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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动态 

 

国际鱿业动态 

（来源：台湾区远洋鱿渔船鱼类输出业同业公会） 

 

中国大陆 

根据中国大陆海关统计资料显示，6 月份鱿类产品进口量为 17,920 吨，进口

值达到 1,910 万美元，进口量值分别较 5 月份增加 80%与 59%，与去年同期相比

则分别减少 6%与 13%，最大鱿类产品供应地为台湾，占总进口量的 22%，其次

为印尼占 16%，输入平均价格为每公斤 1.53 美元，较 5 月的平均价格每公斤 1.73

美元下跌 12%，亦较去年同期的每公斤 1.65 美元下跌 7%。 

6 月份鱿类产品出口量为 23,069 吨，出口值达到 1 亿 1,170 万美元，出口量

值分别较 5 月分别减少 4%与 14%，但较去年同期增加 34%与 27%，日本为中国

大陆最大鱿类输出市场，占总出口量的 15%，其次为美国，占总出口量的 11%，

平均出口价格为每公斤 4.84 美元，较 5 月的平均出口价格每公斤 5.41 美元下跌

11%，亦较去年同期的平均出口价格每公斤 5.14 美元下跌 6%。 

累计今年上半年中国大陆鱿类产品进口额为 1 亿 3,440 万美元，累计出口额

为 11 亿 5,280 万美元，鱿类产品贸易顺差达到 10 亿 1,850 万美元。 

泰国 

根据泰国官方统计资料显示，今年 6 月份计有 10,903.6 吨鱿类产品输入，输

入金额达到 1,980 万美元，平均输入单价为 1.82 美元/公斤，其量值分别较 5 月

增加 11%与 2%，累计鱿类产品进口量达到 52,641.6 吨，进口值为 9,850 万美元，

平均进口单价为 1.87 美元/公斤。 

6 月份出口的鱿类加工品为 2,746.2 吨，出口值为 1,710 万美元，平均出口单

价为 6.23 美元/公斤，其量值分别较 5 月减少 21%及 20%，累计出口量为 17,261

吨，出口值达到 1 亿 1,000 万美元，平均出口单价为 6.38 美元/公斤。 

6 月份鱿类产品贸易逆差为 270 万美元，累计 1 至 6 月的贸易顺差为 1,150 万美

元。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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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市场重要冷冻鱿鱼第 32 周交易量变动情形如下：锁管 22.3 吨（第 31

周为 13.3 吨），各规格交易价格为 9-12 公分以下 1.7 欧元/公斤、12-14 公分 2.6

欧元/公斤、14-16 公分 3 欧元/公斤；阿根廷鱿各品项价格为 24-30 公分净后胴体

2.35 欧元/公斤、20-24 公分净后胴体 2.25 欧元/公斤、15-20 公分净后胴体 2.15

欧元/公斤、18-22 公分胴体 2.15 欧元/公斤、23-28 公分胴体 2.4 欧元/公斤、28

公分以上胴体 2.9 欧元/公斤、鱿圈 2 欧元/公斤。 

阿根廷 

阿根廷官方统计资料显示，7月份阿鱿捕获量为 9,201吨，较 6月份减少 65%，

但较去年同期增加 15 倍，累计至 7 月之阿鱿捕获量为 176,481.5 吨，较去年同期

增加 89%。 

根据海关统计资料显示，7 月份阿鱿外销量为 12,677 吨，出口值为 2,250 万

美元，出口量值较 6 月份分别增加 32%与 29%，累计至 7 月的出口量值分别为

86,286 吨与 1 亿 5,840 万美元。 

 

今年太平洋俄罗斯经济水域内秋刀鱼潜在生产量评估出炉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据日本北海开发协会表示，俄罗斯的太平洋海洋渔业研究所于 2013 年 7 月

16 日召开的学术审议会报告显示，此一渔期其 200 里内的秋刀鱼资源水准较过

去 3 年高。此一评估是以该所调查船所调查之资料为基础做评估的，据评估其

EEZ 内的潜在生产量方面，可包含北方三岛与南千岛群岛的 18 万吨潜在生产量

与北千岛群岛的 0.5 万吨，共计 19 万吨的潜在生产量，然而该协会也表示这终

究只是潜在生产量，俄罗斯渔船的渔获能力与过去的渔获趋势来判断要全部消化

此一潜在生产量有其困难，还是以一定资源的利用作为目标作业较佳。顺便一提

的是去年建议渔获量为 18 万吨，但俄罗斯最终总渔获量只有 6 万 300 吨而已。 

另外该研究中心对渔场形成的时间也做了预估，南千岛群岛于 2013 年 8 月

后半正式进入渔期，于 9 月中旬为止。 

本年度秋刀鱼的生产与贩卖动向 

（来源：台湾区远洋鱿渔船鱼类输出业同业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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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的秋刀鱼渔业于 8 月 10 日开始，渔捞主力的棒受网渔船接连出海捕

鱼，秋刀鱼商战将正式地展开。以流刺网为主的渔船至今的渔获状况与近几年同

样地低迷。而由近海来游的南下群，预报其来游量较 2012 年多，相关业者极为

期待。往后的渔获状况期能恢复以往水准。而夏末秋初的主力商材的秋刀鱼，有

关其生产、贩卖动向，以本特集做一介绍。 

一、流刺网连续 4 年渔况不佳 

以秋刀鱼的资源减少及鱼体小型化的问题视之，今年的 TAC（总许可渔获量）

较 2012 年减少 3 成，设定为 33 万 8,000 吨。各渔船的出渔日，渔捞主力的 10

吨以上棒受网渔船方面，未满 20 吨者为 8 月 10 日，未满 100 吨者为 15 日，100

吨以上者为 20 日，较 2012 年晚约 5-10 日出船。今年秋刀鱼渔业的一开始，以例

年 7 月 8 日解禁的流刺网为开头，开始渔获后虽有一定的渔获量，但是几天鱼群

就散开，加上为节省燃油费而减少出海次数，小型棒受网在本月的出海情形应该

也相同。依道东小型秋刀鱼渔业协议会，7 月的流刺网渔获卸鱼港以钏路为主的

77 吨，较去年渔获不佳的同时期还要减少 3 成。7 月的流刺网渔获不佳已是 4 年

持续，产地价格高，平均单价较 2012 年同期高 3 成，每公斤 1,920 日元。 

渔获不佳且鱼价高，使得道内的量贩店克制对秋刀鱼的交易，并以其他贝类

或鲜鱼来代替，使得今年的商战尚未火热。而现在相关业者期待北太平洋公海至

道东的洄游群，称为“南下群”。依日本水产厅公布的长期渔况预报，来游量可

能较 2012 年增加，而在 9 月上旬时道东近海的渔场形成，且会持续，大型鱼的

比例增加等等，显示出较正面的资讯。而首先受注目的是棒受网一开始的主渔场，

也就是在俄方 200 里内的渔获情形。 

二、秋刀鱼的行情上升 

产地相关业者之间较担心的就是产地行情价格高涨。在 2012 年时鱼体小型

化，造成对罐头及鱼粉的原料增加，而今年食用尺寸的在库库存量已接近空乏状

态，2012 年开始时期的渔获不佳时，提出库存冷冻秋刀鱼用来解决量贩店卖场等

的不足。但是今年并无像这样可以解决燃眉之急的角色存在。近几年的渔获状况

较无法预知，业者认为若有渔获量，可在 9 月较早时期来确保制品生产及原料。

今年初期的交易显示出行情的强势。 

确保稳定的供给，为能避免市场行情的过热，需寻求产地能稳定地供给。近



 

 6 / 35 
 

几年在俄方 200 里内的作业趋向长期，而有渔获卸鱼集中于根室的倾向，所以期

望能在钏路范围内能够早期地形成前浜渔场，品牌化秋刀鱼的生产重要的因素是

当日作业，因此渔场能愈靠近愈好。 

依据全国秋刀鱼棒受网渔业协同组合的决定，大型渔船出海捕鱼的期间内，

若一日渔获 1,000 吨以上有连续 2 天的话，则需要有 24 小时的休渔时间。之后设

定限制渔获起鱼的次数，但恐怕会让供给及市场行情不稳定，因此很多人要求设

定的措施等需要再修正。 

三、广告攻势_coop 札幌，希望能 1 尾 100 日元 

在北海道内开设 107 家店铺的生活协同组合 COOP 札幌，对现在秋刀鱼的贩

卖仍处于低迷状态，因此在过了日本盂兰盆节后，将以促销广告展开扩大地贩卖。

据生鲜本部水产部的高桥指出，7 月末的秋刀鱼贩卖量，受流刺网渔获不佳的影

响，1 箱 2 公斤计之换算后，仅有 200 箱，有一些店铺甚至数日间才会叫一次货。

而一样是受到渔获不佳的影响，2012 年时是每天补货的状况，但今年则是在一半

的水准之下。 

价格 1 尾在 198 日元至 298 日元之间，生产地的价高让收购价与贩卖价无法

达到收支平衡，而且鱼体油脂太少且鱼体小。价格的设定以“推销”品为优先，

其设定为与品质不对等的价格。正式销售则是在 8 月以后的秋刀鱼。为避免让消

费者产生不好的印象，所以并没有采取积极的销售。 

而期望的时期是在 8 月的日本盂兰盆节结束之后，此时节可以有更多好吃的

秋刀鱼送到消费者的手中，因此看状况将利用促销广告进行销售。在产地市场的

行情，因为是属于全国性的交易，即是行情过热也是没有办法。在销售的末端价

格，若超过 1 尾 200 日元的话，则销售进度会较缓慢，因此希望是 4 公斤 25 尾

装的尺寸以 1 尾 100 日元最佳。 

2012 年的渔期一开始时因渔况不佳，利用解冻秋刀鱼进行应急，而今年虽仍

有冷冻库存但量少，而且较 2012 年的成本高的制品，没有考虑投入做为解冻品

用，因此期待新生产的秋刀鱼作为供给所需。 

四、筑地市场动向 

东京²筑地市场的生鲜秋刀鱼的入货于 7 月 11 日开始，而至今的 7 月 31 日

状况，数量减少且小型鱼居多，单价也上升。入货量少于例年的 7 成。7 月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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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货箱数为 1 万箱。渔场形成于襟裳近海，以钏路为中心进行渔获。今年 10 吨

