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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CCSBT 生態相關物種措施 

與其他鮪類 RFMO 措施協調一致之決議 

（2021 年 10 月 11-13 日第 28 屆年會更新） 

南方黑鮪保育委員會（CCSBT）延伸委員會， 

憶起第 5 屆漁業策略管理工作小組會議之決定，創設一用以要求 CCSBT 會員

遵守其他鮪類 RFMO 生態相關物種（ERS）措施之 CCSBT 決議，以發展一套

對 CCSBT 會員具有法律約束力且毋須重複其他鮪類 RFMO 努力之 ERS 措施。 

注意到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養護和管理跨界魚類種群與

高度洄游魚類種群規定之執行協定，以及各個區域鮪漁業管理組織間進行合作與

確保養護管理措施一致之必要性。 

關切部分海鳥物種，尤其是信天翁及海燕，正面臨全球性滅絕之威脅。 

留意到南方黑鮪漁撈亦能引起對其他物種如海龜、鯊魚及鯨魚的意外傷害。 

進一步憶起 CCSBT 公約第 5 條第 2 款規定各國應迅速提供資料予 CCSBT，尤

其是生態相關物種。 

決心減緩南方黑鮪漁撈對生態相關物種之意外傷害。 

注意到 2007 年 1 月 26 日神戶鮪類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聯合會議中同意，與其他

負責國際漁業管理之組織協調一致養護管理措施的重要性。 

重申 2007年 7月 3日至 6日在東京召開之第 7屆生態相關物種工作小組（ERSWG）

會議之建議，會員及合作非會員將就其等在南方黑鮪漁業中與生態相關物種之互

動，向 ERSWG 提交國家報告。 

依據 CCSBT 公約第 8 條第 3 款(b)目之規定，同意： 

1. 就本 CCSBT 決議而言： 

a) 「印度洋鮪類委員會管轄水域」係指印度洋鮪類委員會創設協定第 2 條規

定之水域； 

b) 「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公約水域」係指中西太平洋高度洄游魚類種群養

護與管理公約第 3 條規定之水域； 

c) 「國際大西洋鮪類資源保育委員會公約水域」係指大西洋鮪類保育國際公

約第 1 條規定之水域； 

d) 上述 a)至 c)定義之水域係指「各個委員會之管轄水域」，在此統稱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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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水域」； 

e) 「ERS 措施」係指印度洋鮪類委員會（IOTC）、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

（WCPFC）及國際大西洋鮪類資源保育委員會（ICCAT）之所有已生效，

以及不時被通過與修訂之附件一所揭生態相關物種措施； 

f) 會員或合作非會員係指 CCSBT 延伸委員會之會員或合作非會員。 

2. 本決議應適用於管轄水域內「經核准漁撈南方黑鮪之 CCSBT 船舶名冊」上

之所有船舶。每一會員及合作非會員應確保懸掛其旗幟且在管轄水域內漁撈

南方黑鮪之漁船，遵守在管轄水域內生效之所有 ERS 措施，無論該會員或合

作非會員是否為通過該 ERS 措施之鮪類 RFMO 之會員。 

3. 當在管轄水域以外作業時，會員及合作非會員之所有南方黑鮪延繩釣漁業應

於南緯 30 度以南使用避鳥繩。 

4. 倘管轄水域有所重疊時，會員及合作非會員應選擇適當 RFMO 之 ERS 措施

予以適用。 

5. 會員及合作非會員應確保採取有效行動，以因應懸掛其旗幟之漁船於管轄水

域內漁撈南方黑鮪時，未遵守 ERS 措施所定義務。倘延伸委員會會員或合作

非會員在其未成為會員之公約管轄水域內從事南方黑鮪漁業時，該會員或合

作非會員應向 CCSBT 紀律次委員會報告對於相關 ERS 措施所採取之行動，

除非該會員或合作非會員之遵從狀況已由該公約適當機構予以評估。 

6. CCSBT 秘書處將於每年 CCSBT 延伸委員會會議前，根據 IOTC、WCPFC 及

ICCAT 年會就生態相關物種所做之決定，更新附件一所揭 ERS 措施清單。 

7. 除 WCPFC 外，會員及合作非會員已在相關鮪類 RFMO 正式反對 ERS 措施，

且其因為該正式反對及該鮪類 RFMO 決策規則之運作，而不受該 ERS 措施

約束時，則於適用的管轄水域內漁撈南方黑鮪時，免除適用該 ERS 措施。倘

為 WCPFC，根據中西太平洋高度洄游魚類種群養護與管理公約第 20 條第 6
項尋求審查 ERS 措施之決定的會員及合作非會員，於適用的管轄水域內漁撈

南方黑鮪時，免除適用該 ERS 措施，直到該措施具法律約束力為止。 

8. 秘書處應每年向 CCSBT 紀律次委員會提交 ERS 措施之執行報告，其用意僅

為提供資訊予會員及合作非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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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ERS 措施 

IOTC 管轄水域 

a) 12/04 海龜保育之決議； 

b) 12/06 降低延繩釣漁業意外混獲海鳥之決議； 

c) 12/09 IOTC 管轄水域內有關漁業所捕撈狐鮫（狐鮫科）保育之決議； 

d) 13/04 養護鯨豚之決議； 

e) 13/05 養護鯨鯊之決議； 

f) 13/06 養護 IOTC 所管理漁業捕獲鯊魚之科學及管理架構之決議； 

g) 17/05 有關 IOTC 管理漁業所捕撈之鯊魚保育； 

h) 18/02 IOTC 管理漁業所捕撈之水鯊養護管理措施； 

i) 19/03 有關 IOTC 權限範圍海域內與漁業相關之蝠鱝養護； 

WCPFC 公約水域 

j) 2018/03 - 減緩海鳥混獲衝擊之養護與管理措施； 

k) 2018/04 - 海龜的養護與管理；  

l) 2019/04 - 鯊魚養護與管理措施； 

m) 2019/05 - WCPFC 公約區域捕獲之蝠鱝科魟類養護與管理措施； 

ICCAT 公約水域 

n) 95-02 與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共同研究鯊魚資源狀態和混獲的鯊魚

種類； 

o) 03-10 有關鯊魚漁業； 

p) 04-10 有關 ICCAT 管理漁業所捕撈之鯊魚保育； 

q) 05-08 有關圓形鉤決議； 

r) 07-06 有關鯊魚之補充建議； 

s) 07-07 減少延繩釣漁業意外混獲海鳥之建議； 

t) 09-07 ICCAT 公約區內有關漁業捕撈狐鮫之保育建議； 

u) 10-06 ICCAT 有關漁業捕撈大西洋短鰭馬加鯊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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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10-07 ICCAT 公約區內有關漁業捕撈污斑白眼鮫之保育建議； 

w) 10-08 有關 ICCAT 管理漁業所捕撈ㄚ髻鮫之建議； 

x) 10-09 有關 ICCAT 漁業混獲海龜之建議； 

y) 11-08 ICCAT 漁業捕撈平滑白眼鮫之保育建議； 

z) 11-09 減少 ICCAT 延繩釣漁業意外混獲海鳥之補充建議； 

aa) 11-10 ICCAT 漁業混獲和丟棄資料蒐集與數據協調之建議； 

bb) 13-10 有關科學觀察員對禁捕鯊魚種生物採樣之建議； 

cc) 13-11 修訂「有關 ICCAT 漁業混獲海龜之建議」【文件編號第 10-09 號】

之建議； 

dd) 14-06 ICCAT 有關漁業捕撈短鰭馬加鯊之建議； 

ee) 15-06 有關 ICCAT 漁業所捕鼠鯊之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