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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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 

壹、概況 

一、設立依據 

依行政院78年8月2日臺七十八農字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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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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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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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概況 

財團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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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更成為辦理「遠

洋漁業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二款「漁船船位之監控管理」、第三款「漁船電子漁獲

回報軟體之開發及管理」及第四款「漁獲資料之蒐集、統計及分析運用」業務之專

門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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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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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屆董事會由董事15人至19人組織之；設常務董事會，由董事互選5人至7

人為常務董事；置董事長1人，由常務董事互選之。置監事3人至5人，並互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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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屆董事及監事業依本協會捐助暨組織章程規定產生，任期至108年10月8

日止。董事及監事名單如下： 

職 稱 姓 名 職業 

董 事 長 陳添壽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常務董事 林國平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副署長 

常務董事 林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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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紹廉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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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 名 職業 

董    事 陳凱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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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德祥 中華民國全國漁會理事長 

董    事 雷祖綱 臺灣區遠洋魷漁船魚類輸出業同業公會理事長 

董    事 王再福 高雄市漁輪商業同業公會理事長 

董    事 謝龍隱 高雄區漁會理事長 

董    事 游日興 基隆區漁會理事長 

董    事 林漢丑 東港區漁會總幹事 

董    事 柯俊明 臺灣區遠洋鰹鮪圍網漁船魚類輸出業同業公會理事長 

董    事 林皆得 臺灣鮪延繩釣協會理事長 

董    事 王冠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授 

董    事 廖安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前主任秘書 

常務監事 李國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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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瑞齡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協理 

監    事 唐錦雲 臺灣土地銀行經理 

監    事 莊鎮華 豐國水產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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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

船監控組和秘書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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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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產 

本協會之財產分為基金與累積餘絀，業務之執行以支用累積餘絀為原則；基金

非經董事會通過及報主管機關核准不得動用。 

基金總額定為新臺幣1億3,000萬元，包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捐助之原始基金新

臺幣1,000萬元，及由下列捐助人捐贈之款項：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捐贈新臺幣5,600萬元。 

2. 臺灣省政府捐贈新臺幣2,000萬元。 

3. 高雄市政府捐贈新臺幣2,000萬元。 

4. 臺灣地區漁業發展基金會捐贈新臺幣500萬元。 

5. 中華民國全國漁會捐贈新臺幣50萬元。 

6. 臺灣區遠洋鮪延繩釣漁船魚類輸出業同業公會捐贈新臺幣50萬元。 

7. 臺灣區遠洋魷漁船魚類輸出業同業公會捐贈新臺幣50萬元。 

8. 高雄市漁輪商業同業公會捐贈新臺幣50萬元。 

9. 高雄區漁會捐贈新臺幣50萬元。 

10. 東港區漁會捐贈新臺幣30萬元。 

11.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捐贈新臺幣1,000萬元。 

12. 臺灣土地銀行捐贈新臺幣500萬元。 

13. 豐群水產股份有限公司捐贈新臺幣30萬元。 

14. 豐國水產股份有限公司捐贈新臺幣30萬元。 

15. 裕祐漁業股份有限公司捐贈新臺幣30萬元。 

16. 光陽漁業股份有限公司捐贈新臺幣30萬元。 

累積餘絀之來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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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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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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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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北太平

洋漁業委員會(NPF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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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測工作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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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與他國漁業行政單位或漁業團體之交流與資訊合作；漁船監控系統(VMS)及電

子漁獲系統(e-logbo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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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餘年來，本協會為推動臺灣遠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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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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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統計資料品質及精確度，並透過鮪類虛擬研究所，使臺灣

漁業科學人員的研究水平能與國際同步發展及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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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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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9年度工作計畫 

名稱 工作重點 經費需求 執行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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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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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千元 109.1.1-10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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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10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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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協助漁業署建置 24 小時漁業監控

中心，另聘雇暨訓練 19 名監控人

員派駐於漁業監控中心，以全天候

45,012 千

元 
109.1.1-10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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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工作重點 經費需求 執行期間 
監控我漁船動向，落實 MCS 措施，

並即時處理我漁務事件。 
五、協助提高遠洋漁船 VMS 船位監控

頻率至每小時一筆，並辦理通訊費

差額補助相關工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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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20 千

元 
109.1.1-109.12.31

辦理遠洋漁船

卸魚資料登錄 
配合及利用政府建置之漁獲資料庫系

統，協助將遠洋漁船卸魚預報、聲明資

料以及漁獲轉載預報、轉載確認資料，

登錄於漁獲資料庫。 

5,490 千元 109.1.1-10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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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大型及小型鮪釣、鰹鮪圍

網、魷釣暨秋刀魚棒受網等漁業電

子漁獲日誌資料彙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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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國際漁業管理組織科學性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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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蒐集鮪類、旗魚類及秋刀魚之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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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持續黑

21,630 千

元 
109.1.1-10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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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工作重點 經費需求 執行期間 
鮪親緣分析所需生物樣本(尾鰭棘

條)採樣。與魷魚公會合作，挑選秋

刀魚作業漁船進行秋刀魚漁獲樣

本採集，並與研究學者合作，建立

我國秋刀魚漁獲體長及性成熟度

時空分布資訊。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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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遠洋觀察員資料檢校改善：評估我

國鮪延繩釣漁業之鮪旗類資源及

混獲物種所須之觀察員資料檢校。

辦理國內漁港

現場漁業事務 
為輔導未滿一百噸延繩釣漁船作業及

落實管理，本計畫以國內及國外為卸魚

基地之小型鮪延繩釣船為對象，工作目

標在推動「未滿一百噸延繩釣漁船赴太

平洋印度洋捕撈鮪旗魚類應行遵守及

注意事項」所規範之各項漁業管理及資

料蒐集工作。透過派駐各單位之現場人

員所回收之作業報表及各種卸售資

料，以掌握國內外小型鮪延繩釣漁業作

業之實態，進而提供漁政管理之參考依

據。 

18,200 千

元 
109.1.1-109.12.31

辦理重要國際

漁業議題發展

趨勢分析 

透過蒐集整理與翻譯 RF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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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5 千元 109.1.1-109.12.31

蒐集歐盟漁獲

證明書雙邊諮

商相關案例、

協助太平洋島

國漁業發展及

國際漁業經貿

資訊計畫 

透過彙整及分析歐盟漁獲證明書雙邊

諮商案例、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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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供我

漁政單位參考。 

2,840 千元 109.1.1-109.12.31

典章制度法規

及漁業相關文

件雙語化 

英譯我國漁業相關法令、文件或資訊，

並追蹤更新，使非我國人能進一步了解

我國漁業概況、水產品推廣相關訊息、

漁業管理及法令等。 

298 千元 109.1.1-109.12.31

各國漁業管理

法規彙編 
蒐集與翻譯其他國家漁業法規及漁業

管理制度相關文件，並追蹤更新及彙編

1,648 千元 109.1.1-10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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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工作重點 經費需求 執行期間 
成冊，以供我國漁政主管機關及漁業相

關人士參考。 
有關境外僱用

非我國籍船員

權益維護事宜 

透過訪查境外僱用之外籍漁工，了解並

監督「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及管

理辦法」規範之執行情形，以增進境外

僱用外籍漁工之人權及使勞動權受到

相關法規之保障。 

9,557 千元 109.1.1-10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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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109.12.31

我國導入全球

永續水產倡議

(GSSI)體系之

可行性評估 

透過蒐集相關資料進行研究，分析由我

國自行成立永續生產生態標章並通過

GSSI 評效之可行性。 

1,126 千元 109.1.1-109.12.31

強化調查我國

人投資經營非

我國籍漁船情

形 

定期蒐集我國人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

船相關資料建置成資料庫，並定期進行

資料比對以核實我船主申請及申報資

料之正確性，另調查疑似我國人投資經

營但未如實申請或申報的非我國籍漁

船，供我漁政主管機關作為施政參考。

2,040 千元 109.1.1-109.12.31

二、 預期效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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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

展漁船作業空間；協助政府參與國際漁業組織活動，包括派員參加鮪類

RFMOs(如CCSBT, IATTC, ICCAT, IOTC, WCPFC)、非鮪類RFMOs (如
SPRFMO, NPFC)及國際漁業論壇(如APEC, OECD, WTO)等之所召開之會

議，瞭解國際漁業管理趨勢，及爭取維護我國權益，預計參加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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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MO
會議之有關議題提供研究分析與建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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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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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漁船監控系統計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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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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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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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提供即時船位給相關單位(如海巡署、國搜中心及外交部等)協助對漁船遭

遇緊急事件之處理，加快相關單位搜救速度，減少漁民生命財產損失。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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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視需要採集生物樣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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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位觀察員派赴遠洋漁船上觀測，海上觀測天數達13,000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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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辦理漁船卸魚資料登錄計畫：配合及利用政府建置之漁獲資料庫系統，協

