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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中國作為魚類加工、出口大國，卻面臨領海水域魚群枯竭
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因而支持迅速擴張其遠洋捕
撈船隊的規模與技術能力，即在其專屬經濟海域 (EEZ) 之
外作業的船隻。如今，中國擁有世上最大的遠洋船隊，在
世界各地於各國管轄範圍外的公海地區以及其他沿海國家
的EEZ內作業。1

近來有越來越多研究探究了中國遠洋船隊的範圍與行為，
並揭露其對經濟、環境與人權方面所帶來的眾多有害後
果 ， 包 括 產 能 過 剩 、 大 量 的 非 法 、 未 報 告 、 未 受 管 制 
(IUU)漁撈、破壞性捕撈（如底拖網捕撈）、使用強迫、
債役和奴役勞工與遭受販運之船員，以及對移工船員的普
遍虐待。2

中國遠洋船隊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已經成為主要營運者，
而 IUU漁撈在這些地區尤為普遍，進而加劇許多沿海社區
的脆弱性及他們的苦難。海鮮供應鏈缺乏透明度、監控和
監視(MCS)能力有限、治理不善與貪腐等眾多因素助長了
IUU漁撈。3 

近年來，EJF發現與中國遠洋船隊相關的IUU漁撈與人權
侵犯行為在西非不斷發生，特別是在迦納，中國企業透過
精心策劃的手段，包括合資、空殼公司和子公司來隱藏一
些所謂的「迦納本國船隻」，而背後其實另有最終實質受
益人。4

本報告全面分析了中國龐大、不透明，且時而違法的全
球漁業足跡，旨在為中國和全球漁業決策者提供適當和有
效的應對措施。本報告在很大程度上特別關注IUU漁撈和
相關犯罪，例如：人權侵犯行為。中國遠洋船隊被選為研
究重點，系因其龐大的規模和全球影響力、運作的不透明
性、以及其遍布在全球南方國家的廣泛足跡。在全球南
方，一些魚類種群被過度捕撈，對高度依賴健全海洋生態
系統的沿海社區造成了危害。5

此份報告的資訊主要是透過仔細審查中國農業農村部公布
的各種遠洋漁業計畫，即獲中國農業農村部批准在中國領
海以外作業的船隻；以及透過「漁船犯罪紀錄」和相關平
台Spyglass中檢索而得的資訊。6 

這份報告首次分析了中國農業農村部官方公布關於其遠
洋船隊的資料，而這些資料也補足了使用非官方來源，例
如：用衛星數據估計中國遠洋船隊規模和位置的報告之缺
口。

本次的全球綜述是建立在EJF的實地調查基礎上，這些調
查曾點出廣泛的IUU漁撈行為，例如：捕鯊割鰭和在管制
區捕撈，以及諸如肢體暴力、債役勞動和沒收護照等侵犯
人權的行為。

本報告中記錄的非法漁撈、環境和人權侵犯以及治理失
敗顯示出嚴重的環境不正義，這些發現更突顯了中國政府
完全無法有效控制和規範其遠洋船隊。長久以來，許多較
為富裕的國家將其作業成本外部化、轉嫁至其他國家和社
區。

這些國家和社區本身對全球環境退化的影響相對而言並不
大，但卻因此而遭受自然資源的破壞。本次報告的發現便
是上述情況中最新的一個例子。

一艘在印度洋的中國鮪魚延繩釣船。© 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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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0名船員也都表示他們作業船上的生活條件惡劣，
如被迫進食缺乏營養的食物和劣質飲用水而導致經常生病
和腹瀉。

  ●  本報告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包括採用EJF透明度原則中
的透明度措施、與中國進行雙邊和多邊對話以結束侵權行
為、以及儘速分階段取消對中國遠洋船隊的所有補貼，確
保最遲於2023年12月之前完全停止有害的補貼。

主要發現

  ●  中國船隊已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遍佈顯著足跡。中國遠洋
船隊在2019和2020年獲准的計畫中，有超過三分之一涵蓋
了非洲、亞洲7和南美洲29個特定的EEZ（中國政府稱之為
「過洋性漁業」，與「大洋性漁業」相對），其中許多地
區的漁業MCS能力有限，而其沿海地區又高度依賴漁業來
滿足營養和生計需求。

  ●  中國遠洋船隊大部分已從完全國有轉為私營。有人認為
這種所有權結構的逐漸變化鬆動了中國政府對其漁業企業
活動的控制，而懸掛第三國船旗運作、未登記在遠洋漁業
計畫的中資漁船也與此變化有著高度相關性。

● 中國遠洋船隊經常與非法漁撈扯上瓜葛。根據資料分
析，無證或無授捕撈是最常見的非法漁撈事件，佔總數
的42%。使用違禁裝備和捕獲違禁物種排名其後，分別
佔11.5%和10.3%。中國船隊的規模，加上大量涉嫌IUU
漁撈的案例，對社會經濟持續穩定造成威脅，並使全球
生態遭受損害。

● 而講到過洋性漁業計畫，中國農業農村部公布的資料
顯示茅利塔尼亞的EEZ是迄今中國遠洋船隊影響最為顯
著的國家——約佔30%。茅利塔尼亞是魚粉和魚油產業
的重鎮，而該產業對陸地和海洋生態系統造成了大規模
的生態破壞，導致當地關鍵魚類種群大量減少。

  ●  更廣泛地來說，非洲因其對中國遠洋船隊活動的明顯重
要性而值得注意。非洲佔獲准的遠洋漁業計畫的78.5%，
在公布的29個EEZ中亦佔了20個。非洲的許多魚類資源已
遭到嚴重剝削，若持續開發下去，貧困的沿海社區將會面
臨災難。

  ●  拖網漁船似乎是獲准的過洋性漁業計畫中最常見的船隻
類型，有超過五分之三的漁船使用此種漁具，而中國拖網
漁船經常採用底拖網捕撈，造成更多混獲、棲息地的破壞
以及相關的碳排，帶來顯著的生態衝擊。

  ● 近年來，中國遠洋漁業的發展明確強調魷魚捕撈。目
前，所有獲准的大洋性遠洋漁業計畫中，配備有魷魚捕
撈漁具的船隻就佔了三分之二以上。 

  ●  雖然資料有限，但侵犯人權的現象在中國遠洋船隊中似
乎很普遍，這個問題普遍地困擾著全球遠洋捕撈業。EJF
訪 談 了 1 1 6 名 曾 在 中 國 遠 洋 船 隊 船 隻 上 工 作 過 的 印 尼 籍
船員，結果顯示99%的人曾經歷或目睹工資被扣減或扣
留，97%的人曾經歷某種形式的奴役或保證金和文件被沒
收，89%的人曾嚴重超時工作，85%的人反應工作和生活
條件惡劣，70%的人受過恐嚇和威脅，以及58%的人曾目
睹或經歷肢體暴力。這些結果也呼應了EJF針對迦納領海
中國遠洋船隊船隻上的迦納籍船員所進行之訪談。所有接
受訪談的10名船員都曾經歷或目睹中國船長的肢體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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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球有超過30億人以海洋為生，超過2億人直接或間接受僱
於海洋漁業產業，8而其中許多人居住在全球南方的沿海社
區。然而，工業捕撈因受到大量補貼而蓬勃擴張、產能增
加，再加上IUU漁撈和全球熱化等其他因素使影響加劇，
導致許多此類社區處於危險之中。

最新預估顯示，目前全球三分之一的漁業已被過度捕撈，9

而每年全球經濟每年因非法漁撈活動而損失了數百億美
元。這種對海洋的侵襲從根本上危害了沿海居民的人權，
以及其他在生計或飲食上依賴魚類資源的人。

遠洋捕撈船隊的活動更加劇了全球性的過度漁撈，而中國
的遠洋捕撈船隊作為全球最大的船隊更是如此。10其活動
範圍幾乎涵蓋世界各地，使中國一舉成為全球最大的魚類
生產國。 11中國遠洋船隊的確切規模不得而知，但船隊經
常在某些缺乏治理與MCS能力不足的區域作業，並與頻傳
的IUU漁撈事件、12有害漁具（如底拖網）的廣泛使用、區
域性過度漁撈而魚類種群受到威脅等有所關聯。

例如：西非地區，既是極度依賴漁業的社區所在地，長期
以來也被認為是過度捕撈和IUU漁撈的熱點區域，該地區
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就有大量中國遠洋船隊船隻湧入。 13

據估計，中國的底拖網漁船每年在該地區捕撈的漁獲量約
235萬噸，預估約佔中國遠洋漁業捕撈總量的50%，價值超
過50億美元。14

中國遠洋船隊受到中國國家補貼的大力支持。根據中國海
洋研究所和海洋環境保護組織Oceana近期的預估，中國遠
洋船隊佔中國捕撈總產量的22%，然而該產業卻獲得中國
政府49%的有害漁業補貼，以用來支付燃料及建造漁船和
港口等成本。15

這些有害補貼在2019年達到人民幣118億元（約美金18億
元），占前十大補貼國所有有害補貼總額的38%以上，超
過其他任一國家補貼金額的兩倍。16,17此外，研究人員記錄
到，自2012年以來，中國政府對其補貼計畫的報告透明度
也有所降低。18

一處位於西非塞內加爾的漁業社區。© 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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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有越來越多研究持續描繪中國遠洋船隊的規模、影
響範圍和行為，19,20試圖理解其營運對生態、經濟和社會
的影響。這些研究非常寶貴，可提供大量證據以支持提
高全球遠洋船隊透明度的倡議，最終目的是將漁獲量降
低至可永續發展的水平，並解決現代工業漁撈活動所造
成的環境不正義。

藉由使用新的資料來源，包括中國農業農村部發布的官
方數據和漁船犯罪紀錄，21本報告將成為迄今對中國遠洋
船隊規模和行為最全面的分析之一。針對船隊規模和漁
具使用類型的分析，可顯示中國遠洋船隊的運作地點、
涉嫌IUU漁撈事件的發生地點及其性質。

重要的是，本報告還研究了涉及這些侵權行為的企業，
描繪了船隊陸上公司的複雜結構，並根據現有資料點出
違法情形最嚴重的企業。

中國作為中國遠洋船隊的所屬國、沿海國、港口國和主
要市場國，有鑒於此，本報告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
出了可執行的建議，以幫助其消除IUU漁撈，以及停止船
隊在其營運水域持續存在的人權侵犯行為。

研究方法
本報告期許能補足現有的研究，試圖描繪中國遠洋船隊
的 IUU漁撈規模、位置和事件。22藉由使用尚未針對此目
的進行分析的新資料集，進一步闡明當今全球規模最龐
大的捕撈船隊的真實樣貌。

本報告使用的第一個新資料集是中國農業農村部根據《中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發布的資訊。23現在已
公開的資訊包含船隻檢查、遠洋計畫、IUU漁撈公告、和
船隻更換（這些資訊類別將於下文詳細說明）。雖然當
中部分資訊來源的局限性值得討論，但這仍是中國農業
農村部邁向透明化的重要一步。

從2017年3月至10月，中國農業農村部發起了海外遠洋船
隊船隻檢查（船檢）計畫，範圍不包含北大西洋，但涵蓋
了中國船隊所有其他主要海上漁場。24來自九個不同省份
的遠洋漁業相關部門的船隻檢查員被分派至總共41個國家
的漁場，檢查了1,383艘船隻的適航性。這些船隻被要求
按照時程抵達各自最近的檢查地點。該船檢計畫揭示了這
些船隻的名稱、相關公司，以及大致的漁撈地點。

《遠洋漁業管理條例》第7(1)條25禁止未經中國農業農村部
批准從事遠洋漁撈活動。若要從事此類活動，經營者必須
根據該監管條例提交「遠洋漁業計畫」申請以獲得批准。
在2019年和2020年，此資訊以公吿的形式發布在中國農業
農村部網站。 26公告中包含計畫的漁撈活動地點、負責實
施計畫的法人身份、漁船名稱、類型，在適用的情況下，
亦列出其使用的捕撈漁具、捕撈相關的船隻以及計畫持續
的時間。

透過公布涉及IUU漁撈侵權的中國船隻，中國農業農村部
在提高透明度上邁出了重要一步。其公告內容包含了侵權
的性質和地點、調查狀態、以及實行的制裁資訊。

截至本文撰寫時，這些資訊目前僅涵蓋2017年至2019年，
然而它們提供了中國遠洋漁船進行IUU漁撈的重要資訊來
源，這正是其他主要船旗國應該效仿和改進的。27EJF成功
取得中國農業農村部在2018年至2020年間發布的6份IUU 漁
撈公告，內容涵蓋2017年至2019年間發生的侵權行為。28

在這些公告中，中國農業農村部公布了涉及侵權的船隻和
公司名稱、消息來源（例如：來自沿海國家或區域漁業管
理組織，即RFMO）、IUU漁撈違法行為的細節、侵權行
為是否需進一步調查，以及制裁決定。29

2021年初中國農業農村部發布一項公告，30要求各省級遠
洋漁業主管部門提供已消失（如被盜或出售）、已報廢或
已註銷（如更新改造後更名 31）的船隻資料，以便將它們
從國家級的遠洋漁業船隻資料庫中刪除。這份來自各省份
主管機關的資料集，協助我們驗證和更新了部分營運中或
非營運中的船隻清單，以及它們目前的名稱和所屬公司。

