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際 漁 業 資 訊 

日秋刀魚棒受網漁船陸續出航  預計漁場移動至道東尚待時日 

日本秋刀魚漁業 10 噸級以上棒受網漁船的作業於道東各地展開。本期依然漁場距離遠，

漁期一開始的漁獲量較去年增加。而 8 月 20 日為主力的大型漁船（54 艘）預定出海捕魚日，

可期待漁獲量的增加。8 月 10 日為 10 噸以上未滿 20 噸漁船，15 日為 20 噸以上未滿 100 噸漁

船的解禁日。依全國秋刀魚棒受網漁業協會指出，本期未滿 20 噸漁船預計（69 艘）作業艘數

至少有 60 艘以上，而未滿 100 噸漁船預計有 27 艘出海。依漁業情報服務中心道東分所之資

料，未滿 20 噸船於 15 日在花咲港約 20 艘計 146 噸漁獲量，之後 16 日 10 艘 57 噸，18 日 33

艘 411 噸的漁獲量，而在釧路也有 6 艘 113 噸，厚岸 1 艘 6 噸的漁獲量，於 18 日累計漁獲量

為 733 噸，與去年相較，漁獲量一開始算尚可。魚體大小超過 170 克約有 6 成以上，以大型

為主體。但漁場位於道東約 2 日半之俄方 200 浬海域內，魚群尚稀，於 8 月 18 日僅有 1 艘捕

獲量大於 20 噸，而捕獲較少的船約 1.5 噸，漁船捕獲量的落差很大。市場行情價格在初競標

時散裝每公斤 1,080-1,512 日圓，稍超過去年水準，但 18 日花咲港的競標高價在 950 日圓，低

於去年。由於漁場遠且魚仍在追逐餌的時期，故卸魚日會延遲以致魚品質評價降低很顯著。

道東分所指出，現漁場至西側幾乎沒有魚群，而漁場移動至道東近處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楊

清閔，譯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2014 年 8 月 19 日） 

日本八戶市場阿根廷魷競標  豐漁及進口限額致市場價揚 

日本八戶魚市場於 8 月 12 日進行本期第 2 次的阿根廷魷（進口品）的競標，價格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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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為 3,200 日圓，較上回競標（8 月 7 日）價上升 50 日圓。競標場的魷身 M 尺寸共 5,969 箱

