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需要進行轉運改革以確保合法可查驗的 
漁獲轉運
更完善的監督和控管措施是全球海鮮供應鏈中的重要一環

摘錄自 2018 年 2 月報告

概要
漁獲轉運是全球漁業中很重要卻多半不為人知的部分，數以百艘的冷藏貨船（又稱「運輸船」）航行於海上， 
轉運上千艘漁船上的新鮮漁獲，並運至岸上進行處理。 

轉運的產品當中大部份為鮪魚，包括黑鮪魚、大目鮪魚、黃鰭鮪魚和正鰹鮪魚，原因之一是新鮮漁獲在市場上
的價值較高。然而，轉運的產品其實涵蓋各式各樣的海產，包括鮭魚、鯖魚和螃蟹。雖然將漁獲從一艘船轉至另
一艘船似乎無不妥之處，但要是缺乏有效的監督及控管措施，有機會讓不肖業者為了取得金錢上的好處，進而
趁機隱瞞或修改有關捕魚作業方法、捕獲的品種或數量，以及捕魚地點的資料，而這些做法都會造成非法、 
未通報及未受管制的 (IUU) 捕撈行為。 

轉運足以帶來嚴重問題，是因為大部份轉運都是在主管單位看不見管不著的地方進行，特別是在遠離陸地的海
域中，即使在港內，也會因為檢查能力有限，或因程序及協議不足，而無法保證可進行適當監督。非法轉運的經
濟影響非常巨大，專家估計，每年光在中西太平洋地區，就有總值1億4千2百萬美元的鮪魚及類似鮪魚的產品在
海上非法轉運，1更糟的是，缺乏透明度可能會促成有利於其他犯罪活動的條件，例如販運武器、毒品及人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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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迫切需要更多及更強大的控管措施。多個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 (RFMO) 已同意採取管理措施，但這些規
範的實施與效益卻有很大的差異，而目前並無全球一致同意的管理轉運最佳實施辦法。 

本文特意提出這個問題的範圍和規模，涵蓋一套最佳實施辦法，並勾勒出改革 RFMO 轉運管理的途徑，當漁業
管理人員在考慮採用或加強規範時，此處提出的要求可作為指南。不管轉運活動發生的地點為何，確保所有轉
運活動皆合法且可查驗，可大幅降低發生 IUU 行為的機會，而這一點反而對合法運作的業者有益。

什麼是轉運？
海上轉運指的是在港口以外的地方，將魚或其他海洋生物從漁船轉運到運輸船上。這種轉運行為通常發生在
公海，該處並不屬於任何國家之專屬經濟海域，因為漁船不必駛回港口，船員即可繼續捕撈作業，此種做法可
更迅速將海產運送到市場上，同時增加新鮮度及價值。

港內轉運指的是當船隻停靠或下錨停泊在港口邊的指定地點，並在某個國家的領土海域內時，將魚或其他 
海洋生物進行轉運的行為。此種轉運方式較容易受到國家主管單位的監督與檢查，但漁船必須離開漁場回到
港口，並將漁獲卸到運輸船上。

圖 1 顯示轉運作業的一般步驟。 

Jeff Rotman/Getty Images Reinhard Dirscherl/Getty Images

轉運作業中常見的魚種為黃鰭鮪魚（左）與竹筴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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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轉運機制 
大批漁獲可以從一艘船迅速搬運至另一艘船上

在世界各地的海洋上，任何時刻都
有數以百艘的漁船與運輸船進行
作業。

漁船船東會向海鮮業者及運輸船
業者要求並協調進行海上轉運， 
藉此清空漁獲，以避免返回港口。 

船隻會在海上或港口內會合並交
換產品。漁船將海鮮卸至運輸船，
而通常運輸船會提供補給品與 / 
或燃料。此過程需數小時或更久
的時間進行。

轉運的鮪魚產品通常分為三類：新鮮
度與價值有直接關聯的生魚片等級 

（黑鮪魚、大目鮪魚與黃鰭鮪魚）； 
經常在港內進行轉運的正鰹鮪魚； 
以及非法產品，例如魚翅。 

資料來源：皮尤慈善信託基金會 (Pew Charitable Trusts)

