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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 

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一、 概況 

(一)設立依據 

依行政院78.8.2臺七十八農字第20894號函核定之「加強對外漁業合作暨

營救被扣漁船與船員方案」設立。許可設立之日期及文號：78年11月2日登

記簿第058冊第035頁第001415號。 

 

(二)設立目的 

我國漁業生產結構偏重遠洋作業，遠洋漁業產量佔漁業總產量百分之五

十以上，加上近海漁業資源日漸枯竭，以往以近海為作業漁場之小型船隻紛

紛至遠距離水域作業，廣義之遠洋漁業產量可能超過漁業總產量百分之六

十。自1980 年代以來，各沿海國相繼宣布實施 200 浬專屬經濟海域，昔日

之傳統漁場被劃為沿海國管轄之海域，造成漁業糾紛及漁船被扣事件頻生。

為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1989年間發起成立「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漁業

合作發展協會」，協助政府及業者爭取對外漁業合作，減少漁船遭他國扣捕，

更期藉著漁業資訊之提供、法令之宣導，教育業者及漁撈從業人員，使我國

遠洋漁業在國際政治環境居於劣勢情況下，仍能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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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協會之宗旨任務如下： 

1. 對沿海國漁業合作之規劃、研究、推動、交涉及談判事項。  

2. 對沿海國漁業合作事業所需入漁費用之墊借事項。  

3. 國際漁業合作之規劃、分析及參與事項。  

4. 漁船暨船員在國外遭難、被扣事件之交涉與訴訟協助及船員遣返事項。  

5. 遭難、被扣漁船之船員在國外訴訟期間生活費用之墊借或補助事項。  

6. 遭難、被扣漁船在國外訴訟費用之墊借或補助事項。  

7. 遠洋漁業漁獲資料之蒐集、彙整、統計及資料庫維護事項。  

8. 漁船監控系統之規劃、執行與推動事項。  

9. 接受政府指定或委辦事項，如辦理觀察員計畫等。 

 
 

(三)組織概況 

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自民國78年成立後，即在政府單位指示

與業者支持下，協助政府及業者爭取對外漁業合作，減少漁船遭他國扣捕，

更期藉著漁業資訊之提供、法令之宣導，教育業者及漁撈從業人員，使我國

遠洋漁業在國際政治環境居於劣勢情況下，仍能永續發展。 

近年來更配合政府之管理政策，辦理漁業統計資料，並提供予國際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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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組織；透過資訊網路提供大眾漁業統計、法規、產業動態等國內外漁業

資訊服務；派員參加國際漁業管理組織之科學會議及年會，協助政府參與漁

業談判及接受政府委辦之有關漁業事項，如辦理觀察員及漁船監控系統等計

畫。 

展望未來將持續推動業務，加強漁獲統計品質、落實資源保育、發展永

續漁業，並在漁業問題日趨國際化之新時代，朝多元化發展以面對未來之挑

戰。未來國際漁業管理將日趨嚴格，漁業不僅是糧食供應產業，亦扮演生態

保育之重責，因此本協會之功能愈為重要，務使臺灣漁業在國際社會扮演應

有之角色。 

 
 
 

1. 組織 

本協會設董事會，負責基金之保管及運用，組織之決定及調整，工作方

針之核定，預算決算之審核，重要人事之任免及其他重要決策之裁決，並督

導業務之推行。 

董事會由董事十五人至十九人組織之；設常務董事會，由董事互選五人

至七人為常務董事；置董事長一人，由常務董事互選之。置監事三人至五人，

並互推一人為常務監事負責稽核有關業務、財務事宜，監事由捐助人推選後

聘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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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屆董監事已依本協會捐助暨組織章程規定產生，任期至106年10月8

日止。董監事名單如下： 

職 稱 姓 名 職業 

董 事 長 黃金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常務董事 黃鴻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副署長 

常務董事 王端仁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局長 

常務董事 謝文榮 臺灣區遠洋鮪延繩釣漁船魚類輸出業同業公會理事長 

常務董事 李文宏 豐群水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    事 陳宛孜 外交部國際組織司科長 

董    事 朱文伶 經濟部國際合作處科長 

董    事 黃一成 中華民國全國漁會理事長 

董    事 施教民 臺灣區遠洋魷漁船魚類輸出業同業公會常務監事 

董    事 王再福 高雄市漁輪商業同業公會常務理事 

董    事 張寳村 高雄區漁會理事長 

董    事 游日興 基隆區漁會理事長 

董    事 林清崇 東港區漁會理事長 

董    事 謝龍隱 臺灣區遠洋鰹鮪圍網漁船魚類輸出業同業公會常務理事 

董    事 王冠雄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授 

董    事 洪良輝 臺灣鮪延繩釣協會理事長 

常務監事 蔡定邦 豐國水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監    事 林頂榮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遠洋漁業組組長 

監    事 鄭瑞淵 合作金庫商業銀行協理 

監    事 李國添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名譽教授 

監    事 雷祖綱 高盈貿易有限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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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為本協會法定代理人，對外代表本協會；執行長由董事會聘任，

秉承董事會之決議及董事長之命，綜理本協會一切業務。本協會設有業務

組、資訊組及秘書組，分別辦理對外漁業合作、漁業統計、漁船監控、人事

及會務等有關事宜。另為業務所需，本協會設置「對外合作」、「漁船被扣暨

法律事務」及「漁業資訊暨國際組織」三委員會，協助處理有關漁業合作暨

漁船被扣及漁業資訊事宜，該三委員會由本協會董監事及有關學者專家所組

成。本協會組織架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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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金 

本協會之基金分為基本基金與捐贈公積，業務之執行以支用捐贈公積為

原則；基本基金非經董事會通過，報主管機關核准不得動用。 

基本基金總額定為新臺幣壹億參仟萬元，由下列捐助人捐助之：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捐助新臺幣陸仟陸佰萬元。 

(2) 臺灣省政府捐助新臺幣貳仟萬元。 

(3) 高雄市政府捐助新臺幣貳仟萬元。 

(4) 臺灣地區漁業發展基金會捐助新臺幣伍佰萬元。 

(5) 中華民國全國漁會捐助新臺幣伍拾萬元。 

(6) 臺灣區遠洋鮪延繩釣漁船魚類輸出業同業公會捐助新臺幣伍拾萬元。 

(7) 臺灣區遠洋魷漁船魚類輸出業同業公會捐助新臺幣伍拾萬元。 

(8) 高雄市漁輪商業同業公會捐助新臺幣伍拾萬元。 

(9) 高雄區漁會捐助新臺幣伍拾萬元。 

(10) 東港區漁會捐助新臺幣參拾萬元。 

(11) 合作金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捐助新臺幣壹仟萬元。 

(12) 臺灣土地銀行捐助新臺幣伍佰萬元。 

(13) 豐群水產股份有限公司捐助新臺幣參拾萬元。 

(14) 豐國水產股份有限公司捐助新臺幣參拾萬元。 

(15) 裕祐漁業股份有限公司捐助新臺幣參拾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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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光陽漁業股份有限公司捐助新臺幣參拾萬元。 

捐贈公積之來源如下： 

(1) 政府機關捐助或補助。 

(2) 漁業團體、漁業公司或個人捐助或補助。 

(3) 對外漁業合作漁船服務費收入。 

(4) 基金孳息收入。 

(5) 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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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計畫或方針 

我國遠洋漁業在政府與民間合力推動下蓬勃發展，不僅作業水域遍佈三

大洋，遠洋漁船數更逾 1,000 艘以上。儘管我國部分漁船透過漁業合作赴他

國水域作業，惟仍頻傳漁業合作糾紛與遭扣事件，不僅漁民生命及財產安全

受到嚴重威脅，對我國之國際形象亦有所影響。 

本協會係民國 78 年間依行政院對外漁業合作暨營救被扣漁船與船員方

案成立之非營利性法人，協助政府推動漁業合作及處理漁船被扣等事務。近

年來在政府單位指示與業者支持下，任務宗旨隨國際漁業局勢之變遷而調整

擴大，目前主要之工作包括：對外漁業合作事項之研究、規劃、評估及推動

事宜；向業者提供有關推動對外漁業合作、新漁場開發之顧問工作及財務協

助；對在國外被扣、遭難或發生漁業糾紛之漁船及船員提供法律及財務協

助，俾漁船及船員能儘速返國；參加國際政府間組織如國際大西洋鮪類保育

委員會(ICCAT)、印度洋鮪類委員會(IOTC)、南方黑鮪保育委員會(CCSBT)、

美洲熱帶鮪魚委員會(IATTC)、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WCPFC)及亞太經濟

合作漁業工作小組（APEC FWG）等漁業管理組織和與漁業或與環保有關之

會議；辦理漁業統計資料之蒐集及彙整；派員至主要國外基地港口進行港口

訪查，並建立國外港口採樣及魚體量測系統；透過資訊網路提供大眾漁業統

計、法規、產業動態等國內外漁業資訊服務；協助水產養殖業者從事海外水

產養殖之投資事宜；促進與他國漁業行政單位或漁業團體之交流與資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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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漁船監控系統之規劃、執行與推動；以及接受政府委辦之有關漁業事項，

如辦理遠洋漁業科學觀察員等計畫。 

過去 20 餘年來，本協會為推動臺灣漁業的發展不遺餘力。未來，本協

會仍將持續努力增進臺灣與相關國家的雙邊互動關係，為促成漁業合作做

安排，積極參與多邊漁業組織活動，厚植臺灣在國際組織的實力，並掌握

相關國際漁業議題及發展脈動。善用漁船監控系統(VMS)資料，視需要與其

他漁業國家交流，探討漁船監控、強化 VMS 在漁業管理的功能。強化觀察

員培訓及將觀察員資料應用在科研方面，並提升統計資料品質及精確度，

透過鮪魚虛擬研究所，使臺灣漁業科學人員的研究水平能與國際同步，並

扮演更重要的地位。努力促成兩岸漁業交流，化解兩岸漁業問題等。展望

未來，公海漁業管理將更趨嚴苛，本協會期許能更有效地協助臺灣政府及

業者，提升漁業管理及科學研究，使臺灣遠洋漁業得以永續經營。 

 