助將遠洋漁船船主或船長於國內外港口卸魚前提交之遠洋漁船卸魚預報

表及聲明書所載資料，登錄於漁獲資料庫。再利用漁船船位監控系統、漁

獲資料庫系統及漁管系統等資料，檢視遠洋漁船於國內外港口卸魚前提交

之卸魚預報表及卸魚後提交之聲明書內容，並與該等漁船提交之漁獲速報

資料交叉比對，綜合判斷及評估卸魚預報表及卸魚聲明書之合理性，並提

出處理建議，以強化遠洋漁獲統計強化遠洋漁船漁獲物可追溯性環節，提

升我國打擊IUU漁業能力，預計處理28,000件。 

（六） 辦理漁業統計： 

1. 評估鮪、魷漁業年度漁獲量：彙整大型鮪釣、鰹鮪圍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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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銷售紀錄等資料，分別估計我國小型鮪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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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鮪、魷漁業漁獲量，並提

供予相關RFMOs以作為科學研究之基礎資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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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型及小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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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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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作業船隻漁獲資料並彙整併入統計資料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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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項科學性會

議並提送8份國家漁業報告。 

4. 蒐集鮪類、旗魚類及秋刀魚之生物資料：辦理東港及蘇澳重要鮪漁業港口

生物採樣，蒐集重要鮪類及旗魚類魚種體長與性別資料，預計收集20,000
尾魚資料，並與研究學者合作，以建立符合研究標準之採樣系統，另持續

黑鮪親緣分析所需生物樣本(尾鰭棘條)採樣，預計採集800副。與魷魚公會

合作，挑選秋刀魚作業漁船進行秋刀魚漁獲樣本採集，預計合作樣本採集

船數為3艘。 

5. 協助鮪類虛擬研究所運作：配合辦理鮪類虛擬研究所各研究小組會議並準

備相關漁業資料及資訊，分別提供熱帶鮪、溫帶鮪、旗魚類、南方黑鮪、

混獲物種與魷魚及秋刀魚等相關研究學者科學性資料，預計召開5場會議。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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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駐國內遠洋漁獲卸售漁港及前端事務管理單位，

執行漁獲作業資料收取、通知催繳、審查、船位比對等，以及漁獲卸售資

料統計、辦理洋區作業申請、海域及漁獲對象資格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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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協助720艘赴遠洋作業之小型鮪釣船及490艘太平洋黑鮪作業

船。 

（八） 辦理重要國際漁業議題發展趨勢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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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MOs影響力與日俱增，尤其

是有關鮪漁業之RFM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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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M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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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M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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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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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彙整及分析歐盟漁獲證明書雙邊諮商案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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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業有關議題之資訊，有助於我國政策研擬、提供相關業務意見，並作為

農委會漁業署辦理該等業務或參加各項國際會議之參考，在推動我國漁業

永續及良好漁業管理上具有極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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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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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典章制度法規及漁業相關文件雙語化：漁業所涵蓋之範圍除漁撈活動外，

更涉及水產品之運送與銷售，故漁業活動之具有強烈之涉外性質。我國

遠洋漁船作業遍布三大洋，且水產品主要輸銷日本、歐盟、美國等其他

國家，故有必要英譯我國漁業相關法令、文件或資訊，並隨時更新，使

非本國人士得以瞭解我國漁業概況、水產品推廣相關訊息、漁業管理及

法令動態等。 

（十二） 各國漁業管理法規彙編：我國遠洋漁船作業區域遍布三大洋，且漁獲以

外銷為主，故相關漁業活動會受沿岸國、港口國及市場國之法令影響，

故須蒐集、更新及中譯相關國家漁業法規與管理制度等文件，俾供我漁

政主管機關及漁民作業參考。 

（十三） 有關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權益維護事宜：透過訪查境外僱用之外籍漁

工，了解並監督「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及管理辦法」規範之執行

情形，以增進境外僱用外籍漁工之人權及使勞動權受到相關法規之保

障。 

（十四） 我國導入全球永續水產倡議（GSSI）體系之可行性評估：透過蒐集相關

資料進行研究，分析由我國自行成立永續水產生態標章並通過GSSI評效

之可行性。 

（十五） 強化調查我國人經營非我國籍漁船情形：定期蒐集我國人投資經營非我

國籍漁船相關資料建置成資料庫，並定期進行資料比對以核實我船主申

請及申報資料之正確性，另調查疑似我國人投資經營但未如實申請或申

報的非我國籍漁船，供我漁政主管機關作為施政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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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本年度預算概要 

一、收支營運概況 

（一） 本年度勞務收入 2 億 499 萬 7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 億 9,775 萬 2

千元，增加 724 萬 5 千元，約 3.66％，主要係預計承辦漁業署計畫款

項增加所致。  

（二） 本年度其他勞務收入 310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80 萬元，增加 230

萬元，約 287.50％，主要係民間專案款項增加所致。 

（三） 本年度受贈收入 100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無列數增加 100 萬元，主要

係預計業界將有捐贈款項所致。 

（四） 本年度其他業務收入 1,586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496 萬元，增加

90 萬元，約 6.02％，主要係預計外籍運搬船註冊服務收入增加所致。 

（五） 本年度業務外收入 166 萬 9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87 萬 2 千元，減

少 20 萬 3 千元，約 10.84％，主要係預計利息收入減少所致。 

（六） 本年度勞務成本 1 億 9,713 萬 2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 億 9,029 萬 5

千元，增加 683 萬 7 千元，約 3.59％，主要係預計承辦漁業署計畫款

項支出增加所致。 

（七） 本年度其他業務支出 1,477 萬 7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280 萬元，

增加 197 萬 7 千元，約 15.45％，主要係預計漁船監控服務專款支出

經費增加所致。 

（八） 本年度其他勞務支出 212 萬 3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無列數增加 212 萬

3 千元，主要係民間專案款項支出經費增加所致。 

（九） 本年度管理費用 1,259 萬 4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228 萬 9 千元，

增加 30 萬 5千元，約 2.48％，主要係因應會務增加略微調增會務經費

所致。 

（十）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預計賸餘 0 元，與上年度預算數相同。 

二、現金流量概況 

（一）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81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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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64 萬 4 千元。 

（三）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減 145 萬 4 千元，係期末現金 2 億 759 萬元，較

期初現金 2 億 904 萬 4 千元減少之數。 

三、淨值變動概況 

本年度期初淨值 1 億 9,495 萬 2 千元，與期末淨值相同。 

  



16 
 

肆、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成果概述 

一、前(107)年度決算結果及成果概述 

(一)決算結果： 

1. 勞務收入決算數 1 億 9,308 萬 4 千元，較預算數 1 億 7,426 萬元，增

加 1,882萬 4千元，約 10.80％，主要係承辦漁業署計畫款項增加所致。 

2. 其他勞務收入決算數 80 萬元，與預算數 65 萬元，增加 15 萬元，約

23.08％，主要係辦理鬼頭刀漁業改進專案款項增加所致。 

3. 其他業務收入決算數 1,739 萬 7 千元，較預算數 1,291 萬 9 千元，增

加 447 萬 8 千元，約 34.66％，主要係漁船通訊服務費收入及外籍運

搬船註冊服務收入較預估增加所致。 

4. 業務外收入決算數 216 萬 5 千元，較預算數 179 萬 2 千元，增加 37

萬 3 千元，約 20.83％，主要係利息收入略增 12 萬 6 千元及新增其他

業務外收入 24 萬 7 千元所致。 

5. 勞務成本決算數 1 億 8,339 萬 5 千元，較預算數 1 億 6,582 萬 3 千元，

增加 1,757 萬 2 千元，約 10.60％，主要係承辦漁業署計畫項目增加所

致。 

6. 本年度其他業務支出決算數 1,251 萬 6 千元，較預算數 1,181 萬 5 千

元，增加 70 萬 1 千元，約 5.93％，主要係漁船通訊服務費支出較預

估增加所致。 

7. 本年度其他勞務支出決算數 51 萬 9 千元，較預算無列數，增加 51 萬

9 千元，係增加辦理鬼頭刀漁業改進專案及外籍魷釣船漁獲統計專案

之勞務支出增加所致。 

8. 管理費用決算數 896 萬 6 千元，較預算數 1,268 萬 3 千元，減少 371

萬 7 千元，約 29.31％，主要係撙節經費所致。 

9. 以上總收支相抵並計入營利所得稅 161 萬元後，計賸餘 644 萬元，較

預算數 0 元，增加 644 萬元，主要係辦理漁業署委辦計畫收入增加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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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執行成果概述：  

名稱 工作項目及實施內容 實施狀況及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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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歐盟：3/13-16 歐盟訪臺技

