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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即時報導獎

得獎媒體／商業周刊
新聞深度報導獎

得 獎 人／呂國禎、孫秀惠、陳筱晶等3人

國際暨大陸新聞報導獎

電親新聞報導獎

由廣大興號事件深入挖掘台菲漁業糾紛與海洋戰爭，仔細剖析
黑鮪魚銳減原因，報導內容紮實周延。本報導能掌握問題的
核心，並深入追蹤調查，兼具時效與深度，表現極佳。其中最
難能可貴之處在於，該報導雖是雜誌型媒體，卻能在短時間之
內，以深入並完整的方式，將相關層面一一報導，而採訪難度
相當高，實屬不易。

即時新聞攝影獎

得獎評語

專題新聞攝影獎

(由左至右)程思迪、呂國禎、孫秀惠、陳筱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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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菲海洋戰爭真相

槍•海權•黑鮪魚
黑鮪魚價格飆上天價之際，
世界的海洋也正在上演一場資源之戰，
在夾縫中求生的台灣，此刻要的不是主權，
而是海洋資源戰爭中的被尊重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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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五日，南海海域，我海空軍聯手
護漁。海軍派出最大、排水量達九千六百噸
的紀德級軍艦，率領著拉法葉隱形戰艦、諾
克斯巡防艦，空軍則出動幻象兩千、經國號
戰機，這場演習喊出：經濟海域往南推進兩
百海里，直逼菲律賓。
消息傳到南台灣的東港、小琉球，漁民
爭先恐後連忙運補油料、魚餌、搶漁工，一
艘接一艘的漁船，搶著出港到黑鮪魚洄游帶
捕魚。小琉球漁會總幹事蔡寶興說：「破天
荒有軍艦護航，這樣的機會千載難逢，能出
去的都出去了。」
一場台菲的海洋黑鮪魚大戰上場，台
灣東南部與菲律賓東方海域，密密麻麻布滿
了六百多艘漁船以及台灣海軍艦隊、海巡署
公務船，在黑鮪魚洄游台灣海域的最後一個

月，一場西太平洋的黑鮪魚大獵殺，正要展
開。

人頭，比鮪魚魚頭還多
海空軍大陣仗護漁，卻只抓回六條
然而，五月十六日早上的東港魚市場，
滿心期待的漁民又失望了。原本，他們以為
軍艦保護下，可以安心捕魚滿載而歸，但一
艘艘漁船進港後，才僅僅卸下六尾的黑鮪
魚。今年至今，台灣東港捕獲黑鮪魚數量持
續創下歷史新低，總數僅僅一百一十九尾，
對比曾有一天之內三、五百尾黑鮪魚入港拍
賣的紀錄，如今，魚市魚販的人頭比鮪魚魚
頭還要多。

國際暨大陸新聞報導獎

專題新聞攝影獎
即時新聞攝影獎
電親新聞報導獎

許建宗說，靠近陸地的食物（浮游物）
比較多，吸引魚類聚集，所以鮪魚也跟著來
獵捕其他魚類，因此每年台灣黑鮪魚季，牠
的洄游路線就是沿著菲律賓東邊的陸地走，
甚至就在菲律賓的領海內。
「這是黑鮪魚的天性，沒辦法改變。」
漁民想捉黑鮪魚，就必須到靠近菲律賓海
域，甚至靠近陸地，三十多年來一直如此。
然而，台灣漁民抓鮪魚賺錢，菲律賓則靠抓
進入領海的台灣漁船發財。小琉球船長林漢

新聞深度報導獎

冒險跨域，船上放六千美元備用

黑鮪魚洄游季，南海海域都要上演兩個月的
黑鮪魚戰爭。
而且情況越來越險峻。今年到廣大興
號事件發生前，六百多艘漁船才捕到五十多
尾，高達九成的漁船是空手而歸。我們到東
港一問才知道，在這之前的帛琉鮪魚季，小
琉球、東港漁民的收穫也很差，不僅漁獲量
少，而且一趟出海虧損上百萬元的耳語不
斷。
十艘有九艘漁船抓不到魚，就付不出更
多美元或高額贖金，菲律賓民兵、水警、海
軍收入，頓時減少。這讓菲律賓公務船難得
見到一艘肥羊上門，就追得更兇，台灣漁船
只能逃得更快，最後，變成菲律賓海軍猛烈
開火的海盜行為。
在小琉球船長眼中，廣大興號事件不是
首例，甚至不稀奇。但黑鮪魚大幅減少，在
抓魚與搶船雙方都賠錢的情況下，台灣船長
跟菲律賓累積三十多年的恩怨情仇，一口氣
爆發了。
然而，戰場不僅是黑鮪魚，也不限於台
菲之間海域。據聯合國統計，全球八五％的
經濟魚種已被過度捕撈。人類主要食用與捕
撈的四種鮪魚中，大目鮪、黃鰭鮪與長鰭鮪
已被列入世界自然保育聯盟（IUCN）瀕危物
種紅皮書中，若持續捕撈，將有絕種危機。
地球人口仍在持續增長、金磚四國的崛
起，對於魚類、對於海洋資源的需求卻更加
飢渴。因此，東港的黑鮪魚價格是十三年前