1. 106 年度工作計畫 

名稱 工作重點 經費需求 執行期間 
漁船監控系

統(VMS)計畫 
一、 協助漁業署監控依規定須監控

之作業漁船、運搬船及娛樂漁船

等之作業動態。 
二、 以網際網路方式供各公司查詢

所屬漁船 VMS 船位及漁獲資

料。 
三、 協助維護漁業署及其他監控站

之 VMS 資料庫、開發及維護

VMS 相關程式，及提供技術諮

詢服務。 

5,537 千

元 
106.1.1-10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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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遠洋漁

業觀察員計

畫 

協助政府遴選及訓練觀察員，並派遣

到遠洋漁船上執行觀測及生物採樣

工作，並將蒐集之觀測資料整理建

檔，以供學者專家研究之用。 

11,000 千

元 
106.1.1-106.12.31 

強化中華民

國對外漁業

合作發展協

會之功能及

人力資源 

鑒於本協會承接政府多項工作，因應

工作量之增加，亦須強化其人力資

源，然近年來因利率偏低致本協會收

入大幅減少，使其經費不足以支應執

行各項計畫工作所需之人事費用，因

此透過計畫補助本協會人事費用，以

強化組織功能及人力資源，有效支援

漁業涉外事務之參與。 

16,000 千

元 
106.1.1-106.12.31 

雙邊與多邊

漁業合作之

推展 

一、雙邊漁業合作之推展：協助處理

政府間雙邊漁業合作事宜。 
1,800 千

元 
106.1.1-106.12.31 

二、多邊漁業合作之推展：  
1. 協助政府推動與國際漁業管理

組織有關之業務：針對各國際

漁業管理組織事務提供研究分

析、建議及因應之道。 
2. 參加國際漁業組織相關會議：

派員參加國際漁業組織所召開

之會議，瞭解國際管理趨勢，

及爭取維護我國權益。 
3. 與訪臺外賓(如與我國有漁業

合作關係並參與多邊之國家主

管官員或國際組織代表 )交
流：依主管機關之指示或漁業

團體需求，視情況辦理。 
辦理重要國際

漁業議題發展

趨勢分析計畫 

本計畫之目的係透過蒐集整理與翻

譯各區域性鮪漁業管理組織會議之

重要規定及文件，讓各界瞭解重要國

際漁業議題之發展與趨勢，並提供我

漁政單位在擬定相關漁業管理措施

之參考。 

1,800 千

元 
106.1.1-106.12.31 

蒐集歐盟漁獲

證明書雙邊諮

商相關案例、

協助太平洋島

透過彙整及分析歐盟漁獲證明書雙

邊諮商案例、太平洋島國漁業發展、

漁業重建與管理、漁業政策改革、水

產品認驗證等漁業有關議題之資

2,600 千

元 
106.1.1-10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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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漁業發展及

國際漁業經貿

資訊計畫 

訊，供我漁政單位參考。 

漁船及船員

被扣之處理 
一、 派員進行防範漁船被扣或違規

宣導：派員向漁民說明 RFMOs
規定及進行防範漁船被扣宣導。 

二、 對遭難或被扣漁船主提供補助

或墊借：對遭難或被扣漁船主提

供補助款或墊借款，使船員得以

早日返國，並紓解其財務困境。 
三、 協助處理漁船被扣或遭他國指

控違規事宜：協助被扣漁船主回

應扣船國或指控國之要求，並視

情況派員至扣船當地國協助被

扣漁船主聘請當地律師或協助

與當地國協商。 

600 千元 106.1.1-106.12.31 

辦理漁業統

計 
一、 評估鮪、魷漁業年度漁獲量：彙

整大型鮪釣、鰹鮪圍網、中小型

鮪釣、魷釣暨秋刀魚棒受網漁業

之商業性交易資料、轉載運搬報

告、漁獲速報及市場國銷售紀錄

等不同資料，估計我國上一年度

鮪、魷漁業漁獲量。 
二、 彙整處理遠洋漁業漁獲日誌資

料：進行大型鮪釣、鰹鮪圍網、

魷釣暨秋刀魚棒受網等漁業電

子漁獲資料及漁獲日誌紙本資

料彙整、建檔、檢校、統計及還

原處理等作業，供國內學者、漁

政人員進行資源研究及管理之

用。 
三、 蒐集分析中小型鮪釣船作業資

料：以國內外中小型鮪釣船為對

象，整合其活動資訊，建立小釣

資料庫，收集其作業動態及時空

分布資訊，以掌握該漁業於國內

外作業之實態。 
四、 參與國際漁業管理組織科學性

15,000 千

元 
106.1.1-10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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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與會議：參加國際漁業管理

組織科學會議，提報我國漁獲資

料及漁業報告、解釋說明漁業狀

況及統計資料現況，並與各國際

漁業管理組織資料中心溝通各

項提供資料之蒐集彙整處理情

形。 
五、 蒐集鮪類及旗魚類之生物資

料：辦理東港、蘇澳及新港重要

鮪漁業港口生物採樣，蒐集重要

鮪類及旗魚類魚種體長與性別

資料，並與研究學者合作，以建

立符合研究標準之採樣系統，另

今年增加黑鮪親緣分析所需生

物樣本(尾鰭棘條)採樣。 
六、 協助虛擬鮪類研究所運作：配合

辦理鮪類虛擬研究所各研究小

組會議及並準備相關漁業資料

及資訊。 
七、 協助執行設計、建構與部署新世

代海洋資訊系統：配合漁業署政

策，與海洋大學資工系許為元助

理教授合作，整合既有之資料

庫，包含 VDR、VMS、漁管系

統、火把系統、以及遠洋漁船作

業報表資料，開發巨量資料庫管

理系統，建立漁業資料即時交叉

比對機制，以利漁業行政體系進

行單船即時管理。 
國內漁港現

場漁業事務 
為加強未滿一百噸延繩釣漁船漁獲

資料蒐集，本協會聘僱漁港現場人員

駐國內 4 個漁港，執行漁獲作業報表

發放回收及審查、漁獲速報資料回收

及審查、漁獲卸售資料統計、辦理洋

區作業申請、協助核發國外基地作業

證明書及漁業證明書、協助法規宣

導、其他講習課程及漁獲體長量測工

作。 

13,015 千

元 
106.1.1-10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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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期效益： 

(1) 漁船監控系統計畫： 

i. 加強監控中心監控管理系統功能及進行系統維護，使之保持最佳狀

態，更新系統核心程式以加強漁船之監控管理效率，並蒐集國際漁業

組織及各國漁船監控系統相關資訊，供政府擬訂政策之參考。網際網

路版船位及漁獲查詢方面，加強網路安全功能，使之操作更人性化，

預計上網查詢所屬漁船船位及漁獲資料達83,000人次。船上船位回報

暨漁獲資料輸入系統方面，進行程式維護外，並因應作業報表修正進

行程式修改。協助及處理漁船回報之GPS船位及漁獲資料，供漁業署

即時監控漁船作業動態，預計監控2,360艘漁船。分析漁船所回報資

料，供政府漁船管理及未來系統修改之用。 

ii. 協助維護漁業署及其他監控站之VMS資料庫，將VMS船位資料即時備

份至各監控站資料庫中，保持最新之即時船位資料，並定時維護各監

控分站之設備，維持系統運作順暢，加強監控效率。 

(2) 辦理遠洋漁業觀察員計畫：派遣觀察員赴在太平洋、印度洋及大西洋作

業之我國遠洋漁船進行觀測任務，並採集生物樣本，提供作為其他重要

遠洋漁獲魚種漁業生物學、資源評估等科技研究所需之樣本，預計聘僱8

位觀察員派赴遠洋漁船上觀測，海上觀測天數達1,000天，並採集200份以

上之生物樣本。將取得實際漁撈作業資料整合漁獲資訊資料庫分析，調

校改善漁民提供漁獲資訊資料，對內強化我國遠洋漁業漁獲資料回收之

品質，對外配合國際最新管理及保育趨勢，提昇我國遠洋漁業管理之形

象。 

(3) 強化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之功能及人力資源：補助協會工作

人員之人事費用，協助協會持續推動各項工作，強化協會組織功能及人

力資源，有效支援漁業涉外事務之參與。 

(4) 雙邊與多邊漁業合作之推展：持續協助業者及政府推動雙邊漁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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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漁船作業空間；協助政府參與國際漁業組織活動，包括派員參加

RFMOs(如CCSBT, IATTC, ICCAT, IOTC, WCPFC)、非RFMOs (如

SPRFMO, NPFC, NPAFC)及國際漁業論壇(如APEC, OECD, WTO)等之所

召開之會議，瞭解國際管理趨勢，及爭取維護我國權益，預計參加10人

次；協助政府推動達成負責任漁業管理及確保我國漁業永續經營，針對

各區域性漁業管理組織會議之有關議題提供研究分析與建議。 

(5) 辦理重要國際漁業議題發展趨勢分析計畫：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

定，所有國家均有權讓其國民在公海上捕魚。然而，為能永續利用海洋

生物資源，各國必須加強合作，特別是利用國際漁業組織來強化管理，

以達成養護與管理海洋生物資源的目標。因此，近年來區域性漁業管理

組織影響力與日俱增，尤其是有關鮪漁業之區域性漁業管理組織每年均

會通過決議和建議案以達保育與管理之目的。為使我業者明瞭各區域性

鮪漁業管理組織所通過之決議與建議案，以免違反相關規定而不自覺，

本協會蒐集整理與翻譯各區域性鮪漁業管理組織會議之重要規定及文

件，除提供我國漁政管理人員、漁業從業人員、學者等取得重要國際漁

業文件之便利性外，更可藉此傳達國際漁業之發展趨勢，對推動漁業事

務及管理具有極大之效益。 

(6) 漁船及船員被扣之處理：提供法律及財務上的協助，協助我國遭難或被

扣漁船及船員早日返國，並協助政府推動及落實保障遭難或被扣漁民之

政策。按月彙整我漁船被扣或遭難案件資料，並載於本協會網站，以提

醒業者注意防範。派員向漁民說明RFMOs規定及進行防範漁船被扣宣

導，以達防範之目的，預計進行3次。 

(7) 辦理漁業統計： 

i. 評估鮪、魷漁業年度漁獲量：彙整大型鮪釣、鰹鮪圍網、中小型鮪釣、

魷釣暨秋刀魚棒受網漁業之商業性交易資料、轉載運搬報告、漁獲速

報及市場國銷售紀錄等不同資料，分別估計我國中小型鮪釣、大型鮪

釣漁業、鰹鮪圍網漁業、魷釣暨秋刀魚漁業漁獲量，以估計我國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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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鮪、魷漁業漁獲量，並提供予各相關區域性漁業管理組織以作為科