本報告分析的第二個新資料集是spyglass.fish，而其資料
取自漁船犯罪紀錄。Spyglass網站平台所描繪的漁船合規
歷史，是迄今最全面、集中且可公開取得的資料集，同
時囊括來自各方的指控和起訴案件。 32該資料集可提供豐
富的資訊，在適用情況下，違法的地點和性質、涉案的行
為者（包括船隻和其經營者）、以及消息的來源（如非政
府組織的報告、官方文件等）皆可獲得。截至本文撰寫
時，Spyglass資料庫中2020年的資料尚未完成，中國農業
農村部也僅發布2017年和2019年的IUU漁撈事件公告。因
此，有鑒於可用資訊的完整性，本報告針對2015-2019年進
行了分析。

除了上述來源之外，還有其他的資訊蒐集來源，其中包括
中國省級政府、IHS Sea-Web平台、非政府組織報告、企
業網站、已發布和未發布之EJF直接蒐集的資訊、已發布
和未發布之政府資訊（主要來自沿海國家）以及相關機構
報告。

資料分析方式
中國農業農村部於2019年和2020年發布獲准的遠洋漁業計
畫公告中所包含的資料都被匯總至一個資料集中，而該資
料集還包含了公開船檢清單當中的資訊。這為中國當局官
方認可的中國遠洋船隊提供了獨特的見解，使EJF不僅可
以繪製船隻的主要位置和作業區域，還可以分析這些計畫
裡的船隻類型，以及在可行的情況下分析他們使用的漁

估 計 顯 示，中 國 的 底 拖 網 漁
船每年在西非地區捕撈的漁
獲 量 約 為 2 3 5 萬 噸，預 估 約
佔中國遠洋漁業捕撈總量的
50%，價值超過5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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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此外，該資料集還包括回報的所有權資訊。

為描繪IUU漁撈事件的性質和位置，本報告也採用了類似
漁業計畫的分析方式，將上述來源的資料進行了核對整
理，刪除了重複項目，以確保分析的準確性。一旦核對完
畢，即篩選與中國有關的事件，並將違法行為歸類（其分
類可能因來源而異），以便於量化。

資料限制 
工業化漁業產業的一大特點即是缺乏透明度，例如：船隻
在哪裡作業、由誰擁有、漁業協定的性質等。這種不透明
性，加上漁撈活動通常在地理位置偏遠的地區，以及IUU
漁撈的隱密性質，使得對漁業所進行的某些研究（如本報
告）具有挑戰性。有鑑於此，本報告必須承認使用的資料
有些許的侷限性（以及對呈現結果的潛在影響）。

資料分析的信心水準 
本研究參考了多項資料來源，這些資料在信心水準、資料
品質方面可能無法互相比較。這在考量有關IUU違法事件
的資訊時尤其重要，在2015年至2019年期間，從上述列出
的來源共整理出554起案件。政府官方消息來源所舉報的違
法行為，尤其是那些已受到制裁的事件，具有更高的準確
性。相較之下，透過非政府組織舉報的違法行為（例如：
透過遠端AIS自動識別系統監控檢測），因未經相關沿海
國家、船旗國、或區域漁業相關當局確認，準確性較低。

本研究分析的554起案件中，55.1%在當局調查後作出決定
性裁定，而被EJF歸類為「確認違法」，44.1%則因結果未

決或船隻逃過起訴等原因而被歸類為「涉嫌違法」。剩下
的0.8%則是所有的指控皆未成立。超過一半(53.5%)的IUU
漁撈報告來自官方，20.9%的報告來自非政府組織（表1）。

表1：本研究分析的 IUU 漁撈事件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 事件數量 佔比

官方 296 53.5
非政府組織 116 20.9
未知 i 142 25.6
總計 554 100

備註:

i媒體報導，或在Spyglass資料集中未註明來源。

中國遠洋船隊的黑數 
在整個調查過程中，有一些情況顯示中國農業農村部的官
方資料似乎低估了中國遠洋船隊的總規模，而這些潛在的
黑數情況在多項資料來源當中都有所體現。

雖然遠洋漁業在國際上沒有共通的定義，但此概念通常用
來描述在船旗國EEZ以外作業的船隊。 33,34然而，中國對
遠洋船隊的理解與該定義不同。鄰近中國有多個爭議性海
域，中國將其在黃海、東海和南海進行的所有漁業活動，
都排除在其遠洋漁業活動的定義之外。35,36另一方面，中國
將懸掛中國船旗的船隻與懸掛外國船旗但「為中國公民、
法人或任何其他組織所擁有」的船隻一視同仁。37排除第
二類船隻將徹底改變許多案例的調查結果，特別是與在外
國EEZ內發生的漁業活動，這些中資船船旗被更改成這些
國家，如迦納的案例所示。38

一艘在烏拉圭蒙得維的亞港口的中國工業拖網漁船。© 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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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先前研究方法中的註腳指出，EJF只能從中國農
業農村部網站擷取部分已獲准的遠洋漁業計畫公告（2019
年為5批，2020年為7批）。這種情況點明了全面落實《中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六條，即「行政機關
應當及時、準確地公開政府信息」的重要性。

亦有一些國家舉報有懸掛中國船旗的船隻在其水域作業，
但其EEZ並未列入已獲准的遠洋漁業計畫中。這是塞席爾
共和國遭遇到的案例，當局指出其於2019年授權44艘懸掛
中國船旗的船隻在其水域捕撈。39雖然無法找到2020年塞
席爾漁業管理局授權中國遠洋船隊船隻的資訊，但透過船
隻發送的訊號，可從AIS系統中識別中國船隊仍在塞席爾 
EEZ內進行漁撈活動。

對中國農業農村部發布的遠洋漁業計畫進行分析後，也引
發了對已發布資料的可靠性和準確性的疑慮，如同迦納案
例所體現。根據中國農業農村部公布的資料，迦納在獲准
的遠洋漁業計畫中排名為第13重要的EEZ，在2019-2020
年期間有13個計畫執行（涵蓋共13艘漁船）。然而，這個
數字低估了活躍於該國、由中國自然人和法人實益擁有的
漁船真實數量。正如一份2021年報告中所強調，40EJF估計
截至2019年底，8家中國公司實益擁有共57艘漁船獲准在
迦納EEZ內作業，同時，根據迦納的漁業和水產養殖發展
部2020年6月公布的授權資料，該國所列獲准的遠洋漁船
數量與該國實際作業的船隻數量之間仍存在著差異，這部
分也尚未得到改正。

資料偏差
在工業化漁撈產業中，仍然缺乏準確、全面和即時的公開
資料。因此，相較於其他通報較少的國家，那些確實發布
資料的國家，很可能會過度放大自己的比例。同理可證，
某些船旗國如中國和漁撈地點如西非，近年來受到了非政
府組織不成比例的關注。這種「聚光燈」效應，可能導致
這些國家、地區在IUU漁撈盛行率的分析中代表性過高。
相反地，偏遠的公海地區較難監測，或可能受到較少的管
理限制，導致這些區域在分析中的代表性不足，但非法
和非永續性的漁撈活動可能仍是非常普遍。資料偏差也可
能因執法、監測和監督工作的空間差異而產生。沒有已確
認或已記錄的IUU漁撈事件或侵犯人權案件，未必意味著
事件減少，反而很可能反映出缺乏監測、紀錄和針對任何
涉嫌保育和管理措施違法行為所採取行動的能力或政治意
願。

漁民在迦納的 Gomoa Fetteh 設網。© 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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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中國遠洋船隊的特徵

1.1. 近代歷史沿革

全球海洋漁業捕撈量於1950年為1,670萬噸，41到2018年成
長了5倍，達到8,440萬噸。 42此一增長，是由於同期世界
人口增為三倍、需求急速增加所推動。另一方面，供給
相關的因素對漁獲量增加也有顯著貢獻，例如：由於重大
技術發展，提高了漁船定位和捕獲大量魚類能力的效率。
此外，公共政策使得政府提供大量補貼給許多大型漁業企
業，讓本應虧損的漁業活動在財務上得以續行。

在此期間，歐洲、美洲和亞洲是驅動海洋捕撈增加的主要
地區。在亞洲，中國的表現顯著，尤其是在過去的四十年
裡。在1987年至2019年間，中國海洋捕撈產量增加150%
，同期年均產量增加3%，且在1990年代達到8%的高峰。43

此現象恰逢中國自1985年開始，在遠洋漁場增加部署中國
漁船船隊，44以因應在中國沿海和周邊海域的過度捕撈，
並作為創造就業機會的一種方式。 45,46在1987年至2019年
間，中國遠洋船隊的年平均產量增加近14%，速度遠超過
該國的海洋捕撈總產量。47

中國遠洋船隊現在已成為中國政治上不可或缺的優先考
量，並被視為實施中國「走出去」政策和「一帶一路」計
畫的重要部分。48

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公布的資料，中國49於
2018年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捕撈生產國，產量為1,270萬
噸。50僅此一項就佔世界產量的15%，據報導，當中20%
源自其遠洋船隊。《2020年中國漁業統計年鑑》 51則指
出，2019年中國海洋捕撈產量略微下降至1,210萬噸，儘管
列為遠洋漁船的船隻數量增加了47艘，達到2,701艘，但來
自遠洋船隊的產量比例保持穩定。

中國遠洋船隊的治理來自兩個層面：國家級和省級。國家
遠洋漁業法規《遠洋漁業管理規定》主要提供法律框架，
相比之下，省級的法規在限制或鼓勵遠洋漁業活動方面發
揮著更直接的作用。雙重的治理系統往往會導致與中國遠
洋船隊營運相關的資訊與行動支離破碎，有時甚至相互矛
盾。

中國遠洋船隊治理權力部分下放所導致的問題，在最近國
家層級對永續發展的需求難以與地方層級的經濟野心之間
平衡當中可見一斑。根據2017年「十三五」計畫52中的國
家遠洋漁業戰略，中國農業農村部還確立了到2020年底將
全國遠洋漁業船隊規模限制在3,000艘以內的目標，以及讓
獲准的遠洋漁業公司數量回到2016年的水準。然而，控制
船隻數量和總噸位的國家目標，與要進一步發展遠洋漁業
產業的地方目標相互矛盾。53省、地級政府甚至收到了中
國農業農村部的壓力，要求減少資源枯竭的近海捕撈努力
量，54並控制遠洋船隊的規模水準。

然而，為履行地方糧食安全和豐富「菜籃子」的指令，以
及執行打造「海洋強省55」的任務，省級和地方政府提供
多種補貼或獎勵，鼓勵當地公司從他省購買船隻、吸引他
省公司來到當地註冊，56或將漁獲運回省、地級交易中心
進行交易。

中國遠洋船隊的所有權模式亦發生了重大轉變。雖然以
前可被歸類為國有，但現在絕大多數船隻似乎都是私營所
有。根據本報告的分析，目前約有68.8%的船隻為私營公
司所有，22.5%為中國政府控股公司直接擁有，另有8.7%
為中國政府間接持股。

雖然情況有所改善，但有關中國遠洋船隊的可用資料仍然
有限。儘管FAO表示「FAO資料庫對中國總漁獲量的估計
大致完整」，57,58但中國只回報在中國市場銷售的水產物
種和其捕撈區域資訊，而這些水產僅佔其遠洋船隊漁獲量
的 40%左右。59

• 山東省 : 威海（沙窩島）遠洋漁業基地（鮪魚、魷魚）
• 浙江省 : 舟山遠洋漁業基地（鮪魚、魷魚）
• 福建省 : 福州（連江）遠洋漁業基地（其他魚種）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遠洋漁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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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9年至2020年主要作業地點和區域
缺乏資料造成的後果之一，就是讓有效描繪船隊的作業區域變得更加困難，即使是在一般的FAO主要捕撈區亦是
如此。60本章節旨在透過分析中國農業農村部的遠洋漁業計畫，試圖探索中國遠洋船隊活動看似最活躍的地區。

分析結果證實，在中國捕撈船隊開始向遠洋漁場擴張30年後，中國已成為一個真正的全球漁業大國。中國在很大
程度上依賴其遠洋船隊以鞏固世界最大海洋捕撈生產國的地位，並且如先前所提到，藉此實行其政治理念。

根據擷取的資料，EJF發現2019年和2020年公布獲准的遠洋漁業計畫中，有33.6%涵蓋特定的EEZ，其餘66.4%則是
遍布印度洋或北太平洋等海洋區域。非洲因對中國遠洋船隊活動的明顯重要性而脫穎而出，佔獲准遠洋漁業計畫
的78.4%，在發布的公告中提到的29個EEZ中佔20個。亞洲位居第二，佔19.7%，再來則是南美，佔1.9%。獲准的
遠洋漁業計畫的前十名EEZ可見圖1，完整列表見附錄1。

烏拉圭蒙得維的亞港口的中國魷魚釣船。© 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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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利塔尼亞 29.9%

緬甸 9.3%

幾內亞比索 8.6%

塞內加爾 6.7%

摩洛哥 5.8%

幾內亞 5.3%

獅子山 4.1%

馬達加斯加 3.1%

馬來西亞 3.1%

伊朗 3.0%

其他 21.1%

總計 100.0%

表二：2019-2020年已發布和可取得的遠洋漁業計畫資訊

海洋區域 海洋區域相關計畫之船隻總數百
分比

印度洋 27.0%
北太平洋 22.9%
西南大西洋 20.2%
東南太平洋 20.0%
太平洋 5.0%
西北太平洋 4.3%
大西洋 0.4%
南極洲 0.2%