新聞即時報導獎

三代漁民，一個命運

德說，從他祖父、爸爸到他這一代，都是這
樣捕黑鮪魚，也都曾被菲律賓海軍、公務船
或民兵開槍打劫。
因此，台灣漁船船上一般要放六千美
元到一萬美元（約合新台幣十七萬元到二十
九萬元），隨時準備被菲律賓軍方抓到時，
要付贖金，遇到貪心的菲軍，不僅拿了船上
美元，還將船押往菲律賓方向，一路討價還
價，新台幣兩百萬元甚至八百萬元、一千萬
元，直到家屬匯錢才放人。
這樣的情形，台灣政府、農委會、國
防部、海巡署都知道，卻始終沒辦法跟菲律
賓談定漁業合作，任由漁民跟菲律賓私了，
長期下來，也演變成為台灣漁船抓海上黑鮪
魚，菲律賓則把台灣漁船當黑鮪魚抓。每年

公 共 服 務 獎

這也造成了東港華僑市場的黑鮪魚生
魚片應聲大漲，油花最多的黑鮪魚松阪生魚
片，一台斤喊價新台幣一萬元、次之的大腹
生魚片每台斤六千元，最終到消費者口中，
頂級黑鮪魚生魚片不是一口三、五百元，而
是一口兩千元。
這才是真相。黑鮪魚消失，激化了台灣
與菲律賓隱藏三十年多年的漁業糾紛。
十四年前，光是小琉球、東港的漁船，
每年可以釣到一萬一千多尾的黑鮪魚，去年
竟然才釣起了四百多尾；台大海洋研究所教
授許建宗推估，今年釣到兩百尾黑鮪魚算不
錯了。
魚變少了、不斷增長的需求卻推高魚
價，創下歷史新高，一口要價新台幣兩千元
的海洋戰爭正在進行。從台灣、菲律賓重疊
的經濟海域到帛琉、諾魯的太平洋島國，到
太平洋另一端的中南美洲的墨西哥，甚至北
大西洋的冰島跟歐盟、格陵蘭都打起了搶魚
之戰。
這一場海洋戰爭，先從菲律賓惡劣的海
盜行為，以及走險路成為世界第三大海洋強
國台灣漁民的故事說起。
對台灣來說，幸運的是，全球有六成
以上的鮪魚，產自靠近台灣的中西太平洋，
然而，其中體型最大、老饕眼中最美味的繁
殖期黑鮪魚，卻在台灣與菲律賓重疊海域一
帶，甚至就在菲律賓的領海內。
台灣漁民冒險到菲律賓海域、甚至進入
別人領海捕魚，其實是存在已久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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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獎

台灣很小，不僅領土很小、連經濟海域還跟別
人重疊，卻是世界上的海洋強國。聯合國糧農組織
（FAO）統計，台灣在鮪魚捕獲量居全球第四，僅
次於日本、印尼與西班牙。
台灣大型的圍網漁船排名世界第四、中小型鮪
延繩釣船隊僅次於日本排名世界第二。遠洋漁業年
產值超過新台幣四百億元，這還不包括登記為外國
籍、實為台灣人經營的船隊，實際產值加計有千億
元的水準。

新聞即時報導獎

稀少、高價，讓海洋大戰無法避免。

公 共 服 務 獎

的五倍，去年太平洋地區的黃鰭鮪魚價格漲了八成
多，就連捕獲量最大、而且沒捕獲量限制的正鰹，
也漲了超過五成，創下正鰹有史以來的新天價。

海，都是別人的

即時新聞攝影獎
電親新聞報導獎

菲律賓公務船出海打劫，一看
到台灣漁船就開槍、甚至丟手
榴彈逼停船，直到台灣海軍出
動，菲律賓公務船才不敢搶
劫。

專題新聞攝影獎

公務船變海盜

因此，正在上演的海洋戰爭，對台灣衝擊遠大
於世界各國，這已經不單是漁人在海上的搏鬥，而
是國家對國家的海洋之戰。
最激烈的戰場，是鮪魚資源最豐富的中西太平
洋，占了全球六成的鮪魚供應量。它看起來很大，
但卻是海洋強權的舞台、太平洋島國的海上金庫。
太平洋有一億五千多萬平方公里，但實際上，台灣
漁民能自由捕魚的地區卻很小，到處被劃滿了各國
的經濟海域，漁民們不能進入別人的經濟海域捕
魚。
其中，產鮪魚最豐富的四個帶狀公海，其面積
僅僅四百五十萬平方公里，只有太平洋的三％，而
其餘地區不是他國的經濟海域，就是遠離陸地、魚
群不集中而很難捕到鮪魚的海洋。
對台灣漁民來說，往東走，碰到的是屬於日本
的海域，僅僅一百一十公里，相當台北到台中的距
離，這是日本的與那國島，日本在這裡劃了一個兩
百海里經濟海域，台灣漁船闖入捕魚雖不會被搶，
卻會被罰錢與驅趕。
再往東到關島、塞班島到廣闊的太平洋，這
個海域，美國是老大，除了夏威夷、關島、塞班島
之外，還有一個鮪魚資源豐富的美屬薩摩亞群島。
這個小島面積比台北市還要小，卻擁有十二萬平方
公里的經濟海域，比台灣整個國家的領海面積來得
大。