術性諮商會議、3/19-3/20 臺

歐盟技術性諮商總結會議、

3/21 臺歐盟高階會談、7/18
臺 歐 盟 雙 邊 視 訊 會 議 、

10/8-10 臺歐盟技術性諮商會

議、10/12 臺歐盟高階會談。

2. 臺日：1/10-12 臺日 VMS 資

料驗證會議、1/22-24 臺日海

洋事務合作對話漁業工作小

組第 11 次非正式會議、2/5
第 9 屆臺日漁業科研合作諮

商會議、2/6 第 9 屆臺日漁業

科研合作研討會、2/27-3/1 臺

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漁業工

作小組第 12 次非正式會議

3/5-3/7 第 7 次臺日漁業委員

會之第 2 次專家會議、

3/15-3/16 第 7 次臺日漁業委

員會、3/21-22 臺日鰻魚研商

會議、7/26 臺日鰻魚產業發

展座談會、9/10-9/11 臺日雙

邊會談、9/25-9/27 臺日鮪漁

業諮商會議、10/3 第 5 次臺

日 民 間 漁 業 協 議 會 議 、

10/15-17 第 8 次臺日漁業委

員會之專家會議、11/28-30
我漁船於釣魚臺周邊海域作

業研商會議、12/26-27 第 3
屆臺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之

非正式會議。 
3. 臺美：5/31 美國海洋哺乳動

物保護法視訊會議、7/24 臺

美漁業合作雙邊會談。 
4. 臺菲：3/12 臺菲有關促進漁

業事務執法合作協定第 4 次

技術工作小組會議、7/19 臺

菲雙邊會議、8/6-8/9 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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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工作項目及實施內容 實施狀況及績效 
納卯漁務訪問。 

5. 臺吉：6/7 臺灣與吉里巴斯共

和國政府漁業合作瞭解備忘

錄簽署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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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 對 區 域 性 漁 業 管 理 組 織

(RFMOs)及非 RFMOs 會議之有

關議題提供研究分析與建議：

(1) 準備 266 則 RFMOs 會議所

需資料，包括 CCSBT（17
則）、IATTC（17 則）、ICCAT
（35 則）、IOTC（65 則）、

NPFC（27 則）、SIOFA（2
則）、WCPFC（103 則）。

(2) 準備 28 則參加非 RFMOs
會議所需資料，包括 OECD
（20 則）、ICFA（3 則）、第

11 屆鰻魚非正式會議（1
則）、區域性日本鰻會議（1
則）、永續遠洋漁業國際研

討會（1 則）及我們的海洋

高峰會（2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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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員參加 23 項次管理性會議、9
項次科學性會議及 4 次其他相

關會議： 
(1) IATTC：第 93 屆年會。 
(2) ICCAT： 

A. 第一魚種小組期中會議。

B. 第二魚種小組期中會議。

C. 第 12 次整合監控措施工

作小組會議。 
D. SCRS 魚種小組會議暨全

席會議。 
E. 紀律次委員會暨第 21 屆

特別會議。 
(3) IOTC： 

A. 第 4 屆配額分配標準技術

次委員會暨第 1 屆績效評

估技術次委員會。 
B. 第 22 屆委員會暨相關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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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工作項目及實施內容 實施狀況及績效 
委員會會議。 

C. 方法論小組第 5 屆聯合

CPUE 分析會議。 
D. 第 14 屆資料蒐集暨統計

工作小組。 
E. 第 21 屆科學次委員會會

議。 
(4) NPFC： 

A. 第 3 屆技術暨紀律次委員

會議、財務及行政次委員

會第 2 屆會議及第 4 屆委

員會會議。 
B. 船舶註冊工作小組視訊會

議。 
C. VMS工作小組第 1次視訊

會議。 
D. VMS工作小組第 2次視訊

會議。 
E. 遵從評估工作小組第 1 次

視訊會議。 
F. 遵從評估工作小組第 2 次

視訊會議。 
G. 遵從評估工作小組第 3 次

視訊會議。 
H. 公海登檢視訊會議。 
I. 秘書處視訊會議。 

(5) CCSBT： 
A. 運作模式與管理程序非正

式技術會議暨第 23 屆延

伸科學委員會會議。 
B. 第 13 屆紀律次委員會及

第 25 屆年會。 
(6) SPRFMO：紀律暨技術次委

員會議及第 6 屆委員會會

議。 
(7) WCPFC 

A. 第 3 屆電子回報與監測工

作小組會議。 
B. 第 14 屆科學次委員會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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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工作項目及實施內容 實施狀況及績效 
C. 第 14 屆北方次委員會會

議暨太平洋黑鮪漁獲文件

機制技術會議。 
D. 第 14 屆技術與紀律次委

員會會議。 
E. 第 15 屆年會。 

(8) SIOFA：第 5 屆締約方會議。

(9) SPC：資源評估前準備會

議。 
(10) ISC： 

A. 統計工作小組會議。 
B. 魚種小組暨全席會議。

(11) OECD：漁業委員會第 121
屆會議。 

(12) 鰻魚養護管理會議： 
A. 第 11 次鰻魚資源養護與

管理國際合作非正式會

議。 
B. 區域性日本鰻會議。 

(13) ICFA：2018 年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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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度配合漁業署規劃，與萬

那杜、日本、庫克群島、祕魯、

吉里巴斯及韓國等訪台外賓交

流共 1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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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員協同漁業署進行 5 次宣導：

1. 1/4：至圍網公會宣導「鮪延

繩釣或鰹鮪圍網漁船赴太平

洋作業管理辦法條文更改事

宜」。 
2. 1/23：至圍網公會宣導「鮪延

繩釣或鰹鮪圍網漁船赴太平

洋作業管理辦法修訂草案」。

3. 11/29：至東港區漁會宣導「鮪

延繩釣或鰹鮪圍網漁船赴太

平洋作業管理辦法暨鮪延繩

釣漁船赴印度洋作業管理辦

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4. 12/13：至台灣區鮪魚公會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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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工作項目及實施內容 實施狀況及績效 
導「ICCAT 第 21 屆特別會議

通過之管理措施」。 
5. 12/27：至台灣區鮪魚公會宣

導「WCPFC 第 15 屆年會通

過之管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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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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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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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定期透過漁業署漁船動態管

理系統下載大型鮪釣漁船回

報之商業性資料，另彙整小型

鮪釣每月國內主要港口漁獲

卸售資料與代理商回報資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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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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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協會彙整上述資料後，與政

府、業界代表及有關學者專家

共同評估 106 年度遠洋鮪、魷

總漁獲量 570,409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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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彙整處理 107 年大型鮪釣三大

洋作業報表資料 266 冊、南方

黑鮪漁季期漁獲作業週報

15,417 筆。 
2. 遠洋鮪漁業作業報表資料處

理：整理 104-107 年大型鮪釣

三大洋作業報表漁獲資料暨體

長資料；處理 105-107 年南方

黑鮪漁獲資料；105-107 年圍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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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工作項目及實施內容 實施狀況及績效 

作業天、作業網次及作業海域

漁獲資料。 
3. 每日彙整大型鮪釣、鰹鮪圍

網、魷釣暨秋刀魚棒受網

e-logbook 回報資訊，以提供漁

業署相關安裝名單、回報況狀

與漁獲資訊。並進行漁獲資料

查核檢校。 
4. 完成 104-106 年大型鮪釣統計

年報、106 年圍網漁業統計年

報、106 年魷魡暨秋刀魚統計年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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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7 年太平洋回收 528 艘船作

業，共計 10 萬 5,665 筆資料，

印度洋回收 147 艘船作業，共

計 3 萬 7,817 筆資料，以 VMS
海上天數估算，太平洋的資料

回收率約 98%，印度洋的資料

回收率約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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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蒐集彙整小型鮪釣漁業

國外代理商資料共 1,078 筆。

4. 每日彙整小型鮪釣 e-logbook
回報資訊，以提供漁業署相關

安裝名單、回報況狀與漁獲資

訊。並進行漁獲資料查核檢

校。 
四、 參與國際漁業管理組織科學性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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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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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CSBT、NPFC、SPRFMO 等

RFMOs 之科學會議，協助撰

寫國家漁業報告。 
2. 本年度分別派員參加 9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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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工作項目及實施內容 實施狀況及績效 

RFMOs 科學性會議，並依照

國際組織規定完成8項漁業報

告及資料提送予 8個 RFMOs。
3. 與國內學者合作於國際漁業

組織提出報告 4 篇： 
(1) 於 ISC 黑鮪工作小組會議

提出有關黑鮪 CPUE 標準

化及漁獲體型報告共 1 篇。

(2) 於 IOTC熱帶鮪工作小組會

議提出有關大目鮪和黃鰭

鮪 CPUE 標準化報告 1 篇。

(3) 於 CCSBT 延伸科學委員會

會議提出 1 篇我國南方黑

鮪漁獲 CPUE 標準化報告。

(4) 於 NPFC 秋刀魚科學工作

小組會議提出 1 篇我國秋

刀魚資源評估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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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國內港口體長資料蒐集分別

