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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动态 

 

北太平洋鲔类及类鲔类国际科学委员会第 13 届会议摘要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北太平洋鲔类国际科学委员会（ISC）是以北太平洋鲔类科学评估及研究合

作为目的的政府间科学性国际组织，目前会员国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中国、

韩国、墨西哥、台湾等 7 个国家和地区，无表决权会员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北太平洋海洋科学研究组织”（PICES）、“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

（SPC）及“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WCPFC），美洲热带鲔类委员会（IATTC）

则以合作非会员身分参与 ISC 运作。ISC 系由美国及日本于 1996 年所发起成立，

其目的为对北太平洋有关的鲔类及类鲔类进行经常性之分析与评估，对该等鱼种

之资源狀态，如系群丰度趋势、渔业发展与保育需求等提供其发现及结论报告供

管理者参考，并对该等鱼种建议研究项目进行国际性及国家研究计划的协调，

WCPFC 成立后 ISC 可说是北方次委员会的科学机构。 

第 13 届会议于本年 7 月 17 日至 22 日在韩国釜山举办，与会会员及合作非

会员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墨西哥、韩国、台湾及 WCPFC，中国则未派员

出席，ISSF、PEW 及 WWF 则以观察员身分参加。台湾代表成员包括渔业署林

晏如技士、台湾大学孙志陆教授、中山大学张水锴副教授、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

会于仁汾组长和王尉任统计员。本次会议有关 ISC 研究鱼种的资源状态与管理建

议及其他重要议题摘要简述如次。 

 

一、各鱼种资源状况及保育建议 

 

(一)北太平洋长鰭鲔 

最近一次资源评估于 2011 年执行，该次资源评估结果显示资源状况健康，

鱼群未过渔（not overfished）且渔获死亡率低于可持续生产量以下（not 

overfishing），因此本次会议对北太平洋长鰭鲔之管理建议为维持第 11 届会议所

通过之保育建议，即在目前（2006-2008 年）的补充量及渔获死亡率水准下，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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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将维持健康，且不应再增加目前的渔业死亡率。下一次北太平洋长鰭鲔资源评

估订于 2014 年进行。 

 

(二)北太平洋锯峰齿鲛（水鲨） 

ISC 鲨鱼小组于 2012 年完成北太平洋水鲨资源评估工作，结果显示目前水

鲨的资源状况良好，未过渔且渔获死亡率低于可持续生产量以下。资源评估模式

显示水鲨在 1970 年代中叶到 1990 年代初，其资源有下滑的情形，但自 1990 年

代后则开始恢复，现今资源量远高于 Bmsy。另未来资源状况投射的基础模式分

析结果显示，北太平洋水鲨生物量。依现今渔获压力及加减 20％渔获压力之状

态下，都会持续高于 Bmsy。相同地，在不同渔获死亡率（F），依现今渔获压

力及加减20％渔获压力之状态下，北太平洋水鲨的生物量也都会持续高于Bmsy。 

 

(三)黑皮旗鱼 

ISC 旗鱼小组于本年度完成北太平洋黑皮旗鱼资源评估，评估结果显示北太

平洋黑皮旗鱼资源情况良好，未过渔且渔获死亡率低于可持续生产量以下，在投

射分析下，若渔获死亡率维持在 2009-2011 年平均水准，即 F23％，则 2020 年

产卵生物量仍在 26,200 吨；若渔获死亡率维持在 MSY 水准，则产卵生物量将维

持在 MSY 水准；若渔获死亡率维持在 2003-2005 平均死亡率水准，产卵生物量

则将于 2016 年低于 MSY（19,459 吨）水准。是故，保育建议为不应增加目前的

渔获死亡率水准 （F2009-2011=0.26），以避免渔获死亡率超过可持续生产量水

准。 

 

(四)北太平洋剑旗鱼 

本年度 ISC 旗鱼小组并未对北太平洋剑旗鱼进行资源评估，根据最近一次于

2010 年所做的评估结果，显示北太平洋剑旗鱼资源现况良好，未过渔（not 

overfished）且渔获死亡率低于可持续生产量以下（not overfishing）。 

 

(五)北太平洋红肉旗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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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红肉旗鱼的资源评估资讯没有更新，维持于 2012 年所做的评估结果。

目前红肉旗鱼资源已经有过渔现象（overfished）且渔获死亡率业已超过可持续

生产量水准（overfishing）的状态。根据新的资源投射分析结果显示： 

减少渔获死亡率将会增加系群生物量和提高加入量；并指出现今管理措施为

减少渔获死亡率主要是 WCPFC 于 2010 年基于 2007 年资源评估所提出的； 

投射结果建议若维持目前 FMSY，在目前平均加入量下，到 2017 年产卵群

生物量（spawning biomass）将减少 8％；相反地，假如在中或长期加入量模式

下，将会有可能增加约 45-72％。 

 