（每箱約 12 公斤）。生產品預測做為原料轉賣的會較在地做為加工用的多。上回魷身 M 尺寸

計 3,313 箱（約 22 公斤）登場，較高的價格在 3,150 日圓，這次由於市場行情上升，以及北

海道的日本海作業中的日本魷漁業不振所影響。在價格方面，冷凍進口魷魚的限額費用增加

所致，讓進口成本上升，因此預測行情是較強勁的。此外，對於使用者而言，3,200 日圓是為

界限值。該市場預計今年會有 500 噸的阿根廷魷競標，至現今約完成了 150 噸，之後於 19 日、

20 日及其他天，合計 3 次，將會完成剩下的 350 噸的販賣。阿根廷魷本期於作業現場，是 6

年來不曾有過的豐漁，但由於同時需兼顧到進口限額，因此運回日本國內的魷身數量為限定

的。（楊清閔，譯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2014 年 8 月 14 日） 

日本船凍赤魷增產  致市場行情較下滑 

日本船凍赤魷的夏季漁業作業已於 8 月上旬結束，本期的漁獲情形良好，生產量為 2,830

噸，較去年增加 55％。此外，產量的增加使得市場價格行情軟化，對生產者而言是嚴峻的一

季。 

本期中型魷釣船 26 艘（去年 29 艘，含 1 艘大型）進行漁獲作業，於 5 月時出港至北太

平洋近海進行作業，於 7 月半時依序回港，並開始進行卸魚，由於在漁場端傳回漁獲狀況順

利，使得市場價格行情軟化。初競標（7 月 15 日）的平均價格為 10 公斤 3,267 日圓，較今年

冬季（1-3 月）便宜 1 成，卸魚第 2 日的價格落在 3,000 日圓左右。由於油料費高漲，對於生

產者而言，最少平均需要在 3,000 日圓以上才能打平開銷，這次價格過低，讓有勢力的船主們

將生產品運入庫存，藉此調整市場行情。受到供給中途斷貨的影響，使得之後的市場價格暫

時性的回升，雖有出庫再販賣，但尾盤行情再度軟化，到最後卸魚漁船之去耳魷魚的主要大

小之 16-20 尾裝為 3,850 日圓，21-25 尾裝為 3,500 日圓，在 7 月下旬價格達最高，而最後價格

下降 7-8％作收。總金額較去年便宜 19％，對生產者的經營收支平衡是非常嚴峻的一季。（楊

清閔，譯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2014 年 8 月 14 日） 

日本舉辦研討會探討南魷資源  期與有關業者進行加工可行性 

南魷因為有可能成為新的魷魚加工資源而受到囑目，其資源量的調查概況及概要的演講

會，於 8 月 7 日由日本全國魷魚加工業協會主辦「2014 年度魷魚漁海況研討會」中，吸引魷

魚加工業者們的注意。在演講當中，提及了可做為美洲大赤魷替代品的大南魷（暫稱），以及

可做為日本真魷及其他國外魷魚資源替代品的南魷等利用的可能性。對於本年度之水產總合

研究中心及水產廳於印度洋進行南魷資源調查，由全國魷釣漁業協會進行沖繩地區的南魷資

源調查等等項目，期望很高。此研討會中說明日本國內外夏季以後的魷漁業海況的預測，以

及因加工原料不足使得魷魚加工業者注目而成為今年話題之南魷資源，該協會號召會員們能

夠合作進行調查漁獲物的試驗加工。 

水產總合研究中心東北區水產研究所資源海洋部的加藤慶樹介紹，年底至隔年 3 月所執

行的阿拉伯海南魷資源調查的概要。資源量及漁獲物做為加工材料是否適當仍有問題，但首

先應先試驗看看能否做為加工的原料。藉此號召會員們能夠合作進行試驗加工。水產大學校

的若林敏江副教授，則發表有關南魷做為加工原料的可能性的演講。一般來說，稱為南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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魷魚有 6 種種類，其中可做為利用的資源，現在仍在討論當中。沖繩於今年夏季所調查的中

型尺寸的南魷，以及年底即將開始調查的為印度洋大型尺寸的大南魷（暫稱），這二種的資源

量豐富，肉質方面，大南魷較軟而南魷較硬，並介紹一些加工的案例。 

大南魷可做為美洲大赤魷的替代品，南魷則可做為日本真魷及其他國外魷魚全部的替代

品，應該是可廣泛使用的資源。研討會後也舉辦了有關南魷資源調查的相關者之間的連絡協

議會。其他演講尚有太平洋日本魷及日本海區日本魷夏季以後的漁海況預報，在太平洋方面，

認為今年橫斷太平洋之三陸的南下洄游路徑較有潛力，在日本海方面，則受水溫上升的影響，

資源量預測低於去年及近幾年的平均值。（楊清閔，譯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2014 年 8 月 13