資料來源：中國農業農村部遠洋漁業計畫公告

大 洋 性 漁 業 計 畫 方 面 ， 中 國 農 業 農 村 部 網 站 發 布 的
2 0 1 9 - 2 0 2 0 年 公告顯示出印度洋對中國遠洋船隊的重要
性，約佔獲准之大洋性漁業計畫的27%。其次是北太平
洋、西南大西洋、東南太平洋和「太平洋」。 62西北太平
洋、大西洋和南極洋亦列於榜上。將太平洋細分成不同區
域（大西洋較小程度上亦是如此）掩蓋了一個事實，即太
平洋是中國遠洋船隊足跡最多的海洋區域（約52%）。海
洋區域的完整列表見表2。

在過洋性漁業計畫中，發布的公告中顯示出茅利塔尼亞的EEZ是迄今為止中國遠洋船隊最為盛行的地區。茅利塔尼亞漁
場作業船隻在所有過洋性漁業計畫中的船隻佔比約為 30%。緊隨其後的是緬甸、幾內亞比索、塞內加爾和摩洛哥。

茅利塔尼亞是生產魚粉和魚油(FMFO)最重要的西非國家之一，其中大部分的魚粉和魚油會出口到為中國、歐洲和其他
較富裕地區服務的養殖魚場。61因為魚類被捕獲並出售以加工成FMFO，其生產已經改變了該區小型遠洋漁業的政治生
態。這迫使依賴這些物種為食和維生的小型漁民，需與大型工業船隻和跨國企業（其中許多是中國企業）直接競爭，而
這些跨國企業又在該國運用大量的政治和財務力量來獲取當地重要的自然資源。

圖1：2019和2020年中國農業農村部公布的已批准遠洋漁業計畫中佔比最大的10個境外專屬經濟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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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中國農業農村部公布的遠洋漁業計畫中最常見的漁具類型

根據中國農業農村部發布的2019-2020年間資料，拖網漁船是獲准的過洋性漁業計畫中最常見的船隻
類型，有超過五分之三的漁船從事拖網作業。其次是刺網和流袋網，分別佔11.3%和9.0%；刺網主要
用於茅利塔尼亞，而流袋網據報導僅在緬甸使用。

而在獲准的大洋性漁業計畫船隻中，配備有捕撈魷魚漁具的船隻佔三分之二以上。在所有海洋區域
（南極洋區域除外），配備捕撈魷魚漁具的船隻數量眾多且相對穩定，與魷魚物種的分布、棲息
地，63和主要漁場一致。64,65

這也符合中國近年來著重發展魷魚捕撈的趨勢。中國農業農村部於2020年描述魷魚物種為「國家遠
洋漁業捕撈和利用的主要對象」，並強調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魷魚捕撈國、貿易國和消費國，66

《2020年中國漁業統計年鑑》發布的資訊也證實了此一說法。2019年，光是魷魚物種就佔中國遠洋漁
業捕撈生產量的20%。67「中國遠洋魷魚指數」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演變，也驗證了中國遠洋船隊在這漁
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該指數旨在作為產業的發展和繁榮指標。從2010年（基準年）至2019年，指數
成長了近58%，與基準年相比更在2015年達到成長74%的高峰值。68

中國工業船隻上的大批魷魚漁獲。© 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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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業農村部網站上發布的公告亦顯示，為中國遠洋船隊服務的冷藏貨船（運搬船）遍布在有中國遠洋船隊捕撈船作
業的所有海洋，僅南極洋區除外。根據擷取的資訊，在已獲准的大洋性漁業計畫裡，這些船隻在所有區域當中的佔比顯
著且相對穩定(4.5%)。雖然在海上將魚類轉移到運搬船（稱為海上轉載）通常合法，並且符合國家或地區的保護和管理
措施，但海上轉載也有利於IUU漁撈和侵犯人權行為、孤立船員並對IUU捕獲的魚獲進行「洗魚」。69

圖 2：依據中國農業農村部於2019和2020年公布的獲批准的遠洋漁業計畫，中國遠洋船隊全球分布的地點

雖然要達成魚類種群的永續管理和保育、根除IUU漁撈和漁業犯罪可以從很多面向著手，但無論如何，公開、可信的漁
船活動資訊都至關重要。70無法根據中國農業農村部公開的資料準確描繪中國遠洋漁業的主要營運地點和區域，71導致供
應鏈中相關國家和行為者更難做出明智的管理決策、確認船隻的狀態、與查證其活動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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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遠洋船隊相關的主要漁場和捕撈方法都具有與陸上
治理結構相關的特殊性，最值得注意的也許是他們通常與
特定省份有關。本報告取得的資料以及省政府提供的策略
報告和補貼或獎勵也都明顯體現了此一事實。以下分析著
眼於三個中國遠洋船隊捕撈量佔比較高的主要捕撈類別：
魷魚、拖網和鮪魚。與各省相關的中國遠洋船隊註冊比例
詳見表3。

1.3.1. 魷魚捕撈

浙江是魷魚捕撈大省。雖然浙江擁有中國四分之一的船隊
以及超過60%的魷魚釣船，註冊的公司也為數眾多，但規
模卻普遍較小。除了一些大型企業擁有從漁場到市場的完
整產業鏈之外（如舟山寧泰遠洋漁業有限公司、平太榮遠
洋漁業集團、中國萬向集團），浙江船隊中約有一半是由
中小型漁業公司經營。此外，船隻的所有權通常屬於個
人，這點可部分歸因於魷魚捕撈的性質和悠久的歷史。72

表3：中國遠洋船隊註冊前六大的省份比例

省份 中國遠洋船隊註冊比例 (%)
浙江省 25.2
福建省 19.6
遼寧省 11.8
北京市 10.7
廣東省 8.3
上海市 3

資料來源：中國農業農村部遠洋漁業計畫公告

浙 江 省 的 舟 山 基 地 是 中 國 三 個 國 家 級 遠 洋 船 隊 基 地 之
一，73屬於重要的物流樞紐，供遠洋船隊船隻停靠、分發
返港的漁獲物、協助水產加工公司進行加工。浙江省每年
的魷魚捕撈上岸量佔全國魷魚產量的67%以上。74

然而，浙江的許多船隻和公司仍然利用「掛靠模式」投機
取巧。75在這些情況下，遠洋漁業公司並不會直接經營和
管理船隻及其生產。這使得遠洋漁業的管理對於省級當局
和企業本身來說都具有挑戰性。為改善浙江遠洋魷釣業管
理的鬆散，舟山市海洋與漁業局已嘗試透過任命一艘指揮
船「普遠801」來解決此問題，由該船負責協調不同公司的
漁船，以確保安全與合法生產，並在東南太平洋的魷魚漁
場提供醫療服務。76

魷魚漁業的管理鬆散也體現在供應鏈上。近年來，舟山捕
撈魷魚的遠洋漁業公司開始透過「遠洋漁業專業合作社」
相互合作，讓他們能夠將捕撈的漁獲視為一個整體，進行
加工、儲存、運輸和銷售，從而取得更好管控的批發和零
售價格。77例如：舟山最大的魷魚合作社——舟山市遠洋
漁業專業合作社——目前擁有255家企業或個人會員，共
有370艘船隻。2019年，此合作社共促成20次冷凍魷魚的海
上轉載，重量達107,544噸，並使每噸銷售價格較去年增長 
20.8%。此外，合作社的成員還可從當地銀行獲得貸款，
成為銀行遠洋漁業貸款計畫的一部分，以改善這些高度依
賴燃料補貼、容易受到滯銷影響的中小型魷魚遠洋漁業公
司之資金周轉率。78中國水產有限公司(CNFC)也透過魷魚
合作社銷售生魷魚。79此外，從本報告蒐集和分析的IUU漁
撈案例來看，屬於同一合作社的船隻往往一起進行漁撈作
業，因此也更可能一起參與IUU漁撈事件（詳見第四節）。

儘管浙江在中國遠洋船隊和捕撈努力量中佔有重要地位，
但當局承認，由於大多數中小型魷魚捕撈公司的加工和銷
售網路不完整，因此發展遇到了瓶頸。例如：這兩年浙江
船隊捕獲的魷魚約有三分之二賣給了福建和山東進行進一
步加工。80相較之下，山東省的魷魚船隊僅佔全國25%，但
超過60%的全國魷魚捕撈量在山東沙窩島的國家遠洋船隊
基地加工，並由靖海集團有限公司管理。81為確保全省的
整體利潤，舟山遠洋船隊基地針對每噸運回舟山的魚貨提
供經濟獎勵，82例如：每噸冷藏或超低溫冷凍鮪魚為人民
幣300元（約47美元）；每噸魷魚、鰹魚、鬼頭刀或秋刀魚
為人民幣100元（約15美元）；冷凍鮪魚和所有其他魚類每
噸人民幣200元（約31美元）。

1.3. 中國遠洋漁業的陸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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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拖網捕撈

福建省的註冊比例位居第二(19.6%)，其船隊擁有最大的
全球海洋覆蓋範圍。除北大西洋以外，福建的船隻在所有
漁場都有作業，並針對各種類型的漁業。儘管福建企業針
對較多樣的漁業，總體來說拖網捕撈仍是福建船隊的重
點。光是平潭海洋企業(PME)和宏東遠洋漁業這兩家福建
企業，就擁有中國遠洋船隊船隻總量的11%，其中95%的
船隻為拖網漁船。宏東捕撈的魚主要是為海外魚粉廠提供
原料。自2010年以來，宏東一直在茅利塔尼亞沿岸捕撈小
型海洋魚類，隨後也在蓋亞那捕撈， 83而在EJF進行分析
期間，蓋亞那尚未被確認為已獲准的遠洋漁業計畫所涵蓋
的國家。該公司在兩國都擁有工業化的漁業基地，並正試
圖進一步擴張。另一方面，PME主要在東南亞和印度洋捕
撈。PME是一家在那斯達克上市的公司，其董事長被指控
利用 PME 和其他中國及海外子公司，為詐欺、偷獵、甚
至人口販運等國際犯罪行為提供資金，對此董事長本人則
予以強烈反駁。84

福建省有數個重要的遠洋船隊產品中心，全中國僅有三個
的國家遠洋船隊基地，其中之一即位於福建省福州市連江
縣。此外，福建政府正在擴建馬尾自由貿易區，該區是中
國目前最大的遠洋船隊產品集散與加工中心，也是亞洲重
要的水產交易中心。每年在該自貿區交易的遠洋水產品超
過50萬噸，佔中國遠洋漁業年產量的35%。85馬尾自貿區亦
是中國遠洋船隊船隻捕獲鯊魚後的重要配送樞紐，部分產
品據稱來自西非。86舉例來說，位於馬尾自貿區內的中國
鯊魚產品合作社會向船隻購買鯊魚，並透過其全球網路進
行銷售。87合作社的成員可能也參與了2017年加拉巴哥群
島附近惡名昭彰的「福遠漁冷999」漁船非法鯊魚運輸事
件。88運搬船上查獲的鯊魚種類包括《瀕臨絕種野生動植
物國際貿易公約》(CITES)內所列的紅肉丫髻鮫、遠洋白鰭
鯊、淺海長尾鯊等，而這些都在合作社的公司網站上被廣

告為可銷售物種。89

福建船隊在全國遠洋漁撈產量最高，而福建省政府的目標
是在2023年前擁有650艘遠洋漁業船隻，年產量達到60萬
噸，並將65%的產品運回中國。90在福建省內，大部分福建
的遠洋漁業公司位於福州，而該城市一度設下於2020年前
達成600艘營運船隻，年產量40萬噸的目標。91

市政府承認，由於中央政府對新船隻登記的控制，使其難
以實現訂定的目標，僅實現了目標船數的77%和目標生產
量的81%。92然而，由於福建的多元化漁業和較完整的加工
設施，福建船隊捕獲的漁業產品有很高比例被運回該省進
行進一步加工（2021年上半年為74%）。93

中國農業發展集團旗下的一些遠洋船隊子公司和多家海
外合資企業在拖網捕撈計畫上有長期合作關係。例如：作
為 CNFC的子公司，中漁環球海洋食品在非洲國家（如幾
內亞、幾內亞比索、獅子山共和國、塞內加爾、馬達加斯
加等）管理至少176艘拖網漁船和圍網漁船、公司資產、
和11個漁業計畫。94此外，還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島的拉斯
帕爾馬斯成立了一家貿易公司CNFC-Quick State Limited 
(CNFC-QSL)，以利魚類產品銷往歐洲和非洲市場，以及
非洲漁場的捕撈和運輸之調度。

另一個高度參與拖網捕撈業的省份是遼寧省，其主要漁
場位於西非和印度洋。遼寧船隊僅佔整個中國遠洋船隊的 
12%，然而船隻主要是拖網漁船，使其成為拖網漁船比例
最高的省份（佔中國拖網漁船的25%）。透過中國農業農
村部公布的制裁資料來分析，儘管船隊規模相對較小，但
與遼寧相關的船隻涉及IUU漁撈活動的案例似乎很多。

一艘在迦納的中資拖網漁船。© 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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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鮪魚捕撈
北京是中國唯一有涉足遠洋船隊產業的內陸行政區。所
有在北京註冊的公司均由國營的中國農業發展集團掌管，
該集團擁有多家專注鮪魚捕撈的遠洋船隊子公司，如在中
國股市（境內發行之A股）上市的中水漁業與浙江豐匯遠
洋漁業。中國農業發展集團擁有整個中國遠洋船隊12.7%
的股份，業務範圍遠超過漁業，還包括水產品出口、機具
維修與保養。中國農業發展集團的大部分漁業計畫位於西
非、太平洋島國和印度洋。