學研究之基礎資料。 

ii. 彙整處理遠洋漁業漁獲日誌資料：每日彙整圍網、魷釣暨秋刀魚及遠

洋鮪延繩釣漁業電子漁獲資料及按月依照不同作業船團分別檢視查

核作業船隻漁獲資料並彙整併入統計資料庫。 

iii. 蒐集分析中小型鮪釣船作業資料：彙整所回收之作業情形紀錄表，並

建立船別漁獲資料庫，並進行資料挑選，以提供國內專家學者作資源

評估之用，並以此為提報國際漁業組織之基本資料。蒐集彙整國內魚

市場交易卸售紀錄，以明確區分出國內外中小型鮪延繩釣漁船非主要

漁獲魚種之漁獲量，掌握臺灣周邊海域生鮮鮪類分魚種之漁獲量。蒐

集相關漁業變動資訊，以清楚掌握中小型鮪延繩釣漁業在國外基地作

業變動情形。 

iv. 參與國際漁業管理組織科學性活動與會議：派員參加國際漁業管理組

織科學性會議，提報我國漁獲資料、解釋漁業狀況，並與各國際漁業

管理組織資料中心溝通各項提供資料之蒐集彙整處理情形，以維護我

遠洋漁業作業船隊在各區域性管理組織管轄海域之作業權益，預計派

員參與7項科學性會議並提送8份國家漁業報告。 

v. 蒐集鮪類及旗魚類之生物資料：辦理東港、蘇澳及新港重要鮪漁業港

口生物採樣，蒐集重要鮪類及旗魚類魚種體長與性別資料，並與研究

學者合作，以建立符合研究標準之採樣系統，另今年增加黑鮪親緣分

析所需生物樣本(尾鰭棘條)採樣，預計收集13,500尾魚資料。 

vi. 協助虛擬鮪類研究所運作：配合辦理鮪類虛擬研究所各研究小組會議

及並準備相關漁業資料及資訊，分別提供熱帶鮪、溫帶鮪、旗魚類及

南方黑鮪、混獲小組等相關研究學者科學性資料。 

vii. 協助執行設計、建構與部署新世代海洋資訊系統：規劃漁船監控系統

(VMS)、電子漁獲報表(e-logbook)資料庫導入整合系統之方式，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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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開發者，將遠洋漁船動態管理系統、漁業管理資訊系統之資料匯流

成大數據資料庫(Big Data)，進行資料即時交叉比對。 

(8) 國內漁港現場漁業事務：我國中小型鮪延繩釣作業船數眾多，以往對此

項漁業之資料蒐集並無完善之系統，然近年區域性漁業管理組織對會員

國之作業漁船管理要求日殷，為保障我中小型鮪延繩釣漁船在印度洋與

太平洋公海作業權益，本協會聘雇專人派駐主要漁港，在當地作經常性

聯繫與宣導相關管理規範，以期我國中小型鮪延繩釣漁船能遵守區域性

漁業管理組織規範，繳交相關漁業資料，在資料蒐集後端透過漁獲資料

庫建立與統計人員相關資料彙整分析，提供區域性漁業管理組織，以符

合會員國應盡之資料蒐集與提供義務，預計回收500艘次漁船漁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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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預算概要 

（一）收支營運概況 

1.   本年度勞務收入 8,231 萬 2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7,957 萬 6 千元，

增加 273 萬 6 千元，約 3.44％，主要係預計承辦漁業署計畫款項增

加所致。  

2.   本年度其他勞務收入 110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65 萬元，增加 45

萬元，約 69.23％，主要係多接辦 1 項民間專案計畫所致。 

3.   本年度受贈收入無列數，較上年度預算數 100 萬元，減少 100 萬元，

約 100.00％，主要係台灣鮪延繩釣協會原編列捐贈，轉列為專款專

用項目所致。 

4.   本年度政府補助基本營運收入無列數，較上年度預算數 200 萬元，

減少 200 萬元，約 100.00％，主要係預計漁業署無補助基本營運收

入所致。 

5.   本年度其他業務收入 1,352 萬 5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299 萬 5

千元，增加 53 萬元，約 4.08％，主要係預計將增加 E-logbook 程式

設計收入所致。 

6.   本年度業務外收入 242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273 萬元，減少 31

萬元，約 11.36％，主要係預計利息收入減少所致。 

7.   本年度勞務成本 7,774 萬 4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7,653 萬 7 千元，

增加 120 萬 7 千元，約 1.58％，主要係預計承辦漁業署計畫款項增

加所致。 

8.   本年度其他業務支出 1,200 萬元，與上年度預算相同。 

9.   本年度管理費用 961 萬 3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041 萬 4 千元，

減少 80 萬 1 千元，約 7.69％，主要係撙節各項費用所致。 

10.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預計賸餘 0 元，與上年度預算數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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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金流量概況 

1、業務活動之淨現金流出 92 萬 1 千元。 

2、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40 萬元。 

3、融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50 萬元。 

4、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減 2 萬 1 千元，係期末現金 1 億 9,676 萬 3 千元，

較期初現金 1 億 9,678 萬 4 千元減少之數。 

（三）淨值變動概況 

本年度期初淨值 1 億 8,810 萬 7 千元，與期末淨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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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成果概述 

（一）前(104)年度決算結果及成果概述 

1、決算結果： 

(1) 勞務收入決算數 7,857 萬 7 千元，較預算數 7,151 萬 9 千元，增加

705 萬 8 千元，約 9.87％，主要係承辦漁業署計畫款項增加所致。 

(2) 受贈收入決算數 140 萬元，較預算數 50 萬元，增加 90 萬元，約

180％，主要係臺灣鮪延繩釣協會增加捐贈本協會所致。 

(3) 政府補助基本營運收入決算數 260 萬元，較預算數 395 萬元，減

少 135 萬元，約 34.18％，主要係漁業署補助本協會較預定減少所

致。 

(4) 其他業務收入決算數 90 萬 9 千元，較預算數 90 萬元，增加 9 千

元，約 1％，主要係增加船位資料處理費收入所致。 

(5) 業務外收入決算數 281 萬 9 千元，較預算數 262 萬 5 千元，增加

19 萬 4 千元，約 7.39％，主要係增加投資基金收入所致。 

(6) 勞務成本決算數 7,467 萬 3 千元，較預算數 6,818 萬 9 千元，增加

648 萬 4 千元，約 9.51％，主要係承辦漁業署計畫項目增加所致。 

(7) 管理費用決算數 836 萬 3 千元，較預算數 1,215 萬 4 千元，減少

379 萬 1 千元，約 31.19％，主要係撙節經費所致。 

(8)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賸餘 326 萬 9 千元，與預算短絀數 84 萬 9

千元，相差 411 萬 8 千元，約 485.03％，主要係承辦漁業署計畫

項目增加及撙節經費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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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執行成果概述 

工作計畫

名稱 工作項目及實施內容 計畫執行成果 

漁船監控

系 統

(VMS) 計

畫 

一、 協助漁業署監控遠

洋漁船、赴臺日重疊

專屬經濟海域作業

漁船、寶石珊瑚船、

養殖活魚運搬船、娛

樂漁船及其他依規

定須監控之漁船。 

協助政府監控管理 2,373 艘漁船船位資

訊，包括各項船位及電子漁獲回報資訊

統計等： 
1. 監控漁船包括：333 艘 100 噸以上遠

洋鮪釣船、108 艘遠洋魷釣暨秋刀魚

漁船、34 艘大型鰹鮪圍網漁船、1,286
艘 100 噸以下鮪釣船(包含台日重疊

水域) 、92 艘 100 噸以上拖網漁船、

18 艘印尼合作流網漁船、18 艘遠洋

漁獲物運搬船、60 艘兼營珊瑚漁業漁

船、16 艘養殖活魚運搬船、175 艘娛

樂漁船、89 艘扒網漁船及其他漁船

117 艘。 
2. 104 年協助 11 起漁船遇險事件，利用

緊急船位發送系統，透過電子郵件、

傳真及手機簡訊，提供即時密集的船

位予搜救單位及家屬。 
二、 以網路方式供漁船

公司查詢所屬漁船

VMS 船位及漁獲資

料。 

1. 104 年透過網路查詢 VMS 船位達

83,393 人次。 
2. 104 年上網登入查詢 VMS 漁獲回報

次數 223,567 人次。 
3. 104 年總計接收處理 132,656 次 VMS

及人工漁獲回報。 
三、 協助維護漁業署及

其他監控站之漁船

監控系統資料庫。 

協助維護漁業署、海巡署、基隆漁業電

臺、蘇澳漁業電臺及東港漁業電臺共 24
部之 VMS 系統、專線及資料庫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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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開發及維護漁船監

控相關程式暨技術

諮詢服務。 

1. 漁船監控管理系統程式之新增、修改

與國際相關資訊蒐集：設計開發台菲

重疊水域巴丹島領海區域警報系

統；台菲重疊水域巴丹島高風險水域

警報系統；提出 VMS、VDR 及 AIS
三種不同監控系統之特性與優缺點

分析報告；IOS 版船舶監控系統。 
2. VMS 漁獲回報軟體之修改與設計：

VMS 漁獲轉檔及漁獲查詢系統修

正、衛星網際網路版延繩釣漁獲回報

系統(新增南方黑鮪)、銥衛星版漁獲

回報系統軟體設計(小釣、南方黑鮪

及拖網三版本)。網際網路版漁獲查

詢系統設計及功能修改。 
辦理遠洋

漁業觀察

員計畫 

協助政府遴選及訓練觀

察員，並派遣到遠洋漁船

執行觀察工作，並將蒐集

之觀測資料整理建檔，以

供學者專家研究之用。 

1. 104 年度新聘 8 名觀察員，並於 8 月

邀集專家、學者及漁業署進行三大洋

作業規定、觀察員航海安全、生物辨

識及採樣方法等課程之訓練。 
2. 8 名觀察員總觀測天數 1,504 天，其

中太平洋總觀測天數 832 天(大目鮪

組 641 天、長鰭鮪組 191 天)，大西

洋總觀測天數則為 672 天(大目鮪組

322 天、長鰭鮪組 350 天)。 
3. 採集 465 個生物樣本，另魚體拍照

2,457 張照片，供魚種辨識之用。 
強化中華

民國對外

漁業合作

發展協會

之功能及

人力資源 

鑒於本協會承接政府多

項工作，因應工作量之增

加，亦須強化其人力資

源，然近年來因利率偏低

致本協會收入大幅減

少，使其經費不足以支應

執行各項計畫工作所需

之人事費用，因此透過計

畫補助本協會人事費

用，以強化組織功能及人

力資源，有效支援漁業涉

外事務之參與。 

漁業署計畫補助協會人事費用，協助協

會長期持續推動各項工作，強化組織功

能及人力資源，有效支援漁業涉外事務

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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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及多