日） 

日本近海魷漁業漁況不佳  生鮮產量減少 6成致價揚 

依日本函館市水產品地方批發市場的資料，該市場於 7 月份的魷魚交易情形，生鮮與冷

凍量均低於去（2013）年。生鮮量較去年同月比減少 60％，為 304 噸，減少了一半以上。道

內日本魷漁場的檜山與小樽等日本海側附近形成主要漁場，造成函館近海的漁獲不振。平均

單價漲 51％為每公斤 450 日圓。也有受到產量少的影響，今年度開始統計當中，單價高的活

魷及箱魷全歸類為「生鮮魷」類，因此較去年的統計呈現，增加幅度較大。冷凍魷減少 13％，

為 1,088 噸。中型魷釣船在漁期初，漁場形成於大和堆附近，故對北方漁港的函館而言，漁獲

量很少。平均單價降 5％，為每公斤 299 日圓，盛漁期（6 月至翌年 1 月）當中，自去年 6 月

以來的 1 年 1 個月當中不曾降到 300 日圓，低於去年同月價格。此可能是原料價格高過可接

受的範圍之外，亦有可能是仍有高價的去年庫存量但部分滯銷所致。由 4 月開始的累計漁獲

量，生鮮較去年同期比減少 52％，為 469 噸，平均單價漲 31％，為 431 日圓；冷凍減少 18％，

為 1,341 噸，平均單價降 2％，為 310 日圓。（楊清閔，譯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2014 年 8 月

11 日） 

聚焦日本函館水產海洋研究中心  展示魷魚飼育並盼其產卵與孵化 

今年 6 月啟用的日本函館市國際水產．海洋總合研究中心，於 7 月下旬開始以大型實驗

水槽，展示研究用日本真魷的飼育情形，吸引參觀者的目光。依北海道大學水產科學研究院

的櫻井泰憲教授指出，日本真魷為 7 月 26 日於函館市南茅部古部之近海所設定置網所捕獲，

約有活魷 370 隻由該中心運至容量 300 噸的道內最大規模水槽之中。此活魷推定應該是今年 1

月所孵化之冬生群，魷體尺寸尚小，平均在 12 公分左右。魷魚餌料為放進活的片口沙丁魚，

但由於日本魷的魚體尚小，應較無法吃到，故 1 日 3 次投餵鰺魚切丁。當魷魚捕食沙丁魚時，

觀察到 4 隻魷魚會張開腕，將沙丁魚圍住以合力捕食。櫻井教授指出，第一次看到，實在無

法想像到成群性強的日本真魷利用這樣的合作捕食方法。亦有發現有些日本魷在游泳當中撞

到水槽壁而死亡，因此認為應該在槽壁下功夫讓魷魚不會撞到。有利用這麼大的水槽進行日

本魷飼育的機會可說是非常的少，因此是以邊做邊學的方式，嘗試錯誤並逐步解決問題點。

現在有觀察到成群的行為及攝餌的方式，以及對於光的反應行動，最後則是要挑戰其產卵與

孵化。櫻井教授指出，這個月將餵食較多，當體長超過 15 公分後，將升高水溫以促使成熟，

並在交配之後，殘留雌魷產卵，驗證魷魚卵塊會滯留於水溫躍層的假設。最後的則是日本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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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餌料尚未知悉，若可能的話，將進行調查。（楊清閔，譯自日刊水產經濟新聞，2014

年 8 月 18 日） 

國 際 魷 業 動 態 

日本 

日本魷 

函館 8 月 9 日 7 艘作業船卸售 31,404 箱魚貨，其中塊凍產品 19,246 箱及個體凍結 12,158

箱，拍賣價格資訊如下：塊凍魚貨拍賣價格為 51/60 尾裝 2,560 - 2,555 日圓/公斤、61/70 尾裝

2,220 - 2,210 日圓/公斤；個體凍結拍賣價格為 18/20 尾裝 3,049 - 3,020 日圓/公斤、23/25 尾裝

2,650 - 2,600 日圓/公斤、26/30 尾裝 2,760 - 2,739 日圓/公斤、31/35 尾裝 2,526 - 2,510 日圓/公斤、

36/40 尾裝 2,525 - 2,520 日圓/公斤。 

西班牙 

馬德里市場重要冷凍魷魚第 33 週交易價格情形如下：鎖管各規格交易價格為 9-12 公分

1.9 歐元/公斤、12-14 公分 2.4 歐元/公斤、14-16 公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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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分淨後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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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仁汾，摘譯自 FIS-Market Reports，2014 年 8 月 20 日） 