太平洋島國是該公司鮪魚產業的重點，其中斐濟與CNFC
的合作歷史尤為悠久。CNFC的斐濟代表管理42艘鮪魚延
繩釣船以及553名在太平洋島嶼周圍捕撈的漁民。船隊於
2016年的鮪魚捕撈上岸量為14,000噸，95捕獲的鮪魚被運
回斐濟進行初步加工。CNFC的主要客戶多在美國和日
本。

近年來，CNFC 已將版圖重心延伸至萬那杜。中瓦漁業有
限公司是 CNFC 和萬那杜政府合資的企業。在此之前，在
萬那杜 EEZ 內捕獲的鮪魚會被運往斐濟進一步加工。96然
而，中瓦漁業隨後建立了港口和陸上加工廠，以利漁獲上
岸，並延伸萬那杜的鮪魚生產鏈。97作為回報，萬那杜政
府承諾會加速核發在其EEZ內的捕撈許可，及促進該區內
漁業資源的發展。98

另一個重點發展鮪魚產業的省份是山東，其鮪魚船佔全國
鮪魚船隊的30%。山東省的主要漁場是印度洋、太平洋島
嶼和西非。如同福建省，山東的遠洋漁業產業由幾家大型
企業所控制。這些企業都擁有相當規模的船隊（30 多艘以
上）和成熟的加工與銷售能力。山東省前五大遠洋漁業公
司的船隻就佔了全省的34.8%。有數家山東遠洋漁業公司

在中國證券交易所掛牌，包括山東中魯遠洋漁業99與榮成
好當家遠洋漁業。100其他重要的企業包括鑫發控股（擁有
遠洋漁業公司藍潤集團）、青島魯海豐食品集團（旗下擁
有例如：青島遠通遠洋漁業）和靖海集團。

山東省榮成市是中國國家遠洋船隊基地之一，是重要的鮪
魚漁獲上岸地。該市擁有全國最大的鮪魚加工設施之一，
為鑫發控股所有。在2010年之前，中國船隊捕撈的鮪魚有
90%都因技術能力不足而得銷往日本等國進一步加工。101

因此，鑫發控股、青島魯海豐等企業開始投資，延長加工
鏈，使鮪魚從肉至骨都可被利用。如今，鑫發控股捕獲的
鮪魚，100%全數運回中國進行進一步加工，製成成品從
鮪魚罐頭到膠原蛋白胜肽粉都有。102

自2012年以來，山東省青島市政府發布了多項公告，並
推行了以進一步發展遠洋漁業和「藍色糧倉」（即海產
資源）為目的的補貼和獎勵措施。103,104受到經濟獎勵的吸
引，五家來自外省的遠洋漁業公司已遷至青島市，105其船
隊在過去八年增長了17倍，自新政策推出後新增的船隻共
169艘。106

近幾十年來，浙江的大型企業，如浙江大洋世家（中國萬
向控股），已將重點從魷魚轉向鮪魚。浙江大洋世家在中
國、阿根廷、吉里巴斯和香港設有15家分公司和18家子公
司，業務涵蓋漁業、餐飲、零售等各種海鮮相關產業。107

近年來，吉里巴斯的EEZ已成為浙江大洋世家的重要漁
場，而該企業在這個小島國的鮪魚產業上投資了10億元人
民幣（約1.57億美元），是浙江大洋世家迄今為止在海外
投資的最高金額。108 2020年，在舟山遠洋船隊基地上岸並

烏拉圭蒙得維的亞港口的中國工業船隻。© 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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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的鮪魚和類鮪魚物種共達12至14萬噸。這些漁獲來自
中國在中太平洋和西太平洋營運的圍網船隊，而其中7萬
噸來自位於舟山的公司。109大洋世家約43%的鮪魚銷往海
外市場，例如：其長期客戶日本三菱集團，貢獻了大洋世
家約11%的年收入。110

此外，中國國內的鮪魚市場也在成長，包括藍鰭鮪魚（北
方黑鮪）等高檔的冷凍新鮮產品。據報導，大洋世家於2018
年供應了中國60%（300噸）該特定物種的需求。111此產品
還透過盒馬鮮生和京東等新興電子商務平台銷售。

浙江大洋世家目前正嘗試在中國證交所上市。浙江大洋世
家的實質股權多數由萬向控股持有(76.5%)，董事長魯偉鼎
為實質受益人，因此該公司認定自己為一家私營企業。然
而，幾家國營企業共同擁有相當比例的浙江大洋世家間接
股權(23.5%)。112

萬向集團因專注於農業領域，已被中國國務院列為國家重
要企業。根據該公司2015年的年報，前任CEO魯冠球（魯
偉鼎的父親）曾任全國人大(NPC)代表，而萬向的一名董
事會成員曾領取國務院的特殊薪資。 113該集團還獲得政
府支持， 114以政府補貼的形式在2015年至少獲得650萬美
元，2016年約880萬美元，以實現國家政策目標。115

雖然遼寧鮪魚船隊的規模相對較小，但遼寧最大鮪魚捕撈
企業之一的大連遠洋漁業CEO勵振羽，也透過投資與上海
開創遠洋漁業，一家專捕鮪魚的大型企業進行合作。

大連遠洋漁業是中國金槍魚產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在開
曼群島註冊的空殼公司）的中國子公司。116其在中國的鮪
魚延繩釣業務，是由控股公司大連隆泰創投（大連金沐投
資集團）所管理。大連遠洋漁業曾多次嘗試在中國股市上
市，但均以失敗告終。2014年，綠色和平組織揭發該公司
使用過時的短鮪魚（大目鮪魚）種群數據，並高估了該物
種的永續性。117

隨後，該公司從香港證交所撤回了由德意志銀行背書的首
次公開募股(IPO)。1182016年和2018年，大連遠洋漁業又為
了上市中國證交所，兩次嘗試借殼一家礦石熔煉公司和一
家食品公司上市，但均告失敗。119

塞內加爾達喀爾港口的中國拖網漁船。© 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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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中國遠洋船隊的IUU漁撈活動 

2.1.中國遠洋船隊的IUU漁撈地點

一項針對2015至2019年間IUU漁撈違法事件的範圍分布分
析（表4）顯示，西非在遠洋漁業計畫中是事件數量最多的
地區，在所有位置標示明確的事件中佔28%（圖3）。而在
西非國家當中，發生於迦納的違法數量最多，其次是獅子
山共和國和茅利塔尼亞（圖4）。EJF在迦納發現了多個與
中資拖網漁船有關的可疑船隻活動事件，包括多次涉嫌侵
入為小規模漁民所保留的近海禁區(IEZ)（附錄2）。120然
而，這些資訊為EJF在迦納的分部所收集，所以這些事件
未被納入在分析中，以免過度放大該國的IUU漁撈盛行率
佔比。

表4：2015至2019年間與中國遠洋船隊相關的IUU漁撈
事件

年度 事件數量
(2015-2019) 佔比% 

2015 18 3.2
2016 140 25.2
2017 253 45.8
2018 95 17.1
2019 48 8.7

合計 (2015-2019) 554 100.0

資料來源：沿海國家政府、EJF調查結果、中國農業農村部IUU漁撈公告、媒
體／非政府組織報告、Spyglass網站

圖 3：專屬經濟海域內涉及懸掛中國船旗或中資遠洋船隊船隻的IUU漁撈事件地點（2015至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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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先前所述，西非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IUU漁撈的熱區。在此地區，針對在EEZ內懸掛中國船旗或是與中資遠洋船隊
船隻相關的調查結果也支持了此一說法。然而，該地區一直是區域機構（例如：次區域漁業委員會）、非政府組織、沿
海國家聯合開展多項合併行動的目標，也是非政府組織調查非法漁撈活動的地區（詳見案例研究1-2）。正如本報告於
研究方法所強調，最近非政府組織高度關注在西非展開的倡議活動，以及該地區對中國遠洋船隊活動的重要性，可能會
使該區在IUU漁撈數量的佔比被過度放大。然而，有鑒於當地依賴海洋漁業資源以維持生計與糧食安全，IUU漁撈的盛
行程度仍有特別重要的意涵。

圖4：在西非沿海國家涉及懸掛中國船旗或中資遠洋船隊船隻的IUU漁撈事件分布（2015至2019年）

一處位於塞內加爾的小型漁業社區。© 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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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1:  綠色和平和海洋守護者在西非的海上巡邏

綠色和平國際組織和海洋守護者協會是國際非政府組織，在全球致力於保護海洋動物和打
擊IUU漁撈。這兩個組織都有與西非沿海國家合作並向其提供支援，以展開海上行動追緝
涉嫌IUU漁撈的船隻。

這兩個非政府組織都在幾內亞灣一帶，對涉嫌IUU漁撈的船隻進行監測和登船行動，包括
甘比亞、幾內亞、賴比瑞亞和獅子山共和國。在許多情況下，受到非政府組織檢查的船隻
都與中資相關。

2017年，海洋守護者的船員協助賴比瑞亞當局，在蒙羅維亞港口扣押了一艘懸掛中國船旗
的運搬船「M/V海豐823」，這艘74公尺長的船隻有過往的IUU漁撈紀錄，並涉嫌接收來
自其他IUU漁撈漁船的魚。121仔細檢查該船及其貨物後，發現船上載有81噸未經授權和未
通報的漁獲。該船最終因三項罪名被扣押，罪名包括向一名賴比瑞亞海岸防衛隊官員撒
謊、出示偽造文件、以及密謀逃避賴比瑞亞的稅金和海關法。

2020年11月在甘比亞，海洋守護者協助扣留了懸掛中國船旗的船隻「巨榮漁9」，該船在
班竹被捕並被帶到港口。該船被發現在其漁撈日誌中出現不合常規的紀錄，並且因為船首
和船尾出現不同的名稱，被判定未在船身上顯示正確的標記。122

2017年3月，綠色和平組織的船隻「希望號 (Esperanza)」在幾內亞比索、幾內亞、獅子山
共和國和塞內加爾的EEZ內進行了聯合監視行動，檢查了37艘船隻，並指認了17艘被認為
違反相關漁撈法規的船隻。

在這17艘船中，有9艘懸掛中國船旗，並被指控有一系列違法行為。在幾內亞比索，3艘中
國船隻（益豐8、益豐9、益豐10）僅以中文顯示其名稱，這違反了當地所有船隻名稱必須
易於當地官員識別的規定。2016年9月，另一艘中國船隻（長遠漁05）遭到扣押，因爲其
未支付在此前因使用非法漁網所致的罰款。此外，還有幾艘漁船在幾內亞因捕撈鯊魚鰭和
非法改造漁網等罪名被捕，以及在獅子山共和國因使用非法漁網、沒有漁撈日誌和未經授
權卸載而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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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2:  EJF的調查結果——中資底拖網漁船在迦納從事侵犯
人權的非法活動 

對於西非沿海國家而言，底拖網捕撈帶來的經濟利益有限，123這使得使用這種破壞性漁具更加令人不
齒。124EJF多年來一直密切關注迦納的中資拖網船隊，確定這種破壞性漁撈方式如何從根本上破壞該
國小型漁業社區的人權。EJF一份2021年的報告顯示，許多人權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工業過度捕
撈和IUU漁撈作業所造成，其中80-90%的漁民和處理漁獲的工人回報過去5年的收入減少，75%的漁
民回報與拖網漁船的衝突增加，70%的人聲稱他們的漁具被拖網漁船損壞。125同一項研究描述了收入
下降所導致的連鎖反應：50%的漁民和60%的漁獲處理工人表示他們去年沒有足夠的食物，15至20% 
的兒童在完成小學教育前輟學，70至7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生活條件在過去5年有所下降。

EJF觀察到拖網船隊進行諸多疑似IUU漁撈的活動，也經常將此情況通報迦納漁業和水產養殖發展部 
(MOFAD)。EJF利用衛星追蹤數據與當地線民，記錄了中資拖網漁船於2017至2021年間頻繁入侵迦納
IEZ的疑似和確認事件。126大型工業船隻除了造成和當地社區之間對漁獲的直接競爭外，這些入侵還
可能損壞漁民的漁網，也可能因碰撞而危及較小船隻，並增加衝突的風險。一些漁民甚至回報在接近
非法捕撈的拖網漁船時，遭到威脅和虐待的情況。127

近年來越來越普遍的非法行為，即是故意鎖定嚴重枯竭但卻是小型漁民經濟支柱的小型中上層魚類，
再將這些物種賣回當地社區，以獲取利潤。這種做法在當地被稱為「賽科 (saiko)」，即是將違反拖網
漁船捕撈許可條件而捕獲的冷凍魚，轉移至海上經過特殊改裝的獨木舟上。工業拖網漁船大量捕撈小
型中上層魚類，使賽科演變成一個高度組織化、非法和有利可圖的產業。EJF估計於2017年有10萬噸
魚透過賽科進行交易，到岸價值超過5,000萬美元。128

EJF在港口監測發現，2019至2020年間，非法賽科的上岸量估計增加了28.5%。2020年，704艘賽科獨
木舟在艾爾米納港 (Elmina port)公然登陸，預計帶進18,586至30,976噸漁獲，代表有33至45%的漁獲量
未通報。129許多上岸的魚是以非法網目尺寸所捕獲的幼魚，在牠們能夠繁殖並重建魚群之前就已被捕
撈。中資的拖網船隊的行為被認為是近期迦納的金色小沙丁魚(Sardinella aurita)漁業崩解的主要因素
之一。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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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沿海國家EEZ之外，發生最多與中國遠洋船隊船隻相關的IUU漁撈違法事件的地點則是在公海，131佔所有明確位置違
法事件的7%（圖5），其次是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WCPFC)、南太平洋區域漁業管理組織(SPRFMO)與印度洋鮪魚委
員會(IOTC)的公約區域（分別佔違法總數的5%、3%和1%）。