未满的小型棒受网渔船的出海捕鱼时间也较延缓，现全是流刺网的渔获。 

震灾发生的 2011 年以后，流刺网捕获的近海北上群的资源量减少，而 7 月

份的渔获量年年减少。 

鱼体的主要尺寸，1 尾 130g 左右，15 尾装成 1 箱 2kg。往年是 1 尾 150-160g

左右，1 箱 12-13 尾装为主，现在则是小型化了。但是，鱼体是完整 1 尾，被咬

食少，外观很棒。2012 年的货品受寄生虫咬食严重，且较瘦，今年的品质较佳。 

入货量减少而鱼体完整，单价较 2012 年增加 1.5 倍，每公斤 2,000-3,000 日

元。而 7 月底仍持续高价，为异常的状况。 

8 月开始，近海的北上群开始南下，而棒受网渔船的目标为此鱼群。8 月 10

日为 10 吨以上未满 20 吨渔船，15 日为 20 吨以上未满 100 吨的中型渔船，20 日

为 100 吨以上的大型渔船出海捕鱼预定日。秋刀渔渔期正式展开。产地也与往年

相同，逐渐往根室为主体的方向移动。 

日本盂兰盆节之前仍维持低迷的渔况，节日结束之后开始至 10 月中旬则期

待为丰渔时期，渔况期能恢复。 

五、道东加工业者动向 

秋刀鱼的主要产地，且在道东的加工业者，对渔获的秋刀鱼能够更好吃地运

送到全国各地，每日致力于鲜度管理技术的提升，开发加工品。加工制品增加了

以生鱼片为主的制品，以及方便调理的制品，还有一些严选严制的制品，差别化

以增加其附加价值。 

山十前川商店致力在今年生鲜秋刀鱼的供给上，在近几年扩大交易，发挥定

位优质产地的优点，迅速地处理，保持好鲜度及品质再出货。其制品拥有很好的

评价，获得札幌的主要量贩店采用。 

钏路丸水（白糠）与 2012 年相同，进行生鲜秋刀鱼的处理与重视生产性，1

年预计交易量达 2,000 吨。 

而在钏路、根室均有工场的太洋产业（东京），在生鲜秋刀鱼的鲜度管理上，

活用“氮水”“氮冰”，此为钏路冷藏设备的厂商，昭和冷冻品牌所技术开发出

的水．冰，其中几乎没有氧气，可以防止冷藏水产品的酸败，提供给全国鲜度更

好，更高品质的秋刀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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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由（根室），以在秋刀鱼冻结前的温度带进行管理，有效果地增加其美味，

所生产的“冰温秋刀鱼”。加上品牌化，于 2012 年正式贩售，而利用于生鱼片

且获得好评的“生开”亦供给中。下一轮的新品牌投入于“yururi 岛秋刀鱼”，

活用新品贩卖通路的开拓。 

JF 钏路市渔协总合流通中心供给生鲜秋刀鱼三片切的制品，此生鱼片商材获

很多商家的采用。道外的生协亦共同采购的流通通路，每年目标交易量 100 吨。

以往则有每年出货 20 万个，可利用平底锅简单料理的商材“rakuraku”也在贩售

的阵容当中。 

笹谷商店主力在生鲜鱼，盐制、罐头原料、鱼粉等多样加工品亦有，在道内

的交易量 1 年达 1 万吨。加工品“辛辣秋刀鱼”之生姜及大蒜风味，以及哇沙米

渍物等等。严选严制的附加价值让人注目。钏路鱼店的“味噌糠秋刀”是用钏路

产鳕鱼以食盐、米糠所熟成及发酵的鱼味噌为糠床，再将钏路产的秋刀鱼进行渍

入后完成。鱼味噌的熟成需 2 个月，做糠床 10 日，渍入 7 日，需花费 77 日完成。

做为伴手礼；2 月时投入的小品以 2 尾装，颇受好评，被选入“北之高水准食品”

中。 

丸轮北匠的整尾乾物的“刀鱼一夜干一番星”秋是严选道东产秋刀鱼，以高

浓度盐水促进其发酵，再慢慢地熟成，让美味凝缩的制品。不仅是地方上，在东

京、大阪等每年的贩卖数量逐渐增加。 

六、出口动向 

因东日本大震灾让冷冻秋刀鱼的出口量急速跌落，随著辐射的问题逐渐解

决，期能让行情与生产再次地回复。但是，东京电力公司时有失误之事，好不容

易平静下来，但公司的风评已无法复原。因日元贬值是否能够覆盖过去，对新一

期的渔获非常期待。 

冷冻秋刀鱼的出口，因国内需求的低迷，补足诸国外的需求，在 2008 年左

右呈现活跃的状况。09/10 年度（2009 年 9 月至 2010 年 8 月），光是对俄罗斯，

就空前地出口了 6 万吨，但是在隔年的中盘时，发生了东日本大震灾，让出口量

一口气激减 1/4。11/12 年度对俄方仅有 1,921 吨，对其他国家总合也仅 1 万 1,000

吨，复活的行情与生产状况有钝化现象。 

其间，在俄方水域 200 里内海域中，千吨级的台湾渔船所渔获且收购的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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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渔船也需强化渔获以因应国内所需，因此抑制了对日本的调货。 

但是，日本政府的出口整备不断地往前迈进，出口也一点一点地回复倾向，

于 4 月份出口超过 2,600 吨。对新年度渔获物有很大的期待。但是稍早的褔岛核

电厂的污染水流出问题，增加了对日本的不信任感，可能成为再次出口复活的枷

锁。 

另一方面，在根室市看准越南市场而组织之根室市亚洲圈出口促进协议会，

积极地对新市场的开拓。对越南的出口，今年度是去年度的 4 倍，约有 1,900 吨

出口，已开始上了轨道。官民一心地推进著促进出口专案。 

再者，2012 年度开始，泰国的罐头需求急速扩大之外，对中国也增加，而且

今年度对韩国也有扩大的倾向。而对后俄方之市场也逐渐向多元化扩大。 

当然，对资源（渔获量）与价格（市场行情）是无法忽视的重要课题。去年

开始急速地日元贬值，让出口顺利。而国外市场亦持续有扩大的机会。而“风评”

稳定后，冷静地形成行情价格的话，是再一次推销“日本秋刀鱼”的大好机会。 

七、支援秋刀鱼渔业的技术 

1. LED 集鱼灯的活用 减少成本及集鱼效率高 

本社设于函馆的渔业机械业者．东和电机制作所，所生产的 LED 集鱼灯，

广泛地导入秋刀鱼渔业的渔船，并获得了支持。在 2012 年秋刀鱼渔期时，全装

设该社的 LED 集鱼灯的渔船，在作业期间当中，连续 2 年渔获量为业界中第 1

位的记录。不仅减少成本，在渔捞面亦发挥功效，对渔家的经营帮助很大。受到

很多遭到东日本大震灾被害渔船代船的采用，今年也有 3 艘大型渔船导入，对复

兴是强力的支援。 

该社提供的 LED 集鱼灯“EFX 系列”列举其特徵，首先是成本削减力，依

据该社指出，装设了的 199 吨级的大型渔船全装时，电力为 50-55 千瓦，19 吨级

的渔船为 28 千瓦左右，此为以往白炽灯渔船的 10-15 分之一的水准。即以往渔船

集鱼使用的电力全部节省，计算其伴随的燃油使用的削减量1年50-100千瓦左右。

而往后油价行情不明，加上近年秋刀鱼渔场远离，渔船的航行时间加长的趋势，

因此 LED 集鱼灯的燃油削减效果的意义很大。另外，不需要以往集鱼灯点灯用

的发电机 1 台，可减少渔船在建造时的总体成本，又较白炽灯的耐久性优越，对

修补费之维持成本亦具有减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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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受注目的特徵，是对渔捞的贡献力。LED 一般光的穿透率高，具有对