© 2018 皮尤慈善信託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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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討：中西太平洋的轉運作業
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 (WCPFC) 承認，海上轉運是相當普遍的做法，但未充分管理與通報時，海上轉運會造
成漁獲量記錄不準確以及在公約水域發生 IUU 捕撈行為的情形。事實上，WCPFC 公約規定，委員會成員必須
鼓勵漁船進行港內轉運，方可支持確保準確通報漁獲量的努力。3

儘管有這項命令，但是海上轉運事件的數量與牽涉的漁船數目在過去六年內不斷增加，這種活動已成常態， 
而非例外情況。 

例如，在 2017 年 WCPFC 中有 52% 的漁船獲准在公海轉運，其較 2016 年的 49% 微幅上揚，但是較 2015 年的 
40.5% 大幅增加。4 

2016 年該地區的所有轉運作業中，有 39% 發生在海上，較 2015 年的 36% 與 2014 年的 26% 增加。以總漁獲
量計算，三種主要的鮪魚品種（長鰭鮪魚、大目鮪魚和黃鰭鮪魚）已通報的海上轉運比例從 2014 年的 19.2%  
增加為 2016 年的 22.5%，儘管這些鮪魚的延繩釣總漁獲量減少 15%，或超過 40,000 公噸。當中變化最大 
的是通報長鰭鮪魚在公海上轉運的比率，該魚種在總漁獲量中的占比在兩年內從 11.8% 增加到 25.3%，成長超
過一倍。5

這些趨勢明確說明需要在 WCPFC 公約水域內增加更多關於轉運的規定，以確保能全面有效地控管這些活動，
降低非法捕撈的情形。

數百公噸的鮪魚卸至密克羅尼西亞聯邦在波納佩島上的港口設施，這些漁獲會在此進行檢查、處理及販售，多半都會再出口。

Adam Bas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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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11-16 年間在 WCPFC 海域內通報的公海轉運資料 
事件數量增加

資料來源：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年報，2014-17 年

© 2018 皮尤慈善信託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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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中西太平洋通報轉運的數量與地點，2014-16年
在公海發生的轉運作業愈來愈多，在港內則愈來愈少

圖 4

必須提交轉運報告的運輸船比例，2014-16年
數字顯示主管機關缺乏完整的資訊

資料來源：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年報，2014-17 年

© 2018 皮尤慈善信託基金會

資料來源：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年報，2014-17 年

© 2018 皮尤慈善信託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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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運改革的必要元素
轉運可迅速有效地將漁獲產品運送至市場，尤其是生魚片等級的鮪魚，然而，當這些活動未受到適當監督與 
規範時，不肖業者可能誤報、掩飾非法漁獲、或是在轉運時進行其他非法活動。轉運監督必須在三大方面進行
改善：

•• 通報：書面通報轉運活動依然為常態。這些通報送達主管單位需要時間，因此，主管單位在幾個月內未必能
夠對這些資訊採取行動。需時冗長，讓找出問題或阻止問題變得困難重重。
•• 監督：鮪魚 RFMO 並未規定要確認轉運通報的正確性。船隻報告不需與獨立收集的資料來源（例如船隻監

督系統位置通報、電子監督圖像或觀察員日誌）進行比對。
•• 資料共享：相關主管單位（國家級、次地區級、地區級）或科學機構間很少分享轉運的通報及其他資訊。這樣

會阻礙適當追蹤與稽查轉運活動，也讓科學家無法充分運用這些資料。

Luke Duggleby

泰國漁船停靠在曼谷附近的湄南河，並卸下冷凍鮪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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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有效轉運監督與查驗計畫的關鍵因素
從頭到尾，每個階段都需要適當的溝通與通報規範