為屏東東港 14,737 尾、宜蘭蘇

澳 14,069 尾，共計 28,806 尾。

2. 黑鮪親緣分析肌肉或硬棘樣

本採樣計 798 副。 
3. 年齡組成分析耳石樣本採集

計 300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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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度共召開 4 次鮪類虛擬研

究所會議，討論內容涵蓋 3 小組

漁業資料： 
1.太平洋漁業資料檢視。 
2. 印度洋漁獲資料檢視。 
3.大西洋鮪釣漁獲資料檢視。 
4.南方黑鮪漁業資料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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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組 
1. 發展 E-logbook 主魚種漁獲量

查核程序及方法，供整合系統

參考及建立類似查核機制。 
2. 配合整合系統建立漁船 CPUE
異常之檢核需求，提供分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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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工作項目及實施內容 實施狀況及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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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漁船組別之各管制魚種

CPUE 平均值及 3 倍標準差資

訊。 
漁船監控組 
1.提供 VMS 及 E-logbook 原始

電文資料供整合系統分析及

建立資料庫。 
2.即時更新 VMS 資料庫，以利

整合系統船位資訊比對。 
八、 遠洋觀察員資料檢校改善：評估

我國鮪延繩釣漁業之鮪旗類資源

及混或物種所需之觀察員資料檢

校。 

1. 累計校對 98 航次觀察員歸詢

完成之紀錄表及電子檔。 
2. 彙整觀察員資料，累計繪製

109 航次圖表供歸詢程序輔助

用。 
3. 邀請專家學者，召開 3 次觀察

員觀測資訊檢視會議，討論觀

察員航次歸詢資訊、鯊魚及海

鳥混獲相關物種資料等專題

分享，並與專家學者及觀察員

進行意見交流。 
4. 參與2次觀察員紀錄表填表說

明研修會議，以及研商提昇觀

察員報表校對歸詢速度會

議，提供改善建議與主管機關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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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協助政府監控、接收及處理

2,253 艘漁船VMS(包括各項船

位及電子漁獲回報)資訊，其中

包括 301 艘 100 噸以上遠洋鮪

釣船、105 艘遠洋魷釣暨秋刀魚

漁船、29 艘大型鰹鮪圍網漁

船、1,288 艘 100 噸以下鮪釣船

(包含台日重疊水域)、16 艘遠

洋漁獲物運搬船、60 艘兼營珊

瑚漁業漁船、18 艘養殖活魚運

搬船、234 艘娛樂漁船、86 艘

扒網漁船及其他 116 艘船舶。

2. 107 年協助 13 起漁船遇險事

件，透過電子郵件、傳真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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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工作項目及實施內容 實施狀況及績效 

機簡訊，提供即時密集的船位

予搜救單位及家屬。 
107年處理船位資料計1,399萬
6,964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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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提供網際網路船位查詢系統

給業者查詢 VMS 船位使用，

計有5萬7,216人次登入查詢。

2. 提供網頁版漁獲查詢系統供

業者查詢電子漁獲，計有 42
萬 6,971 人次登入查詢。 

3. 提供手機版 App 船位查詢系

統供業者更便利查詢船位，計

有 66 萬 6,445 人次登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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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協助維護漁業署、海巡署、基

隆漁業電台、蘇澳漁業電台及

東港漁業電台共計24部設備之

VMS 系統、專線及資料庫設

備。 
2. 開發及修改電子漁獲回報軟

體、改善管理版監控程式共計

5 套程式。 
四、 協助漁業署建置 24小時漁業監控

中心，以全天候監控我漁船動

向，落實 MCS 措施，並即時處理

我漁務事件。 

本協會協助漁業署成立監控中

心，聘用 19 位助理 24 小時輪班

監控我國漁船動態，並即時處理

相關漁務事件；另聘用工時人員

協助即時處理人工回報之船位

及漁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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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利率長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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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漁業署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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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業署透過計畫補助本協會人

事費用，協助協會長期即持續推

動各項工作，強化本協會組織功

能及人力資源，使其可有效地支

援漁業涉外事務之參與。 

其他政府指定

或委辦事項 
一、 辦理遠洋觀察員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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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7 年度預計聘僱觀察員 79
人，年初續聘 67 人，尚缺 12
人。為補足人數該年共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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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工作項目及實施內容 實施狀況及績效 
將蒐集之觀測資料整理建檔，以供

學者專家研究之用。 
3 梯次之公開招募、甄選及訓

練，107 年總招募人數為 24
人，含續聘人數 67 人，總聘

僱人數達 91 人，惟當年仍有

23 人遭退訓、資遣或自請離

職，致 107 年 12 月底尚在職

之觀察員總人數為 68 人。 
2. 107年度共派遣 120人次觀察

員出海執行觀測任務，其中太

平洋 83 人次(大目鮪船 11 人

次、長鰭鮪船 5 人次、小釣船

67 人次)，大西洋 14 人次(大
目鮪船 12 人次、長鰭鮪船 2
人次)，印度洋 23 人次(大目

鮪船 1 人次、南方黑鮪船 3
人次、油魚船 2 人次、小釣船

17 人次)，海上執行任務天數

共計 14,470 天，採集 3,861
個生物樣本及拍攝 28,637 張

照片。 
3. 完成遠洋漁業查報漁獲資料

庫之維護，並雇用按日計酬人

員匯入 102-107 年遠洋觀察

員所拍攝之魚種及混獲物種

照片 29,467 筆。 
4. 107 年度各洋區之觀察員涵

蓋率均超過 5%，符合區域性

漁業管理組織對觀察員涵蓋

率需達 5％以上之要求。 
 二、 辦理遠洋漁船卸魚資料登錄：配合

及利用政府建置之漁獲資料庫系

統，協助將遠洋漁船船主或船長於

國內外港口卸魚前提交之遠洋漁

船卸魚預報表及聲明書所載資

料，登錄於漁獲資料庫。 

為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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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度計聘僱 5 名助理，協助

執行遠洋漁船卸魚預報及聲明

資料登錄等相關工作。107 年度

登錄之卸魚預報表計 10,782
件，卸魚聲明書 8,079 件，合計

18,861 件。 
 三、 辦理國內漁港現場漁業事務：加強 1. 進行小型鮪釣洋區船團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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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工作項目及實施內容 實施狀況及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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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態清查，包含船團、洋區申

請、遠洋許可證申請(季節性

捕鯊組)、臺日作業漁船、非

捕撈鮪旗鯊漁船、季節性轉換

漁具漁船。 
2. 107 年 CT3、CT4 小型鮪釣船

團作業形態清查共計 1,004
艘，包含鮪旗鯊 799 艘、非鮪

旗鯊 134 艘、滯港及其他 23
艘、長期失聯 48 艘。 

3. 處理 VMS 進港關機報備共

726 件，斷訊通知共 3,150 件，

誤入 EEZ 通知共 989 件。 
4. 漁撈日誌紀錄本發放 1784
本，回收繳交 3074 次，登記

審查 980 航次。 
5. 協助處理轉載申報 108 件、轉

載確認 51 件。卸魚預報表共

816 件，卸魚聲明書共 430
件，卸售核銷申請書 89 件。

6. 協助107年度黑鮪作業申請及

CDS 標籤發放。總計回收實際

標籤 1,532 尾，發予虛擬標籤

4 尾，發出產證 1,467 尾。另

蘇澳黑鮪魚鰭採樣，計298副。

7. 蘇澳魚市場鮪旗鯊體長量測

共 12,385 尾及鯊魚辦別雌雄

數量共 2,502 尾。 
8. 協助 e-logbook 安裝及船長

(主)實機操作教學，計 248 艘。

9. 協助遠洋小型鮪釣漁業相關

法規宣導及沿近海鮪延繩釣

漁船作業管理辦法說明會

等，共計 7 場。 
10. 辦理 107 年度臺日海域作業

申請，計 94 艘；協助 108 年

遠洋小型鮪釣漁船赴洋區作

業申請，計 204 艘。 
 四、 赴國外港口協助進行檢查及監

卸：我國遠洋漁船漁獲物大都在國

1. 107 年派遣 2 人次偕同我國漁

業專員或檢查員，赴泰國普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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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工作項目及實施內容 實施狀況及績效 
外港口轉載或卸魚後直接輸銷第

三國，為強化我國漁獲物之查核機

制，我國已訂定「漁船於國外卸魚

或轉載應行遵守及注意事項」，公

告國外指定港口計 27 個，得視需

要派遣我國漁業專員或檢查員、指

定適當之第三公證單位進行港口

卸魚或漁獲轉載的檢查。 

港及斯里蘭卡可倫坡港等2處
國外指定港口，進行卸魚或漁

獲轉載檢查。 
2. 為避免由受檢漁船主直接與

執檢單位進行金流往來，本協

會接受漁業署委託代收、代付

公正第三方單位檢查我國籍

漁船及漁獲物所需費用，107
年計代收 65 艘漁船申請國外

港口卸魚或轉載查核所需費

用並代付予執檢單位。另依漁

業署指示代收代付 11 艘大釣

船於烏拉圭蒙特維多執行2個
月收照處分之查核費用。 

 五、 辦理重要國際漁業議題發展趨勢

分析計畫：透過蒐集整理與翻譯

RFMOs 會議通過之重要規定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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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ICCAT 2017 年通過之建/
決議案、SPRFMO 2017 年通過