（六）北太平洋黑鲔 

1.资源现况 

2012 年资源评估结果显示，太平洋黑鲔资源已严重过渔（heavily overfished），

且渔获死亡率业已超过可持续生产量水准（overfishing）。模式估计出的 2010

年产卵群生物量（SSB）已连续十年下降，目前正处于或接近最低水准，然资源

评估分析并未发现加入量下降，考虑到 WCPFC 及 IATTC 之相关保育管理措施，

以及日本国内为降低黑鲔幼鱼渔获死亡率之管理规定，或若能使加入量维持在历

史平均水准，将有助于资源恢复。 

渔业影响分析显示，从历史上看来，日本的沿岸渔业对于太平洋黑鲔资源影

响最大，但自从 1999 年起西太平洋围网渔业的影响增加，目前其对黑鲔资源影

响业已明显大过其他渔业；而东太平洋渔业在 1980 年代中叶前，影响亦大，但

自 1990 年代起已下降；西太平洋延绳钓渔业则在整个分析期间，显示对太平洋

黑鲔资源影响十分有限。 

目前渔业对资源衝击分析显示，各渔业对资源衝击所占百分比如次：西太平

洋围网占 47.5％、西太平洋其他沿岸渔业 34.5％、东太平洋渔业（包含东太平洋

商业围网船及美国休闲渔业）占 16％、西太平洋沿岸延绳钓占 1.9％。 

根据最新资料，资源状态显示在西太平洋所捕获的太平洋黑鲔仔稚鱼和成

鱼，其 2012 年的渔获低于往年；2011 年日本曳绳钓渔业 CPUE 尚在近年来的变

动范围内，但 2012 年其渔获量呈现不寻常的低，可能代表 2012 年加入量非常低

（类似 1980 年代的低水准）。日本延绳钓渔业 CPUE 在 2012 年持续下降，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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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恢复的迹象。基于这些资讯，产卵群下降的潜在风险可能比以往认知的更高：

当加入量低，在 F2007-2009 渔捞水准下，会增加 SSB 低于历史最低水平的风险；

而在 F2002-2004 水准下，长期来看风险将维持较小，但短期风险仍然存在。 

2.保育管理建议  

现 2010 年太平洋黑鲔生物量水准已接近历史低点附近，且正经历超过所有

渔业管理者常用的生物参考点（BRPs）之上的高开发率。根据投射结果，维持

目前（2007-2009 年）的渔捞水准将不可能改善资源状况。建议继续监控丰富度

指标以追踪 SSB 变动。 

初步的西太平洋资料显示 2012 年太平洋黑鲔零岁鱼出现异常低的渔获量，

这可能表示发现低加入量的现象，将会对预测的资源重建造成负面影响，并增加

SSB 降至历史最低点的风险。因此，应更进一步的降低渔获死亡率，尤其在仔稚

鱼方面，以减少 SSB 降至其历史最低点的风险。另也强烈建议加强监控加入量

以即时瞭解加入量趋势。 

 

二、其他事项 

 

太平洋黑鲔工作小组工作计划：由于太平洋黑鲔工作小组主席提出希望能于

明（2014）年 3 月前再次召开临时工作小组会议，其目的为在 ISC 第 14 届年会

前更新黑鲔资源评估之时间序列资料到 2013 年，并正式完成黑鲔资源评估工作。 

ISC 将于未来一年间完成太平洋黑鲔、北太平洋长鰭鲔、剑旗鱼及短鰭马加

鲨资源评估工作。 

 

三、下年度会议安排 

 

2014 年第 14 届 ISC 会议暨会前各工作小组会议将由台湾举办，预计 7 月

10-15 日召开各鱼种工作小组会议，全席会议则预定于 2014 年 7 月 16-21 日举行。 

 

舟山市成立首家民营远洋渔业集团有限公司 

（来源：中国远洋渔业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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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8 日，平太荣远洋渔业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这是舟山市获国家

工商总局批准的首家民营远洋渔业集团公司，这标志着舟山市民营远洋渔业企业

在经营规模化、产业化水平上又跨出了一大步。 

平太荣远洋渔业集团有限公司下设金枪鱼加工企业、海水养殖企业和海洋生

物研发三个子公司，前身为浙江平太荣远洋渔业有限公司，2007 年 12 月注册成

立。该公司从购买二条小型常温金枪鱼延绳钓船开始起步，不断发展壮大，目前

已拥有 18 艘常温金枪鱼延绳钓投产渔船，船队规模为全国业内最大，年捕捞金

枪鱼近 1 万吨，实现销售额 1.8 亿元。为拓展金枪鱼产业链,该公司又投入近 4000

万元购买改造 2000 吨级超低温冷链一座，从事金枪鱼生片、熟片加工的同时，

积极建设专业营销队伍，大力拓展国内外市场，着力打造一个集远洋捕捞、金枪

鱼加工、贸易、物流和高科技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远洋渔业集团。 

平太荣远洋渔业集团公司的成立将进一步推动舟山市群众民营远洋渔业企

业发展转型升级，引领舟山市远洋渔业综合水平和经营层次不断提升。 

 

上海海洋大学远洋渔业学院第一届理事会全体会议召开 

（来源：中国渔业报） 

日前，上海海洋大学远洋渔业学院第一届理事会全体会议在上海海洋大学召

开。农业部渔业局局长、远洋渔业学院理事长赵兴武，上海海洋大学校长、远洋

渔业学院常务副理事长潘迎捷，以及远洋渔业学院副理事长、理事，学院全体教

师和学生代表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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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洋大学远洋渔业学院于 2012 年 8 月正式成立，由上海海洋大学、中

国远洋渔业协会、中国水产总公司、上海水产（集团）总公司 4 家单位共建。远

洋渔业学院的办学宗旨是：通过学校与企事业单位联姻和合作，建立适应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办学机制，培养远洋渔业急需的应用型人才，为我国远洋渔业

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持。远洋渔业学院实行 2+2 的本科生培养模式和

2+1 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2+2 本科生培养模式是以一年级和二年级相关

本科专业学生为基础，经志愿报名筛选，三年级和四年级进入远洋渔业学院学习；

2+1 专业学位模式是针对推免专业学位研究生，需要参加 2 年海上实践以及 1 年  

在校相关课程学习和完成毕业论文。在教学方面，增加了外交与礼仪、安全生产

与职业道德、船员心理学、外语等课程，强化职务规范和遵守国际渔业公约的能

力，提高语言和国外工作能力。通过渔业船员专业训练、GMDSS 考证培训、渔

业船舶职务证书等方面的培训，获得海上工作资格证书，培养学生海上动手能力。 

 

 