專 題 報 導-1   日本舉辦「探討道東海域的鯖魚、秋刀魚來游動向」

研討會 摘錄 

水產試驗所 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楊清閔 譯 

     

日本東京水產振興會與漁業情報服務中心於 8 月 8 日在釧路市共同舉辦「探討道東海域

的鯖魚、秋刀魚來游動向」研討會。研究人員發表對於近幾年道東的秋刀魚漁獲量低迷，以

及鯖魚與沙丁魚的漁獲量增加的資源動向與海況情形。 

一、日本去年秋刀魚漁獲低迷，外國漁船的搶先捕獲是否是主因？ 

研討會中漁業情報服務中心的渡邊一功表示，去年日本國內秋刀魚漁獲量低迷，依漁場

資料來看，有可能是外國漁船搶先捕獲為主要因素。去年的西北太平洋秋刀魚資源（東經 143

度-西經 177 度）推測較前年增加 18％為 180 萬噸。但是實際上日本漁船的漁獲量為 14.8 萬

噸，為近幾年的產量新低記錄，相反的在公海作業的台灣漁船的產量躍升至 18.3 萬噸，第一

次超過日本產量。渡邊指出，以 8 月下旬開始依各旬別圖示，觀察日本漁船及外國漁船的漁

場海域，得知外國漁船依旬別接近日本近海後逐漸南下，因此可發現，往日本來游的魚群資



 5 

源，外國船位於日本漁場的上游處搶先捕獲的情形。由此可知，若去年外國漁船沒有作業的

話，在道東的沿岸區，來游的魚群資源確實會較實際上來的多。 

此外，渡邊說明外國漁船的作業情形，台灣漁船為 700-900 噸級的大型漁船，去年一共

有 91 艘進行作業，利用船上凍結法，比日本較高效率的方式進行作業，漁獲量當中有 3-5

萬噸為台灣消費用，大部分則出口至中國、俄羅斯、韓國、東南亞各國。日本由於去年漁況

不佳，冷凍庫存量少，也向台灣採購一定數量的魚，結果這些資金實際上全部都支援著台灣

漁船的經營作業。更且，現在作業情形不清楚的中國，在前年的作業艘數為 2 艘，去年為 25

艘，今年可能會有 50 艘左右。日本近海的秋刀魚資源在近年為低位水準，再加上外國漁船

的漁獲壓力增加，因此警告現在情況很危險，對秋刀魚資源是非常不好。現在，等待北太平

洋公海漁業條約（NPFC）的生效，有必要導入國際性的資源管理措施，用以改善現在的情

形之外，必需包含漁業業者、流通與加工業者等等，以國家層級來考量有關確保日本漁船的

生鮮、冷凍秋刀魚的生產。 

二、日本來游資源量的詳細調查 

研討會中的綜合討論，有關秋刀魚資源方面，由於近幾年秋刀魚來游至日本的數量減

少，但本期的 TAC 量卻增加，故研討會中的出席者提出質疑。在北太平洋的資源當中，應

該以日本來游資源的詳細調查為基礎，設定 TAC 的數量。北太平洋的秋刀魚資源因外國漁

船的漁獲壓力增加之故，近幾年有減少的趨勢，尤其是在 2010 年以後的日本近海「1 區」（東

經 143 度-東經 162 度）的資源量減少。此影響於日本漁期開始的魚群來游時顯現，本期的 7

