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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由環境正義基金會撰寫

提高全球漁業透明度

制止非法、未報告和未受管制的捕撈活動

讓陽光照進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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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使命

EJF相信環境安全是一項基本人權。
EJF致力於：

 • 結合環境安全、人權和社會需求，保護自然環境，

以及依賴其生存的人和野生動植物。

 • 根據當地最迫切的需求，因地制宜地提供和實施解

決方案——培訓直接受到影響的當地居民和社區，

讓他們能夠調查、揭露和應對環境退化和侵犯人權

的行為。

 • 提供最新影視技術、研究和宣傳技巧方面的培訓，

使他們能夠記錄問題和解決方案，並透過媒體宣傳，

建立能夠帶來建設性變革的公共和政治平臺。

 • 提高國際社會的意識，讓我們的合作夥伴所致力

於解決的問題得到更多的關注。

海洋專案
保護海洋環境、海洋生物多樣性、以及依賴海洋為

生的人。

EJF海洋專案的宗旨是消除非法、未報告和未受管制

（IUU）或「海盜式」的捕撈活動，致力於建立海鮮

供應鏈和市場的充分透明和可追溯性，在推動能漁

業領域的政策以及企業治理的同時，積極提高消費

者識，推動以市場為導向的完善解決方案。 

我們的目標是真正確保漁業永續發展和落實管理，

並在此基礎上保護海洋的生物多樣性、海洋生態系

統和人權。

EJF相信，唯有讓全球漁業更公平，才能確保發展

中國家和弱勢社區獲得公平的機會和支援，讓他們

能夠永續地管理自己擁有的天然海洋資源，並保護

他們在勞工權利和人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從事海鮮

產業工作的權利。

守護人類與地球

環境正義基金會（EJF）

是一個致力於在全球解決威脅環境安全和侵犯

人權行為的英國組織。

| 註冊慈善機構 1088128 號

1, Amwell Street, London, UK

環境正義基金會 （EJF）

郵遞區號 EC1R 1UL

info@ejfoundation.org

www.ejfoundation.org 

引用本報告請使用下列格式：

EJF (2018) Out of the shadows. Improving 
transparency in global fisheries to stop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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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 非法、未報告和未受管制（IUU）的捕撈活動對已
經瀕臨崩潰的全球魚類資源構成了嚴重的威脅。目
前，約三分之一的漁業資源正以無法永續利用的速
度被開發，還有 60% 的魚類資源也因捕撈量接近
最大持續生產量而岌岌可危。 據估計，全球每年因
IUU 捕撈活動造成的損失約為 100 億至 235 億美元，
這一行為嚴重阻礙了漁業朝著合法、道德、可持續
的方向發展。

• IUU 捕撈活動對漁村經濟和社會福祉帶來負面影
響，在沿海社區、以海為生的國家更是如此。以
IUU 捕撈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的西非為例，魚類
資源事關整個西非的糧食安全，是重要的營養物質
來源，甚至占到加納和獅子山等國動物蛋白攝取的
50% 以上。據估計，該地區依靠魚類為食、為生的
約有 670 萬人。

• 對海洋的未來而言，IUU 捕撈活動是世界公認的一
大威脅。因此，打擊 IUU 捕撈被定為「聯合國可持續
發展目標 14：水下生物」的目標之一。

• 杜絕 IUU 捕撈活動的措施，需包含改善漁業管理，
並加強企業盡職調查的責任。其核心在於，必須實
現整個海鮮供應鏈的透明化，並改善不透明的環境，
因為它是滋生非法捕撈和其他犯罪活動的溫床。提
高透明度是發現非法活動和 IUU 捕撈業者最經濟有
效的方法，讓政府機構、企業參與者和所有利害關

係人能夠利用有限資源，有效打擊 IUU 捕撈活動。

• 本報告提出了全球漁業透明度十項原則。具體目標
是提出採取這些必要措施的實施原則，並特別強調
目前經濟上可行、技術上可用、物流上可實現的措
施。 這些措施的目的是加強對船東的問責，提高可
用資訊的可獲得性，加強各國對船舶的監控，提高
海鮮供應鏈的透明度，以防止 IUU 產品流入市場。

這些透明度措施簡單易行、成本低廉，將有助於國
家瞭解船舶的身份、活動和所有權歸屬，降低打擊
IUU 捕撈活動的難度和成本，提升其有效性，進而
為確保全球漁業朝著合法、道德、可持續的方向發
展作出實質性貢獻。

十項措施
各國應當： 

1. 立即要求所有符合資格的船舶申請國際海事組織
（IMO）編碼，不適用 IMO 編碼的船舶則採用漁船
單一識別碼（UVI）實施船舶登記制度，並將所有資
訊提供給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全球漁船
記錄系統（該系統最終將包括所有船體總長超過 12
公尺的適用船舶）。

2. 要求漁船安裝自動識別系統（AIS），並／或公開
船舶監控系統（VMS）的原始資料，並以合理的時
間間隔定時發送訊號，以確保能夠對船舶進行永久
追蹤。

3. 公佈所有捕撈許可證、捕撈授權及船舶登記的最
新名單。

4. 公佈個人和公司因參與 IUU 捕撈、人口販運及其
他相關違法行為而遭到逮補和制裁的資訊。

5. 禁止海上轉載，除非該行為事先獲得批准，且受
到全面可靠的電子監控，並接受搭載漁業觀察員。

6. 要求並推動短期內採用成本效益高的數位工具，
以數位形式紀錄及保護船舶登記、許可證、卸貨記
錄、漁獲地點和漁獲資訊、以及船員檔案等關鍵資
訊。數位工具的設計方式應需支持其在未來能發展
成全球通用且據相容性的魚獲認證系統。

7. 取消漁船開放登記制度，禁止權宜船（FoC）在其
水域捕撈或向其市場輸入海鮮產品。

8. 公佈所有公開名單上有關受益所有權的資訊，並
要求公司在申請捕撈許可證、捕撈授權書或船旗登
記時提供真正受益所有權的相關資訊。

9. 在立法中納入相關條款，以查明國民在何處支援、
從事 IUU 捕撈活動或從中獲利，並對其採取嚇阻性
制裁。此外，還可以要求由本國國民所有、但懸掛
他國船旗的船舶進行登記，使該規範更具效益。

10. 採納為漁船和漁業產品貿易制定明確標準的國際
措施，包括 FAO 的《港口國措施協定》（PSMA）、
國際勞工組織的《捕魚業工作公約》（C188）和國
際海事組織的《開普敦協定》。



5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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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1
私部門的角色
 

私部門的支持將影響各國提高透明度和制止
非法捕撈活動的有效程度。將全球漁業基礎
建立在透明管理的平台上，可降低追朔產品
來源的成本，減少風險，避免消費者買到違
法、不道德和不永續的海鮮產品。

如此一來，供應鏈各環節上的相關業者都將
從中受益。除了呼籲各國採取這十項措施
外，產業還可加強自身供應鏈的透明度。為
支持私部門提高供應鏈透明度，EJF與零售
商、加工商和其他非政府組織合作，於工作
守則PAS155中提出了詳細的建議。

引 言

據估計，全球非法、未報告和未受管制（IUU）捕撈
活動的漁獲量相當於申報漁獲量的 13% 至 31%，全
球每年因 IUU 捕撈活動造成的損失約 100 億到 235
億美元。在部分地區，這一數值甚至可能高達總漁

獲的 40%1。

海洋面積占地球表面積的 70%，包含地球上 50% 到
80% 的生命 2。它們產生的氧氣量超過了世界上所有
森林產生的氧氣總和，並且吸收了三分之一以上人
類自工業革命以來排放的二氧化碳 3，更是全世界約
32 億人主要的食物蛋白來源。然而，海洋正陷於危
機之中。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評估發現，
有 33% 的魚類資源正以生物學上不可永續的程度被
開發中（「過度捕撈」），還有 60% 的捕撈量逼近
最大可持續生產量（曾被稱為「完全開採」）4。 過
度捕撈及 IUU 捕撈可能導致海洋生態系統全面崩潰，
為海洋環境和以海為生的人們帶來毀滅性的後果。

IUU 捕撈活動廣義上是指使用違反漁業法律、法規、
或養護管理措施的捕撈方法或做法，例如在禁漁區
或禁漁期內捕撈、捕撈受保護的物種、使用受禁止
的捕撈方法和未持有有效許可證進行捕撈等。這些
做法嚴重破壞海洋生物多樣性，降低魚類資源的有
效管理，更是世界漁業可持續發展的一大障礙 5。

IUU 捕撈活動可能發生在任何類型的漁場，不論是
淺海、內陸水域，還是公海。 然而，在漁業管理極
不發達或執法資源有限的國家或地區，這一問題往
往更為嚴重。這種情況通常發生在較不發達的地區，
而在這種地區，魚類可能是當地沿海社區動物蛋白
和收入的主要來源 6。例如西非是 IUU 捕撈活動最猖
獗的地區之一（估計高達總漁獲量的 37%）7，而魚
類是該地區必要微量營養素、蛋白質、維生素和礦
物質的重要來源，甚至占加納和獅子山等國人口動
物蛋白攝入的一半以上 8。據估計，該地區依靠魚類
為食、為生的約有 670 萬人 9。 面對日益加劇的貧
困，沿海地區人口的糧食和收入對於漁業的依賴度
預計在未來幾年將會越來越高 10。

隨著魚類資源的銳減和全球對海鮮需求的空前高漲，
許多船舶為了盡可能地降低成本和維持利潤，開始
轉向非法捕撈。為了降低運營成本，IUU 捕撈活動

7　

8　

9　

10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評估發
現，有 33% 的魚類資源正以生物學上
不可持續的程度被開發中（「過度捕
撈」），還有 60% 的捕撈量逼近最大
可持續生產量（曾被稱為「完全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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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2

IUU捕撈活動、治理不善
與腐敗問題 

透明化是遏制貪腐的主要機制之一，將公眾
人物、公務員、經理、董事和董事會成員的
行為公開，並回報他們的活動，有助於公眾
追究其責任。另外，它還能增加公眾對政府
機關以及政治人物和官員的信任，有助於加
強民主法治13。
 