赵兴武指出，上海海洋大学远洋渔业学院的成立填补了我国远洋渔业没有高

等学府的空白，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

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11 号）和全国现代渔业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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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重要举措，是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重要成果，利国、利企，利渔、利民。

远洋渔业发展对人才需求量很大，希望上海海洋大学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

探讨新的方式，研究新的模式，创造新的体系；远洋渔业学院要正规招生和短期

培训相结合，办成远洋渔业干部管理学院和人才培训基地。可以举办远洋渔业企

业经理培训班、中层管理人员培训班、船长轮机长培训班、新企业入门资格培训

班、涉外人才培训班等，做好短期、中期、长期培训工作，为我国远洋渔业发展

储备各方面人才。 

 

 

中日 2013 年渔业交涉达成共识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第 14 届中日渔业共同委员会于 2013 年 8 月 9 日召开，双方出席者有日本水

产厅资源管理部部长枝元真彻及中国农业部渔业局副局长李书民。双方就 2013

年渔期之相互入渔的作业条件达成合意，作为两国相互入渔的准则，并达成中国

大陆将进行没有证照渔船、杜绝违法采捕珊瑚之管理策略及强化扒网渔业管理之

共识。 

在作业条件方面，中国渔船与日本渔船的许可船数均较去年各减少 25 艘，

即各允许 321 艘渔船入渔，渔获配额也各较去年减少 60 吨，即达成 9,814 吨配

额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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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 EEZ 内，合意作业的中国渔船为底拖网渔船比去年减少 25 艘，即 263

艘入渔，渔期从 9 月 16 日开始，至次年 5 月 15 日止。渔获配额则较去年减少

60 吨，即 5,673 吨。鱿钓作业船 55 艘，运搬船 3 艘，渔期从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渔获配额与去年相同，维持 4,141 吨。另外有关拖网网目及鱿钓船的光度

限制则维持去年的合意内容。 

日本渔船在中国大陆 EEZ 内之作业条件是围网船较去年减少 8 艘，准许 103

艘入渔，渔获配额则减少 52 吨，即 8,506 吨，底拖网渔船比去年少 2 艘，24 艘

船入渔，渔获配额则较去年减少 4 吨，为 617 吨。另外延绳钓、曳绳钓许可船

194 艘（较去年减少 15 艘），渔获配额 691 吨（较去年减少 4 吨）。围网的作

业渔期与去年相同，即从 9 月 6 日开始，迄次年之 2 月 28 日为止。 

至于暂定措施的自主管理水域的合意内容，为中国大陆渔船许可入渔船数较

去年减少 125 艘，即入渔许可船数限制在 1 万 8,089 艘以内，渔获量的努力目标

是将上限压制于 169 万 4,645 吨（较去年少 8,516 吨）。日本的作业船数与渔获

量的上限均维持去年之水准，即作业船数控制在 800 艘以内，渔获量则不超过

81 万 9,250 吨。另外基于中间水域资源管理措施的必要，两国就相关资料的报告、

检讨有进一步继续协商的必要，此外也确认达成有关内容：(1)中国没有证照渔

船的管理措施的检讨；(2)防止再度发生违法珊瑚船作业的具体策略的导入；(3)

继续研究大型水母大量发生等同意内容。 

 

中国公布船舶工业结构调整方案 

（来源：中国鳗鱼网） 

 

中国国务院于 2013 年 8 月 15 日公布“促进船舶工业加速调整与结构方案”，

这是因应近年来中国大陆造船业的订单不足，产值大幅萎缩而发表的方案，如不

加以改善，对中国大陆造船业的冲击不小。 

依据 8 月 5 日财政日报的报导指出，此一方案是对船舶业界，进行以发展作

为目标的方法转换，为提高国际船舶的营造技术和适应产品的发展趋势，从确实

的角度寻求国际市场的分享。也就是该方案是要营造技术含量高，关注环境的船

舶与特殊船舶，并发展海洋工程装备，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与市场，将环渤海

湾、长江口、珠江口打造为世界规模的造船基地与海洋装备工程基地；内含大型

造船基础设施的处理与重组，中小企业的结构改造及其产品的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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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船舶工业一直陷入低迷的状态，今年上

半年（1-6 月）中国的船舶建造量（计算已完工的）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60％，滑

落到 2,060 万 DWT（载货重量吨数），手中握有的订单也较去年减少 13.4％，

只有 1 亿 898 万 D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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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日本使用新型设备检测放射性物质含量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日本东北的石卷渔市场自福岛核电厂事故发生后，便针对渔获物采取自主性

检查措施，而自今年 9 月起，则将开始使用东北大学研发的新型设备进行该项工

作。 

该设备是由东北大学生活环境早期修复技术研究中心负责开发，该中心自去

年起便开始和石卷渔市场合作，致力于开发机器与实证试验等工作。 

该设备为 12 公尺长的输送带式装置，将鱼隻放到输送带上后，下方的 120

个检测器便会测定放射性物质的浓度。由于该设备具有计量功能，因此得测出每

公斤所含的放射性物质数值，且可将鱼隻分为(1)未达 50 贝克、(2)50-100 贝克、

(3)100 贝克以上等 3 个类别。 

东北大学研究团队表示，该设备最快以 2.5 秒的时间检测 1 个检体，亦即 1

小时得检测约 1,400 个检体。为配合输送带的宽度，本次使用的装置则能检测每

尾 10 公斤左右的鱼隻。 

目前本项设备已取得专利，虽然现在仅用于自主性检查，但未来则希望能成

为国家认定的官方检查设备。 

过去的旧型设备在检测放射性物质时，必须先把可食用的鱼体部分绞成绞

肉，再放入密封型的检测器一段时间后方能得知结果，通常检测一个检体需要耗

费 30 分钟，即便该鱼隻经检测后确定安心无虞，但其可食用部分已被做成绞肉，

因此无法做为商品出货贩售。 

 对此，东北大学研究团队表示，“这次采用的新设备不会破坏送检鱼隻外观，

且检查过程相当迅速，充分符合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之要求。”石卷渔市场则认为，