月流刺網的漁獲為 7.8 噸，僅是前年的 1 成數量，因此，在意見交換中認為，在漁期末時的

減少微小型的秋刀魚捕獲，期能對 1 區的資源進行保護與增加。 

有關此項，出席的漁業關係人員要求，日本 TAC 的設定應加入 1 區，依 2 區（東經 162

度-西經 177 度）資源量的計算結果為基礎，以實際情形來設定 TAC 量。其他加工業者也認

為，今年的 TAC 量增加（較前年增加 1 萬 8,000 噸，為 35 萬 6,000 噸），但是近幾年的 TAC

設定與實際漁獲量相差太大，並無法讓資源量回復。而漁業情報服務中心的渡邊一功表示，

本期 TAC（北太平洋）是秋刀魚的資源量為觀點的數值，並不是依此資源是否會來游至日本

沿岸為觀點。因此應該要檢討以來游至日本的秋刀魚資源量為觀點進行 TAC 的設定。 

三、今年秋刀魚漁場的離岸距離遠 

水產總合研究中心的北海道區水產研究所的黑田寬發表，道東近海的親潮「第一分支」

的勢力減弱，本期預測仍會持續下去，相對的第二分支增強，因此，本期的秋刀魚漁場將有

可能會離岸距離較遠。 

親潮有沿大陸斜面之自道東至三陸的沿岸邊南下的「第一分支」，以及自近海側南下的

「第二分支」，近幾年第二分支的勢力增強，秋刀魚沿著而南下，造成漁場的離岸距離遠。

黑田利用衛星資料，海面高度、調查船的水溫、鹽分觀測等資訊進行解析，親潮第一分支的

流量在此 20 年間減少，減少率在 8-9 月分特別高，減少的因素為北太平洋的海上風所影響。

由海上風計算親潮的南限緯度，指標逐漸向北偏移，並抑制第一分支的南下。其並說明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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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路由沿岸往近海的變化與第一分支流量減少的相關性等分析。 

今年的趨勢仍會持續，但是該指標的向北偏移則是達近 50 年來的最高。依過去的案件，

明年以後，有可能突然向北偏移的情形會消失。在道東的水溫情形方面，去年 8 月道島近海

的一部份區域，以及前年 9 月廣範圍，其月平均氣溫為 1982 年以後的最高溫，近幾年，8-10

月有高水溫的傾向，其主因為自黑潮分離的暖水塊北上（去年 8 月），以及記錄性的暑期（前

年 9 月）所造成的影響。而在今年方面，道東近海發生暖水塊，觀測到為沿岸帶來溫暖的「暖

水舌」，而且，北太平洋的海面水溫的中長期變化有上昇趨勢，以及預測為冷夏之修正之後，

道東海域增溫現象是綜合變動的結果，因此可能會有高水溫的情形。 

專 題 報 導-2   日本函館市的魷魚加工品 

水產試驗所 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楊清閔 譯 

     