邊漁業合

作之推展 

一、雙邊漁業合作之推

展： 
1. 協助業者 (包括拖

網業者 )與有關國

家洽談及續簽漁業

合作協定。 
2. 邀請與我國有漁業

合作關係國家之主

管官員來臺訪問，

及與訪臺外賓交

流，加強雙方合作

關係。 
3. 協助政府處理政府

間雙邊漁業合作事

宜。 

1. 協助圍網業者與索羅門群島和諾魯

洽談漁業合作協定。 
2. 104 年配合漁業署規劃，與訪臺之外

賓交流如次：韓國媒體 Film Auteur
採訪東港區漁會、WCPFC VMS 經理

Albert Carlot 至中央警察大學參加演

講餐會、日本八重山漁協上原龜一組

合長等人參訪宜蘭和花蓮定置網漁

業 、 NFDS- Africa 組 員 James 
Tsou-Wong 來臺討論臺灣遠洋漁業政

策、臺巴紐漁業合作備忘錄簽約儀

式、緬甸漁業局副局長 Htun Win 來

臺討論合作事宜、WCPFC 主席及執

行長來臺討論新年度熱帶鮪類措

施、日本水產總合研究中心人員拜訪

淡水區漁會、臺索漁業合作協定簽約

典禮、WCPFC 觀察員協調官來臺稽

核。 

3. 派員雙邊會議如次： 

(1) 臺巴紐：3/6 漁業合作雙邊諮商

會議。 
(2) 臺歐盟：3/24 合作打擊非法、未

報告及不受規範（IUU）漁業雙

邊諮商會議；10/8 歐盟打擊 IUU
視訊會議；10/26-27 歐盟打擊

IUU 技術諮商會議 。 
(3) 臺日：1/16 臺日鰻魚雙邊非正式

會議；5/11 鰻魚雙邊會議；5/21
臺日鰻魚雙邊會議；5/28 臺日雙

邊會議；7/22-25 臺日鮪漁業會

談；9/16-17 臺日漁業科研合作

諮商會議暨研討會；10/1 臺日漁

業從業人員會談。 
(4) 臺緬：5/14-16 漁業合作會議。 
(5) 臺美：1/23 雙邊漁業合作會談。 
(6) 臺索：11/17 中華民國與索羅門

群島政府間協定諮商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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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赴馬紹爾群島及密克羅尼

西亞遊說取得我國圍網漁船之

作業天數 VDS 資訊。 
二、多邊漁業合作之推

展： 
1. 協助政府推動與區

域性漁業管理組織

（RFMOs）之業

務：針對各區域性

漁業管理組織會議

之有關議題提供研

究分析與建議。 
2. 參加 RFMOs 會

議，包括 ICCAT、
IOTC、CCSBT、
IATTC、WCPFC 及

APEC FWG 等漁

業管理組織和與漁

業或與環保有關之

會議。 
3. 參加非 RFMOs 會

議，及透過國際非

政府組織，參與由

聯合國機構召開之

國際漁業相關會

議：以國際漁業團

體聯盟(ICFA)或臺

灣國際漁業發展保

育協會(FDC 
International)之非

政府組織名義參與

聯合國或聯合國糧

農組織召開之國際

漁業會議，以瞭解

國際漁業政策之趨

勢與發展。 

1.針對各 RFMOs 會議之有關議題提供

研究分析與建議： 
(1) 派員參加 83 次行前會或相關會

議，包括 RFMOs 33 次、非 RFMOs 
15 次、雙邊 30 次、其他 5 次。 

(2) 準備 82 則 RFMOs 會議所需資

料，包括 IOTC（8 則）、NPFC（9
則）、IATTC（3 則）、ICCAT（39
則）、WCPFC（22 則）、SPRFMO
（1 則）。 

(3) 準備 22 則參加非 RFMOs 會議所

需資料，包括 AARDO 第 18 屆會

議資料（6 則）、國際鰻魚資源養

護與管理協定草案籌備會立場說

詞（16 則）。 

2. 派員參與 RFMOs 會議： 

(1) 原規劃派員參加之 12 項會議中， 
ICCAT IMMWG 會議及 CCSBT 年

會並無派員，其餘 10 項會議皆派

員參加：包括 SPRFMO 第三屆委

員會暨相關會議、IOTC 第 19 屆年

會暨相關次委員會會議、ICCAT 修

約工作小組（CAWG）第 3 次會議、

IATTC 第 89 屆年會暨相關會議、

NPFC 第 7 屆籌備會議暨相關工作

小組會議、NPFC 第一屆委員會、

WCPFC 第 11 屆北方次委員會

（NC）會議、WCPFC 技術暨紀律

次委員會第 11 屆會議（TCC11）、
ICCAT 第 24 屆定期會議、WCPFC
第 12屆年會暨相關工作小組會議。 

(2) 增派員參加 2 項會議：WCPFC 第

四屆觀察員計畫（ROP）工作小組

會議及第一屆電子回報與電子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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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EREM）工作小組會議。 
3. 原規劃派員參加之 5 項會議中，礙於

經費限制並未派員參加 ASEA 大會

及 OECD 漁業委員會，僅派員參加鰻

魚非正式會議、第五屆 APEC 海洋及

漁業工作小組第五屆年會及 ICFA 年

會等 3 項會議。增派員參加 4 項會

議：國際鰻魚資源養護與管理協定草

案籌備會、AARDO 第 18 屆會議、

鰻魚資源養護與管理國際協定第二

次非正式諮商會議、第八次鰻魚資源

養護與管理國際合作非正式會議。 
三、 漁業合作資料之蒐

集及傳播。 
逐月蒐集我國漁船合作資料，並按月彙

整於漁業動態報告。 
辦理重要

國際漁業

議題發展

趨勢分析

計畫。 

本計畫之目的係透過蒐

集整理與翻譯各區域性

鮪漁業管理組織會議之

重要規定及文件，讓各界

瞭解重要國際漁業議題

之發展與趨勢，並提供我

漁政單位擬定相關漁業

管理措施之參考。 

依計畫目標，已完成ICCAT 2014年通過

之建/決議案、WCPFC 2014年通過之養

護管理措施、CCSBT 2014年通過之決議

案、SPRFMO 2015年通過之決議案、

IOTC 2015年通過之決議及IATTC 2014
及2015年通過之決議。 

漁船及船

員被扣之

處理 

一、 派員進行防範漁船

被扣宣導。 
派員偕同漁業署進行 4 次宣導： 
1. 7/9 至台灣區鮪魚公會宣導大西洋漁

船作業注意事項。 
2. 8/13 至台灣區鮪魚公會宣導印度洋

鮪類委員會(IOTC)104 年年會結果。 
3. 12/8 至台灣區鮪魚公會宣導南方黑

鮪保育委員會國際漁業管理趨勢。 
4. 12/22 至圍網公會宣導中西太平洋鮪

類委員會國際漁業管理趨勢。 
二、 派員至扣船當地國

協助被扣漁船主處

理扣船案件：派員至

扣船當地國協助被

扣漁船主聘請當地

律師，協助被扣漁船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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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船員早日獲釋。 

三、 協助被扣漁船主處

理漁船暨船員釋放

有關事宜：協助被扣

漁船主儘速讓被扣

漁船及船員獲釋。 

無。 

四、 對遭難或被扣漁船

主 提 供 補 助 或 墊

借：對遭難漁船主提

供補助款使被扣船

員得以早日返國，並

對被扣漁船主提供

墊借款，紓解其財務

困境。 

104年補助遭難之琉球籍日春財 66號漁

船船主新台幣 250,600 元、吉利旺號漁

船船主新台幣 281,463 元。 

五、 被扣或遭難漁船資

料之蒐集及傳播：彙

整我漁船被扣或遭

難案件資料，並載於

本協會網站，以提醒

業者注意防範。辦理

研討會，邀請產官學

界等相關人士參加

研討舊案，以達防範

之目的。 

按月更新資訊，並彙整於漁業動態報告。 

遠洋漁業

漁獲資料

蒐集、彙整

及統計分

析暨國外

港口訪查

及漁獲體

長資料蒐

集 

一、 蒐集國內港口主要

漁獲鮪類及旗魚類

之生物資料：在國內

港口採樣蒐集重要

鮪類及旗魚類體長

與性別資料，並與各

學者合作，以建立符

合標準之採樣系統。 

委託專人在國內港口採樣蒐集重要鮪類

及類鮪類魚種生物資料：東港地區 
16,275 尾、蘇澳地區 7,028 尾、新港地

區 3,675 尾。黑鮪進行採樣：東港 1104
尾、蘇澳 976 尾、新港 55 尾。 

二、 蒐集分析中小型鮪

釣船作業資料：以國

內中小型鮪釣船為

對象，建立小釣資料

1. 104 年分析近三年所回收 675 艘船作

業資料，共計 7,479 航次，其中太平

洋水域 5,863 航次，印度洋水域 1,616
航次，兩洋區共計 238,849 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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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收集其作業動

