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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1980s, the tuna longline fishing in Taiwan had a hard time because of the lack of labor and the 

shortage of offshore catches. In order to benefit from the local low-paid labor and tuna resources, many 

small longline vessels coming from Tonkung and Hsiau Liu-chiu have acted on export-trade agents’ 

recommendations, and headed for Southeast Asia as well as the Southwest Pacific states. There they use 

overseas harbors as a station for unloading catches, replenishing goods, materials, and airlifting the freshly 

caught tuna to the sashimi（slice of raw fish） market in Japan as well.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ctivity of 

Taiwan's tuna longline vessels, processors and export-trade agents in Bali-Indonesia. The location of Bali 

provides many advantages: near to fishing grounds, a fully-equipped harbor, lower commodity prices, 

sufficient labor, good public security, constant flights to Japan and Taiwan, etc. According to the above 

advantageous conditions, Bali attracts an aggregation of many Taiwan's tuna-related businesses. 

Keywords：tuna longline fishing, oversea landing base, location analysis, social network, Bali- 

Indonesia. 

摘  要 

台灣的鮪釣漁業，在 1980 年代以後，面臨著勞力不足及近海漁獲減少等問題，以致經營困

難，東港、小琉球的很多小型鮪釣船就在外銷代理商的號召帶領下，紛紛前往東南亞及西南太平

洋各地，利用當地廉價的勞力和鮪魚資源，以外國的港口作為卸魚和補給的基地，再將捕獲的生

鮮鮪魚以空運外銷日本生魚片市場。本文在探討台灣的鮪魚船、加工業者、外銷代理商在印尼巴

里活動的情形。巴里有如下優越的區位條件：接近漁場，港口設施完善，物價便宜，勞工充足，

治安良好，往日本及台灣的飛機航班多等，因而吸引了台灣的鮪魚相關業者的聚集。 

                                                             
* 本 文 為 國 科 會 9 3 年 度 研 究 計 畫 「 印 尼 雅 加 達 與 巴 里 島 台 灣 漁 業 基 地 的 區 位 分 析 」

（ N S C 9 3 -2 4 1 5 -H -0 0 3 -0 0 1 ） 之 研 究 的 一 部 份 。  
a 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教授（Professor ,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Studies ,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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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鮪釣漁業、國外漁業基地、區位分析、社會網絡、印尼巴里島 