自然資源管理的關鍵在於能使大眾了解這些
自然資源被開發的時間、地點、開發者為何
以及有多少資源正在被開發。研究報告顯
示，在全球的尺度下，IUU捕撈程度與世界
銀行政府效率、監管品質、法治和控制腐
敗等治理指標的不良表現之間存在顯著相關
性14。也就是說，治理指數排名較低的發展
中國家更容易受到本國和外國非法活動的影
響。漁業部門缺乏透明度讓腐敗有機可乘15

。因此，在非法捕撈活動屢禁不止的國家，
揭開漁業部門的神秘面紗，就有機會消除普
遍存在的腐敗和治理不善的問題。

還經常與販賣人口或強迫勞動等非法行為聯繫在一
起，其船員往往是這類行為的犧牲品。例如在泰國，
數十年的漁業管理不善導致過度捕撈和非法活動非
常普遍，進而造成了漁獲量的銳減（20 年內減少了
86%），而由此帶來的經濟壓力又導致強迫勞動、
債務勞役和奴役勞工等行為成為產業中的普遍現象。
魚類資源枯竭意味著船舶不得不在海上停留更長的
時間，航行更遠的距離，但獲得的回報卻不斷減少。
做為因應，運營者便利用人口販運網路，招收廉價
的移工充當船員。過度捕撈加上普遍的非法捕魚造
成了漁業產業奴役勞動的現象，而非法捕撈本身又
與過度捕撈互為因果 11。

IUU 捕撈活動與缺乏透明度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IUU 捕撈活動被世界公認為是
海洋未來的一大威脅，而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14：水下生物」也將消滅 IUU 捕撈設定為目標之
一 12。打擊 IUU 捕撈活動需要採取包括增加監測、
控制和監視（MCS）和加強企業盡職調查在內的一
系列措施。

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許多監管機構和漁獲買
家都意識到非法捕撈帶來的破壞性影響，但他們檢
視本國市場和供應鏈，消除 IUU 魚類產品的工作卻
因為全球漁業缺乏透明度而受阻。

缺乏透明度是 IUU 捕撈活動最重要的驅動因素之一， 
除了捕撈作業所在地通常地處偏遠的特性之外，該
行業經營過程的不透明和複雜性也使得我們很難確
定參與其中的「行為主體」，包括漁船本身、負責
監督其活動的主管機關（船旗國）、產品進入市場
的管道以及船東等。無論是揭發船舶過去或現在的
非法活動都具相當的挑戰性，這意味著非法經營者
被監管部門查獲和受到制裁的風險很低。

EJF 認為，打擊 IUU 捕撈活動，實現全球漁業的合法、
道德和可持續性，最根本的是要提高透明度。本報
告旨在提出能加強產業透明度且終結 IUU 的關鍵治
理措施。雖然消滅 IUU 捕撈活動需要全球共同努力，
但 EJF 認為，各國還可採取一系列經濟上可行、技
術上可用、物流上可實現的措施。 這些措施結合起
來將有助於查明船舶的身份、從事的活動、及其所
有權歸屬，進而徹底扭轉這場戰役，拯救海洋和依
海為生的人民。

不論今天，還是未來，領導力、政治意願以及支援
必要行動都非常重要。各國政府必須認知這一問題
11　

12　

的嚴重性，並採取必要措施予以消除。本報告所提
建議是簡單、成本效益高且可實現的行動方案，可
為政府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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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用透明度措施協助辨識船舶並監控其活動

1.1 引入船舶統一編碼，
以確立船舶身份並建置全球船舶資料庫

隱瞞船舶的真實身份和所有權歸屬是非法捕撈經營
者的普遍做法。這種做法可使船舶在進行非法捕撈
時逃脫制裁，在申請進入新海域作業時隱瞞其歷史。
例如：為了獲取新的捕撈許可證或避免被區域漁業
管理組織（RFMO）列入黑名單而掩蓋其違規歷史，
或者為節省成本，同一船隊的多艘船舶使用同一個
船舶名稱，以便使用同一個捕撈許可證。非法經營
者可能利用定期更改船名和船旗（頻繁易旗）、透
過偽造的認證文件使用多個身份、以及不使用任何
身份和模糊標記等來掩飾或混淆漁船身份 16。

目前尚無任何機制要求所有漁船必須採用漁船單一
識別碼（UVI），這導致 IUU 船舶的身份更容易更
變。UVI 是船舶的終生標識，無論船舶的名稱或船旗
如何變化，主管機關均可透過 UVI 追蹤該船舶。自
1987 年以來，國際海事組織（IMO）一直要求航海
動力船必須申請一組七位數的編碼，然而直到 2013
年取消豁免後，漁船才有資格申請 IMO 編碼。 目前，
任何獲准在國家管轄範圍以外水域作業、且總長度
（LOA）達到或超過 12 公尺的漁船，或受許可在任
何地方作業、且總噸位（GT）達到或超過 100 噸的
漁船，均可申請 IMO 編碼 17。

案例分析 1

擁有多重身份或無身份的 IUU 船舶

2016 年底，九艘鮪魚延繩釣船抵達泰國普吉島港
口。所有漁船均公開懸掛玻利維亞國旗，但其所有
權卻屬於臺灣。經泰國主管機關檢查後發現，這些
船舶涉嫌偽造文件，且從未在玻利維亞登記。在撰
寫本報告時，經過 EJF 和泰國皇家政府的調查，九
艘船中有七艘在泰國被起訴，第八艘在印尼被逮補
18。目前尚不清楚這些船舶的真實註冊地，因此泰國
主管機關將它們列為無國籍船舶。透過分析這些船
舶從前的身份以及採訪前船員發現，其中大多數船
舶近年來都更換過兩三次名字。

至少有四艘船舶曾因 IUU 捕撈活動以不同名稱出現
在印度洋鮪類委員會（IOTC）的黑名單上，而其他
幾艘船舶的 RFMO 登記情況尚不明確。在以印尼和
菲律賓人為主的船員隊伍中，泰國主管機關還確認
了幾名人口販運、強迫勞動和身體虐待的受害者。
這些漁工已返回母國；然而，由於船舶所有權不明
確，許多漁工仍在爭取漁船應給付的賠償 19。

九艘鮪延繩釣船中的四艘在普吉港接受調查 ©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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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O 編碼是全世界捕魚船隊使用最廣的漁船單一識
別碼。自解除漁船豁免以來，幾個主要船旗國已規
定，符合條件的船舶必須申請 IMO 編碼。歐盟已強
制要求所有在其水域進行捕撈、且總長達到和超過
24 公尺（或噸位達到和超過 100 噸）的歐盟船舶，
以及所有在歐盟水域外作業、且總長達到 15 公尺的
歐盟船舶申請 IMO 編碼。此外，所有在歐盟水域捕
魚的非歐盟船舶都必須擁有 IMO 編碼 20。 部分沿海
國家和若干區域漁業管理組織（共 11 個）還規定，
如果希望在其管轄海域內作業，超過一定尺寸或噸
位的船舶必須擁有 IMO 編碼 21。 

IMO 編碼除了能協助識別船舶身份和追蹤船舶歷史
外，若所有船旗國皆使用 IMO 編碼，將有助於全球
漁船記錄的發展。

在許多不同領域，記錄和登記均是十分重要的管
理 和 執 法 工 具。 例 如，《 國 際 民 用 航 空 公 約 》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要求國家航空管理部門登記所有民用飛機；又如歐

案例分析 2

瞭解一支複雜的船隊：泰國的 UVI 經驗

泰國捕撈船隊中的船隻大部分都比較小，未達到
工業漁船獲得 IMO 編碼要求的規格，並且大部分
都是木質結構。然而，為了解決嚴重的 IUU 捕撈
問題，主管機關仍然需要監控這些漁船的身份。為
此，泰國最近將所有噸位達到 10 GT 和以上的國
內商業漁船都納入 UVI 管理，共計涵蓋一萬一千
多艘漁船。泰國的 UVI 計畫為每艘在泰國海事局
（Thai Marine Department）註冊的船舶分配了
一組唯一的九位數編號。無論船名、所有權或用途
如何變更，註冊編號在該船舶的整個生命週期內都
不會改變。泰國幾乎所有的商業漁船都是木質結

EJF 建議全球所有船旗國和沿海國家要求懸掛其國
旗或在其水域作業、且符合條件的漁船都必須擁有
IMO 編碼 22。 對於不具備 IMO 編碼資格的船舶，
EJF 建議船旗國採用國家 UVI 方案，其中應包括非鋼
船體船舶和半工業船舶。這些 UVI 應集中記錄並納
入該國船舶監控系統（VMS） 所載資料及公共船舶
登記系統。

構，因此 UVI 被刻在船頭和駕駛室的兩處位置。船
舶接受檢查時，會定期核查這些位置。

盟成員國必須建立一個包含所有牛屬動物資訊的數
位資料庫，透過動物從出生到死亡所攜帶的唯一登
記號來實現可追溯性。儘管各區域漁業管理組織
（RFMO）在授權船舶記錄方面做了一些嘗試，目前
仍然缺少一個統一的漁船資料記錄庫。目前，FAO
正以 IMO 編碼為基礎建立全球漁船、冷藏運輸船和
補給船記錄（以下簡稱「全球記錄」）。該專案於
2017 年 4 月啟動，雖然已經歷了頗長的時間，目前

泰國檢查員可在app上輸入漁船的九位數漁船單一識別碼或掃描QR 
Code用以獲得這艘漁船的相關資料 ©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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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處於第一階段 23。2018 年 7 月，FAO 在網路上
公佈了全球記錄的現行版本 24。

全球記錄一旦完全啟用，將成為涵蓋全球工業漁船
生命週期的資料庫，記錄漁船 UVI 和其他重要資訊，
包括登記資訊、船舶特徵和所有權等。資料庫還將
記錄打擊 IUU 捕撈活動的相關資訊，例如船舶舊名、
船東、經營者以及捕撈授權與違規記錄 25。