圖 5：在專屬經濟海域外涉及懸掛中國船旗或中資遠洋船隊船隻的IUU漁撈事件地點（2015至2019年）

2.2. 不同漁具類型的IUU漁撈事件位置 

在554例中，有350例可識別船隻／漁具類型：在350例中，31%使用拖網漁船（底層、頭足類和中層拖網漁船），延繩釣和
魷魚釣船分別佔28%和20%（表5）。在已確認與中國遠洋船隊相關的IUU漁撈事件中，這三種船型加起來佔比近80%，圍
網漁船則位居第四，佔整體12%。

 
表5：2015-2019年不同船型／漁具類型與中國遠洋船隊有關的 IUU 漁撈事件*

船隻（漁具）類型 確認的 IUU 漁撈事件
數量 (2015-2019)

本研究中確認的 IUU 漁撈
事件比例

確認的 IUU 漁撈事件使用的
船型／漁具類型比例

拖網漁船 108 19.6 31.1

延繩釣船 98 17.7 28.0
魷魚釣船 69 12.4 19.7
圍網漁船 42 7.6 12.0
刺網漁船 15 2.7 4.3
運搬船 7 1.3 2.0
流網漁船 7 1.3 2.0
流網延繩漁船 3 0.5 0.9
其他／未確認 205 36.9 -
總計 554 100.0  

*從取得資料中可辨識確認的部分。
資料來源：沿海國家政府、EJF調查結果、中國農業農村部IUU漁撈公告、媒體／非政府組織報告、Spyglass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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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拖網漁船
 
在本報告分析的所有涉及IUU漁撈拖網漁船事件中，至少 
44%的違法行為涉及底層拖網漁船。132非洲西岸是中國遠
洋船隊進行底層拖網捕撈的主要地點。

根據一些估計，該地區約有350艘中國遠洋船隊船隻， 133

推估其中四分之三是底拖網漁船，目標是捕撈底棲魚類和
底棲無脊椎動物，尤其是蝦類。透過分析中國農業農村部 
2019年和2020年公布的獲准遠洋漁業計畫資料，EJF發現
有559個此類計畫在該地區獲得批准。

如先前所強調，中國農業農村部的資料亦突顯了中國遠洋
船隊在外國EEZ內大量使用拖網漁具的情況。據估計，中
國底拖網船隊在西非的年捕撈量約為235萬噸，約佔該國
遠洋捕撈總量的50%，到岸（離船）價值約為每年54億美
元。134 

2015至2019年間確認發生的工業拖網漁船IUU漁撈事件
中 ， 懸 掛 中 國 船 旗 或 與 中 資 相 關 的 事 件 超 過 一 半 以 上 
(56%)發生在迦納、印尼和幾內亞的EEZ。中國遠洋船隊拖
網漁船運作的地點還有甘比亞和獅子山共和國，共佔整體
違法事件的15%。135

密集的拖網捕撈、產能過剩、IUU漁撈，和其他互相關聯
的壓力因素（如氣候變遷），對西非沿海社區具有毀滅性
的影響。然而，並非所有人對這些影響都有同等感受。社
會結構和不公平的權力關係，通常代表著這些影響會因性
別、社會地位、財富和年齡的不同而進一步惡化（詳見案
例研究3）。

塞內加爾達喀爾港口的中國拖網漁船。© 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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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3:  西非非永續漁撈對兩性的影響

幾十年來，西非漁場因工業拖網漁船過度捕撈而產生的壓力，對該地區的沿海社區造成了災難性影響，導致
營養不足、生計喪失與貧困。估計顯示，一些獨木舟漁民的收入，在過去二十年間下降了40%。136捕撈量減少
和衍生了的經濟問題例如：難以獲取醫療保健和教育以及替代生計機會的減少等連鎖效應，形成了一個貧困
加劇和人類遭受苦難的循環，且進一步地使生態退化。

研究持續發現，婦女受到魚類種群減少的影響尤為嚴重。137概括地說，在西非的小規模漁業社區中，各種角
色是按性別區分的，絕大多數男性出海捕撈，女性則負責魚類加工和銷售等捕撈後的工作。

雖然女性是小規模漁業經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社會中的父權結構和性別偏見往往使她們失去權力，把女
性排除在漁業治理決策之外，也讓她們獲得資本的機會變得更少。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漁獲量減少而導致的
經濟收入不足，使該地區一些婦女被迫從事性交易（稱為「以性換魚」）或是必須轉向掠奪性金融貸款求
助。138

包括迦納139和塞內加爾140在內的多個西非國家的研究還發現，漁業社區的婦女缺乏獲得資本和其他資源的途
徑，但在社會規範下她們仍需負責持家和養育兒童。因此，面對魚類資源的減少，過往通常可以在經濟上依
賴丈夫的女性，面臨了「雙重負擔」，既要從事無償的照護工作，又要參與經濟活動（通常是以小額貿易或
魚類加工的形式）。

迦納婦女在迦納中部地區的Bawjiase市場上賣魚。© 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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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延繩釣船

2015至2019年間，懸掛中國船旗或與中資相關的工業延繩
釣船IUU漁撈事件大部分發生在國家管轄範圍以外的區域
（圖6）。近三分之一的事件(31%)發生在WCPFC的管轄
水域內，而公海（RFMO未涵蓋的區域）則是第二常見的
區域(20%)，其後三個最常見的區域是坦尚尼亞EEZ(14%)
、索馬利亞 EEZ(8%)和加拉巴哥群島EEZ(5%)。

2.2.3. 魷魚釣船 

2015至2019年間，懸掛中國船旗或與中資有關的工業魷
魚釣船IUU漁撈事件大部分發生在阿根廷的EEZ(61%)，
其次是SPRFMO管轄的公海(16%)，第三是公海(6%)（圖
7）。事件數量最多的區域為南美洲的周邊水域，因為豐
饒的魷魚漁場使該區對遠洋船隊深具吸引力。141上述的統
計也佐證了其他單位對於該區魷魚釣船IUU漁撈事件的研
究，例如：中國和西班牙的船隻「隱身」，也就是船隻長
時間關閉其AIS發射器。這種行為往往與刻意躲避監測有
關。142

總體而言，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重點是，許多配備魷魚捕
撈漁具的中國遠洋船隊船隻在主要魷魚漁場持續大量作
業，但這些漁場都不在任何區域漁業管理組織或協定的管
轄範圍之內。這個情況在西南大西洋和西北印度洋皆可看
見。143 

目前，這些公海漁場區域的保護和管理措施仍然完全由船
旗國掌握。儘管這種情況可能不符合FAO制定之《預防、
制止和消除IUU漁撈國際行動計畫》中所定義的「不受規
範漁撈」，但在這些區域展開的漁撈活動仍引起嚴重的關
切，尤其考量到在阿根廷EEZ內（與西南大西洋的公海交
接處）普遍存在的涉及懸掛中國船旗或與中資相關的工業
魷魚釣船的IUU漁撈事件，而最近的研究亦強調了西北印
度洋魷魚捕撈產業和非法漁撈活動風險間的關聯有與日俱
增的狀況。144

圖 6：懸掛中國船旗或中資延繩釣船所犯下的 IUU 漁撈事件地點（2015至2019年）145

WCPFC 26

公海 17

坦尚尼亞 12

索馬利亞 7

加拉巴哥群島（厄瓜多爾） 4

IOTC 4

萬那杜 3

紐西蘭 2

菲律賓 2

阿根廷 1

澳大利亞 1

貝南 1

柯克群島 1

法屬玻里尼西亞 1

印尼（中部） 1

東帝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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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懸掛中國船旗或中資魷魚釣船所犯下的IUU漁撈事件地點（2015至2019年）146

 

2.2.4. 圍網漁船

2015至2019年間，懸掛中國船旗或與中資相關的工業圍網漁船IUU漁撈事件大部分發生在印尼EEZ(50%)，其次是公海 
(15%)，並列第三是IOTC與索馬利亞EEZ(10%)（圖8）。

圖 8：懸掛中國船旗或中資圍網漁船所犯下的IUU漁撈事件地點（2015至2019年）147

阿根廷 42

SPRFMO 11

公海 6

南非 5

祕魯 2

東南太平洋 2

印尼（中部） 1

印尼（中部） 10

公海 3

IOTC 2

索馬利亞 2

日本 1

諾魯 1

南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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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U漁撈」是一個定義廣泛的詞彙，可包括一系列不
同的行為，而這些行為可因地區、漁具類型、船隊和商
業模式等不同而異。正如本報告前述的調查結果所示，
在全球多個沿海國家的EEZ以及公海地區，中國遠洋船
隊被懷疑從事不成比例、大量的IUU漁撈作業。

EJF的分析顯示，中國遠洋船隊最常見的違法行為是未經
許可或授權的漁撈，共237起，佔總數的42.7%。第二常
見的違法行為是使用違禁裝備類型，共64起，佔總數的 
11.5%。捕撈違禁物種再次之，共57起，佔總數的10.3%
。完整的違法事件列表詳見下表6。

上述關於IUU漁撈性質的調查結果，與EJF透過採訪中
國遠洋船隊船上印尼船員所獲得的資訊一致。在受訪的 
116名船員中，有很高比例的受訪者曾目睹過某種形式的 
IUU漁撈。例如：95%的受訪者曾看過鯊魚被割鰭、22% 
和38%的受訪者分別看過海豚和偽虎鯨被殺、以及34% 
的受訪者看到海豹和海龜等其他保育類物種被捕獲與被
殺。

第三節–IUU漁撈的性質與中國遠洋船隊侵
犯人權的行為 

3.1.  中國遠洋船隊的IUU漁撈性質：概述

表6：2015-2019年中國遠洋船隊的違法行為148

違法行為 數量 佔比

未經許可／授權捕撈 237 42.7

其他違規捕撈行為 181 32.6
使用違禁裝備 64 11.5
捕撈違禁物種 57 10.3

與文件、身份、標記和船旗
相關的違規行為 50 9.0

其他（例如：走私毒品） 39 7.0
未回報／申報捕獲量 38 6.8
捕鯊割鰭 37 6.7

在 IEZ／禁區內捕撈 18 3.2

未回報 AIS／漁船監控系統 17 3.1
侵犯人權 16 2.9

資料來源：沿海國家政府、EJF 調查結果、中國農業農村部 IUU 漁撈公告、媒
體／非政府組織報告、Spyglass 網站

未經許可/授權捕撈237例，

佔總數 42.7%

使用違禁裝備64次，

佔總數 11.5%

 

捕撈違禁物種57次，

佔總數 10.3%

中國魷魚釣船上的海豚。© 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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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IUU漁撈性質：漁具

3.2.1. 拖網漁船
拖網漁船所進行的IUU漁撈事件類型中，最常見的是未經授權的捕撈（42起違法行為，149佔總數34%），主要是在沿海
國家的水域從事無證捕撈。非法丟棄漁獲物佔總數13%，再其次是與漁具相關的違規（例如：使用非法網目尺寸、小網
目防擦網衣和刻意阻塞網目）和與區域相關的侵權（在IEZ 或其他禁區捕撈），分別佔違法事件的13%和7%。

 
圖 9：懸掛中國船旗或中資拖網漁船的IUU漁撈犯罪類型（2015至2019年）

3.2.2. 延繩釣船 

延繩釣船所進行的IUU漁撈事件類型中，最常見的是捕鯊割鰭（28起違法行為，150佔總數20%）。緊隨其後的是捕撈保
育類物種（佔違法行為19%）、不遵守回報要求（佔總數19%）和未經授權的捕撈（佔違法行為18%）。

延繩釣船還被發現從事詐欺活動（佔違法行為5%），包括使用非法標記、低報總註冊噸位、和偽造許可證。另外還有
不遵守船隻監控要求（例如：缺乏正常運作的VMS、竄改船隻位置、和關閉AIS）與不遵守漁獲報告義務（如未更新或
完成日誌）的行為，分別佔單項違法行為6%和5%。

圖10：懸掛中國船旗或中資延繩釣船的IUU漁撈犯罪類型（2015至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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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魷魚釣船 

魷魚釣船所進行的IUU漁撈事件中，最常見的類型是在禁區捕撈（佔違法行為46%）。其次是未經授權的捕撈（佔違法
行為 17%）與逃逸、拒絕合作（10%）。其他違法行為則包括未經授權的轉運（9%）和捕鯊割鰭（6%）。

圖 11：懸掛中國船旗或中資魷魚釣船的IUU漁撈犯罪類型（2015至2019年）

3.2.4. 圍網漁船  
圍網漁船所進行的IUU漁撈事件類型中，最常見的是詐欺活動（佔違法行為55%），其次是與漁具相關的違法行為（佔
違法行為18%）和未經授權的捕撈（佔違法行為11%）。
 
圖 12：懸掛中國船旗或中資圍網漁船的IUU漁撈犯罪類型（2015至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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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國遠洋船隊人權侵犯的性質