较深层鱼的集鱼效果，加上该社对该系列的彻底研究，采用鱼群较容易趋附的光

色，即使是渔期初期的渔场中有浓雾覆满的环境当中，亦能有强势的渔获实绩。

此等集鱼力，在渔船业界中评价很高，亦是扩大导入 LED 集鱼灯的要因之一。 

具有减少成本及兼具集鱼能力的该系列，该社的制造部本部长指出，即使是

在严峻的渔业环境当中，对渔家的经营而言，经营经费减少与效率渔获为最重要，

对此稍有贡献。 

2.连续型丝冰系统²海冰 

食品加工机械厂的 NIKO 制造及贩卖的“海冰”，提供具有高冷却能力的“丝

冰”，以秋刀鱼为首，发挥水产品鲜度保持的高度威力。活用其产品可提升渔获

物的附加价值，进而推进其品牌化。该丝冰为一粒 0.2-0.3 像丝状具有柔滑触感的

盐水冰。活用在渔获物的鲜度管理上，将鱼体包覆急速冷却之，鱼未感到压力的

即刻致死，长时间地保持在 2-3℃，保有高鲜度及高品质。冰粒滑顺对鱼体亦无

伤为其优点之一。至今利用于道东的秋鮭及秋刀鱼的鲜度管理上。秋刀鱼在出货

后到达目的地时，鱼体仍像在海中游泳一般，带有轻微的蓝色。明显地不同于往

常以冰保藏的鱼体，因此其鲜鱼流通可能性将会扩大。 

近来对推动地区性渔村品牌化具有相当贡献。道南的松前樱渔协在 2012 年

导入“海冰”，黑鮪渔获后至消费地马上采用丝冰保藏与贩卖已经开始。出货处

为札幌市场的批发商，其评价为鱼体色褪色及劣化较去年来说比较慢，对零售店

而言是减少损失，增加顾客交易的简单性，今后的趋势也受到注目。再者，新潟

县佐渡市的丸内定置网组合，今年亦开始使用“海冰”。该组合相关人员指出，

赶快在 7 月中旬时活用于鮪渔业当中，10 月则将用于鰤鱼及鰤幼鱼当中，期能让

品质再提升。 

NIKO 公司的佐藤社长指出，像鮪鱼、鰤鱼这种需要时间冷却的大型鱼，利

用该社的丝冰，冷却效果高，马上就可以分清楚。今后期能更普及公司制品。 

 

中日渔业联合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召开 

（来源：中国远洋渔业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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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9 日，中日渔业联合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在北京市召开。以农业部渔业

局局长赵兴武为团长的中方代表团和以日本农林水产省水产厅次长宫原正典为

团长的日方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双方对 2012 年《中日渔业协定》执行情况进行

了回顾，就 2013 年 6 月 1 日至 2014 年 5 月 31 日期间相互入渔作业条件、暂定

措施水域资源管理措施、中间水域资源管理措施和北纬 27 度以南水域红珊瑚船

管理等问题进行了会谈并签署了会谈纪要。此前，双方先后举行了三次筹备会议，

以农业部渔业局副局长李书民为团长的中方代表团与日方代表团就上述有关事

项进行了磋商。 

根据纪要，2013 年 6 月 1 日至 2014 年 5 月 31 日期间，日方许可我国入渔

日方专属经济区管理水域的拖网渔船 263 艘、渔获配额 5673 吨；鱿钓渔船 55

艘、渔获配额 4141 吨。日方入渔中方专属经济区管理水域作业规模按对等原则

安排。在暂定措施水域，中方 2013 年作业渔船数量控制在 18089 艘以内，努力

目标值为 169.46 万吨；日方渔船控制在 800 艘以内，努力目标值为 10.925 万吨。

此外，双方还就大型水母共同研究、东海带鱼的合作研究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双

方约定，下次渔委会会议在日本举行。 

 

阿根廷入渔工作座谈会在宁波召开 

（来源：中国远洋渔业信息网） 

 

8 月 15 日，中国远洋渔业协会秘书处在宁波市召开了鱿钓渔船拟入渔阿根

廷专属经济区座谈会，浙江大洋世家股份有限公司等 14 家企业参加了会议。会

议通报了中阿双方关于我国鱿钓渔船入渔阿根廷专属经济区会谈情况；分析探讨

了阿方草拟的新入渔决议草案，提出了有关意见与建议。会议研究分析认为，阿

方新决议草案虽然条件苛刻，但有入渔价值，建议部渔业局与阿方再行协商，适

当放宽条件，促成该项目合作，以缓解西南大西洋公海渔场压力，稳定我国西南

大西洋公海鱿钓项目发展。 

考虑到鱿钓船入渔阿根廷专属经济区作业前期投资大，存在一定风险，会议

建议，由综合实力强、抗风险能力高、管理规范的大企业安排渔船入渔，提倡入

渔自愿，风险自担，自愿组合。为合理规避风险，拟由在阿已有投资的上海金优

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浙江大洋世家股份有限公司、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



 

 12 / 35 
 

大连华丰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大连格利特远洋渔业有限公司等企业申请或代理申

请入渔。 

经讨论分析，会间明确表示有入渔意愿的企业有：上海金优远洋渔业有限公

司、浙江大洋世家股份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 18 艘渔船。会议强调，此次我国鱿

钓渔船入渔阿根廷专属经济区，是中阿两国政府间合作项目，各企业要顾全大局，

在行政主管部门和协会的组织协调下，加强自律，相互合作，相互照顾，促进项

目的协调稳定、有序高效。 

 

金枪鱼鲣鱼加工成舟山水产加工新亮点 

（来源：中国远洋渔业信息网） 

 

近年来，因鱿鱼出口持续低迷，浙江省舟山市水产加工企业纷纷抢抓泰国金

枪鱼、鲣鱼加工能力部分向我国转移的机遇，及时改造调整生产线，积极从事并

发展金枪鱼、鲣鱼加工。 

为保障金枪鱼、鲣鱼原料持续、充足供应，该市海力生集团、兴业等一批主

要企业不断拓展国外金枪鱼供应渠道，先后与上海开创、浙江省远洋和中水远洋、

台湾等地金枪鱼大型围网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目前，全市从事金枪鱼、鲣鱼

加工企业共有海力生、兴业、兴隆、海洲、佳和佳等 17 家，年加工能力达到 11

万吨。 

今年 1 月~6 月份，全市金枪鱼、鲣鱼加工出口达 53394.5 吨，产值 1.05 亿

美元，同比去年分别增长 210%和 215%，成为舟山市水产加工业的一个新亮点，

预计全年累计加工量将达到 10 万吨以上，总量将超过“近邻”宁波，成为我国

沿海金枪鱼、鲣鱼产品的主要加工基地。 

 

全国水产品进出口情况 

（来源：中国远洋渔业信息网） 

 

据海关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水产品进出口总量 394.41 万吨，进出口

总额 137.07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3.26％和 9.67％。其中，出口量 187.77 万吨，

出口额 95.95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5.21 和 9.71%；进口量 206.63 万吨，进口额

41.12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1.55%和 9.56%。水产品出口额占农产品出口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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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0%，比上年同期增加 0.7 个百分点。 

一、来进料加工贸易量增额减，占总出口比重持续下降 

今年上半年我国水产品来进料加工贸易出口量 54.9 万吨，同比增加 2.39％，

出口额 25.25 亿美元，同比减少 2.12％，来进料加工贸易出口额占水产品出口总

额比重为 26.32％，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3.2 个百分点。其中，进料加工出口量 43.49

万吨，出口额 19.06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加 10.07％和 1.02％；来料加工出口量

11.41 万吨，出口额 6.19 亿美元，同比分别减少 19.11％和 10.67％。原材料和劳

动力等生产成本不断上涨、人民币不断升值以及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同构

竞争是我国来进料加工贸易优势渐失的主要原因。 

二、一般贸易出口增长明显，对虾出口大幅增加 

上半年水产品一般贸易出口量 122.14 万吨、出口额 69.33 亿美元，同比分别

增长 7.2％和 14.77%。其中，对虾、贝类、鳗鱼、罗非鱼、大黄鱼、小龙虾等名

优养殖水产品作为一般贸易主要出口品种，出口额占我国一般贸易出口总额的

42.38％。其中，对虾出口量额均有大幅增加，贝类出口量减额增，鳗鱼出口量

额双降。而受产量下降及国内市场消费旺盛，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今年用于出

口的小龙虾资源减少，小龙虾出口量额双降。罗非鱼出口量额均有所增加，但出

口单价依然较低，养殖户和企业效益无明显改善。 

三、日美欧韩市场持续低迷，东盟香港台湾市场增幅收窄 

日本和美国虽依然位列我国出口市场前两位，但出口量额均有明显下降。其

中，日本市场受“钓鱼岛争端”以及安倍政府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日元贬值

影响，对日出口量额同比分别下降 9.18%和 12.08%。欧盟和韩国市场已滑落至

我国出口市场的第五和第六位，其中对欧盟出口小幅增长，对韩出口持续下降。

对东盟、香港和台湾市场出口大幅增加，出口额增幅均在 40%以上，但 5 月份后

增幅明显收窄，其中，6 月份对台出口呈现负增长。 

四、福建省出口额位居首位，但出口增幅逐月收窄 

福建省水产品出口额继续位居首位，但 5 月份后出口增速明显放缓，其中，

5 月份出口额 4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9％，6 月份出口额 3.1 亿美元，同比下降

1.37％。山东省是来进料加工大省，同时也是对日出口大省，上半年来进料加工

增长放缓，对日出口形势严峻，导致山东省水产品出口量额双降，但仍位居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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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此外，广东、广西出口额较快增长，辽宁出口小幅增加，浙江、江苏出口