全球紀錄將成為協助漁業部門掌握充分資訊以做出
判斷的重要工具，包括判定船舶是否具有高風險，
以及是否應該授予它們船旗、捕撈許可證和入港權。
除此之外，全球記錄也有助於確認每個國家捕魚船
隊的規模和載重容量，這對有效的漁業管理具有決
定性的影響。

FAO 委託進行的一項研究結論指出 IMO 編碼是最適
合全球記錄第一階段的 UVI 26。全球記錄雖然目前紀
錄的是 100 GT 或總長為 24 公尺的船舶，但預計到
最後的第三階段將囊括所有 10GT 以上（或 24 公尺
以上）的船舶 27。 目前為止， 全球已有兩萬四千艘
船舶獲得了 IMO 編碼，其中 8300 艘已被納入全球
記錄，而這還要感謝由 48 個國家（佔擁有船隊國家
數量的近三分之一）提供的資料 28。

EJF 建議：

√ 所有船旗國立即要求符合條件的船舶取得 IMO 編
碼，並以此作為船舶登記的條件之一；

√所有沿海國家要求懸掛外國船旗的漁船具備 IMO
編碼，並以此作為獲得捕撈許可的條件；

√ 所有國家將不適用 IMO 編碼的工業和半工業船舶
納入本國的 UVI 計畫； 

√ 所有國家支援全球記錄的發展，最終讓所有總長
超過 12 公尺的船舶都能記錄在系統中，並且各國還
要向 FAO 提交並定期更新其船隊的相關資料。

1.2 向公眾開放船舶監督權，
公開船舶活動紀錄

瞭解船舶當前或曾經的動向與廣大利益關係人的利
益息息相關。監管部門應反復核對船舶日誌紀錄的
資訊，沿海國應核實持證船舶是否遵循其許可證相
關條款，市場國和產業應當核查海鮮產品的產地。
但是，如果沒有適當的監督工具，以上皆為空談。

衛星訊號的使用已經成為漁業部門的標準監控措施，
例如，漁船監測系統（VMS）就是透過安裝在船舶
上的衛星定位設備所發射的訊號來近乎即時地追蹤
船舶位置。雖然漁船監測系統與海上巡邏相比具有
明顯的成本優勢，但目前仍未被所有國家採用。對
於許多發展中國家而言，衛星設備的前期搭建和漁
業監測中心的運作成本過高。還有一些國家雖然已
經搭建系統，卻缺乏資源或意願持續進行監管或處
理所獲資料。大多數情況下，VMS 資料受到政府部
門的控制，這表示在 VMS 監測功能不健全或沒有定
期進行監測的國家，非法活動仍然在暗中進行，而
供應鏈下游的其他行為者卻無法核查船舶活動的合
法性。

開放船舶監督權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向公眾開放船
舶活動資訊管道能實現完全透明，讓各國更完善地
監督本國的水域和船舶，促進合作監督與執法。此
外，在許多國家和公海海域作業的漁船，其產品會
進入複雜的全球供應鏈，各國若限制公眾追蹤漁船
的活動，將不利於建立漁業的可追溯性及透明度。

目前有幾種可行的解決方案。一是各國公開各自的
VMS 資料 29，例如，2017 年，印尼和秘魯同意在「全
球漁業觀測站（Global Fishing Watch）」的開放衛
星監測平臺上共用他們的 VMS 資料。漁船必須定期
傳送區間固定的訊號，但為了保護漁船安全及商業
利益，訊號傳送可稍微晚於即時訊號。船舶至少需
要每小時傳輸一次位置資訊，在需要縮短訊號傳輸
間隔以進行有效監測的情況下，例如，在觀察員所
獲資訊較為有限（如延繩釣船），或需要進行高強
度監測（如船舶進入禁捕區或保育區）時，政府應
考慮將訊號密度提升至每 15 分鐘傳送一次。

另一可行方案是由各國規定使用其他「公開」技術，
例如自動識別系統（AIS）。AIS 資料未經加密，任
何擁有適當設備的個人都可以接收這些資料。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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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JF 建議：

√ 所有國家要求適用 IMO 編碼的漁船使用 AIS 及 /
或其他公開技術；

√ 所有國家要求 VMS 至少每小時傳輸一次訊號，若

並未強制使用 AIS，則應公佈 VMS 的原始資料。

監管部門可以用 AIS 監測 VMS 系統沒有覆蓋到的船
舶活動，包括運輸船的非法行為（如海上非法轉載
等）或外國船舶未經許可在某國專屬經濟區（EEZ）
進行的非法捕撈活動。

目前沒有規定要求漁船必須安裝 AIS 設備：《國際
海 上 人 命 安 全 公 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afety of Life at Sea）只要求符合下列條件
的船舶安裝 AIS：總噸位大於或等於 300GT 且從事
國際航運的船舶；所有 500GT 及以上的貨船，無論
其從事何種航運；所有客船，無論其大小。然而，
出於漁業管控目的，一些船旗國和沿海國開始要求
漁船安裝 AIS。AIS 監測不適合取代 VMS 作為主要
的漁業電子監測工具（因 AIS 資訊容易被竄改），
但有越來越多的國家規定將 AIS 作為 VMS 的輔助工
具。經證明，兩種系統具有互補性，能夠提高監測
資料的可靠性（特別是 VMS 發生傳輸故障時）。同
時，它們也能協助船旗國更全面地掌握船舶的活動
情況，提高海上活動安全性 30。例如，歐盟要求，
所有懸掛其國旗或在其水域活動的漁船，只要長度
超過 15 公尺都必須安裝 AIS 系統 31。

規定漁船使用 AIS 或其他公開的追蹤設備將有助於
提高透明度，並且能夠明顯提高非法捕撈業者逃避
法律責任的難度，若能結合使用 IMO 編碼，效果會
更顯著。除此之外，降低大眾取得資訊的門檻更是
幫助管理機關判定漁船活動合法性的關鍵，也能幫

助消費者確認海鮮的來源。

在獅子山共和國被拍到的作業中非法漁船 ©EJF

漁船監控系統（VMS） 自動識別系統（AIS）

資料取得 通常為政府與業者所有的封閉式資料 公開

原始目的 漁業管理 航海安全

傳輸方式 雙向性且傳輸區隔固定 持續傳輸 （為衛星訊號）

範圍 全球（透過衛星傳輸） AIS - 透過地面基地台傳輸 
衛星AIS - 全球（透過衛星傳輸）

強制使用 許多船旗國及沿海國都已強制規定使用 大多數僅強制規定總噸位300以上的船舶使
用，有些國家亦要求總噸位300以下國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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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此類資訊不僅有助於自然資源的良好治理，就
打擊 IUU 捕撈活動的角度來說，更是確保船舶及其
魚獲合法性的關鍵。此外，該措施幾乎沒有成本，
能夠迅速實施。

《 南 極 海 洋 生 物 資 源 養 護 公 約 》（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Antarctic Marine Living 
Resources） 和 國 際 大 西 洋 鮪 類 資 源 保 育 委 員 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tlantic Tunas）等大多數主要區域漁業管理組織
（RFMO）都公佈了經其授權可在其管理海域內捕
撈之船舶的所有資訊 36。 泰國 37 和加納 38 等沿海國
也定期公佈授權名單（通常每季發佈一次）。

歐盟近期已開始對外部船舶的管理進行改革，其中
承諾會公告獲准在歐盟以外海域捕撈的船舶，亦包括
私人協定中的船舶 39。為提高漁業治理水準，歐盟也
鼓勵他國提高入漁協定的透明度。歐盟針對於非歐盟
EEZ 進行捕撈的歐盟漁船制定了入漁協定條款（《可
持續漁業夥伴關係協定》），鼓勵第三方締約國公佈
外國漁船獲准進入其 EEZ 所簽訂的所有公共或私人
協定的細節 40。

EJF 建議：

√ 所有沿海國家公佈入漁協定的細節和獲准在其海
域捕撈的船舶名單；

√ 所有船旗國公佈懸掛其國旗的船舶登記名單；

√ 所有船旗國公佈獲准在其 EEZ 以外海域捕撈的船

舶名單。

1.3 公佈有關漁船身份和活動的關鍵資訊

漁業是高度全球化且複雜的商業活動，漁船運作跨
越多個國家，其所有人、行為責任人和責任國通常
在世界的另一端。事實證明，不論是確定船舶身份
及其責任人，或是判斷其捕撈活動是否遵循相關規
定和管理措施等，這些都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工作。

IUU 漁船會盡可能地混淆身份 32，並且往往會定期
更換船旗（頻繁易旗），以逃避制裁或捕撈配額等
漁業管理措施。有一些國家開放其登記制度，登記
門檻偏低，讓船舶登記成為「權宜船」，使易旗更
為容易。

一些經營者為了逃避船旗國監督，甚至註銷所有登
記，這些「無國籍船舶」通常使用偽造的登記證明
（例如案例 1 中使用偽造玻利維亞國旗的臺灣船舶）
33。 同樣地，IUU 經營者為了降低成本和盡可能地
提高利潤，通常在不使用沿海國有效許可證的情況
下運作，嚴重損害了沿海國家的收益。

目前僅有少數國家承諾公開他們的漁船登記資訊、
捕撈許可證名單和捕撈授權名單。因此，核查懸掛
某國國旗的船舶登記資訊，或是核對捕撈許可證的
有效性，對各國主管機關而言都是很大的挑戰。

如果沒有資訊共用平臺或快速有效的途徑（如線上
平臺等）來核查捕撈許可證和船旗，就很難證實
船舶活動的合法性（也很難證實其運載產品的合法
性）。 語言障礙、時間和資源有限等因素都使管控
部門在檢查船舶時無法逐一要求船旗國和沿海國提
供相關資訊，這意味著許多 IUU 船舶能夠在沒有船
籍、懸掛偽旗或不具備有效捕撈許可證的情況下活
動。