幾十年來，侵犯人權的行為一直困擾著全球漁業，弱勢的船員曝露在各種虐待風險中，從食物和水的不足，到身體和言
語的虐待、人口販運，甚至被殺害。151

作為一個產業，漁業確實具備各種容易讓這些犯罪滋生的要素。由於產業高度依賴移工、作業的地理位置偏遠、船隻能
夠一次在海上停留數年，不論是全球或個別國家皆缺乏能夠有效預警和防範海上人權侵犯的機制。

隨著中國遠洋船隊受到更多放大檢視，船隻上侵犯人權的系統性本質也變得更加明顯。考慮到其遠洋作業的範圍和該船
隊IUU漁撈的盛行情況，這些發現或許並不讓人感到意外，因為IUU漁撈和人權侵犯之間固有的相關性。152

2021年5月發生的事件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時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CBP)禁止中國大連遠洋漁業有限公司進口所有
產品，因為有跡象顯示他們的船隻上發生侵犯人權的行為，特別是對印尼移工的侵犯。153 

案例研究4詳載了惡名昭彰的漁船隆興629(LONGXING 629)案例，此船為大連遠洋漁業有限公司所擁有，該船的原船員
中有四人在漁船上喪命。

EJF於2020年9月至2021年8月期間採訪了曾在中國遠洋船隊上工作的印尼船員，令人震驚地發現有高比例的前船員遭遇
過人權侵犯。

來自88艘船隻共116名船員接受了採訪，他們回報了一系列違法行為，包括身體虐待、恐嚇和威脅、扣留和扣減工資、
債役勞動、惡劣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以及嚴重的超時工作。154 表7列出了經歷過上述每一項行為的受訪者比例。

EJF在迦納的調查樣本數雖然較小，但結果顯示中國遠洋船隊船隻上的迦納船員也面臨了類似的人權侵犯問題。所有接
受採訪的10名船員都親身經歷或目睹過身體虐待、被迫生活在骯髒的環境中、食用營養價值極低的食物，以及喝不安全
的飲用水而導致生病。155

一艘在迦納特馬的中國拖網漁船上的船長和船員。© 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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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020年9月至2021年8月期間在中國遠洋船隊船上工作的印尼船員遭受的人權侵犯行為

人權侵犯行為 人權侵犯行為 人權侵犯行為

扣留和扣減工資 115 99.1% 

債役勞動、扣押保證金、沒收文件 112 96.6% 

嚴重超時工作 103 88.8% 

惡劣的工作和生活條件 99 85.3% 

恐嚇和威脅 81 69.8% 

身體虐待 67 57.8% 

資料來源：EJF 調查結果
由於資料普遍不足，難以用類似先前 IUU 漁撈事件的方式來量化人權侵犯的案例和類型。因此，本報告這部分將改以一些備受關注的事件呈現。這些事件記錄了
中資漁船上發生的駭人聽聞的人權侵犯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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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4:  在隆興629漁船上的人權侵犯行為156

隆興629號是一艘在西太平洋作業的中國船隻，引起民間社會、各國政府和主流媒體的大量關注。該船最初的
四名印尼船員，在出現身體腫脹和胸痛等症狀後，相繼於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間去世。這是一場漫長的悲
劇，其中一名船員在隆興629上死亡，兩名在被轉移到姊妹船後死亡，另一名則在抵達韓國釜山時過世。據
稱，儘管船員長達數月要求醫療協助，船長仍拒絕返回港口以取得適當的協助。157

船長對於船員健康狀況的反應駭人聽聞，加上船員們相繼死亡，引起了人們對船上生活和工作條件的關
注。EJF 和其他民間社會組織的調查發現了大量驚人的人權侵犯指控。其中包括每日平均18小時的工時、22
名印尼船員共用一個廁所、沒收護照、扣減工資、被迫食用原本用作誘餌的魚、飲用未適當處理的海水、以
及遭受中國船員的肢體暴力。由於多次的海上轉運使船員被迫在海上停留長達13個月，也助長了這些虐待行
為。

EJF 對這艘船的營運做進一步調查，證明了船上的人權侵犯與IUU漁撈之間的相互關聯。158非法捕撈鯊魚並割
取魚鰭是該船最主要的IUU漁撈行為，而這種情況在其11艘姊妹船上也很普遍，代表整個船隊存在著系統性
的問題。捕獲的鯊魚種類繁多，其中不乏一些瀕臨絕種的物種，包括紅肉丫髻鮫、尖吻鯖鯊、及白鯊等。

中國工業漁船上的捕鯨行為。© 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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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遠洋船隊普遍僱用來自東南亞較貧窮鄰國（包括印尼
和菲律賓）的移工。這些移工在中國船隻上遭受虐待，無
數令人揪心的故事深刻地描繪了此問題的嚴重性。例如：
據報導在一艘名為魯青遠漁901的漁船上，兩名印尼船員
因無法忍受船上的對待和強迫勞動而跳海，所幸被其他漁
民救起。159

綠色和平組織在2019年的報告中深度討論印尼船員遭虐待
的事件，包括一名在中國船隻漢榮355上的船員，被迫喝
冷氣機所凝結的水，並遭受身體虐待。160 

最近在2021年，一名印尼船員因試圖逃離一艘中資船隻而
悲慘地失去性命，而該船據傳也有嚴重的侵犯人權和IUU 
漁撈行為（見案例研究5）。

然而，中國船隻上發生的虐待事件不限於東南亞籍的移
工。EJF還發現了「當地」船員（即中國船隻營運所在地
的沿海國家國民）遭到人權侵犯的事件。此類侵犯行為發
生在迦納。該國的國家漁業法規定75%的船員必須是迦納
國民。

在最近的一份報告中，EJF揭露了在迦納水域作業的中資
拖網漁船上令人震驚的人權侵犯行為。在進行的所有採訪
中，船員皆表示他們有目睹或親身經歷身體虐待、惡劣的
生活條件、劣質的食物和飲用水，並在沒有書面合約的情
況下工作。161

塞內加爾達喀爾港口的中國拖網漁船。© 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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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5:  印度洋上遼東漁船隊對移工的日常虐待 

自2020年9月以來，一隻懸掛中國船旗的漁船船隊和一艘運搬船（包括遼東漁 535、571、572、575和577）被
觀察到在索馬利亞海域作業。2021年6月，漁民福利組織「破壞性捕撈觀測組織」接獲通報，發現在船上工作
的13名印尼船員自2021年1月以來即被困在索馬利亞。儘管他們的合約已於2020年12月終止，但據稱船員仍被
迫繼續工作，且船隻的經營者拒絕送他們回國。

隨著越來越多的消息開始浮上檯面，其所描繪出船上移工所遭遇的悲劇越加慘烈。2021年6月，在大浪襲擊船
隻後，一扇沉重的拖網門硬生生被打開，使得一名船員在遭撞擊後喪生，另一名船員則被撞擊落海，推定死
亡。2021年8月，四名船員試圖逃離船隻、游泳上岸。雖然其中三人被找到並帶回船上，但剩下的一名不會游
泳的船員則在海上失蹤，斷定死亡。在眾多當地和國際非政府組織（包括EJF在內）的協助下，該船船員最終
得以歸國。

為什麼一些船員會願意冒著生命危險跳海上岸？船上的狀態提供了一些脈絡可循。船上人員的報告顯示，只
要他們提出有關回國的要求，就會受到身體虐待。若他們拒絕工作，就會有好幾天沒有早餐可吃，以作為懲
罰。有些船員回報身體不適，症狀與腳氣病或硫胺素缺乏症相似，包括呼吸困難和雙腿腫脹，使人難以行
走。在船上受傷和生病不足為奇，因為船員沒有足夠的安全設備，又被迫飲用未過濾的自來水，且若他們不
願意自掏腰包加購蔬菜，就只能以稀飯和鯷魚為食。

如同隆興629的案例，船員記錄並回報了一系列疑似IUU漁撈的違法行為，包括無有效許可證捕撈、使用違禁
漁具捕撈、在禁區捕撈、捕撈受保護或瀕臨絕種的物種，並在違反船旗國當局的條款和條件下營運。

船上捕獲的物種包括鯊魚、海龜和海豚。鯊魚經常經歷割鰭這種普遍違法且極不人道的作法。鯊魚的鰭被割
下後，身體往往又被扔回海裡，牠們被迫面對漫長而痛苦的死亡。船上還記錄到棱皮龜等易危物種，以及稀
有的巨口鯊。

中國魷魚釣船上生活條件惡劣的證據。© 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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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概述
許多IUU漁撈犯罪者的身份及其與商業夥伴間的關係複雜且不透明。在本報告分析的554起IUU漁撈事件中，有82起由完
全國營或部分國營的企業所為，約佔分析事件15%。然而，一些中國遠洋漁業公司在海外設立合資企業，這些公司參與
的 IUU漁撈違法卻無法被算入。162

在有IUU漁撈紀錄的漁業公司當中，約45%的公司擁有20艘船以下的小型船隊，另外45%的公司具有一定的商業規模，
船隊大小在24至59艘之間，只有兩家公司擁有超過100艘船隻的龐大船隊（表 8）。

不同省份的船隻進行IUU漁撈的可能性不盡相同。事實上，遼寧的船隻數量在所有省份中僅位居第四，但比例上來說，
其註冊船隻進行IUU漁撈的可能性最高。在山東、浙江和福建等省（按降序排列），也可以看到與船隻數量相比較高的
犯罪率。然而，我們的分析無法將「幽靈船」考慮進去。所謂的幽靈船，就是沒有註冊港口或盜用身份捕撈的船隻。

來自同一家公司的船隻，通常會犯下型態相似的IUU漁撈行為，這可能與公司的營運策略，或現場船長的集體決策有
關。例如：在2018年，煙台北京遠洋漁業公司的5艘船隻，共謀逃避阿根廷當局的檢查要求。隨後，應阿根廷當局的要
求，5艘船隻均被國際刑警組織發出紫色通報。163

第四節–主犯身份

在烏拉圭蒙得維的亞的中國工業船隻。© 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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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015年至2019年期間 IUU 漁撈犯罪紀錄最多的前 20 個公司集團

 
集團或公司 2 0 1 5 - 2 0 1 9 年

IUU漁撈紀錄 公司船隻 是否國有

1 平潭海洋企業有限公司（包含福州宏龍海洋水產
有限公司） 25 188 否

2 中國萬向控股有限公司／萬向三農集團有限公司 22 45 是（部分）

3 福州東鑫龍遠洋漁業有限公司 164 15 2 否

4 大連金沐投資有限公司 13 37 否

5 山東省中魯遠洋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3 24 是

6 榮成市遠洋漁業有限公司 12 10 否

7 中國農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12 429 是

8 山東省國有資產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11 10 是

9 大連連潤遠洋漁業有限公司 10 24 否

10 福建安豐遠洋漁業有限公司 10 10 否 

11 山東波德隆集團有限公司 10 28 否

12 舟山嘉德遠洋漁業有限公司 8 18 否

13 長海縣獐子島益豐水產有限公司 7 18 否

14 大連孟鑫遠洋漁業有限公司 7 31 否

15 正冠漁業集團 6 26 否

16 北京水產集團有限公司 6 15 是

17 青島長海遠洋漁業有限公司 6 6 否

18 舟山華利遠洋漁業有限公司 165 6 1 否

19 寧波萬泓水產有限公司 5 26 否

20 舟山國家遠洋漁業基地建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5 59 是

資料來源：沿海國家政府、EJF調查結果、中國農業農村部IUU漁撈公告、媒體／非政府組織報告、Spyglass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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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主犯身份：漁具類型

4.2.1. 拖網漁船
表9列出了前五大涉及使用拖網漁船從事IUU漁撈事件的
中國遠洋漁業公司。這些中國船隻大多在山東或遼寧省
註冊。拖網漁船的IUU漁撈事件絕大多數發生在西非海
岸。EJF已於2021年初發布了一份全面、詳細的報告，探
究中資拖網漁船在西非的營運。166而在本節，我們將進一
步深入探究從事IUU漁撈侵權的主要中國公司身份。

有 兩 家 山 東 公 司 和 一 家 遼 寧 公 司 均 被 指 控 在 海 上 非 法
棄魚。山東省遠洋漁業有限公司的多數股權為中國政府
所有。在2015至2019年間，該公司涉及至少10起相關事
件，167而該公司在迦納的幾艘船隻也曾因在2017至2019年
間從事的非法活動而受到制裁。違法行為僅由5艘船隻所
為，但每艘都有多項違法行為，主要包括棄魚、非法轉運
和在IEZ內捕撈。這家公司雖然規模較小，註冊的拖網漁
船僅10艘，卻是國有大型控股公司「山東省國有資產投資
控股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此母公司也是山東省遠洋船隊
龍頭企業「山東中魯遠洋漁業」的控股股東。168山東省遠
洋漁業有限公司於 2019年開始專注於摩洛哥的沿海漁場，
現在至少有6艘漁船在該地點作業。169,170

榮成市海洋漁業有限公司屬於山東波德隆集團(49%)，該
集團涉足中國遠洋船隊和房地產行業，以及擁有另一家
漁業公司，榮成德潤漁業有限公司(51%)。榮成市海洋漁
業主要在迦納和印度洋捕撈。公司名下註冊有20艘拖網漁
船、4 艘魷魚釣船、2艘圍網漁船和2艘運搬船。榮成市海
洋漁業的IUU漁撈違法行為包括海上非法棄魚和在IEZ內
捕撈。目前，山東波德隆集團和榮成德潤漁業正嘗試與阿
根廷進一步合作，希望在阿根廷增加漁船數量、擴大投資
規模，以及發展陸上加工設施。171