國際暨大陸新聞報導獎

比北市還小的島，海域竟然大過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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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也占海為王
搶海洋大戰在各地開始，印尼學台灣在峇里島大舉成
立船隊，靠自己龐大海域搶海洋資源，將取代日本成
為全球最大鮪魚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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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誇張的是法國，擁有一個盛產鮪魚的
大溪地，連同周遭散布一百多個島嶼，劃起
的經濟海域超過四百萬平方公里，相當於一
整個歐盟，法國本土的八倍大、也讓法國成
為世界上第二大的經濟海域國家，僅次於美
國。
這些國家所占有的小島，不但能發展觀
光產業，還因此享有捕魚權。譬如，美國擁
有薩摩亞小島捕魚權，就能在這裡經營世界
第三大的大型圍網船隊，平均一艘船的一年
捕獲量，相當於十五萬台灣人一整年吃的海
鮮。強權國家擁有海域，自己經營船隊，從
海洋獲取資源。
沒辦法發展強大船隊的太平洋島國，
則是出租自己的海域收租金，甚至還可以聯
合起來關閉公海。二○一一年，包括帛琉、
巴布亞新幾內亞、密克羅西尼亞、索羅門群
島、吉里巴斯、馬紹爾群島、吐瓦 魯及諾
魯等八個太平洋島國或地區，就組成諾魯協
定：所有進入這八個太平洋島國或地區專屬
經濟海域捕魚的漁船，均不能在緊鄰這八個
國家的公海捕魚。這些島國甚至宣布，提高
入漁費以遏止捕漁船隻進入，避免更多的漁

船掠奪海洋資源，宣布明年起漲價，一艘漁
船一天的作業費本來是五千五百美元（約合
新台幣十六萬元），本打算漲價到八千五百
美元，在捕魚國家抗議之後，始緩漲至六千
美元（約合新台幣十七萬九千元）。
擁有海洋，就有龐大的經濟利益。別小
看這些島國，在地圖上很難找到的吉里巴斯
島，其經濟海域範圍卻高逾三百五十萬平方
公里，是陸地總面積的四千三百一十倍，全
國有四分之一收入，靠收取入漁作業費用。

魚，越搶越兇
3D捕魚法，一網打盡
也就是說，整個太平洋魚群最豐富，過
去可供世界各國自由捕魚的地區，現在被限
制了。這就是因為海洋資源而興起的海洋戰
爭。
殘酷的是，海洋大戰現在還打起了科技
戰。因為魚源日漸稀少，捕魚的國家只好用
更先進的技術捕更多魚，才能避免虧損。宜
蘭大學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助理教授陳永
松說，比起台灣用鮪延繩釣釣黑鮪魚，大型

配額限制，管到誰呢？
韓國造假、中國收購，各出奇招

專題新聞攝影獎
即時新聞攝影獎
電親新聞報導獎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六年間，北大西洋的冰島與英國為了鱈魚打三次、前後近二十年的鱈魚
戰爭。可說是近代最著名的海上資源戰爭，也創造了經濟海域的出現。
當時冰島剛脫離丹麥獨立，連海軍艦隊都沒有，主要經濟來源就是鱈魚資源，但歐洲各國鱈
魚漁場也在冰島海域，尤其是英國，大規模且瘋狂的在冰島海域捕撈鱈魚。為保護自己的海洋資
源，冰島先後多次宣布擴大領海區域及專屬經濟海域，並要求各國船隻停止過度的捕撈行為，最
後達到兩百海里。
為此，英國甚至出動海軍艦隊護漁，逼沒有海軍的冰島屈服，沒料到冰島竟用漁船對抗大英
帝國艦隊，三次戰爭小蝦米都不畏強權，最後感動世界各國，逼英國不得不讓步，而且承認冰島
的兩百海里的經濟海域。
這場鱈魚戰爭改寫海洋遊戲規則，此後世界各國紛紛宣布經濟海域兩百海里成為國際公約，
也證明在海洋大戰中不是靠船堅炮利就能勝利，而是誰尊重海洋資源與保育誰就能贏得支持。
不過二○○八年金融大海嘯後，破產的冰島又靠海洋資源鯖魚翻身，但自行大幅增加鯖魚捕
撈量，引來歐盟不滿被懲罰禁止入歐盟港口卸貨，逼冰島自行讓步宣布今年減少捕撈量。（文／
呂國禎）