FAO《負責任漁業行為守則》闡述了政府共享漁業資
訊的必要性 34，儘管實現可持續漁業涵蓋多個面向，
保證公眾獲得可靠資訊是最基本的要件，包括公布
擁有漁業資源取得權及使用權之相關資訊，該守則
尤其鼓勵各國公開漁船登記資訊（即獲准懸掛該國
國旗的船舶名單），公佈取得個人或依外國准入協
定（不論私營或公共）取得許可證，在其 EEZ 區域
活動的船舶名單，並公開捕撈授權名單（懸掛該國
國旗並獲准在外海活動的船舶）。

2018 年 4 月，應國際刑警組織的請求，印
尼逮捕了非法漁船 STS-50。 該漁船無國
籍，並且透過同時懸掛八面不同國家的國旗
（包括獅子山、多哥、柬埔寨、韓國、日本、
密克羅尼西亞和納米比亞）來逃避各國的監
管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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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3
公佈哪些資訊？

EJF建議相關單位應至少公佈以下資訊：

船旗國登記資訊
• 船名、船舶噸位和總長
• 船舶和/或漁具種類及目標魚種
• 登記字號和IMO編碼
• 船舶法定船東和經營者的詳細資訊，包括受
   益所有人的詳細資訊（參考2.1和2.2部分）

• 船員名單

沿海國許可證名單
• 船名、船舶噸位和總長
• 漁船懸掛的國旗和授權國
• 船舶和/或漁具種類及目標魚種
• 船舶捕撈配額的詳細資訊（如適用）

• 登記字號和IMO編碼
• 船舶法定船東和經營者的詳細資訊，包括受
   益所有人的詳細資訊（如適用）

• 許可證有效期
• 許可證費用
• 船員名單

經濟海域外捕撈授權的船舶名單
• 上述船旗登記時所要求的詳細資訊
• 船舶捕撈配額或其他限額的詳細資訊(如適用）

• 授權有效期限
• 船舶獲准捕撈的海域
 （沿海國EEZ、RFMO區域、公海）

• 入漁協定類型（私人、租用、RFMO、雙邊協定等）

泰國海軍執行海上漁船檢查 ©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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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活動的船隻讓他們面臨不公平的競爭。制裁的
透明化也有助於改善治理，如果船舶從事非法捕撈
活動被發現，而相關處罰或罰款卻不透明，就會營
造出不良環境，導致腐敗滋生而不被財政部門、審
計部門或國際組織發現 46。

沿海國和船旗國應及時公佈其發現和記錄的違法行
為，以及與非法捕撈、人口販運及其他相關犯罪行
為的罰款或處罰，並以報告或電子檔案的形式定期
公佈在政府網站上。各國也應向區域漁業管理組織
提供些名單，使相關資訊能夠納入現有的區域 IUU
黑名單中。通報的內容至少應包括船舶資訊（船名、
船旗和 UVI）、IUU 違法行為、罰款金額和繳納人。
此外，還應包括受益所有人、經營者和船長（如適
用）的相關資訊。

EJF 建議：

√ 所有國家公佈個人和公司因參與 IUU 捕撈活動、
人口販運及其他相關犯罪活動而受到逮補和制裁的
資訊。

1.4 公佈 IUU 捕撈和人口販運的制裁名單

根 據 相 關 漁 業 國 際 協 定， 尤 其 是《 聯 合 國 海 洋
法 公 約 》（UNCLOS）、《 聯 合 國 魚 類 種 群 協
定 》（UNFSA） 和《FAO 遵 守 協 定 》（FAO 
Compliance Agreement），船旗國的法律框架應
包含有效的制裁體系，才能打擊 IUU 捕撈及國內漁
船其他非法行為。

制裁的程度應當根據違法行為的嚴重性酌情制裁，
並沒收 IUU 捕 撈活動參與者的違法所得，才能對後
續違法行為產生嚇阻作用。同時，UNCLOS 第 217
條建議「向所有國家公佈」非法船舶的制裁資訊。

若不公佈違反漁業法規和制裁的相關資訊，各國在
調查漁船的歷史紀錄以決定是否授與捕撈許可證或
船旗給漁船時將會碰到許多困難。漁船活動和歷史
的資訊缺口常讓各國政府被矇在谷底，對漁業控管
資源不足的國家更是如此。雖然現在已有一些主張
促進區域合作和資訊交換的倡議，但在全球層面上
資訊仍然不足，降低發現非法行為的機率，也讓非
法經營者更有機可乘。缺乏透明度使打擊非法捕撈
活動、遵循相關國際措施的種種努力大打折扣。例
如，FAO 在《打擊 IUU 捕撈活動國際行動計畫》中
建議，各國在頒發船旗前應調查該船的歷史記錄 41；
《港口國措施協定》（PSMA）也要求港口國禁止有
違規歷史的船舶進入其港口 42。

此 外， 海 洋 管 理 委 員 會（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等認證體系也制定了相關措施，確保不會
認證涉及 IUU 捕撈或強迫勞動行為之漁船的魚獲 43 

44。產業和非政府組織共同制定的一些其他措施也號
招商家核查其供貨商，以確定供貨商是否有違規前
科，其中就包括《2017 行為準則 PAS 1550:2017》
（針對海鮮產品和海洋原料原產地合法性的盡職調
查）45。

儘管各國之間資訊共用與合作機制能發揮作用，但
要確保供應鏈上所有國家和產業中的利益關係人都
能獲得此類資訊，最快速有效的方法還是系統性地
公佈逮捕和制裁資訊。

公佈漁業逮捕或起訴的相關資訊也具有嚇阻性，並
且可以鼓勵公民和守法船東舉報非法行為。對於守
法船東而言，這些從事 IUU 捕撈或非法僱用勞工等

獅子山共和國主管機關執行海上漁船檢查 ©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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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透明度強化船東責任

2.1 揭開所有權面紗，結束不負責任的權
宜船制度

即便 IUU 船舶被發現並符合起訴條件，但由於缺少
「受益所有權」的資訊，往往無法對非法漁貨貿易的
獲益者實施有意義的制裁（見 2.2）。透過經營權宜
船使得企業架構複雜而不透明，更是海鮮產業的通
病。

權宜船旗（FoC）是指讓船東能方便行事的船旗，相
較於管理嚴格的登記制度，權宜船的登記制度更具競
爭優勢，例如，允許以最低價格登記，允許透過本地空
殼公司來掩蓋船舶的受益所有權，以及船旗國很少或幾
乎不會管理船舶。使用權宜船也使船舶能用較低的標準
和條件招募船員，權宜船旗國較低的招聘條件、寬鬆的
勞工登記制度和敷衍的船舶檢查制度，都加深了經營者
剝削漁工的機會。

不僅是漁船，貨船、郵輪等商船使用權宜船的現象
也很普遍。國際運輸工人聯盟（ITF）製作了一個
國 家 列 表 47， 並 根 據「 羅 奇 代 爾 標 準（Rochdale 
Criteria）」定期更新。該表經常被作為 FoC 的官方
清單。但必須注意的是，清單中的一些國家並未向漁
船開放船藉登記 48。

權宜船旗國通常採用「開放登記」制度，也就是說，允
許外國船舶登記並懸掛其國旗，對船隻的「國籍」沒有
嚴格要求，只要船東支付費用並滿足（往往是最低的）
登記條件即可。 對許多國家而言，開放登記只是一種
為國家增加收入的方式。

根據國際法，船旗國負有規範漁船活動、確保其遵
守相應法規及保育管理措施的主要責任 49。儘管一
些開放登記國家已經採取積極措施履行其國際責任，
但絕大部分的權宜船旗國既沒有按照國際條例的要
求對漁船實施船旗國控制，也沒有自願實施船旗國
控制。大多數這類國家不屬於任何區域漁業管理組
織，或不與任何採取了國際保育和管理措施的區域
漁業管理組織合作 50。這些沒有意願或能力確保漁船
依法活動的權宜船旗國對 IUU 漁船而言十分具有吸
引力，因為若不在這些國家登記，它們將不得不遵
守較嚴格的管理措施 51。

某些情況下，船旗國將它們的登記管理外包給私人企業
（稱為「私旗」），這些企業一般位於船旗國之外的國
家。某些情況下，船旗國的政府機構甚至都不知道登記
懸掛其國旗的船舶的身份，導致他們幾乎不可能履行
UNCLOS 中規範的責任 52。

漁船Isabel上的船員手持巴拿馬國旗 ©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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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4
歐盟罰牌制度與權宜船旗

為了打擊IUU漁獲的非法貿易，歐盟《反海
洋漁業非法捕撈法》於2010年實施生效。 
該法旨在建立一個防止、阻止和消除IUU產
品進入歐盟市場的體系。EJF肯定歐盟在制
定、實施與執行這個先驅性條例過程中展
現出的領導力。該條例規定，進入歐洲市
場的漁獲必須來自於持有捕撈許可證的漁
船，以證明其遵守漁業法規和保護措施，
並且要求任何參與非法漁業貿易的歐盟經
營者都受到制裁（見2.3）。

《反海洋漁業非法捕撈法》還授與歐盟與
經評估未履行國際義務打擊IUU捕撈活動的
非歐盟國家對話的權利，若這些國家不能
按要求即時進行改革，歐盟執行委員會可
以實施制裁，包括禁止其海鮮產品出口至
歐盟國家。截至目前為止，25個國家已經
被「初步認定」為「不配合打擊IUU捕撈活
動的國家，或受到相關警告（也稱為「黃
牌」）。六個國家被/曾被歐盟認定為不合
作國（也被稱為「被發紅牌」），其中五
個國家被ITF列入權宜船旗國（貝里斯、柬
埔寨、葛摩、荷屬安的列斯、斯里蘭卡與
聖文森和格瑞那丁）53。