小幅下降，海南出口大幅下降。内陆省份中江西、湖北继续位居前两名。淡水小

龙虾是湖北省出口主要品种，小龙虾出口锐减导致上半年湖北省水产品出口量额

双降。 

五、鱼粉进口减少，来进料加工原料进口增加，国内食用水产品进口量额齐

增 

上半年我国水产品进口量 206.63 万吨，进口额 41.12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1.55%和 9.56%。其中，来进料加工原料进口量 81.8 万吨、进口额 15.16 亿美元，

同比分别增长 12.45%和 4.21%。鱼粉进口量 43.85 万吨、进口额 8.08 亿美元，

同比分别下降 27.23%和 4.71%。除鱼粉外其他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主要供国

内食用）的水产品进口量 41.09 万吨，进口额 12.49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38.16%

和 40.39%。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进口量 31.07 万吨，进口额 3.89 亿美元，同比

分别下降 1.75%和 9.75%。保税仓储转口货物进口量 7.65 万吨，进口额 1.32 亿

美元，同比分别下降 2.83%和 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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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日本研发具双向通讯功能的搜救用个人定位信标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日本船舶品质管理协会及救难器材制造大厂太洋无线在日本财团（Nippon 

Foundation）的计划补助下，研发出口袋型个人定位信标（Personal Locator Beacon；

PLB）。 

PLB 与超过 20 吨级的渔船必须装设的无线电紧急定位信标（Emergency 

Position Indicating Radio Beacon；EPIRB）相同，开启后可透过人工卫星将遇险

信号传送至海上保安厅，并能显示确切的经纬度，性能优于通讯范围受到限制的

行动电话，对分秒必争的搜索与救助而言，将发挥莫大功效。 

太洋无线表示，该机种的机体重量为 160 公克，厚度 3.2 公分、宽 4.7 公分、

长 9.8 公分，是“世界上体积最小的机种”，甚至能轻易地挂在腰带上从事作业。

倘将其放入具漂浮能力的盒子内，即便落入水中亦不会下沉，且能发出求救信号。 

PLB 的操作方法相当简单，只要拉出天线，打开防止误触电源的盖子后，按

住电源超过 2 秒即可。该机种具备全球首度搭载的“双向通讯（return link）”

系统，搜索与救助机构能发送信号给遇险者，藉此减轻其等待救助时的孤立感，

并提高其生存欲望。这是其他国家设计的 PLB 与 EPIRB 所缺少的最大特点。 

然而，由于目前日本的相关法律尚未完备，因此仍无 PLB 之使用实绩。而

运用双向通讯功能时不可或缺的中轨道卫星，在全世界的数量亦相当有限。对此

太洋无线表示：“这是攸关人命的问题，希望能早日开始实际运作。” 

日本国内有 94％的渔船未达 20 吨，因此不需装设 EPIRB，再加上其体积庞

大，造成装设率相当低。另一方面，根据资料统计，去年因船舶事故而导致人员

死亡或失踪的事件中，渔船就占了七成之多。正因为如此，希望能尽早普及此种

体积小且具高效能的国产 PLB，以对人命救助有所助益。 

 

日本研发可维持鮪肉鲜红色泽的氧气充填解冻技术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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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水产综合研究中心于 2013年 6月 19日发表了该中心与日本鲣鲔渔业协

同组合共同研发的“氧气充填解冻技术”。该技术系利用高浓度氧气，使解冻后

的冷冻大目鲔能呈现鲜红色达 72 小时之久，且能防止肉质劣化。该中心已在日

本申请技术专利。 

通常冷冻鲔鱼在解冻后，原本的鲜红色会在数小时后因“褐变”而变成褐色。

一旦发生褐变，即使鲜度没有问题，鲔肉的商品价值也会因而下降，造成零售端

大量丢弃褐变的鲔肉。发生褐变的原因，是鲔肉中所含的红色成分－色素蛋白质

“肌红蛋白（myoglobin）”中的铁份氧化之故。 

有的水产加工品（例如综合生鱼片）会使用亚硝酸盐液等，以维持鱼肉的色

泽，但就以鲜鱼型态贩售的商品而言（例如鲔鱼切块），目前并无任何技术能有

效维持产品的品质并防止鱼肉变色。 

氧气充填解冻技术是在超低温的状态下，将高浓度氧气注入鲔肉内，不但能

增加解冻后鲔肉的鲜红色泽，亦能维持肉质。一般来说，氧气会促进氧化，但此

技术反而是能抑制鲔肉中的铁份氧化。水产综合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今村伸太朗

表示，注入鲔肉内的高浓度氧气究竟是如何抑制氧化，具体的架构目前仍并不清

楚，有待进一步理清。不过，该技术和违法使用一氧化碳以保持鲔肉色泽的方法

不同，并无食用安全上的问题，甚至还有改善肉质的效果。注入高浓度氧气后加

以保存的鲔肉不但口感更好，肉汁也较不会渗出。实验结果也证实，该技术能让

不同部位鲔肉的味道、色泽及品质更加接近，不会有太大的落差。 

目前该技术仅试用于大目鲔上，今后将进一步在肌红蛋白含量更高的黑鲔上

进行实验，预计也会有同样的效果。 

 

日本用灭菌海水冰提升黑鲔品质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位于日本北海道道南的“松前樱渔协”自本季起开始供应以“灭菌海水冰”

低温处理的黑鲔，并受消费市场盘商大力称赞，表示品质与过去截然不同。 

松前港面临津轻海峡这个优质渔场，以出产高品质的黑鲔闻名。该渔港 2012

年的总卸鱼量为 193 吨，总卸鱼金额为 3.4 亿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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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持捕获黑鲔的鲜度，长久以来，松前港的渔船每当捕获黑鲔，就会立即

在船上放血、抽神经，因此其渔获品质一直颇受好评。为进一步提升渔获品质，

并巩固“松前黑鲔”的品牌形象，松前樱渔协于 2012 年向位于钏路的加工设备

厂 NIKKO 购买了一套名为“海冰”的海水冰制冰机。“海冰”能够制造出单粒

直径 0.2-0.3 微米，触感如丝绸般细滑的灭菌海水冰（盐水冰），业者称之为“丝

冰（silk ice）”。丝冰会包覆于渔获物之上，并加以急速冷却。在道东，已有业

者拿丝冰来处理秋鲑及秋刀鱼，并对其保鲜效果很满意。 

松前樱渔协表示，黑鲔捕获后必须立即冷却，以防止肉质变坏及脂肪燃烧。

然而，因黑鲔体积比其他鱼种大很多，因此也比较难冷却。听说丝冰的冷却效果

很好，所有才决定购买。 

这套制冰设备设置在松前樱渔协市场旁，购买时松前钉还以“该制冰设备将

有助振兴当地的基础产业水产业”之名义，补助了部分费用。自本渔期起，当地

渔船会把丝冰塞满鱼舱后才出海作业，用来急速冷却放血后的鲔渔获物。渔获物

上岸后，在出货之前，也会用丝冰低温保存。松前樱渔协已在松前黑鲔的宣传海

报上加上“以灭菌海水冰处理”的字样。 

丝冰的效果已在消费市场得到验证。身为松前黑鲔主要客户的札幌市场盘商

“丸水札幌中央水产”负责人表示，虽然自今年 7 月起才慢慢增加进货量，但以

丝冰冷却的黑鲔，品质与过去截然不同，鲔肉褪色、口感变差的时间变得比较慢。

因商品价值不会那么快下滑，因此可减少量贩店的损失，消费者也比较容易处理。      

松前樱渔协表示，今后丝冰除用来处理黑鲔外，也会用来保存远东多线鱼

（Pleurogrammus azonus）等当地自产自销的鱼种。 

 

日本预测今年下半年日本鱿鱼渔况不佳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日本全国鱿鱼加工业协会于 2013 年 8 月 8 日在东京举行“2013 年鱿鱼渔况

进修会”，会中预测今年下半年太平洋区日本鱿资源之来游量将减少，另外日本

海区也因受暖化之影响，冬季游来群减少，导致渔获有减少之倾向。另外，日本

水产综合研究中心 3 位研究人员分别就美洲大型赤鱿与圣婴年的关系，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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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船的渔获动向，有关鱿鱼的国内外话题等进行演讲。 

北海道区水产研究所资源管理部浮鱼资源小组加贺敏将太平洋区划分为三

分区，根据各分区之事前调查结果做出预测，他表亦就整体而言，日本鱿的来游

量较去年低，鱼体大小方面，除北海道东太平洋区以外，其体型均较去年小，所

以他判定今年之来游量大致较去年为低。 

有关日本海区的海况则由日本海区水产研究所资源管理部资源管理组组长

木所英昭说明，他预测 8-12 月日本鱿的来游量较去年及最近几年之平均为低，

他进一步表示这是日本鱿的产卵受到全球海洋环境变迁影响之故，也就是温度影

响了产卵。特别是最近 10 年持续的暖化，成为日本海渔获主力的秋季游来群有

减少的倾向。他并以过去日本海日本鱿渔鱼况不错，而太平洋海域渔获不佳，或

者太平洋海域丰收，但日本海歉收为例加以说明，他表示“日本鱿之渔期、渔场

有 10 年、20 年尺度的变化，今年日本海的日本海渔况将不如预期。” 