國際暨大陸新聞報導獎

冰島漁船大戰英國軍艦 改寫全球遊戲規則

新聞深度報導獎

不只台灣。去年年底，綠色和平組織東
亞分部首爾辦公室發布《韓國遠洋漁業：非
法、犯紀、人權醜聞》，原來，韓國漁船竟
然犯下高達三十四起的非法作業、違反國際
法規、藐視人權事件。
其中包括去年韓國鮪魚船隊的主要經營
者東遠（Dongwon Industries）集團，該集團
根本沒有得到合法作業許可，竟然持偽造文
書，假裝得到合法許可，在西非海域作業，
經查獲之後被美國、歐盟與非洲國家懲罰，
拒絕東遠的船隻入港卸貨，同時罰了兩百萬
美元（約合新台幣五千九百萬元）。
除了拿假文件捕魚，許建宗說，韓國還
曾在太平洋黑鮪魚主要捕撈國家的工作會議
上說謊，短報黑鮪魚捕獲量只有七百公噸，
被日方代表當場糾正，拿出韓國出口到日本
的黑鮪魚資料，舉出一年韓國光出口到日本
的黑鮪魚就有近一千六百公噸，怎麼可能才
捕到七百噸。

新聞即時報導獎

限制總噸位數不得增加，不可以造更大的
船。小琉球船長、僑委會僑務委員陳媽興
說，這等於綁了台灣漁民的雙手。

公 共 服 務 獎

圍網漁船在太平洋的捕撈，對於生態破壞更
加嚴重。
林漢德說，現在美國、日本的大型圍網
漁船，是直接用高科技的衛星監測找鮪魚，
走到哪、捕到哪，非常精準；當衛星發現鮪
魚之後，直升機、小艇聯合出動，用3D的
方式在捕魚。這種漁船一次下網就能圍出六
十個足球場大小、深度三座摩天輪的高度，
鋪天蓋地獵殺鮪魚，搶海洋資源比陸地還
要兇，而且是大小通吃，不管大魚小魚、鯊
魚、海龜通通入網，一艘一次的捕獲量，遠
遠超過一艘小琉球漁船一年捕獲量。
當魚越來越少、價格越來越高，高科技
的海洋戰爭，雖讓日本、美國、西班牙、台
灣、韓國各國在漁獲上有所突破，但最終倒
楣的還是海洋裡的魚類。
而許多國家，甚至包括台灣，為了爭
奪，也不惜違規、犯法。二○○五年，台灣
是第一個嚴重違法被嚴厲懲罰的國家。那
時，我們的漁船將漁獲搬到別國籍漁船，使
用他國配額；或是將在大西洋捕獲的鮪魚謊
稱在印度洋、太平洋捕獲，意圖以不同洋區
的漁獲來逃避配額限制。
終究引起日本不滿舉報，結果造成台灣
有一百六十艘漁船，從各大洋被召回台灣拆
解，還從此被限制台灣漁船總數不得增加，
只能汰換一艘舊的，才能再造一艘新的，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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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韓國船隊在海上快速崛起，但
現在也成了走險路的國家。
然而，過去兩年來，真正打海洋戰爭最
激烈的是中國，其甚至收購台灣漁船成為太
平洋上的新海上勢力。在FFA（南太平洋論壇
漁業局）統計管轄範圍內，二○一○年前，
中國只有一百零七艘鮪釣船，專門捕撈大目
鮪與黃鰭鮪，台灣則有二百二十一艘，但去
年，中國已經達到了二百四十一艘，在鮪延
繩釣這個領域，成為快超越台灣的新海上強
權。
不僅如此，自二○一○年開始，中國還
向萬那杜、索羅門買了超過兩百張的執照，
每張每年價格五萬美元，同時，中國政府還
對每艘漁船補助每年三十萬美元的燃油、造
新船享○．五％貸款利率的優惠，向國際遠
洋擴張，用政府的力量打遠洋漁業戰。
全球鮪魚捕獲量有配額限制，但太平洋
島國的鮪魚捕獲量，背後其實給了崛起的中
國。於是海洋戰爭變成代理人之戰，中國變
身為其他國家的船隊，享捕獲量沒有上限的
優惠，繼續搶奪海洋資源。
「台灣、菲律賓的黑鮪魚之爭，只是冰
山一角，當海裡面資源越來越少，紛爭不會

減少，只會更多。」許建宗說。

贏得尊重，唯有保育
台灣沒靠山，只能自己拚
當然，台灣必須勇敢面對過去曾違法捕
魚、在夾縫中走險路成為世界三大海洋強國
的事實。所以台灣要做的，不是用軍艦、飛
機、飛彈護漁，而是不再當海上的掠奪者，
繼續違法捕魚，否則不僅菲律賓要抓台灣漁
船，印尼、越南海軍、索馬利亞海盜，也視
台灣漁船為肥羊。
過度捕撈，也會造成美國、日本、西班
牙與法國等海洋強權盯著台灣，一旦又違規
被查，台灣配額就被砍，還會被強制拆解船
隊，被排擠在國際海域之外。
這是場海洋資源大戰，沒有強大武力與
龐大經濟海域的台灣，沒有別的出路，只能
做好管理好海洋資源工作，復育與保育將勝
過用軍艦與戰機護漁。對政府而言，唯有保
護得了海上的魚，才能讓漁民們繼續生存，
在海洋大戰中不被打壓，並贏得尊重。

軍艦換來的黑鮪魚
海軍紀德級軍艦出海護漁後的第一批黑鮪魚入港卸
貨，漁民期盼，這一次能安全捕到更多的黑鮪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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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即時報導獎