IUU 漁業時常建立在不透明的受益系統上，這類系
統透過複雜的安排隱匿了受益所有人的真實身份 54。
所有權不透明是權宜船制度的核心問題，因為大多
數權宜船旗國會保護這類資訊，在權宜船旗國登記
的漁船註冊在假的或空殼公司名下，而且通常只是
名義上「位於」船籍國 55。空殼公司可能又被別的
空殼公司持股，進而掩蓋實質受益所有人身份 56。
權宜船旗國的法律常保護企業的資訊，這些企業往
往利用這一點來掩蓋自己的企業結構 57。

儘管《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要求權宜船旗國確保其
領土和申請懸掛其國旗的註冊船舶之間必須具有「真
實的聯繫」58 ，權宜船制度卻巧妙的躲避了這一項
規定。

此外， IUU 捕撈活動也被發現與海外空殼公司利用
「避稅港」有關。2018 年的一項研究評論發現，「雖
然目前所有註冊漁船中僅 4% 懸掛避稅港的船旗，
但已查明涉嫌參與 IUU 捕撈活動的船舶中，有 70%
正在或曾經懸掛避稅港船旗。」 59

EJF 敦促世界各國停止與制止使用權宜船，權宜船的
存在妨礙執法機關制裁 IUU 漁業活動的真正罪犯，
讓他們能逃避責任與制裁。對那些控制自然資源買
賣，或以別的形式參與此類業務營運的個人，特別
是當這些人涉及非法活動時，以保密原則掩蓋其身
份有百害而無一益。 

EJF 建議那些將船舶登記業務外包給私人企業的船
旗國立即收回此工作，並由國家負責管理，貝里斯
於 2014 年被歐盟發紅牌後就採取了這項改革（見註
解 4）。EJF 更建議各國應關閉漁船開放登記制度，
2010 年，獅子山宣佈停止提供國際船舶登記給外國
漁船，以減少非法捕撈活動 60。2016 年，據報導，
柬埔寨禁止所有外國船舶在其境內登記，並與代理
其船舶登記業務的韓國企業解除合約 61。 這些案例
都值得其他仍運作開放登記的國家借鑒。

最後，沿海國、區域漁業管理組織（RFMO）和市
場國可以禁止懸掛權宜船旗的船舶進入其水域和市
場，進而制止漁業經營者在權宜船旗國登記。實際
上，歐盟《反海洋漁業非法捕撈法》透過仔細審查
權宜船的管理措施，以及在某些情況下禁止其產品
進入歐盟市場的方式，正朝這個方向努力。此外，
各國應根據以下建議，防止本國國民的船隻在權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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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旗國登記，並對已登記船舶的活動進行嚴密審查。
私人企業也可以與供應鏈中的權宜船終止合作，削

弱權宜船的發展。

EJF 建議：

√ 權宜船旗國取消漁船開放註冊制度，並確保由國
家掌控登記制度；

√ 沿海國家和區域漁業管理組織應禁止權宜船在其
水域活動，市場國應禁止權宜船的魚獲進入市場。

2011 年三月 EJF 記錄到一艘巴拿馬籍搬運船 Seta 73 的非法轉
運作業。在付清美金 20 萬元的罰款後，這艘船暫時將船籍改
為多哥籍，改名為 Inesa。2014 年這艘船又將船名再改為 Sea 
Rider 並將船籍改回巴拿馬。巴拿馬以及多哥都是 ITF 認定的權
宜船籍國。在 2016 年後，Sea Rider 的船籍不明。©EJF

案例分析 3

臺灣的隱形船隊

2016 年 7 月，臺灣主管機關頒佈了《投資經營非我國藉漁船管理條例》62。 根據該條例，臺灣人投資經營
權宜船都須事先獲得授權。2018 年 2 月，臺灣漁業署掌握了 252 艘懸掛權宜船旗的船舶。儘管這是值得肯
定的積極作法，但如果能將該名單公佈在網路上，以便其他國家、非政府組織和產業參考，該名單將會發揮
更大的效力。EJF 透過申請拿到了這份名單，並與區域漁業管理組織公佈的船舶資訊進行核對，發現有幾艘
船舶可能歸臺灣人所有或所投資，但卻未依法申報相關資料 63。這些可疑船舶僅是獲准在 RFMO 管轄海域
捕撈的船舶；另外可能還有在其他非 RFMO 管轄海域作業，或捕撈非 RFMO 管轄物種的船舶。

若能對外公佈該名單，可能還能指認出更多未註冊的船舶。目前這一名單只能透過提出正式申請的方式取
得，但此申請方式耗時，且大多數的單位，尤其是不在臺灣的單位，並不知道此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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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提高受益所有權資訊透明度以辨識
IUU 漁業的獲利者

IUU 捕撈活動越來越被視為一種跨國組織犯罪 64，
它一般與偽造、詐騙、洗錢和其他相關犯罪，以及
人口販運和毒品貿易等非漁業違法行為有關 65。IUU
捕撈活動可帶來高額利潤，每年產生數十億美元的
非法資金流動 66。

要瓦解這些活動背後的網路，必須先確認獲利方的
身份並追究其責任，這絕非易事。IUU 捕撈作業可
能橫跨大陸與海洋，營運者甚至可能遠離海上的活
動。正如前段討論權宜船旗時所述，公司結構不透
明有利於掩蓋受益人的身份，使他們能夠從非法捕
撈中獲利，並且被發現的風險很低。追蹤資金流向
及追查背後的企業架構需要跨機構、國界、法規的
高度合作。

正是因為存在上述挑戰，漁業執法一直以來主要以
漁船的登記船東和船長為目標。然而，惡名昭彰的
IUU 違法者可以指派新的或虛構的個人或公司來擔
任這些角色，而指揮這些非法活動並從中獲利的實
際受益人則可以繼續他們的經營活動和逃避制裁。

考慮漁業犯罪相應的懲治強度時，應該考慮實際有
效控制船舶並從非法活動中獲利的途徑。國際法規
定，IUU 捕撈活動應受到嚴格的制裁，才能嚇阻違
法行為，並且應當剝奪犯罪的不法所得 67。因此，
確定捕撈活動背後真正的參與者和公司至關重要，
這樣才能確保制裁可以嚇阻未來的 IUU 犯罪活動。

提高漁業領域受益所有權的透明度 68 是一項成本效
益高，且能確保落實法規的措施。對一些國家來說，
要實現受益所有權的透明可能需要修訂相關資料保
護規範，但事實上公佈這類資訊已經成為採掘業（石
油與天然氣開採、採礦、疏浚和採石）的一大工作
重點，而且是《採掘業透明度行動計畫》（EITI；見
註解 5）全球改革的一部分。

註解5
透明度與自然資源治理

透明度是自然資源良好治理和可持續利用
的基礎，各界對其重要性有越來越廣泛的
共識，特別是在採掘業和林業。

《採掘業透明度行動計畫》（EiTI）69是一
個自發性的全球標準，目的是在石油、天
然氣和礦產資源豐富的國家推動開放與負
責任的資源管理。

EiTI 2016年的標準要求，所有執行國家在
2020年1月前建立受益所有權公開揭露制
度。該標準對公司受益所有人的定義是「
最終直接或間接擁有或控制公司實體的自
然人」。

雖然數十年來採掘行業一直帶頭推行此類
透明度計畫，但直到最近漁業部門才開始
制定類似的計畫，並以EiTI為範本制定《漁
業透明度行動計畫》。

EJF 建議：

√ 所有國家在公開名單（船舶登記證書和捕撈許可
證、捕撈授權和 IUU 捕撈侵權和制裁清單）中公佈
受益所有權的資訊；

√ 所有國家要求公司在申請捕撈許可證、捕撈授權
或懸掛某國國旗時提供受益所有權的資訊，一旦有
證據證明所提供的資訊不實，將對相關公司實施制
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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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4

適度而有懲戒力的制裁，需仰賴確認真正的受益所有人

根據 2002 年頒佈的《迦納漁業法案》，外國利益不得直接或以合資的方式涉入加納工業捕魚產業 70。該限
制適用於鮪魚漁船外的所有迦納工業和半工業船舶，目的是確保產業活動積累的經濟利益能留在國內，推動
本國的經濟社會成長，而不是被轉移到國外。

儘管這些限制眾所周知，外國企業特別是中國企業，普遍存在於迦納的工業拖網船產業中。中國企業透過迦
納的「幌子」公司將進口船舶註冊為迦納藉，並獲得捕撈許可證，然後透過不透明的企業結構來規避法律對
國籍的規定。由於控制權總是掌握在中國投資者手中，這種安排很明顯違反了法律的精神和目的 71。

例如，從獲准對歐出口 72 的中國公司名單及其他來源的資訊 73 可以推斷，中國的榮成漁業有限公司在迦納擁
有包括「魯榮遠漁 919」（Lu Rong Yuan Yu 919）等漁船。然而，根據迦納工業拖網漁船許可名單，「魯
榮遠漁 919」等船的捕撈許可證由迦納 CONNADO ENTERPRISES 有限公司持有。

根據船舶登記署掌握的資訊，CONNADO ENTERPRISES 有限公司的註冊資本為 30 萬迦納塞地（約 6.4 萬
美元）。公司預期年收入 1 萬迦納塞地（約 2200 美元），預期員工人數僅 2 人。但是，榮成漁業有限公司
擁有的固定資產約為 6250 萬美元，申報的年產值約為 4700 萬美元 74。

這些差異突顯在懲處非法漁業活動時，必須將受益所有人納入考量，以確保非法捕撈的實質受益者受到懲罰，
才能起嚇阻效果。國家必須制定相關法律，確保能掌握受益所有人的資訊並追究其法律責任。

迦納的底拖船停泊在迦納的Tema港。©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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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認定並制裁參與 IUU 捕撈的國民

漁船可能透過經常更換懸掛的外國船旗，在多國海
域，有時甚至在司法管轄不明的海域進行捕魚作業。 
隨著歐盟、韓國等主要船旗國對懸掛其國旗的船舶
管理日益嚴格，不法國民選擇使用他國國旗進行非
法捕撈的風險亦隨之增加。因此，原藉國必須有能
力依法懲治參與 IUU 捕魚活動的本國公民。