东北区水产研究所资源海洋部的浮鱼、鱿鱼资源组加藤庆树则解说外洋性赤

鱿类资源的状况及各地的鱿鱼渔业动向。另外也介绍了国际换日线附近的赤鱿渔

场预测模式之开发，以及日本加盟北太平洋渔业资源保育公约已获内阁会议通过

等。 

他也进一步就秘鲁近海的美洲大型赤鱿渔业作说明，特别提醒在秘鲁 EEZ

外，有很多中国大陆渔船作业，今后资源动向值得注意。他又介绍新西兰对外国

渔船入渔限制的新动向，最后他表示未开发的鱿鱼资源方面，以印度洋水域的飞

鱿最受瞩目，目前积极的在搜集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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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渔业 

韩国修法打击非法渔业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韩国为有效打击违法、无报告及不受规范（IUU）渔业，推动其国会通过韩

国水域渔业法修正案，规定从事非法渔业者，处以最高渔获所得 3 倍的罚缓，现

行罚金为 5,000 美元。另涉嫌从事 IUU 渔业、虐待船员属实者，将丧失领取政府

补助金资格。 

绿色和平东亚分部海洋专案主任 Jiehyun Park 肯定韩国终于愿意积极处理韩

国籍渔船非法作业问题，并表示渠等将持续关切韩国对非法作业及渔业永续管理

等相关法令之修正进度；进一步鼓励韩国善尽其国内及远洋渔业管理之责，以利

于参与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协商。 

韩国以往的养护措施、科学及预防机制皆不一致，然为确保未来有充足的水

产资源可供利用，修订管理韩国作业渔船的相关法令实在是刻不容缓。 

 

美国与 FFA 达成临时入渔合作协议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经过多年谈判，美国与太平洋岛国终于达成了一临时入渔合作协议，允许美

国籍渔船入渔南太平洋论坛渔业局（FFA）成员国水域 18 个月。该协定已自 2013

年 6 月 15 日起生效。 

依该协定，美国政府及美籍船队一年将支付 6,300 万美元（以 18 个月计则

是 9,450 万美元），以换取在实施作业天数机制（Vessel Day Scheme；VDS）的

诺鲁协定缔约国（PNA）水域入渔 8,000 个作业天数及在非 PNA 水域入渔 300

个作业天数，合计共 8,300 个作业天数（以 18 个月计则是 1 万 2,450 个作业天数）。

此交易金额跟过去美方支付的一年 2,100 万美元入渔费相比，明显增加很多。根

据 PNA 提交给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WCPFC）的报告，美籍船队在 2010 及

2011 年的作业天数分别是 8,920 及 7,696 天。 

据了解，双方将继续谈判，以达成一个始于 2015 年 1 月 1 日的新 10 年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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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双方正在检讨一新机制，得依鱼价等的变动，调整入渔条件。至于实际的

运作方式，目前尚未公开。 

 

日本发表渔业用油紧急对策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日本水产厅于日前发表渔业用燃油紧急特别对策，倘原油价格高涨且超过特

别对策发动线时，政府将自 2013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14 年度底止，采取支付补贴

金的特别措施。 

现行“渔业经营安全网构筑计划（SN 计划）”中的特别对策，系以原油价

格季平均值（每公升 62 日元）作为特别对策发动线，超过该线的政府负担比例

将提升至四分之三（然实际上必须先满足“采取省能源措施”等要件后，方能取

得该特别对策之补贴）。 

该特别对策的适用对象为加入 SN 计划者，已加入者不需再经加入程序，但

尚未加入者则必须在今年 12 月底前加入该计划。 

为让更多渔业者运用该制度，只要在特别措施的实施期间内，随时都可以签

约。再者，公积金的金额上限亦自现行的每公秉 6,500 日元，提升至 7,500 日元。

此外，亦特例允许已加入者得于期间内追加金额。而公积金的缴纳方式，除得于

特别对策适用期间内分期缴纳外，倘其系向金融机构贷款，则给予一次利息补助。 

对于每年燃油使用量低于 50 公秉以下的小规模渔业加入者，则由各渔协将

每个渔业者的契约整合为单一帐户，以集中管理补贴金。 

另外，在养殖用配合饲料方面，过去是从进口原料价格超出 7 取 5 平均值（译

者注：即自最近 7 年原油价格中，扣除最高与最低 2 年后，取中间 5 年的平均值）

的金额与配合饲料价格超出 7取 5平均值之金额，选出金额较少的一方予以补助，

而自 7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的“养殖用配合饲料对策”，则变更为针对“配合饲料

超出 7 取 5 平均值的金额”予以补助，此方式较先前的方式简单明瞭，且容易发

动。 

而在“引进新型省能源机器的援助”部分，则分别就(1)软体：技术指导等

演讲、渔获物市场调查等活动，以及(2)硬体：采用 LED 照明与省油型船内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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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船予以补助。援助对象则为希望引进之渔业者设立的产地协议会，并需参加水

产厅的公开招募。而只要取得水产厅承认，便得开始执行该计划。 

在软体的计划方面，系对其最初 3 年的活动予以援助，交付率为定额的二分

之一以内，而政府经费上限为每年 250 万日元。在硬体的计划方面，倘系集体引

进 LED 照明等水产业暨渔村活性化机构网页上记载的机种（需能节省 10％以上

的能源），则对其最初 3 年中的任 1 年度予以援助。 

 

越南对非洲的水产品出口逆势成长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就整体而言，目前越南的水产品出口产业正陷入低迷不振的态势中，唯一例

外的是对非洲市场的水产品出口，在一片不景气中反而是逆势成长。水产品已成

为越南对非洲市场的五大出口产品之一。 

根据越南工商部的资料，2012 年越南对非洲地区 25 个国家的水产品出口总

值达 1.5 亿美元，较 2011 年成长 38％。在这 25 国当中，出口额最多的国家为埃

及（7,960 万美元），其次依序为突尼西亚（1,116 万美元）、奈及利亚（1,100

万美元）及阿尔及利亚（950 万美元）。 

越南出口至非洲各国的水产品包括鲶鱼类、冷冻虾、虾仁、鲔鱼等。2013

年第 1 季越南对非洲市场的水产品出口总值为 3,030 万美元，比前一年同期增加

了 15％。 

越南工商部非洲与西南亚市场司官员表示，非洲地区各国的水产业发展缓

慢，故十分仰赖进口以满足国内的水产品需求。此外，近年来非洲居民以水产品

取代肉类产品的趋势日益显著， 再加上前来非洲观光旅游的游客量持续增加，

也使得非洲的水产品消费需求随之而增。 

该官员建议越南的水产相关企业可考虑至非洲各国投资水产养殖业，除可满

足当地居民的水产品需求，亦可出口至邻近国家。 

 

 

欧盟与摩洛哥签署渔业伙伴协定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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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执委会就渔业伙伴协定（FPA）与摩洛哥签署为期 4 年的协议。 

欧盟表示，该协议强调科学建议、经济收益、良好管理及对国际法的尊重。

藉由限制各类渔业对于过剩资源的捕捞活动，以确保其永续性。 

许多欧盟会员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法国、德国、立陶宛、拉脱维

亚、荷兰、爱尔兰、波兰和英国）均对与摩洛哥的 FPA 存有利益，其中包括６

个遭产业及小型船队过度利用的渔业种类。对于摩洛哥的最大可能支出预计为

4,000 万欧元，更确切地说，新协议对欧盟的总成本将是一年 3,000 万欧元，其

中 1,600 万欧元作为使用该资源而对摩洛哥的补偿，剩余的 1,400 万欧元则分配

支持摩国的渔业部门，同时欧盟业者的分摊则估计为 1,000 万欧元。 

欧盟海洋事务暨渔业执委会委员长 Maria Damanaki 表示，这对于欧盟和摩

洛哥是个重要时刻。本协议将为摩国当地渔业确保永续的未来，并彰显金钱上的

良好价值。新协议藉由确保负责任的国际渔业管理，并符合欧盟共同渔业政策的

改革。 

 

新西兰公布最新鱼类资源评估报告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新西兰初级产业部（MPI）公布有关于新西兰渔业现况的最新科学评估报告。 

MPI 渔业科学首席顾问 Pamela Mace 博士表示，2013 年整体报告提供了宝

贵并经同侪审查关于鱼群和渔业现况的科学资讯。 

许多评估显示，在目前的捕捞限制下，鱼群有增加的余地。福气鱼（hoki）

的复育成果是最杰出者，先前还担心其西部鱼群已经耗尽。推动强而有力和果断

科学的管理行动，并确保全新西兰福气鱼的全面恢复，甚至超越了管理基准。前

述渔业评估报告重点包括： 

福气鱼：其东部与西部鱼群过去连续 7 年均有增加。如今该两区鱼群的充足

程度已接近或高于管理目标范围之上限； 

橘棘鲷（Orange roughy）：2012 年该鱼群的调查确认，在 2011 年首次发现

一处该鱼种的大型产卵区，此讯息大幅改善该鱼种的资源状况。该鱼种资源的充

足程度自去年迄今继续微幅上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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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岛西海岸的羽鼬（ling）和澳洲无须鳕（hake）：两鱼群经评估均已远超过