之 決 議 及 養 護 管 理 措 施 、

CCSBT 2017 年通過之決議案、

IATT C2017年與 2018年通過之

決議案、WCPFC 2017 年通過之

決議及養護管理措施、NPFC 
2017 通過之決議及養護管理措

施，以及 IOTC2018 年通過之決

議案。 
 六、 辦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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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

過彙整及分析歐盟漁獲證明書雙

邊諮商案例、協助太平洋島國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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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之資訊，供我漁政單位參考。 

依計畫目標，完成蒐集及彙整有

關資訊。 

 七、 辦理典章制度法規及漁業相關文

件雙語化計畫：協助漁業署英譯所

選定的漁業相關法規，使非本國人

士能對我國漁業管理及法令架構

有所瞭解。另中譯外國漁業相關法

規或文件，俾讓我國漁業從業人員

有所依循，並作為我漁政機關訂定

完成英譯國內漁業相關法令共

25 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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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工作項目及實施內容 實施狀況及績效 
相關措施之參考。 

 八、 辦理各國漁業管理法規彙編計

畫：為了解其他國家漁業管理現

況，蒐集並中譯其他國家漁業法規

及漁業管理制度相關文件，供漁政

主管機關及漁業人參考。 

完成諾魯、庫克群島、吐瓦魯、

薩摩亞、斯里蘭卡、萬那杜、塞

昔爾及模里西斯等 8 國共 44 份

漁業法規及管理制度相關文件

之中譯。 
 九、 辦理我國導入全球永續水產倡議

（GSSI）體系之可行性評估計畫：

了解 GSSI 認證標準應用在臺灣漁

業的情形及未來可能影響，蒐集相

關資料並進行研究及分析。 

完成分析通過 GSSI 評效之水產

驗證計畫及區域性水產驗證計

畫之發展趨勢。 

 十、 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權益維護

及漁事作業查核 
1. 辦理2場漁事作業查核教育訓

練及1場國外經驗分享工作坊

(1) 4/25-27：漁工計畫教育訓

練。 
(2) 10/25-26：境外僱用非我國

籍船員權益維護及漁事作

業查核第 2 次專業訓練課

程。 
(3) 12/5：促進境外僱用非我

國籍船員權益維護國際經

驗分享座談工作坊。 
2. 完成訪談境外雇用外籍船員

547 人次。 
3. 完成 1 份「境外僱用外籍船員

問卷訪查專業分析報告」。 
 十一、 建置圍網漁船 FAD 衛星電浮標

監控系統 
完成下列事項： 
1. 設計及建置衛星電浮標監控

系統。 
2. 每週彙整所接收之衛星電浮

標資料供漁政單位查詢。 
 十二、 參與國際漁業組織與漁業資源

研究 
邀請 7位學者出席 9項國際漁業

組織相關會議。並透過參與國際

漁業組織會議，發表 14 篇書面

研究報告及與國際間進行漁業

科學合作。 
 十三、 辦理我國印度洋鮪延繩釣漁船

科學觀察員航次報告英譯及觀

測資料處理彙整計畫：為符合

接受漁業署委託針對 106 年至

107 年 25 份觀察員航次報告進

行檢視、英譯及資料處理，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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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工作項目及實施內容 實施狀況及績效 
IOTC 要求提交觀察員航次報

告，漁業署委託本協會針對我國

印度洋鮪延繩釣漁船科學觀察

員航次報告進行英譯及觀測資

料處理彙整工作，俾依規定向

IOTC 秘書處提交觀察員航次

報告。 

後之觀察員報告經漁業署審核

通過業已全數提交 IOTC 秘書

處。 

 十四、 R 語言在遠洋漁業統計及資料檢

查之運用：配合 RFMOs，提高

漁獲統計資料的精確度，應用 R
語言套件，開發程式處理遠洋漁

業資料統計運用，與國際漁業統

計分析同步。 

1. 應用 R 語言，處理遠洋漁業資

料，進行 e-logbook 即時檢查，

並與國內學者合作，處理漁船

作業目標魚種群集分析，應用

在資料彙算、繪製統計圖表以

及 GIS 資訊應用呈現。另為提

升 R 語言在漁業統計上之應

用及培育漁業資源評估相關

人才，107 年辦理下述 2 場研

習工作坊： 
(1) 10/5 作業層級資料 R 程式

碼解析及 R 語言在漁船作

業目標魚種群集分析之應

用。 
(2) 11/23利用R語言進行數據

探索性分析影響 CPUE 重

要因子及 R 語言應用在

CPUE 標準化─模式套適

及診斷。 
2. 另派員參與第 5 屆 IOTC 聯合

CPUE 工作小組會議及台日海

鳥混獲研究交流工作坊，與國

際鑽研 R 語言使用者交流。 
 十五、 第九屆臺日漁業科研合作諮商會

議暨研討會 
臺日雙方於 107年 2月 5日召開

臺日漁業科研合作諮商會議，6
日舉行臺日漁業科研合作研討

會暨諮商會議。雙方會中分享近

期合作研究資訊，就鮪漁業、太

平洋秋刀魚漁業、鰻魚資源生態

與養殖、水產生態標章、養殖石

斑魚疫病防治、鰹魚標誌放流現

況及研究等議題交換意見。 



31 
 

名稱 工作項目及實施內容 實施狀況及績效 
 十六、 辦理提升海洋漁獲衛生可追溯機

制計畫：強化我國籍漁船符合歐

盟衛生管理規定，推廣及補助漁

船安裝連續溫度記錄器費用，有

助於建構海洋漁獲運銷設施及衛

生安全機制。 

為強化我國籍漁船符合歐盟衛

生管理規定，推廣及補助漁船安

裝連續溫度記錄器費用，107 年

完成輔導及補助 15 艘漁船裝設

連續溫度記錄器，因本補助案為

業者自願性申請，本年度補助船

數未達原訂目標 42 艘。  
 十七、 協助學者專家參與國際漁業會議

之計畫 
研提學者出席國際組織會議補

助單一計畫，包括 15 項次管理

性會議及 12 項次科學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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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年度(108)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截至108年6月30日止執行情形） 

   (一)預算執行情形： 

1. 勞務收入執行數 6,702 萬 7 千元，較預算數 1 億 9,775 萬 2 千元，減

少 1 億 3,072 萬 5 千元，約 66.10％，主要係承辦漁業署各計畫視執行

進度申請各期計畫款項所致。 

2. 其他勞務收入執行數 0 元，較預算數 80 萬元，減少 80 萬元，約 100

％，主要係鬼頭刀漁業改進專案及外籍魷釣船資料處理專案款項尚待

撥入所致。 

3. 其他業務收入執行數 1,587 萬 6 千元，較預算數 1,496 萬元，增加 91

萬 6 千元，約 6.12％，主要係漁船通訊服務費及外籍運搬船註冊服務

收入增加所致。 

4. 業務外收入執行數 115 萬 7 千元，較預算數 187 萬 2 千元，減少 71

萬 5 千元，約 38.19％，主要係下半年利息收入尚未實現。 

5. 勞務成本執行數 6,920 萬 7 千元，較預算數 1 億 9,029 萬 5 千元，減

少 1 億 2,108 萬 8 千元，約 63.63％，主要係計畫實支款項視進度陸續

撥付所致。 

6. 其他業務支出執行數 683 萬 6 千元，較預算數 1,280 萬元，減少 596

萬 4 千元，約 46.59％，主要係下半年行政費用未支出所致。 

7. 管理費用執行數 489 萬 9 千元，較預算數 1,228 萬 9 千元，減少 739

萬元，約 60.14％，主要係因各國際會議多在下半年度召開，預算所

編國外旅費上半年使用較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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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結餘 311 萬 8 千元，較預算賸餘數 0 元，增加

311 萬 8 千元，主要係下半年相關費用尚待支出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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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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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 邊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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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漁業署指示，上半年派員協助處理下列

雙邊事宜： 
1. 臺巴紐: 2/25-26 漁業 MOU 技術討論

會議。 
2. 臺菲: 2/25-28 漁業執法合作協定技術

工作小組第 5 次會議。 
3. 臺日：3/5-3/7 第 8 次臺日漁業委員會

相關會議、3/24-3/28 海洋事務合作對

話漁業工作小組第 15 次非正式會議

及第 8 次臺日漁業委員會第二輪會

議、3/29 臺日鰻魚雙邊會談、4/9-4/11
第 8 次臺日漁業委員會第三輪會議、

5/23 2019 年臺日鰻魚業貿易會議、

6/3-6/5 2019 年臺日漁業科研合作諮

商會議暨研討會、6/4 臺日漁業會談。

4. 臺歐盟：3/11-14 打擊 IUU 漁業雙邊會

議。 
5. 臺美：3/18臺美 VMS技術會談、6/9-15

臺美漁業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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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上半年派員參加 11 次區域性漁業管理

