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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CCSBT 品質保證檢視計畫之職權範圍 

 
1. 序言 
南方黑鮪保育委員會（CCSBT），係一負責管理全球南方黑鮪之政府間國際組

織。延伸委員會會員包括：澳洲、漁捕實體台灣、印尼、日本、韓國與紐西蘭。

延伸委員會合作非會員（CNMs）包括：菲律賓、南非與歐盟。本文件所提會員，

皆包括合作非會員在內。 
 
CCSBT 之目標，係透過適當管理，以確保南方黑鮪之養護與最適利用。 
 
CCSBT 品質保證檢視（QARs）之目的係提供獨立檢視，以協助會員確認其涉及

CCSBT 義務之管理系統是否運作得宜，並針對需要改善之處提供建議。更進一

步 QARs： 
 有助於受檢視會員對自身的監測及回報系統之完善與穩健有信心； 
 提升所有會員間對個別會員績效報告品質之信心；及 
 進一步展現 CCSBT 作為一負責任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之可信度與國際

聲譽。 
 
延伸委員會在訂定漁業管理決策時，得考量 QARs 之結果。 
 
2014 年 QAR 計畫有很大的進展與持續改善空間。因此，除上述 QAR 之目的外，

2014 年 QAR 計畫預定： 
 開發及測試用於本次與日後第二階段 QARs 之方法； 
 展現 QARs 對 CCSBT 之重要性（或其他）；及 
 確認在執行 QARs 時可能出現的問題。 
 

2. 範圍 
QARs 將檢視會員系統與程序之適當性，以確保下列措施之遵從：  

i） 國家配額； 
ii） 漁獲文件計畫；及 
iii） 轉載 

 
尤其是，該等檢視將確定會員的系統與程序是否符合 CCSBT 三項措施之最低執

行要求1。 
 

                                                
1 會員得於 CCSBT 網站上取得該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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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檢視將聚焦於政府之系統與程序，除在會員之裁量下，不會檢視產業界之任何

系統，亦不會諮詢會員之產業界。諮詢對象係獲提名之政府官員，以及倘合適，

獲政府授權而涉及 SBT 管理之第三方服務供應者。 
 
在評估系統適當性之際，QARs 將考量每一受檢視會員的特有環境與特徵。QARs
亦將考量任何經紀律次委員會確認之問題。所有 QARs 將就會員之監測、管控與

偵察（MCS）系統提供一全面性檢視，然而某些部分則會根據會員之狀況而予

以特別關注，包括： 
i） 市場國－重點將置於要求進口 SBT 產品系統與程序之支持； 
ii） 養殖國－重點將置於要求精確漁獲量報告、監測 SBT 進入養殖場（包括

100 尾魚體採樣方法之效益）與採收 SBT 養殖產品之系統與程序； 
iii） 發展中國家－重點將置於要求監測、管理及精確回報家計型與產業漁獲

量之系統與程序，包括處理印尼要求重新考慮其配額乙節；及 
iv） 遠洋漁業國－重點將置於精確回報漁獲量、記錄/核實卸岸及/或轉載，以

及監測 SBT 直接進口之系統與程序。 
 

秘書處應提供任何經延伸委員會同意之紀律風險予檢視人。 
 
日本、韓國、澳洲及紐西蘭已於 2013 年實施第一階段 QARs。 
 
2014 年 QAR 計畫將包括： 

i） 台灣（第一階段）； 
ii） 印尼（第一與第二階段）；及 
iii） 澳洲（第二階段） 
 

3. 語言 
檢視小組至少應包括一名符合受檢視會員國語言需求之成員。 
 
4. 檢視程序 
檢視公司須開發第二階段檢視之方法。該公司應向 CCSBT 提交其欲使用方法的

詳細方案。 
 

4.1 第一階段檢視 
第一階段 QAR 之目的，係獨立記錄及評估會員之系統與程序是否符合有關

CCSBT 措施之最低執行要求。 
 
檢視人須評鑑會員之現行 MCS 系統與程序，並評估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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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行何種用以確保遵守 SBT 總可捕量（TAC）國家配額之系統與支援程

序？ 
 該等系統及程序是否與目的相符？ 
 就 CCSBT 最低執行要求而言，該等系統是否符合 CCSBT 義務？ 
 現行 MCS 系統是否正在或已規劃進行變動或改善？ 
 是否採取任何矯正或預防措施以因應紀律監測？ 

 
該檢視預計將包括下列一般步驟： 
 分析現有文件，尤其是該會員最近提交至 CCSBT 之國家報告（該等文

件得向 CCSBT 秘書處提出要求後取得）； 
 建立系統之初步流程圖； 
 諮詢會員（藉由電子方式－電子郵件或電話）以核對該初步流程圖之精

確度、釐清不明確之處，以及尋求任何用以完成該流程圖之額外資訊； 
 完成流程圖； 
 進行 SWOT（優勢、劣勢、機會、威脅/風險）分析；及 
 提出建議並準備一報告草案。 
 
4.2 第二階段檢視 
第二階段將就會員在第一階段 MCS 系統與程序之書面資料進行實地檢查。

第二階段 QARs 之目的係獨立核實會員系統及程序之存在與效益。檢視人將

在第二階段評估： 
 第一階段之系統及程序文件是否正確，以及該文件是否精確反映出實際

的系統與程序？ 
 該等系統及程序能否有效確保會員履行其義務？ 
 考量以上所列評估之結果，是否有進一步改善每一會員紀律系統及程序

之任何可能性。 
 
第二階段檢視預計將包括下列一般步驟： 
 依據第一階段之結果，開發一實地視察、訪談及測試計畫； 
 視察會員主要系統及程序所在之主要地點，及： 

○ 與涉及操作該等系統及程序之關鍵人物進行訪談；及 
○ 透過如證實實際上該等系統及程序如何運轉/發揮功用等客觀證

據，以核實系統及程序之操作與效益； 
 視適當修正第一階段之流程圖及 SWOT 分析； 
 製作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之調查結果間的差異分析；及 
 對整體檢視（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提出建議，並準備一報告草案。 