其管理目标； 

北大地（Northland）东部、豪拉基湾和丰盛湾的银金鲷（snapper）：虽然该

等鱼群在过去 15-25 年增加 70％，但仍只及目前管理目标的一半左右。最近许多

的年轻鱼群加入该族群，已高于平均标准。5 年投射结果显示，在现有捕捞水准

下，如果加入量持续良好，则 3 处鱼群均将缓慢增加； 

南岛北部的银金鲷：自 2007 年起，加入量显著增加，导致过去 2 年渔获率

大增； 

南大地（Southland）的蓝鳕：这是第 1 次对此鱼群进行渔业评估，显示指出

此渔场表现良好，而该鱼群得到最理想的利用； 

南岛南部的鲍螺：虽然鱼群水准及重建率目前仍有不确定性，但正朝其管理

目标重建中。在目前捕捞水准下，并无跡象显示永续性风险； 

北岛东海岸的海螫虾：目前北岛东岸下半部的数量已远高于其管理目标。 

野生物种充足程度的波动是由渔捞和环境因素两者影响的结果，做为鱼群持

续评估的一部分，许多鱼种的捕捞限额可能需要予以缩减。 

MPI 感谢众多的研究机构和科学家偕同技术及非技术的参与者对于本报告

的重大贡献。 

 

日本 2012 年评估北太平洋秋刀鱼渔业资源的结果要述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为评估北太平洋秋刀鱼的渔业资源，自 2003 年开始，日本东北区水产研究

所每年在渔期前的 6-7 月，均会派遣 2 艘科学研究调查船，由西界的日本沿岸（约

143°E）海域开始，向东至约 165°W 的东北太平洋中部海域为止，进行棋盘式

扫海的中水层拖网资源调查。虽然，该调查曾在 2011 年因经费短缺而仅向东调

查至 177°W 的中北太平洋海域，但是 2012 年，除与历年相同调查至 165°W

的海域外，更试验性地向东推进调查至 145°W 的海域，以提高该调查的涵盖性

及结果的代表性。本文将对日本东北区水产研究所于 2013 年 4 月底公布，由上

述科学研究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的评估结果报告—“平成 24 年度秋刀鱼太平洋

北西部系群的资源评估”—进行内容重点要述，希望对北太平洋秋刀鱼资源的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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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利用与评估管理有兴趣的国人与渔政单位，能有些许帮助与参考。 

一、2012 年资源评估结果与 2013 年资源量预测 

由2012年6-7月在 143°E-165°W间北太平洋海域进行的渔期前调查数据，

估计 2012 年北太平洋秋刀鱼资源量为 198.8 万吨，而此量仅为同海域调查推估

的 2011 年资源量（312.4 万吨）的 63.6％。其中，2012 年的资源量是由调查海

域 1 区（143°E-162°E）的 15.5 万吨、调查海域 2 区（162°E-177°W）的 144.2

万吨、以及调查海域 3 区（177°W-165°W）的 39.2 万吨，3 者合计而来的。

此 3 个调查海域的资源量，占总评估资源量（198.8 万吨）的百分比，分别为 7.8％、

72.5％、19.7％。特别地，2012 年首次在东北太平洋 165°W-145°W 海域进行

调查，其资源量评估约有 4.7 万吨，仅为北太平洋 165°W 以西海域总资源量之

2.4％。 

日本依据目前已经可以掌握的秋刀鱼渔业生物参数（如渔获死亡系数、资源

量等），透过其公告的生物学允捕量（acceptable biological catch；ABC）估算规

则 1-3-（3）及资源恢复能力系数β 2=0.9 等计算公式及管理系数，对北太平洋秋

刀鱼 2013 年资源的管理参考点（reference point）进行评估。其中，对 2013 年渔

期资源量的估算，是由 2013 年新加入的 0 岁鱼资源量，再加上自 2012 年资源的

残存、成长而成为 2013 年的 1 岁鱼资源量，2 者合并而得的。前者（0 岁鱼资源

量）目前无法在前一年的渔期前调查（2012 年 6-7 月）数据中估得，而暂由过去

3 年（2010-2012 年）所估 0 岁鱼资源加入量的平均值代替；后者（1 岁鱼资源量）

则是使用在前一年渔期前调查（2012 年 6-7 月）所估得的渔获死亡系数及自然死

亡系数，透过残存与成长模式而预测估得。由此等方法预测估得的太平洋秋刀鱼

资源量，2013 年为 176.5 万吨，同时此估量为日本自 2003 年开始以中水层拖网

法评估秋刀鱼渔业资源量以来的最低值。 

此外，为合理的资源管理而进行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额分析结果显

示，在维持现状渔获压力（Fcurrent），以及在不造成亲鱼量不良影响的亲鱼残存

（脱逃）率 70％（F70％SPR, spawning per recruitment）、F60％SPR、F50％SPR

等假设渔获压力状态的模拟分析下，2013 年秋刀鱼渔业资源的生物学允捕量限

额（ABC limit），分别被评估为 24.0 万吨，以及 33.2 万吨、48.5 万吨及 61.6 万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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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源量与渔业开发率的近年变动 

以资源量指数（每作业网次的渔获量，即 CPUE）在 1980 年之后的平均值

作为相对比较之基准值，2012 年之秋刀鱼资源水准（CPUE=3.50 吨/网次）因在

平均值±标准偏差（2.40±1.24 吨/网次）之内而被推估为“中位”，同时近 5 年

（2008-2012 年）内被评估为“中位”者有 3 年、被评估为“高位”者有 2 年。

另一方面，以近 5 年资源量变动趋势（向下）为依据，2012 年秋刀鱼资源变动

的动向被推估为“减少”，同时近 5 年内被评估为“减少”者有 2 年、被评估为

“平移”者有 3 年。就渔业开发率（exploitation rate）的变动而言，在 2003 年出

现 8.8％的低水准渔业开发率之后，在 2007 年上升至 18.3％。其后虽然 2008、

2009 年分别再下降至 13.5％、13.9％，但 2010 年则又上升至 21.8％。之后，2011

年的渔业开发率因当年资源量之回复而下降为 14.4％，而相反地在 2012 年的渔

业开发率却因资源量的下降而上升至 22.9％。 

三、海洋环境变动与公海渔获量增加 

秋刀鱼因为具有产卵期长及产卵场广等特性，局部性的海洋环境变动一般被

认为不会对其资源量造成显著性的影响。但是，根据日本气象厅公告的平均海面

水温（sea surface temperature）变化时间序列资料显示，2010 年以后在北海道东

南方（调查 1 区海域西侧的 40°N-45°N、140°E-150°E，相当于 8 月份日本

秋刀鱼渔业渔期开始时的渔场）海域的表面水温，和往年年均温相比，其上半年

已经有连续 3 年低温的现象，亦即秋刀鱼鱼群在向北洄游期 1-6 月时的环境水温

变低已经连续 3 年。巧合的是，在 2010-2012 年渔期前调查之结果均显示，调查

海域 1 区的资源量（特别是在 150°E-160°E 附近海域），与 2009 年以前相比，

有大幅度减少的现象。因此，表面水温变低是否会直接与显著影响调查海域 1

区的近海资源量减少？而 2010 年后此调查 1 区近海资源量减少的现象是否有伴

随者洄游路线的改变？以及，水温环境的改变对秋刀鱼饵料生物的组成与密度分

布是否已造成显著影响?等对秋刀鱼造成不易洄游至沿岸分布的海洋环境变动等

因素问题，都是日本非常关注且建议应进行研究的课题。 

除了近海海域的资源量减少之外，自 2010 年开始，在渔期中也出现在渔船

出海解禁后不久即发生渔获量不振，以及初期渔场于近海（非沿岸）海域形成等

现象。此等在近海资源水准低落时沿岸资源亦会显著减少的现象，在 19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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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亦曾经发生。在 1980-1982 年时，沿近海秋刀鱼渔获量低于 20 万吨之后，

不久即于 1983 年回升且超越 20 万吨，并且在 1988 年时 CPUE 超过 2.5 吨/网次

而显示资源水准已恢复。但是，日本学者不敢由此推论秋刀鱼的沿近海资源可能

会在数年后恢复，其主要原因是在于日本学者认为近年的秋刀鱼渔获作业状况与

1980 年代不同。最大的差异在于，在 1990 年代之后，5 月底即开始在公海作业

的非日本国籍渔船的增加，然而其秋刀鱼渔获量在 2010 年后却未减少。日本学

者认为，8 月份才开始陆续进入日本渔船所在沿（近）海渔场的鱼群，其在 6-7

月份时所分布的海域是在 160°E 以东的公海，因此在公海捕捞秋刀鱼的非日本

国籍渔船，会比日本渔船早开始捕捞此原在 160°E 以东之海域栖息，且在渔期

时向西洄游的秋刀鱼资源。由于秋刀鱼渔业资源在 1990 年代以前只有在日本沿

近海海域中被利用，因此有关公海渔获量的增加会如何影响秋刀鱼渔业资源整体

变动的情形，目前尚未清楚瞭解。 

四、结语 

日本东北水产研究所曾于 2012 年对其往年所再评估的北太平洋秋刀鱼渔业

资源量，进行再评估的工作后（注:在往年已有初评估与再评估），公告再修正的

评估资源量。其中，大部分年的资源量评估值均被下修，特别是 2012 年秋刀鱼

资源量由原再评估值的 439.9 万吨下修为 198.8 万吨，下修幅度为 54.8％。并且，

2013 年秋刀鱼渔业资源的评估值为 176.5 万吨，而此估值为自日本 2003 年开始

评估秋刀鱼渔业资源量以来的最低值。由 2012 年资源量的下修幅度及 2013 年资

源量估值为往年最低来看，在均显示日本对其近年来秋刀鱼渔业渔获量低迷（下

降至约 20 万吨左右）等相关问题重视的程度。 

日本学者认为近年日本秋刀鱼渔业作业的低水准状况，与之前 1980 年代的

不同，并且认为日本沿近海资源的减少不是影响日本渔获量下降的最重要原因，

同时强调在日本渔船作业渔区外且比其作业渔期开始月份（通常是 8 月）前就早

开始作业的非日本国籍渔船的渔获，可能会拦截某部分在 6-7 月就自公海向西洄

游且在渔期中洄游至日本沿（近）海域产卵的 1 岁鱼亲鱼量，进而提高产卵亲鱼

群的渔获死亡率，并且可能会对来年之新加入量产生不利的影响。 

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North Pacific Fisheries Commission；NPFC）为北太平