國籍不像船名、船旗、或商業註冊國那樣能夠經常
變更。依法制裁本國公民能夠嚇阻不法經營者，打
擊透過懸掛不合作國家的船旗（指不履行國際義務，
未盡責管理懸掛其國旗船隻的國家）來規避嚴格的
漁業管理規定和管控的行為。

最先制定這一措施的是歐盟， 該措施是歐盟《反海
洋漁業非法捕撈法》的核心。作為阻止 IUU 漁獲進
入歐盟市場和改善全球漁業治理的一項關鍵法律，
《反海洋漁業非法捕撈法》要求歐盟成員國對經查
實參與 IUU 捕撈活動及相關貿易的歐盟內個人或實
體採取有效、適度和具有懲戒性的制裁。制裁對象
包括直接與間接參與的相關人或實體，直接參與是
指懸掛歐盟旗幟的船舶參與 IUU 捕撈活動，而間接

參與則是指船舶雖未懸掛歐盟旗幟，但經追蹤後發
現，其受益所有人為歐盟公民，或歐盟公民從非法
捕撈活動中獲得經濟利益。其他案例可參考案例分
析 3。

歐盟《反海洋漁業非法捕撈法》還要求歐盟成員國
採取調查措施，識別支援或參與 IUU 捕撈活動的國
民 75，並盡力瞭解歐盟註冊漁船和允許更換船旗的
第三國之間的關係 76，並應鼓勵國民通報其與懸掛
非歐盟船旗的漁船之間存在的法定關係、受益或金
融權益、或控制權的相關資訊。

西班牙在全世界率先立法，追究本國國民參與 IUU
捕撈活動的司法責任。

西班牙透過法規追究國民參與 IUU 捕撈活動的進展
領先全球。 西班牙最近優異的成果（見註解 6）可
說是透過完整的法律框架、強烈政治意願、國際與
國內個層面合作支援而得。

EJF 建議各國評估各自國情，修改相關法律規範，以
確保參與廣義 IUU 捕撈活動的國民，包括透過受益
權或買賣非法漁獲而受益的國民，受到法律制裁。

漁船Northern Warrior因IUU作業被扣留在Vigo港。該漁船被發現使用偽造證件申請進入Vigo港及嘗試獲得許可證。©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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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6

西班牙對參與IUU捕撈的國民採取司法行動的經驗和教訓78

西班牙致力於確保參與IUU捕撈活動的國民受到有效制裁（依歐盟《反海洋漁業非
法捕撈法》）。 兩大訴訟案（分別為西班牙政府起訴的Sparrow I和Sparrow II）均
受到嚴厲判罰，其中多家公司和個人被處以2000萬歐元以上的行政罰鍰。

透過分析近期國民參與IUU捕撈犯罪的行政案件，以及與西班牙政府的共同研議，
可以釐清一些成功起訴國民參與IUU捕撈活動的關鍵要素：

• 加強良好的漁業治理，並以國際法律和準則為基礎制定健全而完善的法律
框架（如：聯合國、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和歐盟委
員會頒布的法律和準則）。

• 全面檢視且分類國家法規中的侵權行為。

• 將廣泛的調查權納入國家立法，允許主管機關檢查公司及受益所有人的記
錄和處所，這是採集證據進而採取有效的司法措施的重要關鍵。

•  成立情報小組，評估和調查企業、船東、以及IUU捕撈活動之間的潛在聯繫。

• 頒佈具有嚇阻性的制裁措施。

• 對於涉案活動及參與人在海外的案件積極與國際合作，以促進相關資訊的
分享。

• 展開內部合作，推動各部會（如：司法、稅務、海關、漁業、財務等）之
間的證據分享。

EJF 建議：

√ 所有國家在法律中納入相關規定，以查明其國民是否支援或參與 IUU 捕撈活動，並對其採
取嚴厲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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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高透明度，防止 IUU 產品進入供應鏈

3.1 取締不受監控的海上轉載

海鮮產品的國際貿易通常無法避免轉載，轉載是將
貨品從一艘漁船轉移到另一艘漁船上。 漁獲一般會
被轉移到一艘冷藏運輸船上，再由該船將其運到目
的地港。

在公海這類偏遠的海域，往返港口卸貨會消耗寶貴
的時間和燃油，漁船與貨船間的海上轉載變成為延
長漁船海上停留時間的一種便捷又划算的手段。然
而，轉載會增加供應鏈的參與者和中間環節，以及
每批魚貨的相關漁船數量。這就意味著卸貨港的港
務部門經常需要為同一批魚貨而核實多艘漁船的許
可證。當轉載發生在海上時，確保漁貨的合法性更
是難上加難，因為從物流和技術的角度而言，要監
控轉載漁獲並且清楚追溯到某一次的（合法）捕魚
活動都存在難度。同時，轉載也減少了船舶檢查的
頻率。

儘管海上轉載有時是獲得沿海國和船旗國主管機關
或相關 RFMO 的授權，但往往缺乏妥善監管，在某
些情況下甚至是非法行為。海上轉載不論是否獲得

獅子山海域正在轉運的工業拖網漁船及家計型獨木舟。 ©EJF

授權，都很可能成為「洗白」IUU 漁獲的幫兇，因
為物流和技術上很難控制轉載漁獲的合法性，且漁
貨也能透過轉載規避港口檢查，掩蓋非法業者的違
法活動 79。

透過轉載，漁船可以在海上停留更長的時間，遠離
港口檢查，也因此成為非法捕撈相關的一些違法活
動的溫床，比如人口販運、強迫勞動以及其他侵犯
人權的行為。2015 年，巴布亞紐幾內亞主管機關從
一艘冷藏運輸船上救出八名漁工，他們本來即將被
送到在印尼水域上作業，環境如同奴役的漁船上工
作 80。透過海上轉載，船舶可以無限期地停留在海
上，將被販運的船員長期囚禁在船上，並且在不同
船舶之間轉移，讓他們沒有機會上岸。經營者和船
東投入大筆資金從仲介手中購買這些奴隸漁工。對
於他們而言，這種制度可以將奴隸漁工逃跑的風險
降到最低，並防止船長在船舶返港維修時，將奴隸
漁工賣給或轉移到其他船上 81。2017 年，國際交通
運輸工人聯盟（ITF）呼籲暫停鮪魚延繩釣船在印度
洋、泰國灣和南海等公海水域上的貨物轉載，除非
業者能夠落實公平勞動標準，保護其船上海員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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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轉載方式對漁業的健康發展，及確保非法漁業
活動在發生前就被偵測避免而言至關重要。一些國
家和組織已經採取相關措施應對海上轉載，例如，
印尼頒佈禁令，所有懸掛其國旗的船舶永遠不得從
事海上轉載 84。然而，像印尼這樣的國家仍是少數。 
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儘管 20 世紀 90 年代末以來，
海上轉載相關法規日趨嚴格，但截至 2015 年，僅有
五個區域漁業管理組織實施了部分禁令，而實施完
全轉載禁令的僅有東南大西洋漁業組織 85。

由於未監督、未受管制的海上轉載在「洗白」非法
漁獲、虐待勞工等違法活動中扮演著關鍵角色，EJF
呼籲所有船旗國、沿海國家和區域漁業管理組織採
取措施打擊此類行為。

EJF 建議政府部門採取措施，利用健全的人工和電子
觀測系統，對工業船舶的海上轉載進行全面和有效
的監控。除非符合所有監控和回報要求，否則應禁
止海上轉載。各國還應修訂法律框架，確保能完全
落實轉載的相關規定。

註解7

迦納家計型漁船轉載的破壞性作業方式

在迦納，工業拖網漁船在海上將冷凍魚塊轉載到經過特別改裝的獨木舟上，獨木舟再將魚塊運輸到
港口市場，這一轉載行為在當地被稱為saiko（音譯：賽科）。儘管這種做法違反了迦納漁業法，但
近年來在全國各大港口越來越常見。

根據最近的估計，每年透過這種方式轉載的漁獲約達10萬公噸，超過了合法漁獲的上岸率。這種轉
載方式原本是為了賣掉工業拖網漁船不想要的混獲，持有許可證的拖網漁船原先捕撈的是底棲魚，
近年來卻越來越多瞄準了家計型漁業的主要目標——小型中上層魚類，讓賽科貿易更加有利可圖。
這類的作業方式導致小型中上層魚類枯竭，威脅到沿海社區數百萬居民的糧食安全和生計。有些拖
網漁船經常違法使用小網眼漁網，針對性地捕撈幼魚，破壞漁業資源的繁殖潛力。（使用小網眼漁
網捕獲的）漁獲量與魚的大小也常常違反許可的條件。 除了直接與家計型漁戶形成競爭外，賽科轉
載還導致市場充斥著廉價低品質的漁獲，壓低了魚價和家計型漁戶的收入。

最後，由於賽科漁獲未計入國家漁獲統計資料，漁業管理者無法計算此類作業方式為迦納漁業資源
帶來的額外壓力，進而導致幾乎無法對漁業進行有效的管理83。

即使是非法行為，但因為被逮捕及懲處的機率太低，透過Saiko卸魚仍
然非常普遍 ©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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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有效監控，各國應當：

• 要求所有預計進行轉載的漁船至少提前 24 小時向
船旗國、沿海國及相關區域漁業管理組織秘書處提
交電子預授權申請。通知內容應包括：確認船舶遵
守接近即時的 VMS 回報、電子日誌、以及（必要時）
搭載觀察員等要求 86。

• 要求對轉載作業進行 100% 的監控——不論轉載
發生在本國水域還是區域漁業管理組織管理的水域，
都必須配備適用於漁業的電子監控設施及搭載漁業
觀察員。所有獲准參與轉載活動的船舶，都至少應
配備一組能夠正常運作的 VMS 系統和電子日誌。電
子監控設備應適用於監控漁船活動（能觀察到漁獲
的流向），同時能確保船上觀察員的安全。各國應
制定規範要求漁船和冷藏船安裝防篡改監控設備，
包含能感應非法或未獲授權活動的感應器和攝影機
等。如此一來，當有偵測到船艙開啟、船距較近，
或引擎減速等狀況，船上的攝影機或感應器便能將
甲板上的活動紀錄下來，傳送給相關主管機關。