態，以掌握該漁業於

國內外作業實態。 

2. 蒐集彙整屏東東港、宜蘭蘇澳及台東

新港魚市場卸售交易資料。 
3. 104 年蒐集彙整中小型鮪釣漁業國外

代理商資料共 888 筆。 
三、 評估 103 年度鮪、魷

總漁獲量：蒐集彙整

遠洋大型鮪釣、鰹鮪

圍網、中小型鮪釣、

遠洋魷釣暨秋刀魚

漁業之商業性交易

資料、管制魚種產證

資料、轉載報告、漁

獲速報以及市場國

銷售紀錄等不同資

料，估計我國 103 年

鮪、魷魚類總漁獲

量。 

每月例行性透過漁業署漁獲資訊管理系

統下載漁船回報之商業性資料，另彙整

OPRT 資料；中小型鮪釣每月彙整國內

主要港口漁獲卸售資料與代理商回報資

料；圍網利用商業性資料彙整分析大目

鮪組成比例並回算推估全年漁獲量；魷

釣暨秋刀魚漁業定期彙整統計即時回報

漁業資料與作業漁船作業報表資料。本

協會彙整上述資料後，與政府及有關學

者專家共同評估 103 年度遠洋鮪、魷總

漁獲量 875,895 公噸。 

四、 彙整處理遠洋漁業

漁獲日誌資料：進行

遠洋大型鮪釣、遠洋

鰹鮪圍網、魷釣暨秋

刀魚等漁業漁獲日

誌之彙整、建檔、檢

校、統計及還原處理

等作業，供國際組

織、國內學者及漁政

人員進行資源研究

及管理之用。 

1. 彙整處理 104 年遠洋鮪釣三大洋作業

報表資料 751 冊、南方黑鮪漁季期漁

獲作業週報 33,018 筆。 
2. 遠洋鮪漁業作業報表資料處理：整理

101-104 年大西洋作業報表漁獲資料

暨體長資料及大目鮪船 VMS 電子回

報漁獲資料暨體長資料；整理 101-104
年太平洋作業報表漁獲資料暨體長資

料；整理 101-104 年印度洋作業報表

漁獲資料暨體長資料；處理 103 年至

104 年南方黑鮪漁獲資料；104 年圍網

作業天、作業網次及作業海域漁獲資

料。 
3. 完成 101-103 年遠洋鮪釣統計年報、

103 年圍網漁業統計年報、103 年魷魡

暨秋刀魚統計年報。 
五、 參加漁業管理組織

科學會議，提報我國

漁獲資料、解釋漁業

狀況，並與各國際漁

業管理組織資料中

1. 協助政府參與有關國際漁業組織所

召開之會議及相關工作，持續派員參

加 ISC、WCPFC、ICCAT、IOTC 等

區域性漁業管理組織之科學會議，協

助撰寫國家漁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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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溝通各項資料之

蒐集彙整處理情形。 
2. 本年度分別派員參加 9項區域性漁業

管理組織科學性會議，並依照國際組

織規定完成 7 項漁業報告及對 7 個區

域性漁業管理組織資料提送。 
3. 另派員參加區域性鮪漁業管理組織

聯席會專家會議，協商延繩釣漁業觀

察員資料標準化，提供各區域性漁業

管理組織作為資料蒐集管理之參考。 
4. 於 ISC統計工作小組提送我國北太平

洋劍旗魚 2000-2002 年漁獲量修正報

告。 
5. 於 WCPFC 鮪釣作業層級資料分析會

議中提出 1篇我國太平洋大型延繩釣

漁業發展及轉變之報告。 
6. 於 ISC 黑鮪工作小組會議會議中，與

國內學者合作提出有關黑鮪CPUE標

準化及漁獲體型報告共 2 篇。 
7. 於 ICCAT 大目鮪資料準備會議中提

報有關我國大西洋大目鮪核心區

CPUE 標準化報告 1 篇。 
8. 於 WCPFC SC 會議提出 1 篇我國鰹

鮪圍漁業漁獲組成估算程序報告。 
六、 國外港口訪查及漁

獲資訊蒐集：定期派

員至主要國外基地

港 口 進 行 港 口 訪

查，並蒐集有關漁獲

生物及組成資訊。 

自 102 年 10 月至 103 年 3 月，派員前往

模里西斯 3 次，並於當地僱員執行採樣

工作，累計共完成監卸 304 人日並採樣

27,338 尾，其中長鰭鮪有 22,412 尾，約

佔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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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協助虛擬鮪類研究

所(VTI)運作：漁業

署為整合我國鮪類

及 類 鮪 類 漁 業 研

究，以因應各區域漁

業管理組織之科學

研究議題，成立虛擬

鮪類研究所，協會配

合漁業署及研究學

者參與虛擬鮪類研

究所各研究小組會

議並準備相關漁業

資料。 

本年度共召開 7 次會議： 
1. 104 年度南方黑鮪暨太平洋漁獲資料

檢視會議。 
2. 三大洋資料檢視會議。 
3. 行政科學家會議。 
4. 104年度南方黑鮪ERS資料檢視暨丟

棄量估算方式會議。 
5. 檢視三大洋大型鮪延繩釣大目鮪體

長資料。 
6. 1996-2004 年太平洋中小型鮪延繩釣

漁獲報表及港口採樣體長資料檢

視 。 
7. 印度洋海上觀察員航次報告英譯項

目調整討論。 
國內漁港

現場漁業

事務 

為加強未滿一百噸鮪釣

漁船漁獲資料蒐集，本協

會聘僱漁港現場人員駐

國內 4 個漁港，執行漁獲

作業報表發放回收及審

查、漁獲速報資料回收及

審查、漁獲卸售資料統

計、辦理洋區作業申請、

協助核發國外基地作業

證明書及漁業證明書、協

助法規宣導及漁獲體長

量測等工作。 

1. 完成 104 年洋區申請作業船數，其

中：宜蘭縣籍 115 艘、台東縣籍 28
艘、屏東縣籍 310 艘、高雄市籍 76
艘。 

2. 宣導 VMS 安裝與回報：總船數 1,207
艘，其中已安裝 VMS 者計 1,012 艘，

切結並證明非捕撈鮪旗鯊船數為 175
艘，安裝率約 98％。 

3. 處理小釣船 VMS 斷訊事件共 13,898
件，進入他國 EEZ 事件共 2,101 件。 

4. 作業報表回收：總船數 1,207 艘，其

中 517 艘漁船繳交作業情形紀錄

表，600 艘漁船繳交漁獲速報。 
5. 辦理太平洋作業漁船應遵守及注意

事項宣導說明會共 4 場，計 140 人次

參加。 
6. 辨理簽署台日漁業協議後續宣導會

共 2 場，共計 50 人次參加。 
7. 辦理簽署台菲漁業協議後續宣導會

共 7 場，共計 104 人次參加。 
8. 鯊魚鰭不離身規定之卸魚檢查共計

73 艘次。 
9. 執行黑鮪 CDS 制度，發放產證 2,184

份，體長採樣 2,184尾，耳石採樣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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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國內市場之鮪類、旗魚類、鯊魚類等

魚獲體長量測共計 17,311 尾。 
11. 辦理國外基地申請初審共 276 件。 

辦理參與

國際漁業

組織研究

計畫 

本計畫旨在協助我國資

源評估學者或漁業專家

參與區域性漁業管理組

織（RFMOs）所舉行之科

學或相關會議。 

邀請 14 位學者出席 16 項國際漁業組織

相關會議。另研提 19 項單一計畫，協助

20位學者參與 19項國際漁業管理會議。 

推廣及輔

導漁船裝

設連續溫

度記錄器 

為強化漁船符合對方國

衛生管理規定，建構海洋

漁獲運銷設施及衛生安

全機制，推廣及輔導漁船

裝設連續溫度記錄器。 

104 年共補助 108 艘漁船安裝連續溫度

記錄器。 

電子監控

系統應用

於鮪延繩

釣漁業國

際研討會 

考量觀察員人力培訓和

派遣成本高，為因應我國

家觀察員涵蓋率不足的

燃眉之急，有必要尋求其

他成本較低、不受漁船空

間限制的解決方案，因此

與國際永續水產基金會

（ISSF）合作召開研討會

進行電子監控系統應用

於鮪延繩釣漁業之研討。 

104年 12月在高雄召開之電子監控系統

應用於鮪延繩釣漁業國際研討會，所執

行之工作包括會前規劃籌辦流程、與有

關單位及廠商密切聯繫會議相關安排、

處理相關行政事務、準備會議所需物

品。與會人數達 155 人，遠高於預期人

數，會期間各項活動圓滿成功。 

遠洋漁船

卸魚資料

登錄計畫 

政府推動實施遠洋漁獲

卸魚聲明法規，於國內外

港口卸魚之漁船實施卸

魚聲明措施，本計畫配合

及利用政府建置之資料

庫系統，協助登錄遠洋漁

船卸魚預報及聲明書資

料。 

104 年登錄卸魚預報案件 2,481 件，卸魚

聲明書 2,318 件。 

新港區漁

會鬼頭刀

漁業改進

計畫 

基於漁業永續發展，美國

連鎖量販或零售商要

求，臺灣鬼頭刀產品需執

行漁業改進計畫（FIP）
才會予以採購。見此本協

會接受新港區漁會委託

辦理鬼頭刀 FIP，使我國

協助台東縣新港區漁會辦理鬼頭刀漁業

改進計畫（FIP），本年度執行項目包括

新港鬼頭刀 FIP 網站建構、協助新港鬼

頭刀 FIP 登錄 SFP 網站、完成新港鬼頭

刀 FIP 預先評估報告、完成新港鬼頭刀

FIP 行動計畫，以上項目均如期完成。

另派員參與 1 次 FIP 工作小組會議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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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頭刀漁產品得以持續

外銷美國市場，進而提昇

我國外銷競爭力。 

次會員大會。 

 

(二) 上年度(105)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截至 105 年 6 月 30 日止執行情形） 

1. 預算執行情形： 

(1)  勞務收入執行數 4,744 萬元，較預計數 3,978 萬 8 千元，增加 765 萬

2 千元，約 19.23％，主要係承辦漁業署各計畫視執行進度而提前申

請各期計畫款項所致。 

(2)  其他勞務收入執行數 11 萬 9 千元，較預計數 32 萬 5 千元，減少 20

萬 6 千元，約 63.38％，主要係外籍魷釣船漁獲資料處理專款待 7 月

撥入所致。 

(3)  受贈收入執行數 0 元，較預計數 50 萬元，減少 50 萬元，約 100.00

％，主要係台灣鮪延繩釣協會原編列捐贈，轉列為專款專用項目所

致。 

(4)  政府補助基本營運收入執行數 0 元，較預計數 100 萬元，減少 100

萬元，為 100.00％，主要係漁業署上半年尚未撥入補助款所致。 

(5)  其他業務收入執行數 675 萬 7 千元，較預計數 649 萬 8 千元，增加

25 萬 9 千元，約 3.99％，主要係預算所編[外籍運搬船註冊收入]以

上半年所收款項比重較多所致。 

(6)  業務外收入 109 萬 9 千元，較預計數 136 萬 5 千元，減少 26 萬 6 千

元，約 19.49％，主要係上半年利率調降所致。 

(7)  勞務成本執行數 2,843 萬 3 千元，較預計數 3,826 萬 9 千元，減少

983 萬 6 千元，約 25.70％，主要係計畫實支款項尚未於上半年撥付

所致。 

(8)  其他業務支出執行數 539 萬 6 千元，較預計數 600 萬元，減少 60 萬

4 千元，約 10.07％，主要係下半年有相關費用尚待支出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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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管理費用執行數 345 萬 6 千元，較預計數 520 萬 7 千元，減少 175