大連孟鑫遠洋漁業過去曾有數起被EJF和其他非政府組織
所記錄的IUU漁撈違法行為，172,173其中包括傾倒幼魚、使
用違禁漁具和非法轉運。孟鑫遠洋的31艘拖網漁船之一
「孟鑫15」，涉及了一名迦納漁業觀察員的船上失蹤案
件。174 該公司活躍的漁場是迦納和獅子山共和國。

大連孟鑫由兩大股東平均持有：竇永孟和林慧梅。竇永孟
與竇偉同時也是大連孟遠貿易有限公司的監事及股東。至
少在截至2019年時，大連孟鑫仍積極將魷魚和墨魚從迦納
特馬運往中國。175此外，大連孟鑫與大連最大的海鮮經銷
商「大連凱洋世界海鮮股份有限公司」176之間存在著業務
關係。在香港還有一個獨立但名稱相同的公司（大連孟鑫
遠洋漁業），於2017年成立，2 0 1 9 年 解 散 。 該 公 司 之 前
名為Meredith Seafood Trading and Shipping。177

另外兩家遼寧公司涉及詐欺案件和其他類型的IUU漁撈侵
權行為。遼寧大連的獐子島是一有悠久歷史的水產產業漁
村，也是多家在遼寧註冊的遠洋漁業公司的母港。大連瑞
泰豐遠洋漁業和瑞泰豐船隊（2019年前原名大連連潤）擁
有30艘拖網漁船，主要在迦納、幾內亞等西非國家捕撈。
在2015至2019年間，該公司的連潤船隊有數個IUU漁撈活
動紀錄，包括使用非法漁具、非法網目尺寸、捕鯊割鰭、
低報總噸位等。2015年之前，連潤船隊即有造假總噸位和
身份的歷史。178

長海縣獐子島的益豐水產有限公司的IUU漁撈違法行為是
未經授權捕撈以及竄改船位和標記。該公司擁有18艘拖網
漁船，在幾內亞比索和塞內加爾水域捕撈。中國農業農村
部下令遼寧省政府對4艘竄改定位系統的船隻進行制裁，
取消這些船隻的漁撈計畫，並將船隻的管理人員和船長列
入黑名單。179

4.2.2. 延繩釣船
表10列出了前七大涉及使用延繩釣船從事IUU漁撈行為的
遠洋漁業公司以及相關事件的案例。七家公司中，有三家
在中國或國外證交所上市，有一家曾多次嘗試上市，還有
一家正在申請中。這也許突顯了鮪魚延繩釣船的營運是一
項資本密集的生意。

浙江省延繩釣船隊進行的IUU漁撈事件數量最多。至少兩
家遠洋漁業公司隸屬於中國萬向控股（萬向三農）組織集
團，這些公司在2015至2019年期間涉嫌14艘船隻上至少21
起事件，該集團難辭其咎。

兩家公司的違法行為發生在公海、WCPFC的管轄範圍，
以及索馬利亞和坦尚尼亞的EEZ。這些違法行為包括逃
避當局檢查、不遵守規定（例如：未向RFMO提供轉運紀
錄）、無證捕撈、捕鯊割鰭，和以鯨豚類動物為捕撈目
標。其中，半數船隻在不同時期進行多次違法行為。

隨著中國將重點轉向太平洋島嶼，中國政府和吉里巴斯政
府之間存在著秘密協議，確保了浙江大洋世家等中國漁業
公司在吉里巴斯EEZ內的鮪魚捕撈具有優勢。180

山東中魯遠洋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違法類型也是逃
避當局檢查。這些案件大多發生在2018年，即海洋守護者
協會和坦尚尼亞當局聯合執行任務期間。隨後，在2019-
2020 年的捕撈計畫獲准清單中，該公司申請深入印度洋進
行捕撈作業。181

大連遠洋漁業金槍魚釣有限公司在延繩釣所犯下的IUU漁
撈事件中佔第二多，捕鯊割鰭和捕殺鯨類動物是其主要的
違法行為，這些違法行為發生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島嶼的公
海上。此外，該公司的多艘船隻涉及嚴重的人權侵犯事
件，隆興629尤其惡名昭彰。因此，美國政府自2021年6月
起，基於違法強迫勞動，限制大該漁業公司出口水產品至
美國市場。

平潭縣遠洋漁業集團有限公司涉及的IUU漁撈案件為鯊魚
鰭的捕撈和運輸。隸屬於平潭縣遠洋漁業的子公司和附屬
公司的4艘延繩釣船，還參與了加拉巴哥群島的鯊魚盜獵
與運輸案。

此外，在2017年8月被緝獲的僅僅幾個月後，其中兩艘船
「福遠漁7865」和「福遠漁7866」182便於11月即獲政府補
貼核准進行船隻更新改造。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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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凍鮪魚在烏拉圭蒙得維的亞港口卸載。© EJF

表 9: 2015年至2019年期間其拖網漁船涉及IUU漁撈的前五名中國遠洋漁業公司

公司名稱 省份 是否國有 IUU漁撈數量 IUU漁撈事件的地點

山東省遠洋漁業開發公司 山東 是 10 迦納

榮成市海洋漁業有限公司 山東 否 10 迦納

大連連潤遠洋漁業有限公司 遼寧 否 9 迦納、幾內亞

大連孟鑫遠洋漁業有限公司 遼寧 否 7 迦納、獅子山

長海縣獐子島益豐水產有限公司 遼寧 否 6 甘比亞、幾內亞比索

資料來源：沿海國家政府、EJF 調查結果、中國農業農村部 IUU 漁撈公告、媒體／非政府組織報告、Spyglass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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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2015年至2019年期間其延繩釣船涉及IUU漁撈的前五名中國遠洋漁業公司

公司名稱 所屬集團 省份 是否國有 IUU漁撈
案件數 IUU漁撈事件的地點

浙江大洋世家股份有
限公司

中國萬向控股有
限公司／萬向三
農集團有限公司

浙江 是（部分）

15 WCPFC(40%)、公海(26.7%)、坦
尚尼亞(26.7%)、索馬利亞 (6.7%)

浙江省遠洋漁業集團
有限公司／舟山太平
洋金槍魚遠洋漁業有
限公司

6 WCPFC (100%)

大連遠洋漁業金槍魚
釣有限公司

大連金沐投資有
限公司 遼寧 否 13 未知 (92.3%)、貝寧 (7.7%)

山東省中魯遠洋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中魯集團 山東 是 10 坦尚尼亞(88.9%)、公海 (11.1%)

福建省平潭縣遠洋漁
業集團有限公司

平潭海洋 福建 否

4 公海(50%)、加拉巴哥群島(厄
瓜多共和國，50%)

福州宏龍遠洋漁業有
限公司 4 加拉巴哥群島（厄瓜多，50%

）、公海(25%)、WCPFC (25%)

青島長海遠洋漁業有
限公司

青島長海遠洋漁
業有限公司 山東 否 6 索馬利亞 (100%)

資料來源：沿海國家政府、EJF 調查結果、中國農業農村部IUU漁撈公告、媒體／非政府組織報告、Spyglass網站

4.2.3. 魷魚釣船 
表11列出了前八名涉及使用魷魚釣船從事IUU漁撈行為的中國遠洋船隊公司以及其案例。舟山的所有船隻都屬於同一個
魷魚捕撈合作社。魷魚釣船的IUU漁撈案例中，有幾乎一半是未經授權進入他國EEZ，特別是阿根廷的EEZ。相較於在
延繩釣船、拖網漁船和圍網漁船之中的高發生率，只有7%的魷魚釣船涉入鯊魚鰭的捕撈和運輸事件。這突顯了船隻類
型與 IUU 漁撈類型之間的相互關連性。

浙江省政府對2016年春季漁季進入阿根廷EEZ內的船隻進行罰款。這些制裁是針對之前於2016年3月發生的嚴重IUU漁
撈衝突的官方回應。阿根廷海岸防衛隊在發出多次警告，命令中國漁船「魯煙遠漁010」停止在其EEZ內捕撈後，擊沉
了此艘漁船。184此備受矚目的事件迫使中國政府禁止其他船隻在此期間進入阿根廷EEZ內。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浙江省政府在接到中國農業農村部的指示後公布制裁結果。如果船隻進入EEZ內一至兩次，船長將被罰款$1,560美元，
如果進入EEZ內兩次以上，將被罰款$3,125美元。這些船隻進入阿根廷EEZ內的次數從1次到19次不等，中位數為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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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15 年至 2019 年期間其魷魚釣船涉及 IUU 漁撈的前八名中國遠洋漁業公司

公司名稱 所屬集團 省份 是否國有 IUU 漁撈
案件數

IUU 漁撈事件的
地點

舟山市嘉德遠洋漁業有
限公司

舟山市嘉德遠洋漁業有限
公司 浙江 否 8 阿根廷

煙台京遠漁業有限公司 北京水產集團有限公司 北京 是 6 阿根廷

舟山華利遠洋漁業有
限公司 未知 浙江 未知 6 阿根廷、印尼

舟山市明翔遠洋漁業有
限公司 寧波萬泓水產有限公司 浙江 否 5 阿根廷、SPRFMO

中國水產舟山海洋漁業
有限公司

中國農業發展集團有限
公司 浙江 是 4 阿根廷

舟山市普陀遠洋漁業有
限公司

舟山國家遠洋漁業基地建
設發展集團 浙江 是 4 SPRFMO

舟山潤達遠洋漁業有
限公司 未知 浙江 否 4 阿根廷

舟山順行遠洋漁業有
限公司 未知 浙江 否 4 阿根廷

資料來源：沿海國家政府、EJF調查結果、中國農業農村部IUU漁撈公告、媒體／非政府組織報告、Spyglass網站

4.2.4. 圍網漁船
表12列出了前三名涉及使用圍網漁船從事IUU漁撈行為的遠洋漁業公司公司以及相關事件的案例。青島榮昌遠洋漁業有
限公司位居榜首，其在2015至2019年期間至少涉入11起事件。據報導，該家私營公司在南非進行了IUU漁撈，而其他地
點則未通報。根據中國農業農村部的初步調查，他們的主要違法行為是將捕撈方式從圍網改為拖網，這點已被證明屬
實。185 然而，針對該公司的第二項指控，走私3,000噸非法捕撈的漁貨運回中國，由於證據不足，中國農業農村部最終決
定不進一步制裁。186

福州東鑫龍遠洋漁業有限公司與福建正冠漁業開發有限公司，分別位居圍網漁船從事IUU漁撈的第二與第三名，兩家公
司透過非法活動和船隻轉讓而相互關聯。福州東鑫龍的8艘漁船和福建正冠漁業開發的6艘漁船因涉嫌多起詐欺案件而被
中國農業農村部集體調查，包括偽造船隻噸位、非法更換漁具、竄改AIS等。187

此外，福州東鑫龍在被中國農業農村部吊銷遠洋漁業公司資格後，隨後將其6艘船隻賣給了福建正冠。這6艘船隻先前涉
及在印度洋北部使用違禁流網從事非法漁撈的活動。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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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2015年至2019年期間其圍網漁船涉及IUU漁撈的前三名中國遠洋漁業公司

公司名稱 所屬集團 省份 是否國有 IUU漁撈案件數 IUU漁撈事件的
地點

青島榮昌遠洋漁業有
限公司

青島榮昌遠洋漁
業有限公司 浙江 否 11 南非、未知

福州東鑫龍遠洋漁業
有限公司 未知 福建 否 7 未知

福建正冠漁業開發有
限公司 中冠海洋 福建 否 6 未知

資料來源：沿海國家政府、EJF調查結果、中國農業農村部IUU漁撈公告、媒體／非政府組織報告、Spyglass網站

結語
 
過去30年中國遠洋船隊的快速成長，無疑為海洋生態系統和所有依賴其維生的社區帶來了額外的壓力。儘管從過去到現
在，有許多國家和行為者都需對許多魚類種群減少付起責任，但中國遠洋船隊以及中國作為一個市場國家的規模值得關
注。由於中國船隊從事大量的IUU漁撈，其營運地點又位於魚類種群接近崩潰的脆弱沿海地區，對其之監督需求變得更
加緊迫。

本報告對現有文獻提供了即時補充，透過新的資料來源分析，不僅包含船隻，還連同了漁具類型，以輔佐現有文獻描繪
中國遠洋船隊的規模、分布與行為。現在，責任落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及其國際合作夥伴上，須解決中國遠洋船隊
經常以非永續方式運作的問題。唯有如此，才能防止基本人權繼續遭到侵犯，並保障依賴海洋為生的社區，穩固居民的
生計與糧食安全。雖然這會伴隨著一些初始成本，但畢竟魚類種群枯竭對任何人都是百害而無一利，解決眾多海洋生態
系統的生存威脅，最終將能帶來經濟效益。

以下我們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其他相關國家提出的一系列建議。執行這些措施將提高中國遠洋船隊運作的透明度，
並允許當局向那些應為IUU漁撈和侵犯人權行為負責的人進行咎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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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建議

採取最佳營運方式，並與國際夥伴合作

• 確保中國遠洋船隊船隻上傳至 FAO 之「全球漁船、冷藏運搬船、補給船紀錄的資訊」完整且即時。

• 與相關的外國政府合作，釐清中國在其漁業產業的「被隱藏」的所有權，以便執行相關的法律規定。

• 強制將國際海事組織(IMO)識別碼作為批准漁船在海外作業的先決條件（或在船隻不適用 IMO 船舶識別碼的情況下，
使用效力相同的漁船單一識別碼 (UVI)）。