“该项新设备使得检查体制更为充实，今后将与现有的简易型检查仪器并用，以

让外界瞭解石卷的渔获既安全又安心。” 

 

日本研发新型水混合燃料减少污染物质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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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根据“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MARPOL）”附录六，国际海事组织（IMO）

加盟国必须分阶段减少船用柴油主机的氧化氮（NOx）、氧化硫（SOx）、悬浮

粒子（PM）等空气污染物质的排放量。近年来各国相继指定“排放管制区域

（Emission Control Area；ECA）”，以限制船舶在 ECA 内的空气污染物质排放

量。 

NOx 规范第 3 阶段预定自 2016 年起生效，届时 NOx 排放量必须比第 1 阶

段减少 80％左右。尽管船舶只要安装“选择性触媒还原（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SCR）脱硝处理设备”，就能达到 NOx 规范第 3 阶段的要求，但因

主、副机都要安装，不但增加渔民的经济负担，且还会增加船舶吨位，并导致燃

油消耗量加大，对渔民的冲击很大。 

鉴此，日本水产大学海洋机械工学系教授前田和幸与丸福水产株式会社、

Nanox株式会社、Lohas株式会社及 JRCS株式会社共同研发了能够同时减少NOx

排放量与燃油消耗量的新型态“水混合燃料”。该技术是使用渠等自行研发的静

止型流体混合设备“Ramond Nano Mixer”，以加压的方式让水及燃油细致化并

均匀地混合成不需添加剂即可燃烧的“水混合燃料”。经实验证明，在水的添加

比例是 30％的情况下，约可减少 40％的 NOx 排放量、5％的燃油消耗量及 60％

的 PM 排放量。倘若水的添加比例提高至 40％，甚至有可能减少一半的 NOx 排

放量。 

此外，前田教授的研究团队也曾利用可任意设定氧气浓度及水蒸气量的 “气

体分离膜”，产生低氧、高湿的空气，成功地通过 NOx 规范第 3 阶段的要求。

渠表示，若能妥善结合水混合燃料及气体分离膜，可望进一步简化设备、减少空

气污染物质排放量。 

前田教授的实验结果将于 2013 年 9 月 2 日于“第 83 届海洋工程学术演讲会”

上发表。 

 

日本渔船首度采用二元冷冻系统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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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鹿儿岛县串木野渔协所属渔船“第 78 幸荣丸”将装设冷冻设备制造商

“前川制作所”制造的“2X2 MK 混合动力冷却系统”，以期达到减少燃油消耗

量与降低环境负荷之目标。 

该系统亦称之为“二元冷冻系统”，其系三氟甲烷（R23）与氨予以混合后，

制造出用于保存鲔鱼渔获所需的超低温环境。目前陆上鲔鱼养殖及运送用冷冻货

柜皆已广泛使用二元冷冻系统，但渔船则是首度尝试。 

其运作模式如下：使用高温段冷冻循环中的氨来冷却低温段的 R23 高压、

高温气体，并将冷却后的液态氨予以循环，以冷却鱼舱与冻结室。 

用作冷媒的 R23 因全球暖化潜势值高且需耗费成本，但在使用二元冷冻系

统后，所需的 R23 填充量将自 3 吨大幅削减至 150 公斤，仅为原本的二十分之

一，经试算后，冷媒的填充费用将减少 70％（20 年内），而全球暖化潜力值（Global 

warming potential；GWP）亦可减少约 62％，无论对环境或经营者都是一大利多。 

另外，由于陆上的鲔鱼冷冻仓库经使用该系统后，其节能效率较旧系统高出

30％以上，而经试算后，在渔船上装设该系统至少能节省 25％的能源，倘若换

算为燃油消耗量，则削减量将达 4.91％。 

此外，旧有的系统系于鱼舱前装设冷却盘管（cooling coil）的冷却管排系统，

而新系统则改采“保温瓶冷却系统”。该系统系于船体与鱼舱间设置空隙，并让

冷风在该空隙内循环，由于该构造与保温瓶相同，因此称之为保温瓶冷却系统。 

相较于冷却排管系统，其鱼舱内温度分布较为平均，且少有分布不均的问题，

而温度误差亦小于 0.5℃，因此鱼舱内不易干燥，除可避免渔获物品质劣化之外，

亦对提升鱼价有所贡献。再者，该系统易于控管温度，若换算为冷却器的出口温

度，则温度将能控管在正负 0.2℃以内。 

从冷媒费用的观点来看，过去的一氯二氟甲烷（R22）初期填充费用约 500

万日圆，20 年内的填充费用约需 950 万日圆，但若使用二元冷冻系统，则两者

分别能降至 135 万与 250 万日圆。20 年内的 GWP 亦将自 157 万多降至 60 万以

下。因此，冷媒费用及 GWP 将分别能削减约 73.2％与 62％。 

除了前述硬体层面的优点外，在软体方面亦有诸多优点。例如，冷冻装置经

单位化后，将可进行自动控管，并让节能所需的运作与维修管理更为容易。而冻

结风扇使用变频控制后，则能削减 0.53％的燃油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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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渔船上装设该系统将面临下列问题：增加冷冻设备等机器，势必会

占用更多空间，并导致鱼舱容积减少 5％，而相较于旧式系统，亦将花费不少初

始费用（initial cost）。据此，例如“可获利渔业”等来自政府的援助计划便有

其必要。 

 