組織（RFMOs）相關會議，包括： 
(1) SPRFMO 紀律暨技術次委員會及

第七屆委員會(1/17-29) 。 
(2) IOTC 第 5 屆配額分配標準技術次

委員會暨第 2屆績效評估技術次委

員會會議(3/9-17) 。 
(3) NPFC 遵從評估工作小組視訊會議

(3/12) 。 
(4) NPFC 執法工作小組視訊會議

(3/27) 。 
(5) ICCAT 第 13 次整合監控措施小組

會議(3/31-4/6) 。 
(6) NPFC 遵從評估工作小組視訊會議

(5/1) 。 
(7) NPAFC 第 27 屆年會(5/11-21) 。 
(8) NPFC VMS CMM 視訊會議(6/6) 。
(9) IOTC 第 23 屆年會暨相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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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稱 
工作項目及實施內容 計畫執行成果 

(6/9-21) 。 
(10) NPFC VMS CMM 視 訊 會 議

(6/25) 。 
(11) SIOFA第 6屆締約方大會暨相關次

委員會(6/27-7/5) 。 
2. 上半年派員參加 2 次非 RFMO 會議，

包括： 
(1) 國際漁業監控管理網路第六屆國

際 漁 業 執 法 訓 練 工 作 坊 會 議

(2/17-23) 。 
(2) 第 12 次鰻魚資源養護與管理國際

合作非正式會議(4/17-20)。 
3. 上半年配合漁業署規畫，與日本、巴布

亞紐幾內亞、法國、歐盟、美國

(NOAA) 等訪台外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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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於下半年配合 RFMOs 會議期程，向漁

民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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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無漁船主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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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無漁船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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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作業動態。 

108 年 6 月底協助政府監控管理 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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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船位通知(如漁

船越界)、追蹤船位回報情形、緊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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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稱 
工作項目及實施內容 計畫執行成果 

追蹤漁船遭難事件、提供技術支援服務及

電子漁獲回報資料統計查詢等： 
1. 監控漁船種類包括：305 艘 100 噸以上

遠洋鮪延繩釣船；102 艘遠洋魷釣暨秋

刀魚棒受網漁船；30 艘大型鰹鮪圍網

漁船；1289 艘 100 噸以下鮪延繩釣（包

含臺日漁業協定水域)；12 艘遠洋漁獲

物運搬船；兼營珊瑚漁業漁船 59 艘、

養殖活魚運搬船 17 艘、娛樂漁船 238
艘及扒網船 86 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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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6 月底共計 4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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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透過網際網路查詢 VMS 船位：108 年

6 月底共計 21,466 人次登入使用上網

查詢船位功能。 
2. 透過手機 APP 查詢 VMS 船位暨漁

獲：108 年 6 月底共計 210,606 人次登

入使用。 
3. 透過網際網路查詢 VMS 所回報之漁

獲：108 年 6 月底上網登入次數計

198,495 人次。 
三、 協助維護漁業署及其

他監控站之 VMS 資料

庫及提供技術諮詢服

務。 

協助維護漁業署、海巡署、基隆漁業電臺

及東港漁業電臺共 11 部設備之 VMS 系

統、專線及資料庫設備。 

四、 協助漁業署建置 24 小

時漁業監控中心，另聘

雇暨訓練 19 名人員並

派駐於漁業監控中

心，全天候監控我漁船

動向，落實 MCS 措

施，並即時處理我漁務

事件。 

1. 辦理監控人員缺額補聘 3 次；工時人

員 2 次。 
2. 排定 1-6 月各月輪值班表。 
3. 辦理新進人員教育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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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8 年度預計聘僱 79 位觀察員執行海

上觀測及採樣工作，年初續聘 68 位觀

察員，於 4 月新聘 10 位觀察員，並進行

訓練事宜，此期間陸續有 8 位觀察員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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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稱 
工作項目及實施內容 計畫執行成果 

測資料整理建檔，以供學者

專家研究之用。 
職，至 6 月底人數為 70 人。 

2. 108 年 1 至 6 月計派遣 69 人次觀察員出

海執行觀測任務，海上值勤天數達 6,587
天。至 6 月底在海上有 39 人，其中太平

洋 22 人(大目鮪船 3 人、長鰭鮪船 3 人、

小釣船 16 人)，大西洋 4 人(大目鮪船 1
人、長鰭鮪船 3 人)，印度洋 13 人(油魚船

1 人、南方黑鮪船 6 人、小釣船 6 人)。 
3. 在生物採樣數方面，108 年 1 至 6 月共

計採集 1,128 個生物樣本；另進行魚體

拍照計 12,769 張照片，所拍攝之魚體

照片將鍵入資料庫中，供魚種辨識及查

詢所需。 
遠 洋 漁 業

漁 獲 資 料

蒐集、彙整

及 統 計 分

析 

一、 評估鮪、魷漁業年度漁

獲量：彙整魷釣暨秋刀

魚棒受網漁業、大型鰹

鮪圍網、大型鮪釣、小

型鮪釣、之商業性交易

資料、卸魚轉載運搬申

報、魚貨託運回台、市

場國銷售紀錄及業者電

子漁獲回報(e-log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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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遠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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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蒐集分析小型鮪釣船

作業資料：以國內外小

型鮪釣船為對象，整合

其活動資訊，建立小釣

1. 上半年彙整前一年度魷釣暨秋刀魚棒

受網、鰹鮪圍網、大型鮪釣及小型鮪

釣漁業別資料後，與政府、業界代表

及有關學者專家共同評估 107 年度遠

洋鮪、魷總漁獲量 619,902 公噸。 
2. 上半年彙整處理遠洋鮪釣三大洋作業

報表資料 180 冊、南方黑鮪漁季漁獲

作業回報 4,614 筆；整理三大洋大釣船

近三年作業報表漁獲資料暨體長資

料，另處理 E-logbook 人工修正補報漁

獲資料 1,445 筆(未包括重複修正)。 
3. 108年處理小釣船近三年所回收842艘

船作業資料，共計 16,186 航次，其中

太平洋水域 14,722 航次、印度洋水域

1,464 航次。兩洋區共計 334,020 筆資

料。 
4. 上半年派員參加 2 項科學會議包括：

(1) 太平洋共同體秘書處(SPC)資源評

估前準備會議(3/30-4/6) 。 
(2) 印度洋鮪類委員會(IOTC)第6屆鮪

延繩釣漁業熱帶鮪類 CPUE 標準

化研討會聯合會議(4/26-5/6)。 
5. 上半年蒐集國內港口主要漁獲生物資

料：東港地區8,043尾及蘇澳地區8,511
尾；另黑鮪進行生物樣本採樣，採集

耳石 300 組，肌肉/硬棘 800 份。另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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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稱 
工作項目及實施內容 計畫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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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持續黑鮪親緣分

析所需生物樣本(尾鰭

棘條)採樣。 
六、 協助鮪類虛擬研究所

運作：配合辦理鮪類虛

擬研究所各研究小組會

議及準備相關漁業資料

及資訊。 
七、 海洋漁業資料品質改

善：提升我國鮪延繩釣

漁業之鮪旗類資源評估

及混獲物種研究所需之

觀察員資料品質。 

集秋刀魚樣本 520 尾與印度洋小型鮪

延繩釣漁船魚種別漁獲物處理還原係

數資料蒐集 2,272 尾。 
6. 上半年召開 6 次 VTI 會議，包括： 

(1) 遠洋鮪延繩釣漁業漁獲體長資料

蒐集數量暨資料品質檢視會議

(1/9) 。 
(2) 南方黑鮪漁業資料檢視會議

(4/17) 。 
(3) 太平洋漁業資料檢視會議(4/25) 。
(4) 大西洋鮪釣漁獲資料檢視會議

(5/8) 。 
(5) 魷釣暨秋刀魚漁業資料檢視會議

(5/30) 。 
(6) 印度洋漁獲資料檢視會議(6/26)。

7. 為改善遠洋觀察員觀測資料品質及觀

察員報表填寫便利性，並落實觀察員

觀測資料檢校程序，上半年執行工作

包括： 
(1) 參與觀察員紀錄表填表說明研

修會議並同步修正觀察員紀錄表電

子輸入程式；另為因應 SPRFMO 派

遣觀察員需求，協助制訂魷釣觀察

員紀錄表。 
(2) 累計校對 33 航次觀察員歸詢完

成之紀錄表及電子檔。 
(3) 彙整觀察員資料，累計繪製 18

航次圖表供 debriefing 輔助用。 
(4) 邀請專家學者，辦理 1 次觀察員

觀測資訊檢視會議及 1 次衛星籤標

識放流在職訓練。 
(5) 維護資料庫，累計匯入 45 航次

觀察員歸詢完成之電子檔。 
(6) 2009-2019 上半年三大洋觀察員

填報航次資料品質檢測及評等分

級，太平洋(282 航次)、印度洋(197
航次)及大西洋(178 航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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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稱 
工作項目及實施內容 計畫執行成果 