• 通過並實施國際勞工組織(ILO)漁業工作公約C188，以解決勞工虐待相關的問題。對船上勞工採取進一步保護措施，包
括將營運方使用強迫或債役勞動的行為入罪化，以及強制要求遠洋船隊船隻提供船員名單。此外，建議批准並實施2012
年《開普敦漁船安全協定》和1995年《國際漁船船員培訓、發證和值班標準國公約》(STCW-F)。

制裁 

• 通過並實施國際勞工組織(ILO)漁業工作公約C188，以解決勞工虐待相關的問題。對船上勞工採取進一步保護措施，包
括將營運方使用強迫或債役勞動的行為入罪化，以及強制要求遠洋船隊船隻提供船員名單。此外，建議批准並實施2012
年《開普敦漁船安全協定》和1995年《國際漁船船員培訓、發證和值班標準國公約》(STCW-F)。

• 為消除有害補貼，確保政府不向有 IUU 漁撈侵權紀錄的公司以補貼、貸款和其他資金的形式提供支持。

• 針對 IUU 漁撈違法行為的調查，建立更明確的程序和責任鏈，其中應納入地方的漁業執法部門以提高效率。

• 持續更新和發布遠洋漁船與漁業相關的違法行為和制裁消息，以確保發布的資訊完整、可信且公開。

永續發展與透明度 

• 為捕撈協議（涉及中國國營和私營公司皆是）制定明確的指引和要求，以確保遠洋船隊營運的透明、合法和永續性。針
對這點，有一些可適用且有益的既存原則可參考，例如：EJF的「全球漁業10項透明度原則」，以及由非政府組織、國際
鳥盟、公平漁業協議聯盟(CFFA)、WWF及其非洲合作夥伴所制定的「永續漁業合作協議未來的10項優先事項」。189

• 設立中國遠洋船隊規模上限。依照特定漁具類型的整體引擎動力和總噸位設定限制，而非現行依船隻數量作為上限之
限制。

• 改革遠洋漁業計畫的審查與批准系統，納入具體標準以有效解決中國遠洋船隊任意更換船旗的問題，包括要求營運方
提供在第三國船旗下進行的船隻活動資訊（漁獲量、漁獲努力量、IUU漁撈侵權），並要求中國農業農村部對已知有船
旗合規問題的船隻活動進行詳細查核。

• 強制公布已獲准的遠洋船隊計畫內容，包括計畫期限和船隻詳細資訊（例如：船名、實質受益人、船旗、UVI、漁具
類型、噸位、和捕撈配額）。資訊內容應在公開且可檢索的資料庫中以供查閱。

• 改善向FAO報告的漁獲數據，確保以更全面的方式回報有關中國遠洋船隊捕撈的物種和區域資訊，無論產品的最終市
場目的地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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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釐清船舶監控的責任，確保對VMS資料進行定期、主動
的監控，並對疑似違規行為進行後續追蹤。

• 要求強制安裝並開啟AIS以顯著提高船隊活動的透明度
和覆蓋範圍。

• 迅速逐步取消對中國遠洋船隊的所有補貼，確保於2023
年12月前完全停止有害補貼。

對中國遠洋船隊船旗國的建議
• 

• 要求所有已註冊船舶提供所有權安排的詳細資訊以及漁
撈活動利潤的最終受益單位，往後此也應作為船隊登記的
一部分。除非可以明確保證該船舶的實質受益人可被辨識
並在需要時追究其責任，否則船旗國應將該船舶從登記冊
中刪除或拒絕申請。

• 對任何人或企業組建新的或接管現有的公司實體進行背
景調查。若該單位對現有所有權安排存在任何擬議變更，
則應立即通知船旗國。

• 確保負責為漁船懸掛船旗的機構和漁業管理部門密切合
作，且漁業管理單位能夠對是否為漁船懸掛船旗提供實質
性的意見。

• 確保前者、其他相關國家（包括中國）和船旗申請國的
漁業主管部門和船舶登記主管部門合作並交換船舶資訊，
之後才能獲准進入船旗國船隊。避免向未能結清所有罰款
和負債的船舶簽發刪除證書，船旗申請國應拒絕此類船舶
的申請。

• 仔細檢查有頻繁換旗歷史的船舶，以打擊濫用換旗的行
為。

• 在網上公布懸掛其國旗的船隻名單，並透過FAO全球漁
船、冷藏運搬船和補給船記錄提供相關資訊，強制所有符
合條件的船舶使用IMO識別碼，其他未符合條件的船隻應
使用國家UVI。

• 對包括中國遠洋船隊在內所有涉嫌違反漁業規定且懸掛
當地船旗的外國船隻，徹底調查其涉嫌的漁業侵權行為。
在確認違反規定的情況下根據國家法律的最低標準實施威
懾性制裁，無論案件是在法庭上解決或庭外和解。

對沿海國家的建議

• 確保針對所有中國遠洋船隊船隻所涉及的漁業侵權行為
進行徹底調查，並對已確認的違法行為實施遏止性的制
裁，制裁需依循國家法律的最低標準，無論案件是否已在
庭內或庭外和解。

• 確保發出的捕撈許可證數量（含發給中國遠洋船隊的數
量）符合現有的最佳科學建議和MCS能力的永續標準。

• 透過立法、監督和執法，確保 IEZ 內嚴格禁止任何和所
有工業漁撈活動，並在必要時擴大 IEZ 的區域範圍，以
準確包含小型漁民的漁場，且隨著氣候變遷和魚類種群的
枯竭，該區域範圍也應隨之更新。

• 逐步淘汰工業底拖網漁具之使用。其對近海區域的負面
生態影響眾所皆知，此舉可保護重要的生態系統和棲息其
中的生物多樣性。

• 對在其 EEZ 內營運的船隻採用最低透明度要求，包括
發布完整、即時和可取得的授權和實質受益人資訊，並要
求所有獲准進入沿海水域的合格船隻都有IMO識別碼。

• 對申請在沿海水域捕撈的船隻進行徹底的背景調查，以

烏拉圭蒙得維的亞港口。© 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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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納的小型漁業社區。© EJF

確保船隻的實質受益人若涉及IUU漁撈則拒絕授權。

• 發布有關遠洋船隊船隻違法和制裁的最新消息，並確保
發布的消息完整、可信且易於取得。

• 在相關情況下，闡明國民擔任外國漁業公司的當地代表
以在該國EEZ內作業時，所扮演之角色和責任，必要時制
定監管工具。

• 透過相關區域漁業組織，以及相關國家當局和國際機
構，支持在區域合作和漁業活動資訊共享方面取得進展。

• 對沿海社區的生計進行廣泛的研究，以深入了解沿海社
區所面臨的多重、相互影響的脆弱性，以減少不穩定性，
並在必要時計畫替代的生計方案。確保此類研究以真實參
與的方式進行，致力納入社區的邊緣群體，包括婦女和老
年人。

• 制定機制使遠洋船隊船隻上的船員和漁業觀察員可以安
全、匿名地回報船上發生的IUU漁撈和侵犯人權行為。該
機制需解決腐敗和未回報違規行為的誘因和驅動因素，包
括賄賂、對船員和觀察員的身體和言語虐待，以及工資扣
發。

對港口國家的建議

• 批准並有效實施FAO的《港口國措施》，在適用情況
下，有效實施RFMO採取的港口國保護和管理措施。

• 在決定要檢查哪些船隻時，尤其應加強審查本報告中點
名的漁業公司，因這些公司可能涉及IUU漁撈活動和／或
侵犯人權行為。

• 當有充分證據顯示尋求進入港口的中國遠洋船隊船隻從
事IUU漁撈或相關犯罪，和／或當港口國有合理理由相信
尋求入港的船隻從事此類活動時，港口國應拒絕船隻入
港，或僅允許船隻入境進行檢查和採取其他適當行動，以
預防、制止和消除IUU漁撈和支持此類捕撈的相關違法行
為。

• 如果在港口發現此類船隻，則拒絕其使用該港口進行漁
獲上岸、轉運、包裝和加工，並拒絕其他港口服務，尤其
是加油和補給、維護和乾塢。

• 儘管有上述規範，若有不可抗力因素，或有處於危險或
受傷的人員需要救助時，港口國不得拒絕船隻入港。同樣
地，若船隻能適當證明船員因安全和健康問題而需要相關
港口服務時，港口國不得拒絕。

對關鍵市場國家的建議

• 採取進口管制機制，若已有進口管制措施，則加強並努
力調整管制措施以消除漏洞、使措施更加明確，並進行資
訊交流、促進合法貿易和互通性。190,191

• 根據風險標準，進行標準化檢查、核查和檢驗程序，加
強對來自涉嫌IUU漁撈或侵犯人權的船隻所進口的漁業產
品進行監督。

• 在此脈絡之下，核查程序應優先關注本報告指認之可能
涉及IUU漁撈活動、侵犯人權或兩者兼有的船隻和其公司
的漁業產品。

• 當有明確證據顯示漁船或公司不遵守相關法律和管理措
施時，拒絕其產品進入市場，並通知船旗國，以及在適當
情況下告知船旗國以外的相關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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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常規和即時的資訊共享流程，包括遭拒貨物的資
訊，使相關當局能夠防止貿易轉移，並限制不法行為者進
入市場，尤其是不法行為的實質受益人。

• 加強整合雙邊合作機制、貿易措施、和包括RFMO在內
的全球漁業透明度政策，以利用市場力量、進口要求，促
使中國對其漁業治理框架進行必要的改革。

• 在此背景下，以一致的方式處理中國遠洋船隊的IUU漁
撈和侵犯人權行為，包括採取行動對中國施壓，尤其是公
開違法者黑名單，以及經獲准的中國遠洋船隊名單與該國
的漁業協定等。

• 對有大量中國遠洋船隊營運的沿海國家提供協助，以提
高其打擊IUU漁撈的能力，並使其漁業政策產生本質性的
改革。

賽科獨木舟在迦納埃爾米納港卸魚的鳥瞰圖。© 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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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2019 和 2020 年發布並可供擷取的專屬經濟海域的遠洋漁業計畫

專屬經濟海域 洲別 專屬經濟海域特定計畫覆蓋的
船舶總數百分比

茅利塔尼亞 非洲 29.9%

緬甸 亞洲 9.3%

幾內亞比索 非洲 8.6%

塞內加爾 非洲 6.7%

摩洛哥 非洲 5.8%

幾內亞 非洲 5.3%

獅子山 非洲 4.1%

馬達加斯加 非洲 3.1%

馬來西亞 亞洲 3.1%

伊朗 亞洲 3.0%

加彭 非洲 2.6%

莫三比克 非洲 2.6%

阿根廷 南美洲 1.6%

迦納 非洲 1.6%

印度 亞洲 1.5%

肯亞 非洲 1.5%

巴基斯坦 亞洲 1.5%

索馬利亞（邦特蘭） 非洲 1.5%

安哥拉 非洲 1.2%

阿曼 亞洲 1.2%

甘比亞 非洲 1.2%

象牙海岸 非洲 1.0%

賴比瑞亞 非洲 0.7%

喀麥隆 非洲 0.4%

坦尚尼亞 非洲 0.2%

烏拉圭 南美洲 0.2%

剛果共和國 非洲 0.1%

俄羅斯 亞洲 0.1%

南非 非洲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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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年份 船隻 狀態 發生日期 來源 結果

2021 龍祥 609 疑似 2021年5月1日至2日 AIS (EJF) 已向漁業委員會通報。結果未回報。

2021 金海 606 疑似 2021年3月6日 AIS (EJF) 已向漁業委員會通報。結果未回報。

2021 魯榮遠漁916 疑似 2021年3月6日至7日 AIS (EJF) 已向漁業委員會通報。結果未回報。

2021 龍祥 609 疑似 2020年11月24日至 AIS (EJF) 已向漁業委員會通報。結果未回報。

2021 龍祥 602 疑似 2020年11月22日至24日 AIS (EJF) 已向漁業委員會通報。結果未回報。

2021 金海 605 疑似 2020年11月2日至9日 AIS (EJF) 已向漁業委員會通報。結果未回報。

2020 魯榮遠漁930 疑似
2020年8月30日至2020年
9月3日

AIS (EJF) 已向漁業委員會通報。結果未回報。

2020 魯榮遠漁917 疑似
2020年8月31日至2020年
9月2日

AIS (EJF) 已向漁業委員會通報。結果未回報。

2020 龍祥 606 疑似 2020年8月1日至8日 AIS (EJF) 已向漁業委員會通報。結果未回報。

2020 龍祥 606 疑似 2020年7月11日至17日 AIS (EJF) 已向漁業委員會通報。結果未回報。

2020 金海 605 疑似 2020年5月28日至31日 AIS (EJF) 已向漁業委員會通報。結果未回報。

2020 孟鑫 14 疑似
2020年4月9日至23日以及
2020年7月14日至15日

AIS (EJF) 已向漁業委員會通報。結果未回報。

2020 龍祥 606 疑似 2020年4月至7月 AIS (EJF) 已向漁業委員會通報。結果未回報。

2020 龍祥 606 疑似 2020年3月24日至26日 AIS (EJF) 已向漁業委員會通報。結果未回報。

2018 魯榮遠漁920 疑似 2018年6月8日 AIS (EJF) 已向漁業委員會通報。結果未回報。

2018 龍祥 606 疑似 2018年12月14日 AIS (EJF) 已向漁業委員會通報。結果未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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