学者研究指出并非所有鱼种对渔捞活动有同样的脆弱程度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根据西班牙拉科鲁尼亚大学（Universidade da Coruña）海洋生物学博士生

Maria José Juan-Jordá的论文－《鲭科（scombrid）鱼种的全球族群轨跡、生命史

（life history）策略及面对渔捞活动的脆弱程度：养护和管理的影响》，受外在

威胁影响的程度及内在敏感度，决定鱼种面对渔捞活动的脆弱程度。 

全世界有 1.5 万种以上的海洋鱼种，但其中只有 1％经正确地进行资源评估。

追究其原因，部分理由是资源评估的费用昂贵，且大多数鱼种的资料并不足以实

施资源评估。因此，在缺乏有效资料的情况下，了解什么样的鱼种最可能受渔业

冲击，及发明一简单方法以判断最容易受渔业影响的鱼种，将有助于资源之管理

及有效养护策略之拟订。 

Juan-Jordá认为，以下两个主要因素决定鱼种面对渔捞活动的脆弱程度：一

是鱼种受外在威胁（例如渔捞活动）影响的程度，二是鱼种对该等威胁的内在敏

感度（intrinsic sensitivity）。 

鱼种的内在敏感度系以生物学与生态学为基础，并决定该鱼种对渔捞活动的

抵抗能力及资源下降后的复苏能力。在面对相同渔捞压力的情况下，鱼种的生物

学决定其能否顺利从资源柜乏的状态下重建资源。在有效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因

无法实施传统的资源评估，鱼种的生物学及生命史特徵就可作为替代参数，以推

算该鱼种的生产力及资源重建能力。 

Juan-Jordá从生物学及生命史的层面，检验会让鱼种较容易受渔捞活动影响

的原因，并分析在判断鱼种脆弱程度上最有用的生命史特徵。渠搜集鲔鱼种及其

亲属－鲭鱼的生命史资料、资源利用现况、生物量轨跡（biomass trajectory）及

过去 50 余年的渔捞死亡率，藉此判断出最容易受渔捞活动冲击，且最可能因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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捞活动而导致资源下降并陷入过渔（overfished）状态的鱼种。 

在研究渔捞死亡率后，Juan-Jordá发现，主要分布在温带水域且生命史较慢

（成长速度较慢且寿命较长）的鲔鱼及鲭鱼系群，跟其他快速生命史（成长速度

较快且寿命较短）的系群相比之下，比较有可能经历较快且规模较大的生物量下

降情形，且有较高的机率陷入过渔。因此，大西洋黑鲔、白腹鲭等温带鱼种，比

正鲣、黄鲣鲔等热带鱼种，对渔捞压力更为敏感。 

比起最大体长，成长速度及寿命等生命史特徵，才是预测生物量下降速度与

程度的最佳参数。而在缺乏有效资料的情况下，鱼种的成长速度及寿命，也可能

作为其生产力指标及面对渔捞活动之抵抗力的替代参数。 

令人注意的是，尽管所有的鲔鱼种都非常相似，同样拥有流线体型及快速游

泳能力，但其生物学、生命史或族群动态（population dynamics）却有显著差别。

该等生物学上的差异，正好可以解释为何有些鱼种对良好之渔业管理的反应更快

且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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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渔业 

日本秋刀鱼产量呈现 10 年来最低迷的渔况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日本秋刀鱼渔况持续不佳，迄今年 8 月底为止卸鱼量较去年减少了七成（如

图），是近 10 年来最低的渔获量。而且渔场还是离日本很远，成群密度还是稀

薄，未来的情势依然无法令人期待，依据日本全国秋刀鱼棒受网渔业协会的统计，

今年 7-8 月流网及大小棒受网累计 3,750 吨，较去年同期减产 73％，是过去 10

年最低的渔获量，为 2010 年渔获量的一半而已。附带一提的是日本 2010 年秋刀

鱼之 TAC 为 45.5 万吨，但总渔获量不到 20 万吨，是渔况极差的一年。今年 8

月底秋刀鱼 10 公斤装售 7,562 日圆，是前年同一时期的 3 倍。 

 

渔获不振完全是因为今年从渔期开始改善不了渔场远、成群密度疏之事实。

即使时序已迈入 9 月，此一倾向还是一样，依据日本渔业咨询服务中心表示，9

月 2 日秋刀鱼渔场离根室、花咲东方 500 公里以上的近海形成。8 月底渔船曾在

近海进行捕捞，有不到 200 吨的卸鱼量，但鱼体大小以不满 100 克之中小型为主，



 

 18 / 28 
 

渔船作业渔场只好再远移。远方渔场以大型鱼为主，据该中心表示，体长 32 公

分以上的特大号的平均体重达 180 克，体长 29-31 公分之大号的平均体重为 160

克，然而成群密度低，大型船只的渔获量平均 10 吨，为始终无法向上提升而困

扰不已，而俄罗斯与韩国也同样传来渔获不佳的消息，应是秋刀鱼来游量失调的

问题。虽然期待渔况会好转，但鱼群容积一点变好的征兆也没有，行情充满不安。

因此花咲的港边价格仍然维持 1,000 日圆的高价，日本量贩店还是以解冻的秋刀

鱼为主，尝鲜之商战似乎还是因资源问题而未开打。 

 

 

日本鱿钓界致力推广渔船装设 LED 集鱼灯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日本北海道鱿钓渔业协会（会长：佐藤正美）为推动鱿钓渔船装设 LED 集

鱼灯，将于近期内设置“省能源机器导入普及协议会”（以下称“普及协议会”）。 

渠等认为，鱿钓渔业经营受到燃油价格高涨影响而日益严峻，导入已取得各

方面试验实绩的 LED 集鱼灯，将有助于削减经费。 

对此，水产厅于 2013 年度“产地水产强化支援计划”中追加 LED 集鱼灯等

省能源机器设备的援助项目。只要产地协议会（由市钉村、渔协与渔业者团体组

成）拟订的计划获得承认，便能取得二分之一以下的补助金援助。 

近期内将设置的普及协议会将制成(1)LED 设置费用与适用规模的概要、(2)

