認同。其中，政治上需要明確地支援水產業。 

白須會長： 

為了能經由水產品讓國民了解水產業的重要性，地區水產業的活性化與提昇水產品的附

加價值極重要。而附加價值從何處來，一個就是品牌化，另一個就是消費者高度關心的安全

與安心的商品。確保新的顧客與販賣通路，關係到需求的擴大，所以一定要有較高的衛生管

理及較優質的安全與安心的商品提供。水產加工設施的HACCP的認證已開始採用，提供有安

全與安心附加價值的水產物是今後的最佳王牌。 

山本委員長： 

魚價很難利用政治力去改變，但成本支援對策可以。另一個是漁業共濟制度方面，也試

著再一次的修正，此制度是否能支援生產者呢？讓加入能夠更簡單的話，或許能夠支援更多。 

石川組合長： 

水產的預算當中，減少的是技術開發的預算，汽車尚有省能源引擎的開發，但漁船完全

沒有，需求少的小業界中，自行開發亦很困難。期望能以國家的力量長期地來開發低油耗的

引擎。 

白須會長 

像這類的基礎研究開發，只有運用國家之力可做，雖然水產廳相關的研究單位像水研中

心與水工研等單位，但預算上也是極為嚴峻的狀態，無法再去負擔此類研究。而造船業界以

往動輒新船建造近千艘，但現在一年僅50-60艘，人才與技術已逐漸流失當中。 

白須會長 

以代船建造而言，為「有利潤的漁業」是好的方案，定要更擴充讓基金增加。漁船的平

均船齡超過20年，不斷地高齡化與老朽化，漁船的更新卻極為緩慢，漁船是穩定供給的基礎，

定要趕快有對應高船齡化的方案才行。 

山本委員長： 

技術開發之事也想與業者一同檢討之。回到油價高漲的問題點來看，魚價的世界無法用

政治干涉，但是成本的層面則是可行的。政治上需有作為才行，政府加入後1加1甚至加3至4

均有可能。此將會提出像自民黨的政策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