拚生計！第一手跟船出海直擊

你口中的黑鮪魚
是漁民躲子彈換來

電親新聞報導獎

到了漁場開始做業，漁船怎麼停是有學
問的。吉發漁業的小琉球船長林漢德解釋，
「躲與逃」的標準作業流程第一步是，船頭
要轉往台灣方向，並且啟動自動駕駛模式，
一旦要逃，拉下煞車開船，船就會往台灣方
向跑，即便是船長室內沒有人駕駛，也會往
回家的路一直開。
第二步驟是，一旦發現了菲律賓海軍，
要趕緊切斷延繩釣，十幾萬、甚至近四十萬
元的魚餌與延繩釣全部放棄；接著船長、漁
工全趴下，匍伏前進，目標是爬到水線以下
的機艙躲著。
因為子彈掃射遇到海水，會因阻力而

即時新聞攝影獎

終於，船長告訴我們，不拚不行了：
「我要拚進去了。」不然這一趟出海是賠死
了。原來，船長打算進入菲律賓的海域內作
業。果然，進到台灣與菲律賓重疊的經濟海
域，放了延繩十小時之後，收起了一尾約三
百公斤的黑鮪魚。
這一天，船長蹲在船舷，全身緊繃的

槍彈一來，用自動駕駛一路開回家

專題新聞攝影獎

冒險闖入菲海域，不然無法回本

躲到水線以下

國際暨大陸新聞報導獎

我要拚進去了

拿望遠鏡觀望，幾乎從沒放下過。他二十四
小時緊緊貼著船舷觀察海平面的變化，只因
為深怕海面上突然出現異常的黑點，這黑點
可能就是菲律賓公務船，一看到就要趕快逃
命，否則子彈不留情，也可能連人帶船被抓
走。
原來，躲子彈是小琉球船長必備的本
事，每個小琉球漁民除了要學釣黑鮪魚技巧
外，還要練習怎麼躲、碰到菲律賓公務船開
槍掃射怎麼逃，這些，都成了小琉球船長的
成年禮。能躲過菲律賓公務船，就證明這個
船長領到了畢業證書，可以到三大洋、五大
洲冒險了。

新聞深度報導獎

黑鮪魚多在偏菲律賓的重疊海域洄游，台灣漁船冒險捕撈，
未料當漁民奮力抓魚時，菲國也將台灣船當黑鮪魚，
用綁架勒贖、槍炮掃射等手段，向台灣人「揩油」。
台灣人餐桌上的黑鮪魚，其實是漁民從
槍炮刀口下捕來的。看新聞是一回事，真正
跟著漁民走一遭，才知道其背後的艱辛。
我們曾經跟著東港漁船出海，十四天的
海上作業時間，每天只睡三個小時，還經常
遇到巴士海峽惡劣天氣，掀起三公尺高的大
浪、雨水、海水打上甲板，所有人只能穿著
雨衣作業。
搞不清楚狀況的記者，看到藍天白雲吹
起了口哨、唱起了歌，竟馬上被船長恨恨瞪
了一下，警告不能再吹了，因為吹口哨就會
引來暴風雨，果然當晚風雨就報到了。
在這樣惡劣環境工作，是討海人靠天吃
飯的無奈，但辛苦卻未必有代價，這一趟出
海十幾天了，連同油料、秋刀魚、赤魷魚等
魚餌一箱上千元，加上船員薪水，一次又一
次往海裡丟，卻始終釣不起一尾黑鮪魚，就
此返航的話，這一趟成本至少三十萬元，全
部收不回。

公 共 服 務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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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人菲律賓海域後，船長幾乎都趴在船舷，盡可能壓低身體貼近海平面，用望
遠鏡看得更遠。他必須在第一時間發現菲律賓公務船，才能逃過槍林彈雨，回
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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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離方向，較不會造成嚴重傷害；同時，船
員也可在機艙內啟動並操作漁船主機加速逃
逸。反之，水線之上幾乎是被菲律賓軍方射
穿，動輒造成嚴重傷害，「有時真被菲律賓
軍方殺了，往往都會以意外死亡處理，」小
琉球船長說。
進一步分類，可將菲律賓方面的搶劫
分成三種，第一種是軍艦、第二種是公務
船、第三種是民兵，也就是地方武裝勢力。
第一種、第二種往往都是遠遠就對台灣漁船
開火，看到台灣漁船倉皇逃走，他們火力還
會越來越大，甚至丟手榴彈，逼台灣船長停
船。
台大海洋研究所教授許建宗說，這樣
的作為已經是海盜行為了。但船長卻說，這
是存在已久的事實。第三種民兵，白天偽裝
成為菲律賓漁船，只留一個人假裝成漁民釣
魚，偷偷靠近；其餘民兵趴在船上躲藏，晚
上燈火全關，就尋找正在作業的台灣漁船偷
偷靠近。一旦被這種民兵靠近摸上船，就是
洗劫整艘漁船，美金、漁獲、電鍋什麼都搬
光，但船和人被押回的機會比較低。
不過，遇上菲律賓軍艦或公務船，下場
就有很多種了。