针对现况与设置 LED 的经费等进行比较、(3)已设置 LED 渔船的渔获状况变迁、

(4)补助计划的必要事项等产地协议会拟订计划时所需参考资料，以申请前述补

助计划并予以妥善运用。 

由于函馆的鱿钓渔船已有 LED 集鱼灯的试验实绩，因此普及协议会打算邀

请北海道南部的鱿钓渔业团体与当地渔协（包括渔业者在内）加入，此外，亦将

邀请 LED 集鱼灯制造商与水产厅等相关单位参加或予以协助。而第 1 次协议会

会议则预计 9 月上旬在函馆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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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沿海国共商渔业管理优先事项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印度洋渔业国家正站在提升永续鲔渔业管理的十字路口上。今年度印度洋鲔

类委员会（IOTC）年会最终达成重大决议，改善该区域鲔鱼资源之管理，现在

端赖会员国鼎力合作才能有效达成此目标，尤其是印度洋沿岸国之间。 

鉴于马尔地夫等沿海国在鲔鱼管理所扮演的角色日益吃重，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今年 6 月于马尔地夫举办研讨会，共有 17 个国家出席，其中 16 个为

IOTC 会员国。研讨会旨在讨论如何促进沿海国能力建构（capacity building）及

相互沟通，最终目标为沿海国间互相合作，以期在 IOTC 年会中通过普获支持的

管理措施。 

研讨会的第 1 天探讨全球及印度洋良好渔业管理的原则为何。今年 IOTC 年

会时，各国同意发展建构渔获管控规定（harvest control rules, HCRs），并著手

规划 HCR 架构，修改及通过原先由马尔地夫提出的鲣鱼、黄鰭鲔、大目鲔、长

旗鲔及剑旗鱼临时资源参考点（reference point），朝全面性实施预警措施往前迈

进一步。至于如何公平分配配额则为另一个尚待解决之重大议题。理想上，应该

有套事先同意的方法来分配配额，但在实际运作上却是困难重重。为克服此问题，

IOTC 配额分配标准技术次委员会（IOTC Technical Committee on Allocation 

Criteria, TCAC）应运而生，然而，印度洋区诸国应先发展解决此议题的能力。 

许多印度洋沿海国家于会中再三强调需取得更多科学资料，俾利于渠等渔业

管理决策；而多数国家亦需要外界协助，以落实执行管理措施及确保业界遵守纪

律。拥有相同责任、关切及目标，诸多与会者主张应比照中西太平洋岛国，建立

如同太平洋岛屿论坛渔业局（FFA）之区域行政机构（regional executive body），

此类型机构除了为沿海渔业国发声外，亦可帮助有限资源的国家建构能力，处理

渔业管理议题。 

研讨会最后决议，在 WWF 资助下，于 2014 年举办 2 场策略会议（strategic 

meeting）。第 1 场将在 IOTC 年会前于斯里兰卡召开，讨论草拟提案及拟定优先

顺序。第 2 场会议则订于 IOTC 年会后于模里西斯举办，讨论年会通过的措施及

执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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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阿根廷鱿呈现 5 年来难得的丰收现象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日本作为加工原料之阿根廷鱿（Illex argentinus）其供给呈现长期低迷之现

象，但今年之输入量预期会大为增加（如图）；这是受惠于阿根廷水域出现了 5

年来难得的丰收，加上向来抢得先机的欧洲因经济不景气需求下滑，阿根廷之内

需价格又疲软，因此与日本的进口合约非常热络。 

今年阿根廷渔船于 2 月正式进入阿根廷鱿渔期，7 月底已大致结束，根据当

地的统计 1-7 月之渔获量比去年同期成长了九成，约有 17 万 6,500 吨，这是 5

年来首次突破 10 万吨的年渔获量。另外阿根廷的公海尚有台湾与中国大陆等外

国渔船在作业，所以实际渔获量还要更多。阿根廷鱿是干燥鱿鱼丝、盐醃、烤鱿

鱼等之原料鱼，近年来由于当地的渔获低迷，渔获均先行输往欧洲，只有一些小

型的鱼体的输往日本作为鲔钓之钓饵，加工原料几乎没有。今年渔获量增加，欧

洲不景气，加工日本国产之日本鱿渔况不佳，加工原料不足，亟需由国外补充原

料鱼，因此加速了增加输日量，而且以大型鱼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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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希望进一步扩大鲔鱼等水产品的对日出口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土耳其伊斯坦堡出口商协会（Istanbul Exporters' Association）会长，同时也

是土耳其最大鲔鱼贸易商 Group Sagun 的总经理 Ahmet T. Sagun，于日前接受日

刊水产经济新闻专访时表示，希望能进一步扩大鲔鱼等水产品的对日出口。 

2013 年是土耳其建国 100 周年，土国政府打出总出口额 5,000 亿美元的经济

发展目标，其中水产品的出口目标值为 20 亿美元。 

土耳其出口至日本的水产品中，金额最大的是鲔类产品，去年出口额为 550

万美元，前年则是 448 万美元。目前大西洋鲔类国际保育委员会（ICCAT）将大

西洋黑鲔的配额订为 1 万 3,400 吨，其中土耳其仅分到 556 吨，这让 Sagun 感到

非常不公平。今年 11 月即将召开 ICCAT 年会，Sagun 希望届时日本水产厅能够

支持土耳其。 

目前土耳其养殖黑鲔的改良与日俱进，仅使用鲭鱼、沙丁鱼等生饵餵食，接

近野生的饲养状态。Group Sagun 将自今年 9 月底开始，在海中设置摄影机，24

小时监控黑鲔的成长情形。这是因为该公司最为重视品质。 

除鲔鱼外，土耳其也出口海鲈，主要市场是欧洲，不过也希望增加对日本的

海鲈出口。 

日本对土耳其的出口以工业制品为主，品项繁多。目前土耳其对日本的出口

值，仅有日本对土耳其出口值的十分之一。由于土、日两国长久以来关系友好，

因此 Sagun 希望能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土耳其与韩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