洋海区正在进行筹组且即将成立的一个新的区域性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北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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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刀鱼将被 NPFC 纳入作为渔业资源评估与永续管理的主要物种之一，拟参与

NPFC 的缔约方现阶段共有 7 个国家，包括台湾、日本、美国、加拿大、韩国、

俄罗斯及中国大陆。日本学者建议在此北太平洋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的架构下，对

于北太平洋秋刀鱼渔业资源之管理与评估研究工作应共同合作，并且为北太平洋

秋刀鱼渔业资源的整体管理，必须进行各渔业国间的渔获量、作业区域及渔获体

长组成等渔获资讯的交流。 

 
 

表 2008-2013 年北太平洋秋刀鱼渔业资源的生物量、水准、动向及渔业开发率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资源量 

（吨） 
460.6 341.4 210.4 312.4 198.8 176.5 

资源水准 高位 高位 中位 中位 中位 尚未评 

资源动向 平移 平移 減少 平移 減少 尚未评 

总渔获量 

（吨） 
62.2

α
 47.6

α
 45.8

α
 45.0 45.5 尚未有 

渔业开发率 

（％） 
13.5 13.9 21.8 14.4 22.9 尚未有 

注：α 为 FAO 统计资料 

资料来源︰日本东北区水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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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科普 

 

OCEANA 指出消费者不知道化妆品含鲨鱼肝油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如果询问一般大众“是否会在脸上涂抹含有濒危的深海鲨鱼肝油？”大多数

人可能会回答“不！”但许多欧洲消费者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么做，因为他

们无法得知化妆品的成分来源是否取自鲨鱼，或是使用植物替代品。OCEANA

呼吁化妆品制造厂商停止在化妆品中添加鲨鱼肝油，并在化妆品外包装上清楚标

示未使用鲨鱼肝油。 

角鲨烯（Squalene）与角鲨烷（Squalane）在某些化妆品乳液及化妆水中被

用来当作润肤剂，这两种成分来自于鲨鱼肝油，或来自植物，像是橄榄、小麦胚

芽、米糠、或苋菜种子。然而，目前欧盟的标签法并未要求厂商详细说明这些使

用成分原料的来源。因此，一些欧洲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助长鲨鱼肝油的全球需

求，估计全球市场中，每年约消耗 300-600 万条的鲨鱼。主要被用来供给市场需

求的鲨鱼物种为深海鲨鱼，此类物种寿命较长且生长速度缓慢，因此特别容易受

到过度利用的伤害。 

OCEANA 欧洲区海洋野生动物科学家 Allison Perry 博士表示，消费者理应

获得完整的产品资讯，以利对其身体所使用的保养品做出明智的决定。许多人完

全不知道化妆品产业是深海鲨鱼捕捞压力的主要来源。然而，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谁会选择利用濒危鲨鱼种所制作的化妆品呢？尤其是目前以植物为基础的产品

已可有效作为替代。 

保护深海物种及促进消费者意识系 OCEANA 努力的一部分，因此该海洋保

护组织将与 Selfridges 百货公司合作推动 2013 年海洋活动计划。同时藉与伦敦动

物学会（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的合作，协助 Selfridges 百货确保其美容

及健康专柜场所贩卖的产品，未含鲨鱼肝油或其他鲨鱼的副产品。Selfridges 百

货已正式开始长达两周的“拯救鲨鱼”保护海洋活动计划，其旨在赞美鲨鱼及让

人们意识到鲨鱼所面临的威胁。 

OCEANA 欧洲区 Xavier Pastor 执行长表示，厂商必须负起责任鉴定产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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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含有鲨鱼的成分，让这些产品从货架上移除，并保证提供消费者未含鲨鱼成

分的产品，Selfridges 百货以身作则，成为相当杰出的典范，希望其他的零售商

可以持续跟进。 

欧洲鲨鱼肝油的贸易非常难以监测，不仅是因为标签法，更因为海关的数据

资料无法区分是否为鲨鱼肝油或是其他的鱼肝油。同时含有鲨鱼肝油的产品亦未

列在防止非法捕捞渔获进入欧洲市场的欧盟法规内。 

 

日本鳗资源复苏遥遥无期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由于鳗鱼持续歉收，日本水产厅及几个鳗鱼业兴盛地区的地方政府，已相继

推动鳗鱼养殖技术的研究，并禁止渔民捕捞溯溪而下的产卵母鳗。然而，鳗鱼资

源何时能恢复过往水准，无人能提出时间表。 

根据水产厅的资料，2012 年日本国内的鳗线供应量（含进口鳗）为 3 万 7,200

吨。和供应量最多的 2000 年相比，连四分之一都不到。日本、中国大陆、台湾

等整个东亚地区的鳗鱼稚鱼（即鳗线）渔获量自 2010 年起急遽下滑，是造成日

本国内鳗鱼供应量大幅减少的主因。 

当务之急，是实现“完全养殖鳗苗的量产”，即不仰赖野生稚鱼，而是自养

殖亲鱼取卵，并育成鳗线。也只有如此，才能使日本国内的鳗鱼供应稳定。 

然而，鳗线不但对水质敏感（只能活在干净的水中），且其生态仍是个谜团，

这也导致鳗线的饲养极为困难。为保持养殖水槽水质的清洁，目前研究人员的作

法是在喂食饵料后，手持吸管将稚鱼吸起后并移往另一个水槽。因此，鳗线养殖

目前仍停留在研究室阶段，一年顶多也只能育成数百尾鳗线。 

目前水产厅正在研究以过滤器自动净化水质的方法，希望能够提高稚鱼的存

活率，尽快达到每年可生产 1 万尾鳗线之水准。然而，达到实用化之前的路途仍

相当遥远。 

不仅是日本，全世界都对鳗鱼资源的枯竭抱持很大的危机感。由各国政府及

科学家组成的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IUCN）预期在今年秋季讨论是否将日本鳗列入濒危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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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内。一旦被列入 IUCN 濒危物种名单，日本鳗的渔捞及进出口可能会受到管

制。 

 

 

斯里兰卡渔业现况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斯里兰卡的渔业在该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渔业不仅满足斯

里兰卡国民 70％的蛋白质需求，亦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2.7％。在历

经 30 年左右的长期内战结束后，斯里兰卡政府亟欲藉发展远洋渔业，以增加该

国的渔业产量。 

目前斯里兰卡约有 240 万人直接或间接从事渔业，主要利益关系者包括渔民

及水产养殖业、水产加工业、物流业、冷冻链（cold chain）业、制罐业及其他

餐饮服务业之业者。 

斯里兰卡的海洋渔业资源来自 2 万 1,500 平方公里的领海及 51 万 7,000 平方

公里的专属经济水域（EEZ）。该国大陆棚狭窄，平均宽度约 22 公里，延伸范围

达 3 万平方公里，约占该国海洋面积的 5.8％。 

斯里兰卡的渔业可细分为三部份，分别为(1)沿海捕捞渔业、(2)近海暨远洋

捕捞渔业及(3)内陆渔业暨水产养殖业。2011年斯里兰卡渔业总产量为 44万 4,830

吨，其中沿海捕捞渔业产量为 22 万 2,350 吨，近海暨远洋捕捞渔业产量为 16 万

2,920 吨，内陆渔业暨水产养殖业产量为 5 万 9,560 吨。海洋捕捞渔业（包括沿

海捕捞渔业及近海暨远洋捕捞渔业）产量约占该国渔业总产量的 87％。 

表 1  1980-2011 年斯里兰卡渔业产量变化                （单位：吨） 

表 1 1980-2011 年斯里兰卡渔业产量变化（单位：吨） 

 海洋捕捞渔业产量 内陆渔业暨

水产养殖业

产量 

渔业总产量 

年 沿海捕捞渔

业 

近海暨远洋

捕捞渔业 

合计 

1980 165,264 2,148 167,412 20,266 187,678 

1985 140,270 2,400 142,670 32,740 17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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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134,120 11,670 145,790 38,190 183,980 

1995 157,500 60,000 217,500 18,250 235,750 

2005 63,690 66,710 130,400 32,830 163,230 

2006 121,360 94,620 215,980 35,290 251,270 

2007 150,110 102,560 252,670 38,380 291,050 

2008 165,320 109,310 274,630 44,490 319,120 

2009 180,410 112,760 293,170 46,560 339,730 

2010 202,420 129,840 332,260 52,410 384,670 

2011 222,350 162,920 385,270 59,560 444,830 

资料来源：斯里兰卡渔业暨水生资源部 

一、沿海捕捞渔业 

就产量及从业人口而言，沿海捕捞渔业是斯里兰卡渔业中最重要部份。沿海

捕捞渔业作业水域位于大陆棚上覆水域，以单日作业渔船为主。斯里兰卡的大陆

棚总面积为 2 万 6,000 平方公里，约为该国 EEZ 的 11％。 

斯里兰卡的海岸线长约 1,700 公里，沿岸区域是该国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生活