赴 國 外 港

口 協 助 進

行 檢 查 及

監卸 

我國遠洋漁船漁獲物大都在

國外港口轉載或卸魚後直接

輸銷第三國，為強化我國漁

獲物之查核機制，配合漁業

署視需要派員至我國公告之

國外指定港口進行港口卸魚

或漁獲轉載的檢查。 

上半年未接獲漁業署指示辦理。 

國 內 漁 港

現 場 漁 業

事務 

一、 持續清查實際捕撈鮪

旗鯊漁船清單並辦理

洋區作業申請及協助

核發相關作業證明

書。輔導業者安裝電子

漁獲回報系統並教授

回報軟體操作。作業紀

錄表回收及審查工

作，以及轉載、核銷、

返台等申請案之前端

審查文件處理，推動漁

獲聲明、預報、速報等

填報與審查機制。 
二、 配合執行黑鮪 CDS 制

度及國內港口採樣。 
三、 宣導 VMS 安裝回報，

並配合漁船監控中心

執行港口現場即時查

核事務；執行巡港及查

核 VMS 進港報備關

機；訪談相關業者即時

回報各項輿情；協助法

規宣導及各項相關講

習課程。 

1. 洋區作業申請及協助核發相關作業證

明書：遠洋作業核發 689 艘、黑鮪作業

申請 491 艘。 
2. 電子漁獲回報輔導及教學：東港 36 艘

次、蘇澳 53 艘次。 
3. 漁獲相關資料回收：作業報表回收蘇澳

118 航次，東港 884 航次；沿近海漁船

速報收件 63 件。卸魚與轉載申報：東

港 711 件，蘇澳 141 件。 
4. 黑鮪 CDS 相關業務：協助 218 艘開列

CDS，體長、體重採樣計 1,359 尾。 
5. VMS 船位斷訊清查 1,386 件(協助監控

中心清查案件約佔四成)。報准 VMS
關機或延長關機時間申請，計 453 件。

6. 電子漁獲回報修正及補報之傳真日報

表收件，東港 332 件，蘇澳 151 件。

參 與 國 際

組織 
本計畫旨在協助我國資源評

估學者或專家參與 RFMOs
所舉行之科學或相關會議。

108 年度規劃提供差旅費予

15 人次學者專家，參與

RFMOs 召開之有關會議。

上半年已邀請 10 人次專家學者出席 9 項

國際漁業組織會議，包括： 
1. IATTC 延繩釣研討會(2/11-2/15)。
2. ISC 北太平洋長鰭鮪管理策略評

估暨資源評估模型發展研討會及

第 4 屆管理者管理策略評估研討

會(2/26-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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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稱 
工作項目及實施內容 計畫執行成果 

3. NPFC 生物參考點(BRP)/漁獲控

制 規 定 (HCR)/ 管 理 策 略 評 估

(MSE)研討會及第 4 屆秋刀魚資

源 評 估 技 術 工 作 小 組 (TWG 
PSSA4)會議(3/4-3/9) 。 

4. ISC 太平洋黑鮪親緣基因分析研

究研討會(3/16-3/17) 。 
5. ISC 太平洋黑鮪工作小組會議

(3/18-3/22) 。 
6. IOTC 鮪延繩釣漁業單位努力漁

獲量標準化研討會(4/28-5/3) 。 
7. IATTC 混獲工作小組、 IATTC 

SAC10、ISC 太平洋黑鮪非正式諮

商會議、ISC 太平洋黑鮪管理策

略評估工作坊(5/11-5/21) 。 
8. ISC 紅肉旗魚資源評估會議

(5/8-5/15) 。 
9. ICCAT 黃鰭鮪資源評估會議

(7/8-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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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推廣及輔導漁船裝設連續溫度記

錄器補助原則漁業署尚未核定，將於核定

後通知各漁會及漁業團體，並協助及輔導

漁民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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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6 月登錄之卸魚預報計 4,674
件、卸魚聲明 3,515 件、轉載預報 6,247
件、轉載確認 2,941，合計 17,377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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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我漁政單位在釐定相關漁

業管理措施之參考。 

上半年編譯 3 個 RFMOs 建、決議文件計

20 則 10.6 萬字，並上傳至本協會網頁，

下半年預計再編譯 5 個 RFMOs 所通過之

建決議案供大眾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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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工作項目及實施內容 計畫執行成果 

各國漁業

管理法規

彙編 

蒐集與翻譯其他國家漁業法

規及漁業管理制度相關文

件，並追蹤更新及彙編成

冊，以供我國漁政主管機關

及漁業相關人士參考。 

上半年依計畫目標，已完成 3 個國家之漁

業相關法規之蒐集與編譯，包括諾魯、吐

瓦魯及吉里巴斯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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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譯我國漁業法規

共 19 項，約 101,963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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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及定期上傳更新與維護

網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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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外僱用

非我國籍

船員權益

維護及漁

事作業查

核 

透過漁事作業查核境外僱用

之外籍漁工，了解並查核「境

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及

管理辦法」規範之執行情

形，以增進境外僱用外籍漁

工之人權及使勞動權受到相

關法規之保障。 

上半年已完成中、英、印尼、菲、越五國

語言版本之境外僱用外籍船員權益宣導

影片並提供漁業署，以及訪查遠洋漁船計

38 艘次，共 202 名境外僱用外籍船員。



 
 

 
 
 
 
 
 
 
 
 
 
 
 
 
 
 
 
 

主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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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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年度決算數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減-）數
說 明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收入             
  

211,282 98.99% 業務收入     224,957 99.26% 213,512 99.13% 11,445 5.36% 

193,084 90.46%    勞務收入 204,997 90.46% 197,752 91.81% 7,245 3.66%

800 0.37%    其他勞務收入 3,100 1.37% 800 0.37% 2,300 287.50%   

0      受贈收入 1,000   0   1,000     

17,398 8.15%    其他業務收入 15,860 7.00% 14,960 6.95% 900 6.02%   

2,165  1.01% 業務外收入 1,669 0.74% 1,872 0.87% -203 -10.84%   

1,918 0.90%    財務收入 1,669 0.74% 1,872 0.87% -203 -10.84%   

247 0.12%    其他業務外收入 0 0.00% 0 0.00% 0   
  

213,447 100.00%    合      計 226,626 100.00% 215,384 100.00% 11,242 5.22%
  

        

  支出             

205,396 96.23% 業務支出   226,626 100.00% 215,384 100.00% 11,242  5.22% 

183,395 85.92%    勞務成本 197,132 86.99% 190,295 88.35% 6,837 3.59%
  

12,516 5.86%    其他業務支出 14,777 6.52% 12,800 5.94% 1,977 15.45%
  

519 0.24%    其他勞務支出 2,123 0.94% 0 0.00% 2,123   
  

8,966 4.20%    管理費用 12,594 5.56% 12,289 5.71% 305 2.48%
  

1,610  0.75% 所得稅費用 0    0    0    
  

207,006 96.98%    合      計 226,626 100.00% 215,384 100.00% 11,242 5.22% 
  

                  

6,441  3.02% 本期賸餘(短絀-) 0 0.00% 0 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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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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預    算    數   說            明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稅前賸餘(短絀) 0   

    利息股利之調整   

        利息收入 -1,669   

    未計利息股利之稅前賸餘(短絀) -1,669   

    調整非現金項目：   
  

        折舊 9   

        應收款項增加 -828   

        預付款項增加 -587   

        短期墊款減少 346   

        應付款項增加 542   

        預收款項減少 -292   

    未計利息股利之現金流入(流出) -2,479
  

    收取利息 1,669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810 
  

    籌資活動現金流量 
  

        什項負債減少 -644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644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1,454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209,044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207,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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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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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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30,000    

    創立基金 10,000  0 10,000    

    其他基金 120,000  0 120,000    

累積餘絀(-) 64,952  0 64,952    

累積賸餘 64,952  0 64,952    

合計 194,952  0 194,952    

          

 



 
 



 
 

 
 
 
 
 
 
 
 
 

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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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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年度決算數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說               明 

211,282 業務收入 224,957 213,512   
193,085  勞務收入 204,997 197,752

153,161 委辦計畫 166,091 160,673 承辦政府機關年度委辦計畫，預估計有：漁船

監控系統計畫 3,220 千元，重要國際漁業議題

發展趨勢分析 1,835 千元，遠洋漁業漁獲資料

蒐集、彙整及統計分析計畫 12,023 千元，台

灣小型鮪延繩釣資料系統之建立計畫 3,447

千元，國內漁港現場漁業事務處理計畫

18,200 千元，娛樂漁業漁船監控系統計畫 850

千元，活魚運搬船動態管理系統維護計畫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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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0 千元，典章制度法規及漁業相關文