官員家屬竟騙人
付四十萬買許可，再被剝皮兩百萬
二○○七年，是台灣漁民被菲律賓欺
壓的最高峰，因為這一年農委會漁業署官員
之子許志宜與華僑聯手，竟先假藉漁業合作
名義，在花蓮、台東、東港、小琉球等地，
以每艘四十萬元至六十萬元代價招攬台灣漁
船，謊稱已取得進入菲國海域捕魚的許可。
台灣漁民真的繳錢、掛上漁業合作旗
子，到了菲律賓領海內放心捉黑鮪魚，以為
萬事OK，所以看到菲律賓公務船也沒有逃，
等到菲律賓海軍登船押人扣船才發現，根本
沒有漁業合作這件事情。
漁民被一路押到菲律賓港口，衛星電話
直接打回台灣給家屬或船公司，由船長告訴
台灣這一邊，漁船目前被押在港口外，這時
候付錢還可以私了，只要馬上匯新台幣兩百
萬元就可以放人放船；一旦被抓進港，到時
候要放人放船就更困難了。
我好奇的進一步問，台灣匯錢到菲律
賓有這麼快嗎？小琉球船長的答案讓我吃了
一大驚，竟然是匯錢到台灣的銀行戶頭。原
來菲律賓的公務船抓台灣東港、小琉球的漁

國際暨大陸新聞報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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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他們抓到黑鮪魚，剖開肚子發現
裡面有椰子殼。黑鮪魚會吃椰子，成為台灣
漁民的傳奇。但其實不是黑鮪魚吃椰子，而
是椰子掉入海中變成漂浮物，吸引浮游生物
與小魚聚集，又吸引其他魚群吃小魚，黑鮪
魚遠遠看到魚群，張大口吃魚，連椰子一起
吃下，最後椰子殼無法消化而留在肚裡。
肚裡的椰子殼證明黑鮪魚洄游過程中，
是多麼靠近菲律賓的海岸線。在一九九○年
代，台灣跟菲律賓之間的關係不是那麼緊繃
時，漁民不僅可無害通過菲國巴丹群島海
域，也經常就近在巴丹附近港口
港口
補給或躲避颱風，有時還登
島跟原住民買山羊烤來吃。
在巴丹群島內，還有所
謂的「台灣島」，島上有許
多台灣漁民的後代，操台語的
口音直接用台語就能對話。
台菲之間關係也不是都這麼緊張，一九
九一年台灣曾與菲律賓簽署《中菲海道通行
協定暨農漁業合作備忘錄》，劃定兩條航道
讓我漁船通行，台灣並經援菲國進行漁業合
作。直到一九九八年菲律賓通過自己的《漁
業法》，才片面廢止這項協議，也讓該海域
成為爭議點。

新聞深度報導獎

以前能靠岸捕魚，
踏上菲國講台語也通

新聞即時報導獎

鮪魚肚有椰子

公 共 服 務 獎

民，已經發展成台灣人代收款之後才匯回菲
律賓的模式，簡直成了聯手欺壓詐騙台灣漁
民的犯罪組織了。
可怕的是，最後刑事局偵辦這個詐騙與
勒贖案後發現，透過這樣的模式，已有高達
十九億元匯往菲律賓。
這也難怪，菲律賓海軍或公務船，看到
台灣漁船就像是看到高價黑鮪魚一樣，拚命
追、拚命開槍，因為每艘船都是肥到流油的
肥羊。
然而，漁船非要越界不可嗎？小琉球船
長跟我們說起了昔日到菲律賓領海內捕魚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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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海現場
這趟出海成本30萬元，冒險在台菲重疊海域釣起黑鮪
魚，勉強打平(圖左)。海上生活直接用海水洗澡，再沖
清水，避免鹽巴殘留(圖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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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每一次綁船勒贖的金額越來越高，
巴丹群島成為死亡海域，要不是漁民面臨血
本無歸，絕不輕易進入重疊海域。每次被
押，最後農委會漁業署對外公布的結果，
往往都是公告某某漁船與船員被扣押在菲律
賓，但趁著月黑風高的夜晚冒險開船逃出。
實情是台灣家屬已經付錢了事。這樣可悲的
事情也讓台灣漁民走險路，甚至在刀口上討
生活。
很可悲，但台灣漁船為了討生活，常常
要趁著颱風剛剛過後，趕快到菲律賓領海內
捕魚，這時候海上的天氣仍然非常不穩定，

菲律賓軍方不可能冒著風雨出海，所以比較
安全。原來，今天能吃到的台灣黑鮪魚，是
這樣捕來的。
問題的根結就是這裡，明知道海域重
疊、且黑鮪魚洄游海域偏向菲律賓，但我方
政府還是長期漠視與姑息，任由漁民私下解
決，卻不願務實的解決漁業合作問題，或強
力執行海上護漁。結果一次又一次養大了菲
律賓海軍與民兵的胃，甚至連漁業署官員的
家屬都變成犯罪同夥，最終讓台灣漁民成為
肥羊，菲律賓公務船變成要錢不要命的海
盜。

