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足高雄 放眼世界 

台灣遠洋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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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遠洋漁業 
讓我們被世界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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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灣是遠洋漁業大國，高雄的前鎮漁港則是台
灣遠洋漁業大型船隻重鎮。 

由媒體報導談起…. 

    1. 歐盟如祭紅牌   台遠洋漁業恐損失數十億   

        元. 蘋果日報 (2016/06/16) 

    2. 臺灣遠洋漁船的血腥事實 

        (2016/04/13 “綠色和平組織”新聞稿) 

說明：什麼是紅牌?什麼是黃牌?什麼是IUU 

                 (非法/不報告/不受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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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遠洋漁業 

• 遠洋漁業係指漁船在我國200海浬專屬經濟海
域外從事漁撈作業的漁業 

• 拖網船曾是台灣遠洋漁業主要船型之一，現則
以鮪延繩釣船、鰹鮪圍網船、魷釣兼秋刀魚棒
受網船為主 

• 主要魚獲物為長鰭、黃鰭鮪、大目鮪、黑鮪、
正鰹、魷魚、秋刀魚等，以外銷為大宗 

• 以全世界的港口為基地，進行漁獲卸售與漁船
整補作業 

4 



5 



6 



二、遠洋漁業特色 

•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通過賦予沿岸國
設立二百海浬經濟水域的權力，引發遠洋
漁船得進入他國專屬經濟水域作業的入漁
合作需求，推動與沿岸資源國進行漁業合
作的契機，進而開啟和諸多資源國的漁業
合作關係。 

• 針對不同漁種在不同的區域有不同的區域
性管理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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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漁業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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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遠洋漁業特色 

• 為高度使用國際公資源的產業，許多強權
國將遠洋漁業定位為國家策略性產業 

• 台灣遠洋漁業規模揚名國際，唯以台灣的
土地面積/人口/市場/GDP在全球之佔比，如
此的產業規模建立在涉及使用國際公資源
的敏感領域，加上台灣特殊的國際定位，
招致不符比例原則的批判，特別引起國際
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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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年鮪釣漁業由日本鹿兒島縣引進台灣 

民國四十三年至民國五十九年間政府大力扶植六十年代縱橫三大洋 

民國六十六年鮪釣漁船產量已位居世界第四 

民國六十一年台灣魷魚業興起，至民國八十年，魷釣漁船數量已累
計達一百餘艘，年產量則躍升至十五萬公噸，躍居台灣海洋漁業單

一魚種產量之冠，為極重要之遠洋漁業  

民國七十一年底，正式引進鰹鮪圍網漁業，每年產值約臺幣五十至
八十億元 

三、台灣遠洋漁業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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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遠洋漁業發展歷程 

2. 船隻型態與船型發展： 

     A. 拖網船：民國六十至九十年代曾風光一時，但現已式微  

      

A 拖網船 漁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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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遠洋漁業發展歷程 

2. 船隻型態與船型發展： 

 B. 鮪延繩釣船：  

         B-1小型鮪延繩釣船(100噸以下)： 

                以東港、宜蘭、蘇澳籍船隻為主 

                木殼船—>小、中型玻璃纖維船(以冰鮮、空運為主) 

         B-2大型鮪延繩釣船(100噸以上)：以高雄籍船隻為主 

                木殼船—>中、大型鐵船—>中型玻璃纖維船 

         B-3鮪延繩釣釣船主要捕撈漁獲為大目鮪及長鰭鮪， 

                有配額之限制    

         B-4依其冷凍能力分為超低溫鮪延繩釣船(-60度)及長鯺鮪延繩釣船 

         B-5鮪延繩釣船隊遍及三大洋，全國大小船隻約2,200艘， 

                而中大型船隻大都集中於高雄，全盛時期約達五百艘， 

                目前為303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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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鮪延繩釣 漁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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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鮪延繩釣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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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鮪延繩釣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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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遠洋漁業發展歷程 

2. 船隻型態與船型發展： 

C. 魷釣船： 

         C-1可兼捕秋刀魚，目前約111艘 

         C-2 1000噸級造價每艘造價約NT$3.5億 

         C-3皆為高雄籍船隻       

     

17 



卷軸 

C魷釣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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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魚燈 

C魷釣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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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魷釣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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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遠洋漁業發展歷程 