件雙語化計畫 298 千元，遠洋漁船卸魚資料登

錄計畫 5,490 千元，漁業監控中心及漁務事務

應變處置計畫 15,840 千元，提升我國遠洋漁

業觀察員涵蓋率計畫 90,120 千元，境外僱用

非我國籍船員權益維護及意向調查計畫

9,557 千元，強化調查我國人投資經營非我國

籍漁船情形計畫 2,040 千元等計畫。 

39,924 補助計畫 38,906 37,079 接受政府機關年度補助計畫，預估計有：海洋

漁業資料改善研究計畫 3,450 千元，國際漁業

組織合作研究計畫之參與計畫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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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海洋漁獲衛生可追溯機

制計畫 1,120 千元，設計建構與部署新世代海

洋資訊系統計畫 881 千元，各國漁業法規彙編

計畫 1,648 千元，我國導入全球永續水產倡議

(GSSI)體系之可行性評估計畫 1,126 千元，R

語言在遠洋漁業統計及資料檢查之運用計畫

1,000 千元，提高遠洋漁船船位回報頻率暨強

化監控管理 11,771 千元等計畫。 

800   其他勞務收入 3,100 800 新港漁會鬼頭刀專案勞務收入 600 千元，外籍

魷釣船漁獲資料處理專案(含電子漁獲日誌建

置及資料處理)勞務收入 1,500 千元，中華台

北信託基金勞務收入 1,000 千元。 

0   受贈收入 1,000 0 業界捐贈款項。 

17,397   其他業務收入 15,860 14,960 辦理漁船通訊服務專案收入 12,800 千元，

外籍運搬船註冊服務收入 3,000 千元(100

艘) ，船位資料處理收入 60 千元。 

2,165 業務外收入 1,669 1,872   

1,918   財務收入 1,669 1,872 基金孳息收入。 

247   其他業務外收入 0 0   

213,447 總    計 226,626 215,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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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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年度決算數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說                   明 

205,396 業務支出 226,626 215,384   

183,395 勞務成本 197,132 190,295 本年度預算數 197,132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90,295

千元，增加 6,837 千元，主要係委辦計畫增列 5,010

千元、補助計畫增列 1,827 千元，計畫明細如： 

1.委辦計畫預估包括：漁船監控系統計畫 2,233 千元，

重要國際漁業議題發展趨勢分析 1,721 千元，遠洋漁

業漁獲資料蒐集、彙整及統計分析計畫 10,894 千元，

台灣小型鮪延繩釣資料系統之建立計畫 2,695 千元，

國內漁港現場漁業事務處理計畫 17,025 千元，娛樂漁

業漁船監控系統計畫 705 千元，活魚運搬船動態管理

系統維護計畫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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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0 千元，典章制度法規及漁業相關文件雙

語化計畫 235 千元，遠洋漁船卸魚資料登錄計畫 5,219

千元，漁業監控中心及漁務事務應變處置計畫 15,111

千元，提升我國遠洋漁業觀察員涵蓋率計畫 89,009 千

元，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權益維護及意向調查計畫

8,557 千元，強化調查我國人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情

形計畫 1,696 千元等計畫。2.補助計畫預估包括：海

洋漁業資料改善研究計畫 3,450 千元，國際漁業組織

合作研究計畫之參與計畫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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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海洋漁

獲衛生可追溯機制計畫 1,120 千元，設計建構與部署

新世代海洋資訊系統計畫 881 千元，各國漁業法規彙

編計畫1,648千元，我國導入全球永續水產倡議(GSSI)

體系之可行性評估計畫 1,126 千元，R語言在遠洋漁業

統計及資料檢查之運用計畫 1,000 千元，提高遠洋漁

船船位回報頻率暨強化監控管理 11,771 千元等計畫。

143,444 委辦計畫 158,226 153,216

120,739 人事費 140,216 132,655

22,492 業務費 17,810 20,486

213 設備費 200 75

39,951 補助計畫 38,906 37,079

21,143 人事費 21,410 21,444

9,221 業務費 9,046 14,215

8,912 差額補貼 8,000 1,420

675 補助費-資本門 450 0 

        

12,516  其他業務支出 14,777 12,800 預計辦理漁船監控服務專案支出。 

6,322 人事費 7,727 6,318   

6,194 業務費 7,050 6,482   

519  其他勞務支出 2,123 0 新港漁會鬼頭刀專案勞務支出 600 千元，外籍魷釣船

漁獲資料處理專案(含電子漁獲日誌建置及資料處理)

勞務支出 523 千元，中華台北信託基金勞務支出 1,000

千元。 

514 人事費 1,527 0 

5 業務費 596 0 

8,966  管理費用 12,594 12,289   

5,429 人事費 6,316 6,271 會務人員薪俸，勞健保費，退職金。 

2,143 業務費 3,528 3,468 執行業務相關費用。 

1,353 旅運費 2,050 1,850 執行業務國內外旅費。 

0 補助費 600 600 補助對外漁業合作及被扣遭難船員遣返費。 

0 物品費 50 50 執行業務各項物品。 

41 維護費 50 50 設備及公務車維修。 

1,610 所得稅費用 0 0   

207,006 總    計 226,626 215,384   



 
 

 
 
 
 
 
 
 
 

參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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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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107 年(前年) 

12 月 31 日實際數 
科        目 

109 年 12 月 31 日

預計數 

108 年(上年) 

12 月 31 日預計數 
比較增(減-）數 

資           產 

255,404 流動資產 253,180 253,565 -385 

224,793 現金 207,590 209,044 -1,454

17,879 應收款項 22,190 21,362 828

936 預付款項 12,000 11,413 587

11,796 短期墊款 11,400 11,746 -346

146 固定資產 128 137 -9 

146 機械及設備 128 137 -9

1 其他資產 1 1 0 

1 什項資產 1 1 0

255,551 資 產 合 計 253,309 253,703 -394 

負       債 

38,098 流動負債 35,500 35,250 250 

25,358 應付款項 23,500 22,958 542

12,740 預收款項 12,000 12,292 -292

22,501 其他負債 22,857 23,501 -644 

22,501 什項負債 22,857 23,501 -644

60,599 負 債 合 計 58,357 58,751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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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52 累積餘絀(-) 64,952 64,952 0 

64,952 累積賸餘 64,952 64,952 0

194,952 淨 值 合 計 194,952 194,952 0 

255,551 負債及淨值合計 253,309 253,703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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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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 

 單位：人

職     稱 本年度員額預計數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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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秘書組、業務組、資訊組、漁船監控組各列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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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組及漁船監控組各列副組長 1人，協助該組

組長辦理工作之規劃、執行、監督及管理安排等

事宜。 

專員 6 漁船監控組 1人，機房管理維護工作；秘書組 2

人，1人辦理觀察員涵蓋率計畫事宜另 1人為本

協會主辦會計；業務組 1人，參加國際會議等相

關任務；資訊組 2人，執行遠洋鮪延繩釣漁獲統

計及港口採樣等工作。 

組員 10 業務組 1人，執行業務組承辦計畫；漁船監控組

2人，執行漁船監控系統計畫及資料庫撰寫維護

等工作；資訊組 7人，執行遠洋鮪延繩釣漁獲統

計及港口採樣等工作。 

辦事員 3 增加協會辦事員 3人：秘書組 1人，辦理人事相

關事宜；業務組 1人，執行業務組承辦計畫；漁

船監控組 1人，執行漁船監控組承辦計畫。 

計畫及專案助理 95 承辦漁業署各項計畫 92 人(其中境外僱用非我

國籍船員權益及意向調查計畫增列 5人，新增強

化調查我國人投資非我國籍漁船情形計畫編列

3人)及本協會專案助理 3人。 

遠洋漁船觀察員 79 承辦漁業署[提升我國遠洋漁業觀察員涵蓋率計

畫]之遠洋漁船觀察員 79 人。 

總       計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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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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目名稱 

 
 
 職稱 

薪資 
超時工

作報酬 
津貼 獎金

退休

金、卹償

金及資

遣費 

分攤保

險費 
福利

費 
團體意

外保險 
總計 

執行長 1,426 99 297 87 115  2 2,026

組長 
(4 位) 

4,010 244 835 247 375  8 5,719

副組長 
(2 位) 

1,775 105 370 110 177  4 2,541

專員 
(6 位) 

5,101 271 1,063 313 519  13 7,280

組員 
(10 位) 

7,411 409 1,429 458 807  21 10,535

辦事員 
(3位) 

1,637 28 273 100 208  6 2,252

助理 
(95位) 

47,511 2,669 5,939 2,918 6,103  196 65,336

遠洋漁業觀

察員(79位) 
60,534 4,503 5,820 3,869 6,781  0 81,507

總計 129,405 8,328 16,026 8,102 15,085  250 177,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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