重心。沿岸区域约占斯里兰卡国土面积的 25％，该国总人口的 25％、总旅馆数

的 70％及所有工业据点的 70％都位于该区内。该区内有多样的沿海栖地，包括

河口、潟湖、红树林、珊瑚礁及大范围的海滩与沙丘，对维护生态系功能及生物

多样化极为关键。尽管斯里兰卡水域内有丰富多样的物种，但因大陆棚狭窄且无

涌升流，导致该国周边水域的渔业产量有限。 

二、近海暨远洋捕捞渔业 

斯里兰卡的近海暨远洋捕捞渔业的作业水域位于大陆棚之外，并延伸至该国

EEZ，以多日作业渔船为主。近海暨远洋捕捞渔业是目前斯里兰卡渔业中发展最

快者，正需要更多的技术与现代设备投资，以更有效率开发渔业资源。目前斯里

兰卡共有 19 个渔港，其中 Dikovita 是南亚最大的渔港，于 2012 年 1 月 18 日开

始运作。 

三、内陆渔业暨水产养殖业 

斯里兰卡的主要商业化水产养殖业是养虾业及观赏鱼养殖业。此外，该国政

府亦致力于发展充分利用灌溉水池的淡水养殖业，以提供更便宜的蛋白质来源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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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地区居民。 

斯里兰卡的养虾业属于非传统型投资，是出口导向的产业。主要养殖虾种是

草虾，养殖场集中在西北省份。斯里兰卡的养殖虾主要销往日本、英国、马尔代

夫及美国。 

斯里兰卡内陆有丰富的淡水及半咸水资源以支撑渔业。根据斯里兰卡国家水

产养殖发展局（National Aquaculture Development Authority；NAQDA）的统计，

斯里兰卡全国的淡水及半咸水面积合计达 26 万公顷，包括 7 万 850 公顷的大型

灌溉池、1 万 7,004 公顷的中型灌溉池、3 万 9,271 公顷的小型灌溉池、10 万公

顷的季节性村落水池（seasonal village tank）、4万 1,049公顷的疏洪湖（flood lake）、

8,097公顷的高地水库（upland reservoir/ estate tanks）及 2万2,670公顷的Mahaweli

河盆地。 

如前述，斯里兰卡拥有合适的水陆资源以发展淡水养殖业。尽管在 1990 年

代初期，该国的淡水养殖业曾因政策错误而遭受挫败，但自从 1999 年成立

NAQDA 并大力推动淡水养殖后，该国淡水养殖业开始迅速成长。过去由亚洲开

发银行（ADB）资助的水生资源品质改善计画（Aquatic Resources Quality 

Improvement Project）曾协助 NAQDA 在小型水池及季节性村落水池实施鱼苗放

养计画，以发展内陆淡水捕捞渔业及水产养殖业。 

四、水产品出口 

斯里兰卡的渔业已发展为具成长动能的出口导向产业，替该国带来巨额的外

汇收入。2011 年斯里兰卡渔业总产量为 44 万 4,830 吨，其中 5％出口，出口值

约 1 亿 9,500 万美元。过去 5 年斯里兰卡的水产品出口平均年成长率约 5％，主

要出口市场为英国、日本、法国、义大利、荷兰及美国。主要出口品项为鲔类、

剑旗鱼、旗鱼及其他鱼种之生鲜、冷冻鱼片。最近几年斯里兰卡持续稳健地扩大

其在国际水产品市场的占有率，该国的鲔、虾及蟹类产品以独特的口感及肉质著

称。 

斯里兰卡大多数水产品出口商都是和渔业合作社配合，但也有出口商自行拥

有渔船。目前斯里兰卡共有 32 家经欧盟认可的水产加工厂，受斯里兰卡渔业暨

水生资源部（Ministry of Fisheries and Aquatic Resources；MFAR）管辖及严密监

督。掌管出口水产品品管、监控及验证的主管机关则是 MFAR 的品质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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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部门亦负责制订及实施必要法规以符合欧盟标準。斯里兰卡的水产品加工业主

要生产各样高档的半加工、高附加价值水产品，目前从事水产品出口的中、大型

企业有 75 家。 

表 2 斯里兰卡主要出口水产品 

表 2 斯里兰卡主要出口水产品 

HS 码 定义 主要产品 

0303 冷冻鱼 鲔、剑旗鱼、旗鱼 

030613/030623 甲壳类动物 生鲜、冰藏及冷冻对虾 

0302 生鲜、冰藏鱼 鲔、剑旗鱼、旗鱼 

0307 其他产品 海参、墨鱼、软体动物 

030614/030624 甲壳类动物 生鲜、活、冰藏及冷冻蟹 

030612/030621 甲壳类动物 生鲜、活、冰藏及冷冻龙虾 

0305 径保藏之鱼类

(preserved fish) 

马尔代夫当地鱼类、黍鰊(sprat)、鯊鱼

翅、鱼鰾 

 

五、观赏鱼产业 

斯里兰卡于 1950 年开始观赏鱼贸易，是带头开创观赏鱼国际贸易的几个国

家之一。目前全球与观赏鱼贸易相关的国家共有 100 多个，主要交易市场在亚洲，

占全球交易额的 54％。新加坡是亚洲的观赏鱼贸易中心，占全球交易额的 19％。

在大多数其他亚洲国家相继加入后，观赏鱼产业已变得比以前更为竞争。 

斯里兰卡的观赏鱼产业包括淡水、海水及半咸水品种，其中海水及半咸水鱼

是由经验老道的潜水员以对环境友善的方式自野外捕获。淡水鱼则大多是人工饲

养繁殖。高单价海水鱼及无脊椎动物的出口值占斯里兰卡观赏鱼出口总值的

70％以上，但两者合计之出口量仅占总出口量的 20％左右。斯里兰卡观赏鱼总

出口量的 70％以上为淡水鱼种，其中 60-70％是花俏的孔雀鱼。其他像是剑尾鱼

（sword tail）、七彩神仙鱼（discus）、天使鱼（angel）、满鱼（platy）、茉莉（molly）、

小型鲤科（barb）、丽丽鱼（gourami）、金鱼等，也是重要的出口鱼种。该等鱼

种生命力强、易于繁殖、能快速适应环境且价格低廉，是业者赖以维生的重要鱼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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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的观赏鱼产业最早是出口野生海水及半咸水鱼，后来才逐步发展淡

水鱼种的养殖产业。由于繁殖场所需的人工、燃料、电力等生产成本较高，斯里

兰卡的淡水观赏鱼养殖业已演化成以家庭式小型养殖场为主的产业，藉以节省人

工成本。 

目前斯里兰卡在国际观赏鱼贸易的市占率仅 2.7％，但成长快速，且拥有极

大的潜能。斯里兰卡的观赏鱼出口值在 2004 年只有 738 万美元，但 2011 年已增

长至 1,003 万美元。尽管这段期间的出口值变动很大，但就长期而言，该产业维

持稳健成长令人惊讶。 

斯里兰卡观赏鱼的主要买家来自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义大利及

荷兰。空运容量有限、法令严格，再加上观赏鱼的健康问题，是该国出口商进一

步扩大出口之前必须先解决的挑战。相对的，斯里兰卡观赏鱼产业最大的优势在

于品质优良，该国养殖业者不但繁殖技术卓越，配种技术更是一流，曾在 2007、

2009 及 2011 的新加坡国际观赏鱼展（Aquarama International Fish Competition）

中获得许多奖项。 

六、商机 

随著斯里兰卡北部及东部内战结束，该国沿岸线的 60％已开放渔业活动，

该国渔业产量因而显著增加。由于该国的近海及远洋水域渔业资源迄今未被有效

利用，投资购买现代化设备从事近海及远洋渔业，系绝佳的商机。此外，该国的

沿海养殖业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目前斯里兰卡的沿海养殖业集中在 Puttalam 及

Batticaloa 这两区，主要从事养虾业。另外，重要商业鱼种之养殖及淡水养殖业

也充满机会。 

只要善用灌溉池从事淡水鱼的养殖，亦可进一步扩大高附加价值淡水鱼产品

的生产与出口。海参、牡蠣、淡菜及海草之商业化养殖则是一些可进一步研究的

高利润产业。 

七、政府政策 

1996 年第 2 号渔业暨水生资源法（Fisheries and Aquatic Resources Act 1996 

No 2）及 1979 年第 59 号外籍渔船渔业法（Fisheries Regulations for Foreign Fish 

Boats Act No 59 of 1979）」是斯里兰卡渔业管理的二大核心法律依据，并辅以其

他相关法规。目前该国正针对濒危物种（华盛顿公约）、出口贸易、生物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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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保护区（特别是潟湖）、渔港管理等多项议题推动立法。 

此外，为抑制 IUU 渔捞，MFAR 将引进一套现代化、经技术改良的渔船监

控系统（VMS）。该套系统亦可用来预防斯里兰卡渔船意外漂流至他国领海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