• 不論轉載發生在何處或轉載漁獲源自何處，都必須
在轉載完成 24 小時之內，向相關船旗國、沿海國、
港口國和相關的區域漁業管理組織秘書處報告。各
國應確保觀察員在每次轉載發生的 24 小時內，向有
關船旗國、沿海國、港口國和相關區域漁業管理組
織秘書處提交電子報告，作為檢查舶報告的獨立查
核資料。

• 限制船員可在海上停留的最長時間，防止利用轉載
將船員無限期地滯留在海上。

• 禁止海上船員轉移，船員患有需要緊急救治的疾病
等特殊情況除外。

EJF 建議：

√ 所有國家禁止海上轉載。除非船舶獲得預先授權，
而且配有可靠的電子監控設備，並有觀察員在場的
情況下才可進行。

案例分析 5

荷蘭 Klipper 號案

EJF 透過 ExactEarth 平臺監控漁船的 AIS 公開訊號，
並以此識別西非海域上的非法捕撈活動。2013 年 9
月，EJF 發現懸掛韓國國旗的漁船 Kum Woong 101
在獅子山的近海禁捕區非法捕撈，該船之後向北行
駛至幾內亞科奈克里（幾內雅首都）西北約 90 海里
處，與一艘懸掛荷蘭國旗，名為 Klipper 的冷藏運輸
船進行轉載。此舉同時違反了歐盟法律和幾內亞法
律 87。歐盟法律規定，除非獲得區域漁業管理組織
的同意，否則不允許任何海上轉載行為。幾內亞法
律則完全禁止海上轉載 88。2014 年 5 月 1 日，韓國
主管機關懲處了全部 22 艘涉及非法轉載的船舶（包
括罰款及暫停捕撈許可證一個月）89。2013 年 11 月，

荷蘭 Klipper 號更名為 Sierra King，並且仍然懸掛
荷蘭國旗。

前名為Kum Woong 101 的漁船Neptunus 停泊在Banana Island 外海 
©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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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搜集和儲存漁船的數位化資訊，提高
供應鏈透明度

漁獲的可追溯性是指「透過記錄到的資料，獲得供應
鏈上不同時期與該產品相關的所有或任何資訊的能
力」90。可追溯性相當仰賴可靠的資料，這些資料不
僅要透明，而且要向利益關係人完全開放，同時還要
得到妥善的保護，防止受到有意人士惡意篡改或操
作。如果整個供應鏈，也就是從漁獲被捕獲的那一刻
到最後被送到消費者手上的過程中（通常稱為「從漁
網到餐盤」的可追溯性），所有環節的「產銷監管鏈」
都能以數位的形式被永久地記錄，就可以增強透明度
和問責性。 

漁船通常是供應鏈中最敏感、最令人關注的一環，因
為從事 IUU 捕撈的漁民可能會為了讓自己的漁獲看起
來合法而偽造資料。目前，政府或私人企業往往已經
掌握了證明合法性所需的相關資料，甚至以數位形式
保存。然而，資料一般不會存放在同一個地方，而且
目前這些資料大多是透過列印、掃描、傳真、郵寄或
電子郵件等書面形式進行交流，讓非法經營者更容易
偽造資料 91。

讓可追溯性發揮作用的關鍵是要把各種資料管道中與
漁船相關的關鍵資料元素（KDE）以數位形式準確地
記錄下來（同時也要提供為小型漁業的補貼，例如家
計型漁業的卸漁紀錄等）。這些資料應受妥善保存，
並讓供應鏈各環節都可以查閱，如此一來，檢查人
員、調查員、供應商、零售商、甚至消費者都可以發
現潛在的資料誤差或造假的行為。例如，捕撈地點便
是一項關鍵資料元素，可以透過 VMS 追踪來查核這
個資料的真實性。此外，除了關鍵資料元素和漁業資

料來源之外，納入與漁工相關的資料也有助於打擊人
口販運等漁船上嚴重侵害人權的情形。

資料的數位化有助於國家禁止 IUU 產品進入其市場，
這些國家一旦對船舶活動的合法性產生懷疑，他們就
可以用這些資料查核可疑的資訊。透過回朔供應鏈，
以確定產品的捕撈過程中是否皆符合國家、區域或國
際的相關法規，以及產銷監管鏈是否完善，進而確定
產品是否合法 92。

全球銀行系統可以做為漁業管理可追朔性的借鑑。全
球銀行系統的運作仰賴全球統一的資金轉帳標準，世
界上任何一家銀行都能理解和解讀這個標準。這種可
通性能確實追蹤資金流動的每個環節，並保障資金流
動的安全。漁獲數位記錄系統也應採取這類原則，建
立一個類似的全球水產交易可追溯標準。

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為了阻止 IUU 產品進入本國市
場而引入單邊捕撈認證計畫，或是加入區域性漁業機
構（RFB）或區域漁業管理組織下的多邊漁獲記錄計
畫，這些計畫之間的互通性將隨著漁獲供應鏈的日趨
全球化而變得更為重要。在 FAO 的推動之下，透過
可靠資料來源提供的數位化資訊，以及普遍公認的漁
船關鍵資料元素，讓不同紀錄資料之間的互通互認變
得更加可行。 

EJF 建議所有國家建立並實施數位化可追溯系統，提
高漁獲產品供應鏈在漁船登記和捕撈環節的透明度。
各個國家尤其是船旗國，記錄到可信、可靠的捕撈資
料，對於證明產品的合法性、支援所有（單邊或多邊）
漁獲記錄計畫而言都十分重要。各國在制定這些系統
時，應至少納入以下關鍵資料元素（KDE）：

漁獲秤重，泰國 ©EJF

正在卸下漁船的鮪魚 ，阿比尚，象牙海岸 ©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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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船作業

• 船舶身份資訊，如船名和 UVI 等，資料來源可
包括船舶登記資訊。

• 與捕撈許可証相關的船舶許可資訊，資料來源可
包括在指定海域／區域（包括國家管轄範圍以外
的地區）捕撈的許可證和／或授權。

• 船員資訊，以防止人口販運和剝削勞工，同時將
船員作為主要的資料來源。

捕撈活動

• 確定船舶作業處的漁獲位置，資料來源包括不間
斷顯示整個捕撈過程的船舶監控軌跡，以及完整
的船舶日誌。

• 提供漁獲數量、種類和產品類型等的完整漁獲資
訊，資料來源包括船舶日誌及（如適用）漁獲證
明書和觀察員報告。

結束捕撈航行

• 進入市場的路線，包括與卸載漁獲相關的所有記
錄，如轉載、上岸和加工等環節的聲明，記錄應
詳細至能「從漁網到餐盤」地追朔漁獲。

建立此類體系時，監管部門應確保這些資料是正確且
無法篡改的，並且集中儲存在同一個資料庫中（儘
管提供資訊的可能是不同的部門）。應盡可能地向所
有利益關係人公開這些資料。FAO 已經制定了詳細
的國家指南，規定上述漁業關鍵資料元素和資料來源
93。

案例分析 6

泰國船旗

2017 年，泰國漁業部（DoF）引進了「泰國
船旗」電子追溯系統。利用這一系統，DoF
可以紀錄某一具體供應鏈從捕獲到加工、再
到最終消費者或出口商的整個過程。

泰國船旗系統整合了來自多個資料庫的資
料，進而可以將船舶資料、上岸時間、漁獲
重量和每批貨物的種類都記錄下來。 供應
鏈所有後續環節也包括在内，如：使用的交
通工具、加工的工廠、和每個階段相應的抵
達和出發時間和日期等。

每批貨物都有唯一且永久的查詢代碼，也就
是 DoF 給予船舶的「進港」授權號碼。在
整個供應鏈上，這個代碼都將伴隨這批貨
物。DoF 可以據此追蹤貨物進度。

問責制和透明度是泰國船旗系統的另一個重
要制度。不論任何人在何時更改了供應鏈資
訊，原來的資訊永遠都不會被刪除（如區塊
鏈的記帳本），而是在原來的資訊上添加新
的資訊。 由於資料永遠不會從系統中遺失，
這對防止私自篡改而言非常重要。系統還會
永久地記錄每次變更的資訊，包括變更人、
變更時間和變更地點，進一步提高安全性。

EJF 建議：

√ 所有國家要求並推動短期內可採用成本效益高的數位工具，以數位形式儲存船舶登記、許可證、卸貨記錄、
漁獲地點和漁獲資訊、以及船員檔案等關鍵資訊。數位工具的設計需能在未來快速發展至全球通用的數位魚
獲認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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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批准全球公約，提高港口國管理效率

海洋資源不分國界，因此國與國之間的合作對漁業管
理來說非常重要。UNCLOS 第 118 條鼓勵各國在公
海魚類資源管理上互相合作，而 UNFSA 第 18 條要
求各方採取適當措施，確保船舶不會破壞區域漁業管
理組織相關措施的有效性。此外，該協定的第 8 條還
明確規定，只有區域漁業管理組織的成員或同意適用
其所訂立的養護和管理措施的國家才能捕撈適用這些
措施的漁業資源。 因此，根據國際法，若一國欲捕
撈這些漁業資源 94，其前提是成為區域漁業機構或管
理組織的成員，或者至少要遵守其規定。 但最關鍵
的是，各國在這些組織的管理範圍內活動時要保持透
明，並且要能在自己的報告中反映出透明度。透明、
可靠的資訊是準確評估資源的關鍵，在此基礎上才能
實施適當的養護和管理規定。