萬 1 千元，約 33.63％，主要係預算所編國外旅費上半年使用較少，

因各國際會議多在下半年度召開，另[漁船遭難遣返補助費用]上半年

尚未接獲申請補助案件所致。 

(10)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結餘 1,813 萬元，較預計結餘數 0 元，增加

1,813 萬元，主要係下半年有相關費用尚待支出所致。 
 

2. 計畫執行成果概述 

 

工作計畫

名稱 工作項目及實施內容 計畫執行成果 

漁船監控

系 統

(VMS) 計

畫 

一、 協助漁業署監控遠

洋漁船、赴臺日重疊

專屬經濟海域作業

漁船、珊瑚船、活魚

運搬船及其他依規

定須監控之漁船之

作業動態。 

105 年至 6 月底協助政府監控管理

2,370 艘國籍漁船船位資訊，包括各項

船位及電子漁獲回報資訊統計、船位

通知，如漁船越界、船位回報情形、

漁船遭難緊急協助追蹤、技術支援服

務、電子漁獲回報資料統計查詢等： 
1. 監控漁船包括：336 艘 100 噸以上遠

洋鮪延繩釣船；106 艘遠洋魷釣暨秋

刀魚棒受網漁船；34 艘大型鰹鮪圍

網漁船；1,276 艘 100 噸以下鮪延繩

釣（包含臺日漁業協定水域)；95 艘

拖網漁船；18 艘印尼合作流網漁

船；18 艘遠洋漁獲物運搬船；兼營

珊瑚漁業漁船 60 艘、養殖活魚運搬

船 20 艘、娛樂漁船 208 艘及扒網船

87 艘等。 
2. 接獲漁船發生緊急危難事件時變更

船位發報頻率，並轉送即時船位資

料至國搜中心、海巡署及漁業署等

相關單位，105 年至 6 月底共計 10
艘。 

二、 以網際網路方式供

各公司及業者免費

1. 透過網際網路查詢 VMS 船位：105
年至 6月底共計 46,348人次登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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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所屬漁船 VMS
船位及漁獲資料。 

用上網查詢船位功能。 
2. 透過網際網路查詢 VMS 所回報之

漁獲：105 年至 6 月底上網登入次

數計 114,696 人次。 
3. VMS 船位簡訊資訊服務：申請該項

服務之漁船公司共計登錄 249 艘漁

船。105 年 1-6 月簡訊傳送 26,610 
筆。 

三、 協助維護漁業署及其

他監控站之 VMS 資

料庫。 

協助維護漁業署、海巡署、基隆漁業

電臺及東港漁業電臺共 21 部設備之

VMS 系統、專線及資料庫設備。 
四、 程式開發暨 VMS 相

關技術諮詢服務。 
1. VMS漁獲回報軟體新開發 Triton銥

衛星鮪釣版本及南方黑鮪版本。 
2. 船位資訊通知系統：開發日本沖之

鳥警戒區自動偵測暨通報系統。 

辦理遠洋

漁業觀察

員計畫 

協助政府遴選及訓練觀察

員，並派遣到遠洋漁船上

執行觀察工作，並將蒐集

之觀測資料整理建檔，以

供學者專家研究之用。 

1. 105 年度預計聘僱 8 位觀察員執行

海上觀測及採樣工作，2 員離職，其

餘 6 人目前已全數派赴海上執行任

務，至 6 月底總觀測天數達 406 天，

另支援台日巡護 16 天。 
2. 在生物採樣數方面，105 年 1-6 月共

計採集 202 個生物樣本；另進行魚

體拍照計 343 張照片，所拍攝之魚

體照片將供魚種辨識之用。 
強化中華

民國對外

漁業合作

發展協會

之功能及

人力資源 

鑒於本協會承接政府多項

工作，因應工作量之增

加，亦須強化其人力資

源，然近年來因利率偏低

致本協會收入大幅減少，

使其經費不足以支應執行

各項計畫工作所需之人事

費用，因此透過計畫補助

本協會人事費用，以強化

組織功能及人力資源，有

效支援漁業涉外事務之參

與。 

漁業署計畫補助本協會18名工作人員

之人事費用，協助協會長期持續推動

各項工作，強化本協會之功能及人力

資源，以有效支援漁業涉外事務之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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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洋漁業

漁獲資料

蒐集、彙整

及統計分

析 

一、 遠洋鮪釣漁獲資料蒐

集彙整 
二、 遠洋魷釣暨秋刀魚漁

獲資料蒐集彙整 
三、 遠洋鰹鮪圍網漁獲資

料蒐集彙整 
四、 對國際鮪魚資源管理

組 織 WCPFC 、

IOTC 、 IATTC 、

CCSBT、 ICCAT 和

ISC 以及魷類資源管

理組織 SPRFMO 及

NPFC，與聯合國糧農

組織等提供我國漁業

統計資料及漁業報

告。 
五、 參與國際組織相關科

學性會議 
 

 

1. 已完成遠洋鮪釣、魷釣暨秋刀魚及

鰹鮪圍網漁業 104 年年度洋區別魚

種別漁獲量估算。 
2. 前述漁業相關漁獲資料蒐集彙整為

長期及定期性工作，協會統計單位

定期將漁業相關漁船作業日誌進行

建檔以及校對工作，另統計人員亦

分別依照漁業別回報之漁獲週報、

商業性交易資料以及市場國資料進

行資料維護建檔。 
3. 已依照 WCPFC、ISC、IATTC 規定

提送我國在太平洋海域遠洋鮪釣、

遠洋鰹鮪圍網以及中小型鮪延繩釣

等 3 大漁業漁獲資料。已依照

CCSBT規定提送我國遠洋鮪延繩釣

南方黑鮪年度漁獲量、漁獲及努力

量以及漁獲體長等 3 類資料，以及

觀察員紀錄之生態相關物種資料。

已依照 ICCAT規定提送我國在大西

洋海域遠洋鮪釣漁船數、年度漁獲

量和鯊魚丟棄量、漁獲和努力量

以、漁獲體長及觀察員彙整等 5 類

資料。已依照 IOTC 規定提送我國在

印度洋海域遠洋鮪釣年度漁獲量、

漁獲和努力量以及漁獲體長等 3 類

資料。已依照 SPRFMO 規定提送我

國在東南太平洋海域美洲大赤魷漁

船數、年度漁獲量以及漁獲資料等 3
類資料；依照 NPFC 要求提送我國

秋刀魚漁業歷史作業船數、漁獲量

及作業天數等資訊。 
4. 依 NPFC、 SPRFMO、WCPFC、

IATTC 及 ISC 規定，撰寫漁業報告

並按規定時間提送。 
5. 派員參加 IOTC 有關印度洋遠洋漁

業國作業層級資料檢視會議；派員

參加 ICCAT 長鰭鮪資源評估會議。 
6. 建立印度洋作業漁船白名單網頁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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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系統，供行政單位及運搬船業者

查詢，並依最新資訊更新維護印度

洋白名單漁船資料庫，並透過網頁

提供給 IOTC 秘書處，以維護我國漁

船在印度洋海域作業權益。 
7. 配合行政單位推行漁獲電子報表系

統，建置圍網、鮪釣及鱿釣暨秋刀

魚漁業漁獲電子回報資料庫，並每

日更新維護資料庫。 
8. 例行性維護海上觀察員觀測資料

庫。 
9. 配合行政單位建立VDS資料庫及網

頁系統，供歐盟登入即時查詢我圍

網船隊整體以及單船VDS使用情形

與作業天與非作業天統計資訊，以

清楚揭露我圍網船隊作業完全符合

歐盟規範。 
臺灣中小

型鮪延繩

釣資料系

統之建立 

蒐集分析中小型鮪釣船作

業資料，以國內外中小型

鮪釣船為對象，整合其活

動資訊，建立小釣資料

庫，收集其作業動態及時

空分布資訊，以掌握該漁

業於國內外作業之實態。 

1. 完成依照國內市場資料、日本通關

資料、國外港口漁獲交易紀錄、作

業報表以及每週漁獲報告進行 104
年年度國內外中小型鮪延繩釣魚種

別漁獲量估算。 
2. 定期進行作業日誌建檔以及校對工

作，並蒐集彙整漁獲月報、商業性

交易資料以及市場國資料進行資料

維護建檔，以及定期維護中小型鮪

延繩釣漁業漁獲資料庫。 
3. 依照漁獲月報及 VMS 船位資料，按

月估算太平洋及印度洋大目鮪提供

行政單位作為漁獲配額掌控管理依

據。 
4. 國內港口採樣為例行性工作，其主

要目的在於蒐集漁業資源評估科學

所需之生物性資料，透過長期性生

物性資料蒐集，對相關漁業資源狀

態進行監控，因國際上日益關注太

平洋黑鮪資源能否永續，故本年度

在該項業務中特別加強有關北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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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黑鮪耳石生物樣本蒐集，以提供