2. 船隻型態與船型發展：   
D. 圍網船： 
  
         D-1 1500MT級新船造價每艘約美金1650萬，約台幣五億多 
         D-2 船上使用之網具一組約台幣二千萬元，使用年限約2-3年 
         D-3 船上配備直升機，以供搜尋魚群 
         D-4 每艘年產量約七千噸至一萬一千噸 
         D-5 目前台灣有34艘，若含國人經之外籍船約共有80餘艘， 
                 佔全世界極高佔比 
         D-6 皆為高雄籍船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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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國707號鰹鮪圍網船，
1984年10月建造，是台灣
第一艘自行建造的美式鰹鮪
圍網船。圍網具的締括環還
是使用舊式鐵環，因此，捲
收締括綱的桅柱旁，還設置
有締括環桿柱。 

D 圍網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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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圍網船 作業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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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圍網船 作業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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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圍網船 作業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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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海上工作艇拍攝圍網
海上揚網作業的情形 

D 圍網船 作業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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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小範圍，所有魚群被集中於網池中 

D 圍網船 作業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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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抄網將漁獲的鰹鮪魚
抄吊上母船 

D 圍網船 作業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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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抄網將漁獲的鰹鮪魚
抄吊上母船 

D 圍網船 作業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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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魚群被集中
於網池中時，
快速艇將浮子
綱拉掛艇上 

D 圍網船 作業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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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網船員的船上生活 D 圍網船 日常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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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遠洋漁業發展歷程 

3. 各船型主要捕獲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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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遠洋漁業發展歷程 

3. 各船型主要捕獲漁種 

• 長鰭鮪船：以捕撈棲息於海洋中層水域的
長鰭鮪為主。 

–長鰭鮪: 主要用途為製作白肉罐頭，銷售至世界
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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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鰭鮪(Thunnus alalunga) 

學 名: Thunnus alalunga 
英文名： Albacore  
俗名： 白肉串 

分類上屬鱸目、鯖科、鮪屬。 
 
體背藍黑、腹部銀白色，胸鰭特長且超過臀鰭是最明顯之特徵，因此名為長
鰭鮪。 
廣範分布於三大洋之熱帶、溫帶海域，北緯可達45~50度間，南緯可達30~40
度間之海域，惟赤道南北緯10度間較少發現其蹤跡。一般約體長40~100公分
間。其棲息之溫範圍在10~28℃之間，而最適水溫為10~20℃之冷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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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鰭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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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鰭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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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遠洋漁業發展歷程 

3. 各船型主要捕獲漁種 

• 超低溫低溫鮪延繩釣船：以捕撈黃鰭鮪及棲息在
海洋較深水層的黃鰭鮪、大目鮪為主。 
– 黃鰭鮪((Thunnus albacares，Yellowfin Tuna)俗名串仔。 

– 大目鮪(Thunnus obesus，Thunnus obesus)俗名大目
串，主要漁獲銷售市場為供應日本生魚片市場。 

– 黑鮪(Thunnus thynnus，Northern Bluefin Tuna)俗名
黑甕串，我國遠洋鮪釣漁船每年在地中海均有捕撈
之配額，但因作業成本考量，實際上目前已無船隻
在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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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鰭鮪(Thunnus albacares) 

學 名: Thunnus albacares 
英文名： Yellowfin Tuna 
俗名： 串仔  

分類上屬鱸目、鯖科、鮪屬。 
 
體背藍黑、腹部銀白色，第二背鰭、臀鰭及各離鰭均為鮮黃色為最明顯
之特徵，因此名為黃鰭鮪。  
廣範分布於三大洋之熱帶、亞熱帶海域，約為南、北緯40度間之海域。
體長最大可達200公分、體重170公斤以上，一般約體長150公分。其棲
息之溫範圍在18~31℃之間，最適水溫為19~26℃。主要棲息於水溫躍層
以淺，夜間比白天更接近表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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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鰭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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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鰭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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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鰭鮪 

42 



大目鮪(Thunnus obesus) 

學 名: Thunnus obesus 
英文名： Bigeye Tuna  
日文名:  
俗名： 大目串、短鮪 

分類上屬鱸目、鯖科、鮪屬。 
頭高眼大是其最明顯之特徵。大目鮪廣範分布於三大洋之熱帶、亞熱帶
海域，約為南、北緯40度間之海域。體長最大可達200公分、 
體重200公斤以上。其適水溫範圍在10~15℃之間。肉色鮮紅柔軟，主要
漁獲銷售市場為供應日本生魚片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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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目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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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目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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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黑鮪(Thunnus maccoyii) 