后，双方的贸易量即增加。Sagun 也希望土、日能尽早签订 FTA。因为关税降低

后，贸易量自然会随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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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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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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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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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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拟降低渔业课税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英国渔政单位（Seafish）14 年来首次寻求降低其标准课税率，而这项动作

据称有助于减少水产业中 90％业者的财务负担。 

降低 10％课税的提案旨在解决适用于大多数鱼类和贝类的税率，以及泥蚶、

淡菜、海螺、远洋鱼类、鱼粉用鱼和进口鱼粉较低税率之间的不均。 

Seafish 执行长 Paul Williams 表示，在过去几个月里审视了一些不同的选项

后，咸认已经得出最公平、最简单的解决方案，以帮助减少绝大多数支付课税业

者的财务负担。然而是否采用该方案将由产业来决定。 

提议的降低税率将使海洋鱼类（但不包括泥蚶、淡菜、海螺或英国渔场范围

内进行表层渔业转运之初次销售的表层鱼类、或是贩售做为鱼粉的海鱼）由每公

斤 0.9030 便士降至每公斤 0.8100 便士。Seafish 表示，降低税率也将使其收入由

每年 800 万英镑降至 720 万英镑。 

产业界最迟得于 2013 年 9 月 6 日前回应该提案，Seafish 届时将收集和分析

业界回应后于 2013 年底公布回应文件与正式提案。若提案通过，新的税率将于

2014 年 4 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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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科普 

 

世界鱼浆减产供给吃紧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2013 年 8 月 10 日在日本东京都举行“日本鱼浆论坛”，显示 2013 年世界鱼

浆原料鱼生产量较前年之 85 万吨约下降 8％，即到今年底可望达 79.1 万吨之产

量。加上东亚国家对鱼浆制品之需求急速增加，每年约成长 10％，因此论坛指

出鱼浆有世界性供应短缺之虞。 

就鱼浆之原料鱼而言，明太鱈 22.5 万吨，南方水系之红姑鱼鱼种 51.3 万吨，

鲭、鰮为 1.3 万吨，产量均较去年有些许下降。区域别之生产状况是北美的明太

鱈因渔获配额增加，而产量有增加之可能，但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大

陆、印度产的鱼浆均预期会减产。东南亚鱼浆原料鱼的减少是由于资源管理问题

而抑制渔获，加上燃油与制造成本上升，世界鱼浆行情上涨又不如预期，导致这

些国家自我克制渔业活动。 

论坛也谈及各国鱼浆供给的现状及预测，日本由泰国输入的鱼浆，由于其国

内需求殷切以及原料鱼资源问题，预期输日鱼浆会减少 20％。泰国国内鱼浆制

品的需求年年提高，今年较去年可能提高 10％，预计会从越南进口 1.3 万吨以上

的鱼浆。 

 

远洋鲔渔船解决冷媒问题有迫切感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为了防止破坏臭氧层而阶段性的限制冷冻系统的冷媒使用策略，而引起所谓 

“冷媒问题”，对远洋鲔延绳钓渔船的超低温冷冻设备也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其

所使用的冷媒 R22，到 2020 年除少部分例外，新冷冻设备的生产决定禁止使用

R22 作为冷媒，但有同样经济性与功能性的替代冷媒却尚未开发出来。而且渔船

上的冷冻设备与陆上设施不同，受限于吨数及成本面，对现有渔船的影响更大。 

2010 年起，新规定设备禁止使用 R22 冷媒，因此其后建造的鲔延绳钓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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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用的替代冷媒使用(1)所谓混合冷媒的 R404A；(2)自然冷媒的氨与 R23 组合

的二元冷冻方式，此两种方式均往证实化的方向进展中，对于臭氧层的破坏系数

也都为 0 的冷媒，但 R404A 在现阶段其消耗电力比 R22 者增加两成，二元冷冻

系统则需增加设备，现有船恐难利用第 2 种方式。 

目前新造船时，两替代冷媒方式的使用，如果以采用省能源型或加大船的吨

数方式来进行的话均是可行的，但现行船只就不能使用第 2 种方式。况且使用第

1 种方式，需要改造费达数千万日圆，往后不但不能省能源，反而增加日益高涨

燃油的消耗，进一步增加营运成本。另一个问题是地球暖化系数的问题，R404A

与 R23 的暖化系数都很大，现阶段虽然尚未限制使用，但不久的将来为避免热

排应会有限制措施，如依排放数值的比例而课税，所以其使用前景当不能乐观看

待。 

2020 年以后，现行船只继续进行渔业活动的话，一定要使用(1)R404A；(2)