研究人員進行漁獲年齡組成分析之

基本資訊，以進一步了解太平洋黑

鮪資源現況，至 6 月底已蒐集 365
組耳石樣本。另國內港口採樣部

分，至 6 月底鮪、旗、鯊漁獲體長

蒐集數量分別為(東港 10,103 筆、蘇

澳 8,015 筆、新港 3,916 筆)共計

22,034 筆。 
國內漁港

現場漁業

事務 

為加強未滿一百噸延繩釣

漁船漁獲資料蒐集，本協

會聘僱 19 名漁港現場人

員駐國內 4 個漁港(東港、

高雄、蘇澳及新港)，執行

漁獲作業報表發放回收及

審查、漁獲速報資料回收

及審查、漁獲卸售資料統

計、辦理洋區作業申請、

協助核發國外基地作業證

明書及漁業證明書、協助

法規宣導、其他講習課程

及漁獲體長量測工作。 

1. 協會統計人員負責處理彙整回收之

作業報表資料、三大主要小釣卸售

港口(東港、蘇澳與新港)之月別漁獲

拍賣交易資料、國外代理商承銷資

料與國內港口體長資料，並將各項

資料提供建置單船活動資訊庫，回

饋給各港口現場人員追蹤各船作業

報表繳交情形，期使統計資訊能即

時配合現階段之漁業管理目標。 
2. 105 年度至 6 月底執行之相關業務

計有，各項申辦案件：轉載案 1,330
件、產證案 2,194 件、返台案 410
件。漁獲資料收集：作業報表共計

回收 795 航次、漁獲速報共計回收

2,730 筆。黑鮪季 CDS 回收漁獲標

籤 1,945 尾、體長體重採樣計 1,910
尾。 

參與國際

組織 
本計畫為在經費額度內，

視國際漁業管理組織所召

開會議之重要性，配合計

畫主管機關之施政方向，

建議並邀請我國鮪旗魚類

學者及漁業專家參與相關

國際漁業組織會議。藉由

實際參與各系群資源評估

之研究及協同擬定管理建

議，深入瞭解各大洋鮪旗

魚類資源現況、評估結果

和未來管理趨勢，適時給

本計畫截至 105 年 6 月底，業經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同意已邀請 8 位專家學

者出席 8 項國際漁業組織會議，其重

要成果包括：發表 2 篇口頭報告；我

國學者研究之北太平洋黑皮旗魚魚種

生物學參數，提供 ISC 旗魚小組建構

評估模式使用之生物參數；在 CCSBT
運作模式與管理程序技術會議中，我

國與會學者與日本科學家正持續合作

進行多年期研究計畫分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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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漁政當局妥善的建議，

以維護我國遠洋漁業的權

益與永續經營。 
雙邊及多

邊漁業合

作之推展 

一、雙邊漁業合作之推

展： 
1. 協助業者處理及洽

商對外漁業合作：

依所蒐集對外漁業

相關資訊，協助業

者與有關國家洽談

漁業合作。 
2. 邀請與我國有漁業

合作之沿海國官員

來臺訪問，加強雙方

合作關係。 
3. 協助政府處理政府

間雙邊漁業合作事

宜。 

1. 上半年業者並無提出協助需求。 
2. 上半年除邀請吐瓦魯及諾魯官員來

臺訪問外，無其他邀請規劃，前述

兩國官員已循正式外交管道邀請來

臺簽署雙邊漁業合作協定。 
3. 依漁業署指示，上半年派員協助處

理下列雙邊事宜： 
(1) 第 5 次臺日漁業委員會預備會

議(1/28~30)； 
(2) 臺 歐 盟 雙 邊 漁 業 諮 商 會 議

(1/30~2/4)； 
(3) 臺泰雙邊漁業合作會議及有關

會議(3/1~3/2) ； 
(4) 第 5 次臺日漁業委員會會議

(3/2~3/4)； 
(5) 臺日鮪漁業會談預備會議(3/18) 
(6) 臺吐瓦魯雙邊漁業合作協定簽

署典禮(5/19)； 
(7) 臺諾魯雙邊漁業合作協定簽署

典禮(5/19)； 
(8) 台歐盟技術層級會議(5/31)； 
(9) 協助臺歐盟代表團參觀漁業署

漁業監控中心(6/3)。  
二、多邊漁業合作之推

展： 
1. 參加區域性漁業管

理組織（RFMOs）
會議，包括

ICCAT、IOTC、
CCSBT、IATTC、
WCPFC及NPFC等

管理層面會議諮

商。 
2. 參加國際漁業論壇

會議，包括 APEC、

1. 上半年派員參加 5 次會議，包括： 
(1) SPRFMO 第 3 屆紀律與技術次

委員會及第 4 屆年會(1/18~2/2)； 
(2) IOTC 第 3 屆配額分配標準會議

(2/21~2/23)； 
(3) ICCAT 修約工作小組第 5 次會

議(3/5~3/10)； 
(4) IOTC 第 13 屆紀律委員會及第

20 屆年會(5/16~5/27)； 
(5) IATTC 第 90 屆年會及會前相關

次委員會會議(6/21-7/3)。  
2. 上 半 年 派 員 參加 APEC OF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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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WTO 等與

漁業或環保有關之

會議。 
3. 透過國際非政府組

織，參與由聯合國

機構召開之國際漁

業相關會議：以國

際漁業團體聯盟

(ICFA)或臺灣國際

漁業發展保育協會 
(FDCI)之非政府組

織名義參與聯合國

或聯合國糧農組織

召開之國際漁業會

議，以瞭解國際漁

業政策之趨勢與發

展。 
4. 協助政府推動有關

國際漁業管理組織

之業務：  
(1)就特定議題提出

研究分析與建

議。 
(2)準備參加RFMOs

會議所需文件 
(3)準 備 參 加 非

RFMOs會議文件 
(4)辦理漁業署交辦

工作 

(5/2~5/7)。 
3. 上半年無相關會議。 
4. 依漁業署指示，協助： 

(1) 準備 RFMOs 會議所需文件 34
則，包括 SPRFMO－9 則、IOTC
－15 則、ICCAT－1 則、IATTC
－9 則。 

(2) 準備國際漁業論壇會議及其他

會議所需文件 6 則。 
(3) 辦理 170 件與 RFMOs 有關或其

他工作，包括撰寫及修訂函 50
件、翻譯漁政單位所需資訊 49
件、提供意見或建議 18 件、處

理漁政單位所需資料 51 件、協

助接待外賓 2 件。 

三、 漁業合作資料之蒐集

及傳播：將蒐集之對

外漁業合作資訊及養

殖漁業資訊刊載於本

協會網站，以利業者

瞭解最新漁業合作及

養殖漁業有關情形。 

1. 逐月蒐集我國漁船合作資料並視

需要更新本協會網站資訊。 
2. 按月挑選國外漁業資訊，並中譯刊

登於國際漁業資訊月刊及本協會

網站。 

辦理重要

國際漁業

本計畫之目的係透過蒐集

整理與翻譯各區域性鮪漁

上半年編譯 4 個 RFMOs 建、決議文件

計 24 則 6.9 萬字，並上傳至本協會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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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發展

趨勢分析

計畫。 

業管理組織會議之重要規

定及文件，讓各界瞭解重

要國際漁業議題之發展與

趨勢，並提供我漁政單位

在釐定相關漁業管理措施

之參考。 

頁，下半年預計再編譯 3 個 RFMOs
所通過之建決議案供大眾瀏覽。 

典章制度

法規及漁

業相關文

件雙語化

計畫 

英譯我國漁業相關法令條

文，俾使非本國人士對我

國漁業管理及法令架構有

所瞭解。另中譯其他國家

或組織漁業相關法令或文

件，以掌握國際漁業管理

趨勢。 

上半年依漁業署指示，中英譯我國及

外國 (菲律賓 )漁業法規共 6 項約

84,751 字。 

蒐集歐盟

漁獲證明

書雙邊諮

商相關案

例、協助太

平洋島國

漁業發展

及國際漁

業經貿資

訊計畫 

本計畫之目的係透過蒐集

歐盟漁獲證明書諮商案

例、我國人經營非我國籍

漁船等相關資料、各遠洋

漁業國對於島國發展所提

供之貢獻及國際組織及各

國漁業議題等資訊加以分

析，以提供我漁政單位後

續政策擬定之參考。 

依計畫目標，逐步蒐集及彙整有關資

訊。 

台東縣新

港區漁會

鬼頭刀漁

業改進計

畫 

協助台東縣新港區漁會執

行所訂定之新港鬼頭刀漁

業改進計畫 

上半年依既定規劃進行，包括召開 1
次工作小組會議(2/25)、定期上傳更新

資訊和維護網站、及完成 2016 上半年

追蹤報告。 

漁船及船

員被扣之

處理 

一、 派員至扣船當地國協

助被扣漁船主處理扣

船案件 

上半年漁業署及被扣船主未提出派員

之要求，下半年隨時配合需要辦理。 

二、 協助被扣漁船主處

理漁船暨船員釋放

有關事宜 

上半年無漁船提出申請。 

三、 對遭難或被扣漁船

主 提 供 補 助 或 墊

借，使被扣船員得以

上半年無漁船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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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日返國及紓解被

扣漁船主之財務困

境。 
四、 被扣或遭難漁船資

料之傳播：彙整我漁

船被扣或遭難案件

資料，並載於本協會

網站，並適時舉辦研

討會或說明會，以提

醒業者注意防範。 

逐月蒐集我國漁船被扣或遭難案件資

料，並視需要更新本協會內部網站資

訊。 

 



 
 

 
 
 
 
 
 
 
 
 
 
 
 
 
 
 
 
 

貳、主要表



 
 

 



41 
 

單位：新臺幣千元

金     額 % 金     額 % 金     額 % 金額 ％

收入

83,486 96.73% 業務收入 96,937 97.56% 96,221 97.24% 716 0.74%

78,577 91.05%    勞務收入 82,312 82.84% 79,576 80.42% 2,736 3.44%

0 0.00%    其他勞務收入 1,100 1.11% 650 0.66% 450 69.23%

1,400 1.62%    受贈收入 0 0.00% 1,000 1.01% -1,000 -100.00%

2,600 3.01%    政府補助基本營運收入 0 0.00% 2,000 2.02% -2,000 -100.00%

909 1.05%    其他業務收入 13,525 13.61% 12,995 13.13% 530 4.08%

2,819 3.27% 業務外收入 2,420 2.44% 2,730 2.76% -310 -11.36%

2,819 3.27%    財務收入 2,070 2.08% 2,730 2.76% -660 -24.18%

0 0.00%    其他業務外收入 350 0.35% 0 0.00% 350

86,305 100.00%    合      計 99,357 100.00% 98,951 100.00% 406 0.41%

支出

83,036 96.21% 業務支出 99,357 100.00% 98,951 100.00% 406 0.41%

74,673 86.52%    勞務成本 77,744 78.25% 76,537 77.35% 1,207 1.58%

0 0.00%    其他業務支出 12,000 12.08% 12,000 12.13% 0

8,363 9.69%    管理費用 9,613 9.68% 10,414 10.52% -801 -7.69%

83,036 96.21%    合      計 99,357 100.00% 98,951 100.00% 406 0.41%

3,269 3.79% 稅前餘絀(-) 0 0.00% 0 0.00% 0

0 所得稅費用 0 0 0

3,269 3.79% 本期賸餘(短絀-) 0 0.00% 0 0.00% 0

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減-）數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