新聞即時報導獎

斷生路！還沒產卵繁殖就捕殺

公 共 服 務 獎

【2013-05／商業周刊／1331期／封面故事】

黑鮪魚13年捕獲量
從1萬尾變200尾

新聞深度報導獎

不僅台灣捕獲量大降，太平洋60年來黑鮪魚更減量96.4%，
整個太平洋上，現在僅剩1萬尾左右的成年黑鮪魚。
殺戮行動若再不停手，東港鮪魚季可能永遠落幕…

國際暨大陸新聞報導獎

專題新聞攝影獎

5月12日，海巡署與海軍聯合出動護漁4天後，
東港魚市十多個魚販好不容易等到1尾不到200公斤重的
瘦小黑鮪魚。
鮪魚季，變調
一公斤一千四百元，貴到吃不起
回到二○○一年，東港因為黑鮪魚大豐
收，辦起了俗稱黑鮪魚季的黑鮪魚文化觀光
季，當時一公斤黑鮪魚拍賣價才近四百元，
漁民從海上釣起大量便宜又好吃黑鮪魚，讓

電親新聞報導獎

一場浩浩蕩蕩的護漁秀後，低迷氣氛
此刻卻深深籠罩在東港以及專門捕黑鮪魚的
小琉球漁民之間，因為海上的黑鮪魚越來越
少，不只今年捕不到兩尾以上黑鮪魚的漁民
都得面臨血本無歸的下場，會不會有一天黑
鮪魚季將完全落幕，才是大家擔心的事。

即時新聞攝影獎

5艘軍艦換1尾黑鮪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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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港成為全台灣知名的觀光景點，來
自台灣各地的饕客、觀光客擠得東港
水洩不通，黑鮪魚成為東港三寶之
一。
但現在，當黑鮪魚每公斤拍賣
價創下一千四百元的歷史新高，吃得
起的人少了，光是在東港華僑市場叫
賣，都是看的人多買的人少，因為一
台斤黑鮪魚生魚片三千元、五千元起
跳，乏人問津下竟然發生一尾黑鮪魚
一星期賣不完的窘境，也因此以黑鮪
魚聞名的東港開始出現了不賣黑鮪魚
的海鮮餐廳了。
我們的黑鮪魚究竟發生了什麼
問題了？牠跑到哪裡去了？
農委會漁業署以及舉辦黑鮪魚季的屏東
縣政府聲稱黑鮪魚捕獲量減少係氣候變遷、
漁場限縮與作業漁船數量變少所致，甚至推
說黑鮪魚因為地球暖化洄游更偏菲律賓，台
灣漁船不敢進入菲律賓沿海。
這是不負責任的說法，甚至掩飾問題嚴
重性。綠色和平組織舉出北太平洋鮪類及類
鮪類國際科學委員會（ISC）發布的評估報
告：太平洋黑鮪數量從一九五二年至二○一

一年間已減少了九六．四％。
整個一億五千萬平方公里的太平洋上，
台大海洋研究所教授許建宗推估，大約還剩
下一萬尾成年的黑鮪魚，還比不上台灣一年
捕捉量。甚至可以說，這一萬尾不小心讓台
灣人全碰上，兩個月內就能全部抓光。
所以，台灣去年僅抓到了七百零七尾黑
鮪魚並不異常，學者更認為未來將是一年又
一年的持續創新低。

公 共 服 務 獎
新聞即時報導獎

曾經，1天500多尾黑鮪魚把魚市擠得滿滿滿(右圖)；但
去年1,500坪新魚市(左圖)啟用後，卻等不到黑鮪魚。

電親新聞報導獎

台灣在黑鮪魚一生中，剛剛好碰上了牠
們的繁殖期，這段期間的黑鮪魚吃得又胖又
大，全身都是油脂，是最好吃的黑鮪魚，這
是老天給台灣的厚禮，但美味背後也代表著
殺戮，因為這群黑鮪魚可能來不及繁衍下一
代就被我們釣上船了。
這是台灣必須思考的問題：在經濟利

即時新聞攝影獎

懷孕的母魚還沒生，就被吃下肚

專題新聞攝影獎

黑鮪魚，消失

用與海洋資源管理之間取得平衡，該考慮限
時、限量、限大小捕撈，甚至還可能要暫停
黑鮪魚捕撈，讓黑鮪魚有機會繁衍。
當然族群增加不是台灣一個國家能辦到
的，這群黑鮪魚還要面臨一場國際各國的大
獵捕與殺戮。因為真正捕黑鮪魚最多的不是
台灣，日本捕獲量高達一萬八千公噸、墨西
哥在六千到九千公噸之間，韓國則是一千六
百公噸，捕獲量都遠超過台灣。
真正可怕的是他們的捕獲的尾數，原
來，韓國捕一千六百公噸的黑鮪魚的背後，
其實是用大型圍網、拖網捕捉剛剛出生不久
的三到四公斤的黑鮪魚，換算下來一年韓國
相當於抓了五十多萬尾的黑鮪魚。
黑鮪魚僥倖逃過了日本與韓國的圍捕，
又一個月後剩下的黑鮪魚會陸續跨越太平
洋，游到另一端的墨西哥、美國加州南部沿
岸，墨西哥會用破壞性更強的大型圍網漁船
捕捉不到一歲的黑鮪魚，換算下九千公噸，
竟然是抓了一百五十萬尾的黑鮪魚。
也就是說，墨西哥一年捕獲的黑鮪魚尾
數是台灣去年捕獲尾數的兩千多倍，即便黑
鮪魚要到三百公斤以上才是最美味。但這些
國家照樣將一尾才三到四公斤的黑鮪魚變成
餐桌上的食物，對於黑鮪魚族群造成了嚴重
的傷害。
原來，黑鮪魚在太平洋洄游過程中，處
處都是可怕的陷阱與殺戮，碰不上一個真正