回收 R22，以再生利用；(3)与 1989 年比以 5％为上限的 R22，其限制以例外排

除方式可继续使用至 2030 年；(4)R422D（与 R22 类似冷媒）等 4 种方法。然而

第 4 种方法，R422D 的机能不够安定，而且价格高昂，第 3 种冷媒则由目前货

源不足，且必须与陆上产业竞争货源，补给源不见得能确保。而第 1 种则如前所

述，所费不低。剩下只有第 2 种方法，其优点是不必要改造船上的设备，依船龄

使用至 2030 年禁止使用为止的可能性最高，然而再生所需的成本有多高，及再

生过程的损耗，目前尚不明瞭，所以其数量的确保等问题存在。再者，中国大陆

等开发中国家迄 2030 年为止，是准许使用 R22 的。如此一来会扩大与已开发国

家间的生产成本差，日本企业的生产更限于严酷的环境下。 

不破坏臭氧层与零增加暖化负荷的单独使用氨冷媒，以-45℃下限的超低温

日本远洋与近海渔船正在导入中，据称也合乎鲔鱼保鲜需求，然而远洋鲔渔船要

求维持现行的-60℃超低温，又要零暖化负荷的万能冷媒目前还不存在。所以解

决的道只有建议以空气冷媒作为自然冷媒了。然而，其须有大型化机器来压缩空

气，其不但增加成本，又有船内噪音问题等，有待克服，而解决这些课题由民间

出资研究有其困难。用桌上的计算能适应的冷却对象也是食品而已，因此如果不

紧急加以引导，没有充分的时间可挑战替代冷媒的实证化阶段的讨论。远洋鲔渔

船的冷媒问题，如果像道路八方壅塞那样，而 R22 的生产又有时间界限（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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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的话，20 年的大限一晃就到了。 

 

 

气候变迁威胁东非野生动植物资源及人民生计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东非艾伯丁裂谷（Albertine Rift）的野生动植物对当地居民生计而言至关重

要，然而，根据野生动植物贸易调查委员会（TRAFFIC）及国际自然保育联盟

（IUCN）联合研究报告，气候变迁正威胁该区域野生动植物之生存。 

  TRAFFC 及 IUCN 的联合报告使用 IUCN 所发展的开创性研究方法，检视物

种的生物及生态特性，评估是否能适应或易受气候变迁影响。 

 

  艾伯丁裂谷区域的野生动植物共约有 2,358 种，科学家并发现其中有 33 种

植物、25 种爬虫类、24 种哺乳类、19 种淡水鱼种、17 种鸟类及 14 种两栖类是

人类常利用的物种，但却亦受气候变迁影响。 

  许多居住于艾伯丁裂谷附近的居民，其生计十分依赖该等野生动植物，更有

许多人系藉由加工或交易，间接受惠。 

  野生动植物的利用从燃木、食物、医药到生态旅游、猎游（sport hunting）、

建料等，范围相当广泛，而野生动植物的出口更是对艾伯丁裂口附近国家之国内

生产毛额（GDP）贡献卓著，尤其是水产品出口。 

  TRAFFIC 表示，艾伯丁裂谷的生物多样性支撑当地数百万居民的生计，

了解气候变迁如何影响该区域的动植物是发展出有效因应策略的根本，而

TRAFFIC 更希望能将此方式应用于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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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学者研究指出渔业补贴阻碍岛国渔业发展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鲔渔业在中西太平洋是一极具价值的产业，2009 年产值约 41 亿美元，惟并

非所有国家均能平等参与。相关政府通常提供补贴予船队，抵销渔船作业所需的

燃油成本或其他生产成本，以降低捕鱼成本及提升渔船获利。 

加拿大卑诗大学 Rashid Sumaila 教授于海洋政策（Marine Policy）期刊发表

“对中西太平洋鲔渔业的补贴”研究指出，各国政府补贴在中西太平洋水域作业

的鲔渔船，系寻求该等渔业产生的整体利益。该研究发现在该水域作业的 29 个

国家中，有 8 个开发中国家的 60％港边卸鱼价值源自政府逾半的补贴。倘计入

该等补贴，2009 年在该水域捕捞鲔鱼尚损失 7.535 亿美元（如表）。 

此外，该等补贴使外国鲔渔船得在低成本下作业，当地渔民通常无法在其国

家水域和外国渔船竞争使用资源。 

 

表 中西太平洋国别和地区捕鱼成本及补贴分析 

 

国別 卸鱼价值 

（百万美元） 

捕鱼成本 

（百万美元） 

补贴 

（百万美元） 

净资源收入 

（百万美元） 

日本 888.47 486.92 305.11 96.44 

韩国 543.68 338.90 236.54 -31.76 

印尼 463.12 360.61 234.71 -132.21 

菲律宾 404.58 402.38 193.56 -191.35 

美国 367.46 289.48 137.05 -59.07 

巴布亚纽几内亚 273.65 450.00 118.83 -295.18 

中国大陆 287.13 164.67 83.12 39.34 

台湾 433.50 296.91 54.16 82.42 

万那度 79.67 124.82 22.51 -67.66 

密克罗尼西亚 38.30 49.13 22.41 -33.23 

西班牙 32.19 14.20 18.21 -0.23 

斐济 43.21 49.98 14.17 -20.94 

法国 30.87 25.47 11.42 -6.03 

马绍尔群岛 55.38 93.73 11.23 -49.57 

澳洲 16.26 14.45 8.69 -6.88 

吉里巴斯 24.48 43.11 7.65 -26.28 

索罗门群岛 22.42 36.94 2.90 -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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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亚 11.43 16.20 2.78 -7.55 

新西兰 47.32 76.64 2.31 -31.63 

厄瓜多尔 5.22 1.99 1.19 2.04 

贝里斯 1.30 0.20 1.03 0.07 

萨尔瓦多 8.76 3.37 0.97 4.43 

东加 1.43 1.29 0.74 -0.60 

加拿大 0.00 0.00 0.00 0.00 

诺鲁 0.00 0.00 0.00 0.00 

帛琉 0.00 0.00 0.00 0.00 

塞内加尔 0.00 0.00 0.00 0.00 

吐克劳 0.01 0.04 0.00 -0.02 

吐瓦鲁 4.19 4.82 0.00 -0.62 

总计 4,084.04 3,346.25 1,491.27 -753.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