遵守國際條約和相關組織協定，加強合作和規則的統
一，不僅對漁業管理十分重要，對監測、控制和監視 
（MCS）也同樣重要，因為若管理機制之間存在巨大
差異，將會促使漁業貿易和開發向管制寬鬆的區域轉
移。隨著國際社會對 IUU 捕撈、人口販運等相關問
題的認識逐漸提高，聯合國及其不同機構都陸續通過
了專門針對漁業部門的若干協定，如 2016 年，FAO
通過《港口國措施協定》（PSMA）。 這是第一個專
門針對 IUU 捕撈問題而制定具有約束力的國際協定。 
協定要求各方對試圖進入和使用其港口卸貨或轉載的
外國船舶加強管理，以查明 IUU 產品貿易，防止貨

物進入其市場。 關鍵措施包括：拒絕已知參與 IUU
捕撈的外國船舶進入港口或使用港口服務；允許船舶
進入港口以檢查涉嫌參與 IUU 捕撈活動的船舶，並
於必要時採取後續行動，打擊發現的違法行為；與相
關國家和組織建立資訊共用機制，促進聯合執法 95。
《港口國措施協定》的成功關鍵在於其措施必須在全
球落實，才能確保非法漁民無法轉移到管制較為寬鬆
的港口從事不法行為。

除此之外，聯合國機構也逐漸意識到 IUU 捕撈活動、
與漁業相關的犯罪活動之間的聯繫，同時也了解到採
取一致的行動對於打擊這些犯罪行為的必要性。例
如，在某些情況下，一艘船舶可能會同時涉及到這三
類違法活動，這樣一來就有必要採取一致的執法行動
96。

不僅是 FAO，國際海事組織（IMO）和國際勞工組
織（ILO）也意識到 IUU 捕撈活動與涉及船員安全和
權利的犯罪之間的關聯性 97。ILO《漁撈工作公約》
（ILO C188）和 IMO《開普敦協定》兩個公約原本
著重於不同領域的問題，但與 FAO 的《港口國措施
協定》三者之間建立的互補性逐漸受到重視。ILO 
C188 的目的是提高漁民的待遇標準，防止人口販運
等嚴重違法行為。IMO《開普敦協定》則是為了提高
遠洋漁船的安全，尤其是透過船舶設計、建造和設備
要求等措施提高漁船的安全性。 有關兩份條約的詳
細內容和狀態，請參見註解 8。

船員正在將泰國漁船上的漁網清空 ©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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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8

聯合國相關協定的批准狀況、目的和應用

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的《港口國措施協定》

目的：   防止IUU捕撈漁獲進入本國市場和國際市場

好處：   為港口國提供了一個法律框架，使其可以依法對未懸掛其國旗並申請進入或已經進入

               其港口的船隻進行檢查和核實，以確定該船隻未曾參與IUU捕撈活動，防止出現所謂

                 的「違約港口」情況。該協定要求加強港口國、沿海國和區域漁業管理組織之間的合

                  作與資訊交流，推動強化各級漁業管理和治理。

適用：   外國漁船至締約國港口。

狀況：   2016年實施生效，已有55個國家批准協定。

國際勞工組織 《漁撈工作公約》（ILO C188）

目的：   改善工作條件，保護商業漁船上的漁工

好處：  透過制定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規定來保護漁工，包括海上與岸上的職業安全、健康和

               醫療保障、休息時間、以書面勞務協定的形式提高社會保障，並以書面協定禁止苛

                扣工資等使漁工債務纏身的行為。 該公約亦旨在確保漁船的建造與維護能夠為漁工

               提供合宜的生活條件。

適用：   懸掛締約國國旗的漁船，以及駛入該國港口的漁船。

狀態：   2017年實施生效，已有10個國家批准協定。

國際海事組織《開普敦協定》

目的：   提高商業漁船上的安全

好處：   列出了長度達到或超過24公尺的漁船在設計、建造和設備等方面應遵循的標準，並

               詳述締約國為保護船員和觀察員所必須採取的規範。

適用：   長度達到和超過24公尺，懸掛締約國國旗的漁船，以及到達締約國港口和在其水域

               作業的漁船，不論其船旗國是否為該協定締約國。

狀態：   尚未生效。該協定至少需要22個國家批准協定，且這些國家在公海作業、並且長度

               達到和超過24公尺的漁船數量總計達到3600艘，才得生效。該協定目前有10個締

               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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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個機構正密切合作，確保三個條約均實施生
效，並盡可能被更多的國家採納和實施。儘管三個條
約各有其側重，但都要求加強港口檢查。這三個聯合
國機構與國際社會都越來越認識到透過加強政府部門
與漁船之間的互動，每項條約都能有更多的機會發現
與一個或多個關注領域相關的高風險船舶。這三個協
定之間的協調統一也為各國改善海事及漁業機構之間
的溝通與合作提供了更多機會。

EJF 呼籲各國批准並實施上述三個條約，如此一來就
能建立一套聯合國的法律文件，為漁船上的船員和觀
察員、以及漁船和港口的檢查（包括合法性、工作條
件和安全等方面）提供涵蓋從捕獲到卸貨整個過程中
清晰的全球透明度標準。

EJF 建議：

√ 所有國家立即批准和實施相關國際協定，為漁船
和海鮮產品貿易建立明確的標準。 相關國際協定包
括 FAO 的 PSMA、ILO C188 和 IMO 的《開普敦協
定》。

案例分析 7

從船舶安全到勞工標準：
福甡 11 號案例

2018 年 5 月，南非主管機關扣押了懸掛臺灣船旗
的「福甡 11 號」漁船。在 2018 年 7 月 17 日的
新聞稿中，國際勞工組織宣佈這是首例根據 ILO 
C188 規定扣押的漁船 98。

該漁船最初受到檢查的原因在於漁船疑似不符合航
海條件，但南非主管機關隨後的檢查過程中發現，
該船的勞動條件存在嚴重的問題，其中包括：船員
反映勞動條件惡劣、船上生活條件危險、以及大多
數船員未簽署工作合約等。在 EJF 後來進行的訪談
中也發現，船員受到身體虐待，並且還回報有割鰭
棄身的違法行為。

「福甡 11 號」被扣押的事件指出船舶安全、勞工
問題和非法捕魚之間的關聯，以及在聯合國框架
下，加強港口國監管和統一檢驗標準有助於發現
IUU 捕撈活動及其他相關犯罪行為。

福甡 11 號正在開普敦維修 ©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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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我們的海洋遭受威脅。許多魚類資源因過度捕撈已
經瀕臨滅絕或甚至已完全滅絕。而 IUU 捕撈與魚類
資源的崩潰絕對脫不了關係。 IUU 捕撈不僅威脅到
全球的糧食安全和人民的生計，在全球每年還帶來
高達 235 億美元的損失。 因此，世界當前比以往任
何時候都更需要合法、道德的可持續漁業管理。

如本報告所示，大多數的漁業在最好的情況下仍是
不透明的，在最差的情況下則是透過保密面紗，使
IUU 捕撈行為進而普遍。讓這個行業所有的陰暗角
落都暴露在陽光之下並不需要複雜的新技術或高額
資金投入，只要公開關鍵資訊，加上所有政府執行
明確、合理的漁業管理規則，以及使用現有技術了
解、查明和揭露供應鏈這幾方面多管齊下，這些問
題便可迎刃而解。

杜絕 IUU 捕撈活動需要全球共同努力。EJF 呼籲各
國採納本報告中詳細列舉的十大低成本高效益的全
球透明度原則。 這些原則可以清楚地揭露船舶的身
份、活動和所有權人，使得打擊 IUU 捕撈活動的措
施更為有效。從本報告的案例分析指出有一些國家
已開始實施這些原則，而其他國家應加快腳步進行
改革。

全球透明化原則：
EJF 制定的供各國採納的十大原則：

1. 立即要求所有符合資格的船舶申請國際海事組織
（IMO）編碼，不適用 IMO 編碼的船舶則採用漁船
單一識別碼（UVI）實施船舶登記制度，並將所有資
訊提供給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全球漁船
記錄系統（該系統最終將包括所有船體總長超過 12
公尺的適用船舶）。

2. 要求漁船安裝自動識別系統（AIS），並／或公開
船舶監控系統（VMS）的原始資料，並以合理的時
間間隔定時發送訊號，以確保能夠對船舶進行永久
追蹤。

3. 公佈所有捕撈許可證、捕撈授權及船舶登記的最
新名單。

4. 公佈個人和公司因參與 IUU 捕撈、人口販運及其

他相關違法行為而遭到逮補和制裁的資訊。

5. 禁止海上轉載，除非該行為事先獲得批准，且受
到全面可靠的電子監控，並接受搭載漁業觀察員。

6. 要求並推動短期內採用成本效益高的數位工具，
以數位形式紀錄及保護船舶登記、許可證、卸貨記
錄、漁獲地點和漁獲資訊、以及船員檔案等關鍵資
訊。數位工具的設計方式應需支持其在未來能發展
成全球通用且據相容性的魚獲認證系統。

7. 取消漁船開放登記制度，禁止權宜船（FoC）在其
水域捕撈或向其市場輸入海鮮產品。

8. 公佈所有公開名單上有關受益所有權的資訊，並
要求公司在申請捕撈許可證、捕撈授權書或船旗登
記時提供真正受益所有權的相關資訊。

9. 在立法中納入相關條款，以查明國民在何處支援、
從事 IUU 捕撈活動或從中獲利，並對其採取嚇阻性
制裁。此外，還可以要求由本國國民所有、但懸掛
他國船旗的船舶進行登記，使該規範更具效益。

10. 採納為漁船和漁業產品貿易制定明確標準的國際
措施，包括 FAO 的《港口國措施協定》（PSMA）、
國際勞工組織的《捕魚業工作公約》（C188）和國
際海事組織的《開普敦協定》。

這些原則的實施主要仰賴各個國家執行，並且在必
要時獲得其他利益關係人的協助。私部門需要加強
整個產業鏈的盡職調查，發現並減少風險，避免向
消費者供應非法和不道德的海鮮產品。 不透明的漁
業活動是使 IUU 捕撈持續滋生，只有改變不透明的
漁業，我們才有機會讓全球漁業朝著合法、道德、
可持續的方向前進。

©E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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