被稱為「魷魚的街道」的日本函館市確實聚集了許多擁有技術能力的廠商，讓魷魚的加

工呈現出多樣化的商品，並供給日本全國。但是，這陣子明顯地感受到原料的減產與價格的

高漲等問題，加重了產業界的壓力，因此本次專題報導將包含近海的新漁期之函館市魷魚加

工業界的需求供給動向，並介紹幾個受到注目的加工廠商及商品的情報。     

一、 魷魚新漁期的動向 

供給加工業界原料的北海道道內日本真魷漁業，由函館市開始於 6 月禁漁期解禁開始作

業，一開始的漁獲作業，由於日本海的洄游而來的魷魚群延遲北上，使得函館市等地的漁獲

量低迷，但 6 月半之檜山地區近海的魚群來游則有活躍的現象。依漁業情報服務中心指出，

7月第 1週，在檜山近海約有魷釣漁船 100艘集結作業，保利龍箱裝魷魚 1天可漁獲 1萬 2,000-1

萬 3,000 箱（每箱 5-6 公斤），魚體大小主要為 25-30 尾裝。 

根據道立總合研究機構．函館水產試驗場於 6 月下旬所執行的調查，檜山近海的日本真

魷分布密度為 2010 年以後的最高，資源仍在，因此今後的漁況是可以期待的。 

此外，該調查結果指出，太平洋系群的資源分布非常少，而魚體大小也小，洄游而來的

時間會延遲。道內日本真魷的漁獲，以太平洋系群為主體，佔重要的角色，因此今後的洄游

而來的動向受到注目。 

另外，因生魚片原料而受到重用的船凍日本魷，一開始的生產情形尚可，7 月上旬的現

在，主漁場似位於大和堆附近。 

二、 市場行情與原料動向 

不僅函館市，日本國內的魷魚加工業界長期受到原料條件的折磨，期望能打開新局面，

寄望並聚焦於新漁期的漁獲量回復。日本國內的魷魚原料市場，因國外魷魚的需求增加，以

及日本產日本魷的減產之下，於 2010 年以後市場價格攀高。2013 年日本產日本魷僅有 16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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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的低水準，平均單價較 2012 年高漲 50 日圓，為每公斤 281 日圓，連續 4 年位於高價行情。 

函館歷經 2012 年原料價格高，加速提高魷魚製品的售價。根據函館特產食品工業協會

的統計，2013 年會員的魷魚加工品的平均單價較 2012 年漲 4％，為 1,217 日圓，售價上漲的

有乾燥珍味及濕式珍味，利用單純的價格上漲，或利用數量調整的方式進行，至今年春天為

止，仍持續進行中。但是，售價上漲的幅度方面，也受小型販賣商的抵抗，因此依原料成本

來看應該增加 10％的製品，實際上僅漲 5％，漲價幅度並不十分充分，而售價上漲也有聽說

造成了販售量減少的情形。 

此外，鹽辛魷的製造業者指出，恐怕其他地區的廠商會趁機搶走原有市場，因此不敢說

漲價就漲。為能平衝原料的成本，期望今後的日本產日本魷漁獲量能夠增加，做為函館市的

業者而言，非常期望附近的噴火灣的漁獲量可以增加，但是近幾年噴火灣仍處於漁獲低迷的

傾向，因此寄望羅臼或鄂霍次克海的漁獲作業了。但是，不僅僅是單純地捕獲大量，上一期

羅臼漁獲 2 萬噸以上，但近海漁況不佳的三陸地區業者，則用較高價格進行交易，讓行情價

格居高不下。加工業者指出，秋天以後之北海道至三陸地區，包含圍網與拖網漁船進行作業，

各地可平衡地漁獲，是讓產地市場價格下降的條件。 

另外，漁況佳的阿根廷魷漁業，其動向受到注目，本期魷漁市場呈現出其影響力，6 年

來不曾有的阿根廷魷漁業今年漁況佳。輸入額與去年庫存量保持均衡狀態。而出口至日本的

魷身運入受到限制，預測在中國的油炸與魷輪切品的加工調製品出口至日本市場中確實會增

加。受到這些商品項目的影響，廉價版的加工品增加，而日本產加工的需求也有可能會減少。

三、 魷魚加工品廠商的介紹 

1. 道水-生原料製「美味燒」廣獲好評 

道水（高野元宏社長）除了水產加工業之外，包括國內外均有設置據點，從事鮪魚事業、

水產品進口、冷凍倉庫等事業，積極地放眼於世界市場。該公司所加工並販賣的商品當中，

人氣商品為「日本魷美味燒」。 

2. 函館 TANABE 食品-創業 10 周年 「魷魚燒賣」曾 10 度獲獎 

函館 TANABE 食品於今年 8 月滿 10 周年，其「魷魚燒賣」第 10 次獲得 Monde Selection

世界食品品質評鑑大賞。創業以來，除了安全與安心之外，堅持使用道產品，仔細地製作產

品，努力下所獲得的良好評價。「魷魚燒賣」採用北海道近海所漁獲的高品質魷魚，北見產

的洋蔥，八雲町的天然海水鹽，以及道產的蛋及小麥，這些的堅持讓多數的消費者認同，是

代表北海道的商品之一，獲得很好的支持率。 

3. 布目-「社長的鹽辛魷魚」新醬油風味登場 

函館的生鮮珍味大廠之布目，於 5 月開始販售其人氣商品「社長的鹽辛魷魚」的新口味，

「社長的鹽辛魷魚 醬油風味」。尊循古法製程，融合醬油與魷魚的鮮美味所製成的新商品。 

    4. TONAMI 食品工業-極細的魷魚細絲 

TONAMI 食品工業從事魷魚、章魚與鯨魚肉的加工品與煙燻品，以及各種冷凍加工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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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商品項目非常廣泛。魷魚商品中主要是魷魚細絲，新商品開始以原本厚度再切半之極細絲