 
5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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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公司會將每一受檢視會員之最終成果製成個別 QAR 報告，並彙整成 2014
年 QAR 計畫最終報告。 
 

5.1 個別 QAR 報告 
準備每一會員之 QAR 單獨報告。該報告內容包括該等接受兩階段檢視會員

之兩階段檢視內容。每份報告將敘述該會員系統之審查結果，包括流程圖、

系統適當性分析與改善建議，在瞭解 2014 年 QAR 計畫最終報告將提供該完

整方法之情況下，其亦應包括用於實施特定 QAR 方法的任何變更。 
 
準備每份 QAR 報告2時，應遵循下列流程與時程： 
 檢視人將於 2014 年 5 月 30 日3提供報告草案予有關會員； 
 會員得要求檢視人對報告草案做出解釋，並得就報告草案之任何部分提

供意見予檢視人，尤其是關於事實錯誤與遺漏之部分。該會員應於收到

報告草案後 8 週內提供意見予檢視人，最遲不晚於 2014 年 7 月 31 日； 
 檢視人將修正會員提報之事實錯誤。檢視人亦將考量會員提供之其他意

見，並對報告做出其認為適當之修正； 
 檢視人最遲不晚於 2014 年 8 月 31 日提交報告定稿予會員及 CCSBT 秘

書長。個別 QAR 之最終報告目錄中將包括一由會員提供之附件，以納

入該會員對 QAR 結果之意見；及 
 秘書處將提供一有關檢視人績效之反饋意見表予會員。 
 
5.2  2014 年 QAR 計畫最終報告 
檢視公司要提供一整體 2014 年 QAR 計畫之最終報告，包含： 
 詳細說明用於 QARs 之方法。該方法必須夠詳細，以讓 QARs 能重複套

用至其他會員，或用於審查同一會員之其他 CCSBT 義務； 
 說明檢視時遇到的問題（包括計畫所使用途徑及方法之優點與限制）；

及 
 對日後 QARs 之建議，包括該方法之任何改進點。 
 
需於 2014 年 8 月 31 日提交整體 2014 年 QAR 計畫之最終報告予 CCSBT 秘

書長。 
 

6 保密、版權及智慧財產權（IP） 
為進行該等檢視，檢視人將得取得機密及商業敏感資訊。 
 
                                                
2 為及時取得對個別 QAR 最終報告之意見並予以發佈，以讓 2014 年 10 月召開之 CCSBT 紀律

次委員會進行審議，因此有必要設置此時程。 
3 再次重申 QAR 旨在促進會員之利益，並鼓勵會員與檢視人在檢視過程中進行討論與回饋。因

此，會員將在收到報告草案前，先得知任何顯著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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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個別 QAR 最終報告及 2014 年 QAR 計畫最終報告外，檢視公司及個別檢視人

在進行 QAR 中所取得或生產的所有資訊與資料，係檢視人與 CCSBT 有關會員

間之機密，且不論是在進行 QARs 時或進行後，檢視公司或檢視人皆不應釋出予

其他會員。檢視公司及檢視人將須對此做出聲明。 
 
個別 QAR 最終報告及 2014 年 QAR 計畫最終報告，需遵守 CCSBT 議事規則第

10 條之規定4，即 CCSBT 對提交會議文件至委員會附屬或諮詢機構之保密要求。 
 
CCSBT 擁有每份報告的獨家版權，並擁有複製每份報告（包括其任何部分）與

全權酌情公開每份報告之權利。CCSBT 亦擁有在審查過程中所開發之方法與技

術之智慧財產權，並得重複使用其選擇之該等方法。 
 
7 檢視公司及檢視人資格 
檢視人需具備漁業管理及漁業監測、管控與偵察系統之良好知識。檢視人亦需擁

有稽核/檢視該等系統之豐富經驗。檢視公司須在其提交至 CCSBT 提案中明確表

明，其所屬檢視人具備該等知識與經驗、能使用英文或日文與受檢視會員之語言

進行檢視、該公司與其檢視人合乎 ISO 9001/ISO 17065 標準或類似之標準，並具

備有關資格認證。檢視公司亦必須獨立（即無利益衝突）於受檢視機關外。 
 
檢視公司及檢視人之姓名與資格，將在進行檢視前告知該受檢視之會員。 
 
8 QAR 計畫之管理 
確認下列角色及責任，以有效執行 2014 年 QAR 計畫： 

i） 秘書長－管理 QAR 契約； 
ii） 秘書長及紀律次委員會主席－諮詢特定會員以核准檢視方法、提供技術

性意見予檢視人，以及就最終之完整報告進行同儕檢視； 
iii） QAR 協調人－每一會員須指派一具適當資格之官員以協調第一階段與

第二階段 QARs 之活動，包括提供技術性支援與意見； 
iv） 檢視人－必須依據職權範圍、已建立之方法及秘書處之指導，完成第一

階段與第二階段 QARs；及 
v） 會員－提供意見、進入系統與流程之方法及資訊予檢視人、提供 QAR

報告草案之回饋意見予檢視人，以及針對檢視人之績效，向秘書長提供

回饋意見。 
 

                                                
4 為達規則 10 之目的，報告中揭示該檢視結果與建議之受檢視會員，將被視為該報告之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