第 1 階段：離港前
運輸船與漁船必須具備：

 • 具備標準化通報格式且可正常運作的電子通報系統
 • 可正常運作的船隻監督系統 (VMS)，並訂定特定程序，以備 VMS 故障或失

效時使用
 • 可正常運作的電子監控系統或有觀察員在船上

注意：這些系統的資料必須提供給沿岸國家，並接受船旗國及相關 RFMO  
的稽查

第 2 階段：轉運前
運輸船與漁船必須具備並提供： 

 • 相關政府當局的轉運許可
 • 在轉運前至少 24 小時發出電子通知 

運輸船必須提供： 

 • 進入公約水域並有意進行轉運的電子通知，包括確認可正常運作的船隻監
督系統和載有觀察員或配備電子監控系統

注意：必須向相關船旗國、沿岸國及港口國發出通知，並接受相關 RFMO  
的稽查

第 3 階段：轉運
運輸船與漁船必須確保：

 • 電子監控系統或觀察員能獨立記錄每艘船上的事件，以及轉運漁產品的數
量及種類

第 4 階段：轉運後
運輸船及漁船必須提供：
 • 在 24 小時內向相關主管機關提出電子聲明 

觀察員必須提交：
 • 獨立報告給相關主管機關

注意：必須向相關船旗國、沿岸國、港口國及相關 RFMO 提供資訊，RFMO 接著
會稽查這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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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之道
對世界上多數的漁業來說，其轉運作業的規範是根據漁場水域是屬於哪個 RFMO 而定，但是，我們並沒有一 
套全球的標準，這表示各個規定差異極大（尤其是五間鮪魚 RFMO 內部），這會造成規範與通報有極大的差異
與不一致。

近年來，聯合國重點著手轉運改革，該大會的 2014 年永續漁業決議呼籲各國與 RFMO 合作，共同為轉運制定
並採用有效的監督、控管與監視措施。6 

該決議也呼籲各國支持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FAO) 研究轉運的措施並訂定適用於全球的準則，這是令人鼓
舞的第一步，但是這個首次呼籲並未落實到行動上，全球漁業應一同要求 FAO 的漁業委員會正式啟動制定這
些準則的流程。

Luke Duggleby

為了提高當責性及透明度，並同時減少非法漁獲進入市場的機會，有必要強制規定更多近乎即時的通報、分享、查驗與稽查轉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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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邁向國際轉運規範的途徑 
聯合國決議已於 2014 年啟動流程，但還需更多行動

© 2018 皮尤慈善信託基金會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的漁業委員
會制定轉運準則

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依據準則採用
轉運的規範

聯合國呼籲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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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轉運是漁業中重要且持續成長的一環（尤其是鮪魚業），但若是未制定適當的規範與通報規定，這些活動可能
為非法捕魚與非法捕撈產品的行為開啟後門。雖然數個國家與 RFMO 已開始更嚴密管理轉運作業，但全球仍
需採用一套完整的最佳實施辦法，才能保證全面性地遵循法規並進行資料收集。 

藉由船旗國、沿岸國和港口國以及 RFMO 與國際社會同心協力，就可以制定並實施規範，確保所有漁獲的轉運
都合法且可查驗，且 IUU 捕撈行為的機會也會大幅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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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kvosburgh@pewtrusts.org 
專案網站：pewtrusts.org/endillegalfishing

若欲了解更多資訊，請至： 
pewtrusts.org/transshipment 
pewtrusts.org/tuna
pewtrusts.org/endillegalfishing

皮尤慈善信託基金會 (Pew Charitable Trusts) 憑藉知識之力量解決如今最具挑戰的難題。皮尤基金會運用嚴謹的分析方法改進公共政策、
增進公眾對相關議題的了解，推進活躍的公共生活。

http://www.pewtrusts.org/en/projects/global-tuna-conservation
http://pewtrusts.org/transshi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