魷魚進行販賣，原料採用船凍日本魷約 26-30 尾裝的尺寸。 

5. 山的中村商店-傳統的味道「魷魚的粕漬」 

山的中村商店長年所培植之精確的技術，加工與販賣著許多的魷魚料理品，其中具代表

性的就是魷足放入魷身中，再加入酒粕進行熟成發酵之「魷魚的粕漬」，使用的魷魚即使加

熱也能保有軟嫩的口感，酒粕是外觀與香氣的基礎，經過嚴選數種再混合之，經過數個月的

醃漬，魷魚的肉質變為軟嫩，並產生出濃厚芳醇的香味，是伴隨該公司 40 年以上的長銷商

品。 

6. ITIYO 水產-達人有自信的美味 

採用函館漁獲之新鮮魷魚進行加工與販賣之 ITIYO 水產，其製品當中受注目就是年年販

售通路愈來愈廣的「魷魚達人的堅持」系列商品。該社為 2008 年由島崎社長、2009 年淺水

廠長等，經許多魷魚達人所傳授並取得「函館魷魚達人」的認證。 

四、 魷魚加工機械的介紹-TAIYOO 製作所 

TAIYOO 製作所（丸山社長）是在魷魚街道函館所出生並養育的水產食品加工機械廠商，

於 1987 年創業以來，一直在製作符合當地加工業界需求，以及隨著魷魚原料與製品的變遷

而變化的機具，開發了包括魷魚熱風乾燥機，可將魷魚剝皮與切開，製作乾珍味與鹽辛製品

等生珍味的加工機械。在魷魚的加工就有超過 20 種的種類，並對應生產線化及品牌化的需

求，為全方位的工程工業製作所，支援著函館魷魚加工業界的發展。 

在為數眾多的機械當中，「魷魚連續加工機」僅需單按鍵，就可執行去除魷魚內臟作業，

具有 1 小時可處理 3,000-3,600 尾的能力，執行第 1 輪切開的魷魚身再進行裁割，魷魚頭與魷

足的分離，切開魷魚頭眼部以下與魷足部分離。社長對剩下的材料有其獨特的見解，認為切

剩下的魷魚頭可做為釣魚用的餌料，其指出若僅用魷魚頭的話可能很快就掉餌了，但若眼部

以下的部分勾結的話，餌鉤應該比較不會掉餌。 

鹽辛用「旋轉式切割機」可進行細切與切塊，細切的話主要可切出寬 5mm、長 50mm 的

商品，也可接受訂做符合廠商要的寬與長。1 小時可處理 700-1,000 公斤，也可以處理紐西蘭

魷的足部，可切到連足部都看不出來，而且留肉率很高，獲得極佳的好評。 

此外散裂的魷魚用的「八木式魷魚撕絲機」，可製作出價值感良好的成品，4 連式 1 天 8

小時可製造 600 公斤。另外還有「魷魚生魚片用切割機」「付輸送帶魷魚切目機」，不僅可處

理魷魚生魚片，也可以處理其他的魚類之「魚類剝皮機」，對應出口美國的 10mm 厚之水平

切法的「半分切片機」等等，符合業界的需求，擁有種類繁多的機種，不僅道內外，也出口

國外很多機具。除了魷魚，包括鮭鱒類、帆立貝等加工機械的製造。最近不僅是水產品，更

涉足於農畜產品的加工機具的製作，現正進行有關將過熱水蒸氣中使得含有微細水分，以高

熱效率進行食品的加熱與殺菌的機具的研發中，做為食品加工機械廠，可對應的範圍非常地

廣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