收支營運預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科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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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預    算    數 說 明

業務活動之現金流量

    本期餘絀 0

    調整非現金項目：

        應收款項增加 -149

        預付款項減少 193

        應付款項減少 -975

        預收款項增加 10

   業務活動之淨現金流出 -921

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減少流動金融資產及短期墊款 400

   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400

融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增加短期債務、流動金融負債及其他負債 500

   融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500

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減 -21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 196,784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 196,763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

 現金流量預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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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         目 上年度餘額 本年度增(減-)數 截至本年度餘額 說明

基金 130,000 130,000

    創立基金 10,000 0 10,000

    捐贈基金 120,000 0 120,000

累積餘絀(-) 58,107 58,107

累積賸餘 58,107 0 58,107

合 計 188,107 0 188,107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

淨值變動預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參、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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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83,486 業務收入 96,937 96,221

78,577  勞務收入 82,312 79,576

39,572 委辦計畫 42,037 38,242 承辦政府機關年度委辦計畫,預估計

有：漁船監控系統計畫4,250千元,重

要國際漁業議題發展趨勢分析1,800

千元,遠洋漁業漁獲資料蒐集、彙整

及統計分析計畫11,950千元,台灣中

小型鮪延繩釣資料系統之建立計畫

3,050千元,國內漁港現場漁業事務處

理計畫13,015千元,娛樂漁業漁船監

控系統計畫958千元,活魚運搬船出港

魚貨調查暨輔導出港作業計畫329千

元,蒐集歐盟漁獲證明書雙邊諮商相

關案例、協助太平洋島國漁業發展及

國際漁業經貿資訊2,600千元,典章制

度法規及漁業相關文件雙語化計畫

285千元,遠洋漁船卸魚資料登錄計畫

3,800千元等計畫。

39,005 補助計畫 40,275 41,334 接受政府機關年度補助計畫,預估計

有：我國遠洋鮪釣漁業海上觀測暨作

業資料調校研究計畫11,000千元,國

際漁業組織合作研究計畫之參與計畫

1,800千元,強化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

作發展協會組織結構及功能16,000千

元,加強漁業通訊及船員管理計畫200

千元,大西洋長鰭鮪資源評估研究計

畫856千元,漁業航程資訊系統(VDR)

在漁業管理之應用計畫200千元,提升

海洋漁獲衛生可追溯機制計畫3,362

千元,辦理輔導漁業團體建立漁獲物

可追溯機制計畫810千元,設計建構與

部署新世代海洋資訊系統計畫6,047

千元等計畫。

0   其他勞務收入 1,100 650 新港漁會及蘇澳漁會鬼頭刀專案勞務

收入900千元,外籍魷釣船漁獲資料處

理專案勞務收入200千元。

1,400   受贈收入 0 1,000

2,600   補助基本營運收入 0 2,000

909   其他業務收入 13,525 12,995 辦理漁船通訊服務專案收入12,000千

元,外籍運搬船註冊服務收入990千元

(33艘),船位資料處理收入6千元,E-

logbook程式設計費收入529千元。

2,819 業務外收入 2,420 2,730

2,819   財務收入 2,070 2,730 基金孳息收入

0   其他業務外收入 350 0 投資基金收入

86,305 總    計 99,357 98,951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
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說 明前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預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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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83,036 業務支出 99,357 98,951

74,673  勞務成本 77,744 76,537

35,668 委辦計畫 37,469 35,203

24,355 人事費 27,545 24,875

10,935 業務費 9,760 9,936

378 設備費 164 392

39,005 補助計畫 40,275 41,334

24,716 人事費 26,325 25,430

10,177 業務費 6,981 9,721

269 設備費 4,469 283

3,843 補助費 2,500 5,900

0  其他業務支出 12,000 12,000

0 漁船通訊服務專案支出 12,000 12,000 預計辦理漁船監控服務專案支出

0 人事費 4,573 0 專案人員薪俸,勞健保費,退職金

0 業務費 7,427 0 執行專案業務相關費用

8,363  管理費用 9,613 10,414

4,040 人事費 4,175 4,976 會務人員薪俸,勞健保費,退職金

2,605 業務費 2,888 2,888 執行業務相關費用

1,150 旅運費 1,850 1,850 執行業務國內外旅費

532 補助費 600 600 補助對外漁業合作及被扣遭難船員遣返費

20 物品費 50 50 執行業務各項物品

16 維護費 50 50 設備及公務車維修

83,036 總    計 99,357 98,951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77,744千元 ，較 上年 度預 算數

76,537千元，增加1,207千元，主要係委辦計畫增

列2,266千元、補助計畫減列1,059千元，計畫明

細如下：

1.委辦計畫預估包括：漁船監控系統計畫3,300千

元,重要國際漁業議題發展趨勢分析1,610千元,遠

洋漁業漁獲資料 蒐集 、彙 整及 統計 分析 計畫

11,100千元,台灣中小型鮪延繩釣資料系統之建立

計畫2,300千元,國內漁港現場漁業事務處理計畫

12,715千元,娛樂漁業漁船監控系統計畫558千元,

活魚運搬船出港魚貨調查暨輔導出港作業計畫271

千元,蒐集歐盟漁獲證明書雙邊諮商相關案例、協

助太平洋島國漁業發展及國際漁業經貿資訊2,490

千元,典章制度法規及漁業相關文件雙語化計畫

275千元,遠洋漁船卸魚資料登錄計畫2,850千元等

計畫。

2.補助計畫預估包括：我國遠洋鮪釣漁業海上觀

測暨作業資料調校研究計畫11,000千元,國際漁業

組織合作研究計畫之參與計畫1,800千元,強化中

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組織結構及功能

16,000千元,加強漁業通訊及船員管理計畫200千

元,大西洋長鰭鮪資源評估研究計畫856千元,漁業

航程資訊系統(VDR)在漁業管理之應用計畫200千

元,提升海洋漁獲衛生可追溯機制計畫3,362千元,

辦理輔導漁業團體建立漁獲物可追溯機制計畫810

千元,設計建構與部署新世代海洋資訊系統計畫

6,047千元等計畫。

說 明上年度預算數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前年度決算數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預算數



 
 

 

 

 

 

 

 

 

 

肆、參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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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104年(前年)

12月31日實際數
科    目

106年12月31日

預計數

105年(上年)

12月31日預計數

比較增(減-）數

資            產

210,451 流動資產 207,389 207,854 -465

196,289     現金 196,763 196,784 -21

4,000     流動金融資產 4,000 4,400 -400

8,934     應收款項 5,590 5,441 149

292     預付款項 100 293 -193

936     短期墊款 936 936 0

122 固定資產 122 122 0

122     機械及設備 122 122 0

1 其他資產 1 1 0

1     什項資產 1 1 0

210,574 資 產 合 計 207,512 207,977 -465

負       債

17,176 流動負債 12,405 13,370 -965

16,826     應付款項 12,075 13,050 -975

350     預收款項 330 320 10

5,291 其他負債 7,000 6,500 500

5,291     什項負債 7,000 6,500 500

22,467 負 債 合 計 19,405 19,870 -465

淨       值

130,000 基金 130,000 130,000 0

10,000 創立基金 10,000 10,000 0

120,000 捐贈基金 120,000 120,000 0

58,107 累積餘絀(-) 58,107 58,107 0

58,107 累積賸餘 58,107 58,107 0

188,107 淨 值 合 計 188,107 188,107 0

210,574 負債及淨值合計 207,512 207,977 -465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

資產負債預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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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執行長 1 本協會置執行長1人，由董事長提名經

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執行長秉承董事

會之決議及董事長之命，綜理本協會一

切業務，並監督所屬人員。

組長 3 秘書組、業務組、資訊組各列組長1人

，綜理各組工作之規劃、執行、監督及

管理安排等。

副組長 2 秘書組、業務組各列副組長1人，協助

組長辦理各組工作之規劃、執行、監督

及管理安排等。

專員 4 秘書組1人，管理協會財物及會計相關

工作；業務組1人，執行業務組承辦計

畫及參與國際會議等相關任務；資訊組

2人，執行遠洋、中小型鮪延繩釣漁獲

統計及港口採樣等工作。

組員 13 業務組2人，執行業務組承辦計畫及參

加國際會議等相關任務；秘書組3人，

執行漁船監控系統計畫及資料庫撰寫維

護、機房管理維護、人事、出納、總務

及文書編輯等工作；資訊組8人，執行

遠洋、中小型鮪延繩釣漁獲統計及港口

採樣等工作。

專案計畫人員及觀察員 59 協會漁船通訊服務專案人員6人；承辦

漁業署各項計畫助理45人及遠洋漁船觀

察員8人。

總       計 82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

員工人數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職 稱
本年度員額

預 計 數
說 明

 



49 
 

單位：新臺幣千元

薪資 52,451 協會人員23人、專案計畫人員51人及遠洋漁船觀察

員8人所需薪俸及年終獎金，編列於管理費用1,821

千元及漁船通訊服務專案 3,847千元、委辦計畫

23,020千元及補助計畫23,763千元。

加班值班費 1,000 協會人員及辦理專案計畫所需超時加班費，編列於

管理費用 140千元、委辦計畫 697千元及補助計畫

163千元。

年度獎金 801 包括考績獎金，編列於管理費用618千元及漁船通

訊服務專案183千元。

勞保及健保費等 5,567 包括勞健保費5,447千元及團體保險費120千元(編

列於管理費用 669千元及漁船通訊服務專案 339千

元、委辦計畫2,588千元及補助計畫1,971千元)。

資遣、撫卹準備金 2,799

及勞工退休金

總       計 62,618

勞工退休儲金，編列於管理費用927千元及漁船通

訊服務專案204千元、委辦計畫1,240千元及補助計

畫428千元。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

用人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預算數 說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