國際暨大陸新聞報導獎

更嚴重的大問題是，台灣釣起的黑鮪
魚越來越小了，以往東港常出現五百公斤的
龐然大物，因此東港魚市場從人工搬運，改
成特別做了吊車來吊這種大型黑鮪魚。當大
型吊車吊進場時，整個市場往往為之震撼歡
呼。
但這樣的場面不見了，就連三百公斤以
上的黑鮪魚都非常少見，現在抓起的多數是
一到兩百公斤，許建宗說：「這代表我們抓
到的是剛剛『轉大人』的黑鮪魚。」這很嚴
重，代表我們等不及黑鮪魚長大到台灣東部
海域談戀愛與繁殖，就把牠們給殺了變成生
魚片。
專長漁業受氣候變遷衝擊研究的海洋
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副教授呂學榮
說，黑鮪魚明顯越捕越小，這是族群發生了
問題，不是地球暖化的問題。

新聞深度報導獎

蓋了新魚市，空蕩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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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的國家。
雖然我們無法限制或一味期盼別人良心
大發，但台灣卻像是鴕鳥將頭埋在土裡不願
面對真相，還在黑鮪魚捕獲配額上，做了一
件非常可笑的事情：國際將保育工作交給台
灣，台灣可以自我管理黑鮪魚的捕獲量，但
政府卻大幅拉高配額，到了根本不可能會超
過的數量。
原來，台灣今年自己給自己的配額是
六百艘漁船，每艘漁船給黑鮪漁業證明書
（CDS）及十張黑鮪標籤（tag），也就是這
六百艘每艘共可以從太平洋上捕起六千尾的
黑鮪魚。

管制額，離譜
今年可以捕六千尾，根本達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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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學榮說，訂了這麼高的配額，到目前
跟實際捕獲量只有一百一十九尾相比，六千
尾變成遙不可及的目標，捕獲量與配額這麼
大的落差，代表這樣的配額管理毫無意義，
根本不能發揮限量管制與資源管理的功能。
甚至還讓漁民有錯覺，以為海上的黑鮪魚還
很多，每艘都能抓到十尾後才能停手，這無
異是害漁民慘遭套牢，沉浸在過去黑鮪魚的
嘉年華會舊夢上，最後恐怕個個都是抓不到
魚而賠大錢。
甚至海上還存在幽靈船，許建宗說，政
府只管漁船卻不做海洋資源管理，造成了幽
靈船現象，規定漁民淘汰舊船之後才能造新
船，有些漁民就謊報舊漁船沉沒或損害，造
了新漁船但舊漁船卻仍在外海照常使用，只
要不回港就不會被發現，導致台灣漁船數量
加倍卻一樣管不到。

幽靈船搭配毫無意義的配額，等於鼓勵
漁民過度捕撈。許建宗說，台灣應從海洋資
源管理的角度去思考，而不是管漁船數量、
訂沒意義的配額，應該找出取得多少海洋資
源才是平衡點，超過了就馬上禁止。
事實上，許多國家已承認黑鮪魚數量大
減的事實。許建宗說，由二十五個會員國組
成的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WCPFC）先從
黑鮪魚的幼魚下手，自二○一一年開始將中
西太平洋黑鮪魚幼魚捕撈量，削減到二○○
二至二○○四年平均漁獲量以下。
也就是，墨西哥必須減少二千公噸、日
本三歲以下黑鮪魚幼魚年漁獲量，從當前六
千一百公噸減少二六％，降到四千五百公噸
的水準。唯一例外的國家是韓國，繼續維持
一年一千六百公噸的捕獲量。
同時，日本花了大錢做黑鮪魚研究與復
育。許建宗說，日本光是發展黑鮪魚完全養
殖，就進行五個三年一期的計畫，一期經費
高達五千萬美元，換言之日本已經花了十五
年、七十五億台幣在研究黑鮪魚的完全養殖
上，成為全球第一個能夠從養殖到繁殖都人
工化的國家。雖然日本完全養殖的實際商業
價值仍低，但這樣的做法，也讓國際各國思
考另一條新的出路。
黑鮪魚消失不能有藉口，這將是全球與
台灣都要共同面臨的議題：太平洋黑鮪魚非
常稀少，再不減少殺戮恐怕要釣起最後一尾
黑鮪魚了，到時不是要討論停辦黑鮪魚文化
觀光季，而是要永遠落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