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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黑鮪 
 修改第 19-04 號建立東大西洋及地中海黑鮪多年期管理計畫之建議 

 
 承認第 19-04 號修改第 18-02 號建立東大西洋及地中海黑鮪多年期管理計

畫之建議適用於 2020 年及往後年度，但特定條文將於 2020 年年底失效； 

了解到 COVID-19 疫情不利於實質性討論養護及管理措施； 

注意到研究與統計常設次委員會（SCRS）建議生物量指標並未顯示需改變

於 2017 年提供之現行管理建議； 

銘記在此情況下，沿用一年現行措施並減少修訂處，乃委員會之最佳選擇； 

 
國際大西洋鮪類資源保育委員會（ICCAT）建議： 

 
應修訂第 19-04 號建議如下： 
 
1. 第 5 點應替代為： 

「5. 依據 SCRS 建議，2021 年及 2022 年之總容許漁獲量（TACs），應分

別為 36,000 公噸，包含死亡丟棄量。然而，依據 SCRS 於 2021 年之

新建議，應於 2021 年委員會年會審視及視適當修改 2022 年之 TAC。 

36,000 公噸應依下列機制於 2021 年分配予： 

CPC 2021 年配額（單位：公噸） 
阿爾巴尼亞 170 
阿爾及利亞 1,655 

中國 102 
埃及 330 
歐盟 19,460 
冰島* 180 
日本 2,819 
韓國 200 
利比亞 2,255 
摩洛哥 3,284 
挪威 300 
敘利亞 80 
突尼西亞 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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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2,305 
中華台北 90 
小計 35,885 

未分配之保留量 115 
總計 36,000 

*縱有此部分此一條款，冰島 2021 年漁獲量得高於 180 公噸之 25%，惟其 2018、

2019、2020 及 2021 年之總漁獲量，不得超過 591 公噸（84 公噸+147 公噸+180 公

噸+180 公噸）。 

此表格不得被解讀為改變第 14-04 號建議所示之分配比例。新的分配

比例應於日後建立供委員會考量。 

倘茅利塔尼亞遵守本建議所定漁獲回報規則，則每年得捕撈至多 5 
公噸作研究之用。其漁獲量應自未分配之保留量扣除。  

倘塞內加爾遵守本建議所定漁獲回報規則，則每年得捕撈至多 5 公噸

做研究之用。其漁獲量應自未分配之保留量扣除。  

視可利用性，中華台北得於2021年轉讓其配額至多50公噸予韓國。」 

2. 第 7 點應替代為： 

「7. 不允許沿用任何未使用完之配額。CPC 得要求轉讓其 2020 年配額至

多 5%至 2021 年。CPC 應將該要求納入其漁撈/能力計畫，俾委員會

批准。」 

3. 第 15 點應替代為： 

「15. 在符合本建議第 116 點下，委員會應於 2021 年 3 月 31 日前召開第二

魚種小組期中會議，以分析並視適當批可第 14 點所述計畫。此義務

得於 2021 年後修訂，俾允許透過電子方式批可該等計畫。倘委員會

發現所提交之計畫有嚴重錯誤致無法批可，委員會應決定自動中止該

CPC 於該一年度捕撈黑鮪。未提交前述計畫應自動導致中止該一年

度捕撈黑鮪。」 

4. 第 18 點應替代為： 

「18. 透過使用 SCRS 提出並由委員會於 2009 年通過之各船隊漁具別年度

捕獲率，每一 CPC 應調整其漁撈能力以確保與其配額相稱。該等參數

（包括特定漁具類型及漁區之捕獲率）應當在不遲於 2021 年並在每

次進行東大西洋黑鮪資源評估時，由 SCRS 進行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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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 21 點應替代為： 

「21. CPCs 得於 2021 年授權一些定置網於東大西洋及地中海從事黑鮪漁

業，以允許充分利用其等漁撈機會。」 

6. 第 23 點應替代為： 

「23. 在排除第 18、19 及 21 點效力下，就 2021 年而言，CPCs 得決定將 
不同數量之定置網及漁船納入第 16 點所述年度漁撈計畫，俾充分利

用其等漁撈機會。此類調整之計算應依 2009 年年會所同意之方法進

行，並符合第 19 點所設條件，除非有關 CPCs 係主要在東北大西洋

其專屬經濟海域內（挪威專屬經濟海域及冰島專屬經濟海域）捕撈。」 

7. 第 26 點應替代為： 

「26. 發展中 CPCs 未有或僅有少於 3 座鮪類養殖場，且有意建立新鮪類養

殖設施者，應有權建立此類設施，且每一 CPC 最高總養殖能力至多 
1,800 公噸。為此目的，其等應將該等資訊納入本建議第 14 點之養殖

計畫，並遞交予 ICCAT。2021 年起應當審視本點條文。」 

8. 第 28 點應替代為： 

「28. 以 SCRS 為監測可辨識個別魚類將建立之標準化協議為基礎，SCRS 
應進行試驗以界定成長率，包括育肥期間體重及體長之增長。根據試

驗結果及其他可得科學資訊，SCRS 應審視並更新 2009 年所公告之

成長表格，及用於養殖第 35 c 點所述魚類之成長率，並於 2022 年委

員會年會報告該等結果。在更新成長表格時，SCRS 應當邀請有合適

專業之獨立科學家分析審視。於更新表格時，SCRS 亦應考量不同地

理區域（包括大西洋及地中海）間的差異。養殖 CPCs 應確保 SCRS 
為試驗而委派之科學家，得依該協議進出並獲得協助，以進行試驗。

養殖 CPCs 應致力於確保自 eBCDs 所得之成長率與 SCRS 公告的成

長率一致。若發現 SCRS 表格與所觀察之成長率間有顯著差異，應當

將該資訊提供予 SCRS 分析。」 

9. 第 33 點應替代為： 

「33. 委員會應不遲於 2022 年，根據 SCRS 建議，在不對系群發展造成負

面影響並確保系群永續管理下，決定不同漁具類型及/或漁撈區域之

漁期可能延長及/或修改之程度。」 

10. 第 115 點應替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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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委員會應於 2021 年首次，或在任何情況下於東大西洋及地中海黑鮪

資源評估確認該系群資源完全回復後，依 SCRS 提供之科學建議，決

定本管理計畫之延續性或可能的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