學 名: Thunnus maccoyii 
英文名： Southern Bluefin Tuna  
俗名： 油串 

 
分類上屬鱸目、鯖科、鮪屬。 
 
南方黑鮪主要分布在印度洋南緯30~50度之間的溫帶水域，屬高度洄游
魚種，體長最大可達225公分、體重達200公斤以上。在印度洋區其平均
體長範圍在160~200公分之間。  
南方黑鮪與黑鮪外形上主要之差別為南方黑鮪之胸鰭較長、尾部之隆起
稜為黃色。較常出現之覓食場所多在20℃以下之冷水域，最適水溫約在
10℃至15℃之間。目前所知之產卵場在爪哇、印尼南部與澳洲西北部海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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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黑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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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黑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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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鮪(Thunnus thynnus) 

學 名: Thunnus thynnus 
英文名： Northern Bluefin Tuna 
俗名： 黑甕串  

分類上屬鱸目、鯖科、鮪屬。 
 
為體型最大之鮪類，主要分布北半球的溫帶海域，包括大西洋(含地中海)及
北太平洋海域。屬高度洄游魚種，體長最大可達300公分、體重達680公斤。  
我國遠洋鮪釣漁船每年在地中海均有捕撈之配額，每年之三月至五月為主
要漁季。而太平洋黑鮪則在每年4月至7月間洄游經過臺灣東部海域，為我
國小型延繩釣季節性作業之高經濟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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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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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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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遠洋漁業發展歷程 

3. 各船型主要捕獲漁種 

• 大型鰹鮪圍網船：以圍捕生活在海洋表層
的正鰹及黃鰭鮪為主。 

–正鰹（Ｋatsuwonus pelamis，Skipjack）俗名煙
仔、卓鯤，主要用途為製作為紅肉罐頭，銷售
至世界各地。 

–日本調味用的“乾燥柴魚”也就是使用正鰹鮪
魚為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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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鰹（Ｋatsuwonus pelamis） 

英文名： Skipjack  
俗名： 煙仔、卓鯤  

魚體呈紡垂狀，腹部銀白色，側線下方有4~10條暗灰色之條紋。
一般體長約在80公分，體重約為2-5公斤。最大體長可達100公分、
體重約30餘公斤。分布於三大洋熱帶及溫帶水域。正鰹常群聚
於表層水域，魚群經常伴隨著漂浮物、鯨、鯊或其它鮪類，並
且有跳躍、索餌及海面產生泡沫等特徵。由於群聚之特性因此
成為圍網漁業主要之漁獲對象，以我國之大型圍網之漁獲組成
而言，正鰹約占80%，黃鰭鮪約占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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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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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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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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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遠洋漁業發展歷程 

3. 各船型主要捕獲漁種 

• 魷魚魷魚兼秋刀魚船： 

–以捕撈魷魚、秋刀魚為主。 

–主要銷售地為大陸、韓國、歐美、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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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分辨頭足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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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大西洋魷魚 

• 體型：身體中型。最大外套長40公分 

魷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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魷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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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機抵達時,2軍機升空護航 

搭乘民航機抵達福克蘭群島前, 
會有英國空軍的戰鬥機升空護航 

趣味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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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24日上午搭乘華航專機出訪巴拿馬等友邦國家，由空軍派遣3架雙座F-
16B型、1架單座F-16A型戰機，於我國防空識別區內隨伴總統專機左機翼後方
飛行，以維護三軍統帥安全。（圖／國防部提供） 

搭乘民航機抵達福克蘭群島前, 
會有英國空軍的戰鬥機升空護航 

趣味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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魷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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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台灣阿根廷魷魚的產量
為25.6萬噸 



秋刀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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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刀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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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業鏈的產銷整合 

1.資源端 

2.加工端 

3.市場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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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面臨的挑戰 

• 船員短缺 水準參差 

• 作業成本高漲 最近國際油價的下修頗有助
益 

• 產能過剩 價格競爭進入惡性循環 

• 大陸補貼政策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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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關注議題 

• 海洋資源的保育與永續 

• 環保團體(NGO)對永續及社會責任超乎法律
標準檢視 

• 資源國家強調自主發展權利的訴求 

• 市場對食安、永續、可追溯性的嚴格要求 

• 生態標章逐漸被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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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發展趨勢及解決方案 

• 強勢通路趨勢不變，通路自主品牌發展方
向不變 

• 瞭解市場需求，建立和市場端強勢通路/品
牌商的策略夥伴關係 

• 整合資源端、加工端及市場端的配置，符
合市場訴求的佈局，建立有效率的服務平
台 

• 運用產業實力、突破外交劣勢，做為參與
國際組織的有力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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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船下水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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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船下水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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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船下水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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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船下水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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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船下水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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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船下水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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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貨運搬船等待轉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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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網船在錨區轉載魚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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