緒 論 

（一）研究問題之背景 

台灣的鮪釣漁業始於日治時期，戰後作業漁場持續擴大，1958 年新加坡最早成為台灣漁船前

往印度洋作業的漁業基地。1960-70 年代台灣的鮪釣船紛紛到世界三大洋作業，並在國外適當的

據點建立漁業基地，至 1990 年代我國在海外的漁業基地就達 60 餘處之多（陳映蓉、蔡日耀，1993：

105-123；張正昇，2000：71-96）。 

國外漁業基地具有如下之服務功能：1、漁船之漁具、零件、儀器及船員之食物、飲用水等之

供應，2、漁船加油、上架修理，3、漁獲物轉載運輸、冷凍冷藏、加工處理及國內外銷售安排等。

國外漁業基地除了上述服務功能與設施之齊全有別外，由於各漁業基地的地理區位（位置）條件、

交通便利程度、物價水準、治安狀況等條件各有不同。因此，對鮪釣漁業業者而言，國外漁業基

地也有優劣之別。近年來東南亞的新加坡、檳城、雅加達、巴里島、普吉島及太平洋的關島、帛

琉等地，都是距離台灣較近而成為台灣漁船常用的基地。 

日本原為鮪釣漁業第一大國，近年來由於年輕人繼承漁業者少，漁撈成本上升，又受到台灣、

南韓、印尼等國的競爭，以致鮪魚進口量大增。然而，台灣國內的漁業環境也不佳，同樣國內漁

工缺乏，漁撈成本上漲，但台灣漁民為改善漁業經營條件，把漁業經營的據點移往國外的基地，

利用當地廉價的漁工，此外，以國際漁業合作的方式，名義上把漁船賣給當地人，變更漁船國籍，

掛基地所在國的旗子，即所謂「權宜船籍」，但實際仍然由台灣漁民在經營漁業，如此，該漁船就

可在基地所在國的 200 浬經濟海域內捕魚。利用外國的漁場，及利用外國廉價的漁工是目前台灣

鮪釣漁業還能持續生存之一主要因素。 

目前台灣鮪釣漁業可分為兩大型態：  

(1)超低溫船遠洋鮪釣漁業：此為 1980 年代中期以後，為因應日本生魚片（sashimi）市場的

需求，而出現的大型化漁船(400 噸以上)，其冷凍能力達零下 50℃以上，日本業者也以超低溫漁

獲物轉載船，在世界三大洋轉載日本、台灣等國之超低溫鮪釣船的「冷凍鮪魚」，運回日本的清水

港（Shimizu）卸魚交易。這種超低溫鮪釣船因有轉載船扮演轉載魚貨及補給漁船上所需之魚餌、

食物等功能，故對陸地上的漁業基地的依賴就減少了許多。 

(2)近海船遠洋鮪釣漁業：此型的漁船噸位，由 100 噸以下至 300-400 噸都有，漁船因沒有超

低溫冷凍設備，所捕獲的鮪魚大都運到國外的漁業基地，再以飛機轉載「生鮮鮪魚」供應東京、

大阪等大消費地拍賣。此類型的漁業對漁業基地的服務倚賴較重，為了魚的保鮮，漁船往返基地

的頻率較高，本文所探討的是屬此類型的漁業（蔡坤州、宮澤晴彥，1998：71-73）。 

目前世界生魚片的消費，仍以日本為最大市場，各國捕獲的鮪魚高級品大多銷往日本，依最

近日本進口貿易統計(《鮪漁業》392：62-63)，2003 年 1-7 月日本進口的「冷凍鮪魚」204,709 公

噸，其中從台灣進口的佔第一位(44.1％)，南韓佔第二位(15.6％)，從台灣進口的「冷凍鮪魚」應

屬上述之超低溫鮪釣船所捕獲的。另外，同樣 2003 年 1-7 月日本進口的「生鮮鮪魚」34,193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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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從印尼進口的佔第一位(21.6％)，而從台灣進口的卻不多。日本進口的生鮮鮪魚雖少於冷凍鮪

魚，但前者的單價高於後者約一倍，故在市場上生鮮鮪魚佔有一定的地位。印尼在 1980 年代中期

以前原非鮪釣漁業國，何以目前成為日本生鮮鮪魚的供應國呢﹖這個問題是近年來本人從資料的

閱讀上所產生的一個疑問。為解開此一疑惑，本人於 2003 年 12 月 9 日至 15 日，先赴台灣漁船的

國外基地－印尼巴里島做個短期的考察，訪問了台灣在當地的漁業從業人員，包括船東、魚貨外

銷商、魚貨加工廠、修船廠等，獲知當地的台灣漁船約 200 艘，幾乎全部漁船都以「漁業合作」

的名義變成印尼籍，台灣的船東﹙漁業公司﹚及相關業者在那裡形成一個社群。數年來雇用當地

的印尼人與華裔，起初華人扮演著台灣人與印尼人之媒介角色，近年來，華人從台灣人學了漁撈

技術、及漁獲處理、交易的經營方法，華人也出現了不少的船東、魚貨外銷商及加工業者。如此，

台灣漁民以巴里島做為基地更促成印尼鮪釣漁業的發展，因台灣漁船在印尼極大部份都變成印尼

船籍，故其外銷日本的鮪魚統計上也歸印尼國籍。 

由上述之印尼巴里島的考察，得知各國乃至各個漁業基地的生態環境、政經社會情況都有明

顯的差異，欲深入了解基地漁業的運作，基地的各種地理條件，必須要長時間的觀察訪談才可辦

到。 

本研究以印尼巴里島這個台灣的漁業基地的地理區位為研究主題，目前此一主題的研究，不

論國內外都還處於空白階段。台灣的遠洋漁業以高雄市前鎮漁港為中心，高雄市政府建設課漁業

處於 1993 年 2 月曾出版《高雄市漁業論集》，其中有陳映蓉、蔡日耀（1993：77-86）在〈國外漁

業基地〉一文敘述我國在三大洋漁業基地的分布情形，其中對印尼的雅加達和巴里島的情形只有

短短數句的敘述，而且文中所言，大部份已不符合目前的狀況。該論文集尚有武中臺、黃貴民

（1993：124-134）〈我國遠洋鮪延繩釣漁業之回顧〉一文，介紹遠洋鮪釣漁業的概況。以上兩篇

文章提供本研究的背景知識。此外，在日文的期刊有蔡坤州、宮澤晴彥（1998）〈台灣におけるマ

グロ漁業の展開過程－マグロ延繩漁業の現狀を中心として〉，該文除了敘述鮪漁業發展過程之

外，以該漁業的現況為中心，就超低溫大型船及近海小型船兩種型態的漁業特性分析探討，所採

用的資料以漁政單位提供的如漁船艘數、漁獲量噸數等數據為主，它提供我們對鮪漁業的現況更

進一步的了解。 

至於印尼方面有關鮪漁業的報告，我們只收集到一篇 Workshop 的短篇文章：Simorangkir , S .

（2003），Tuna Longline Fishery in Indonesia，這篇短文的報導多少可提供我們作為田野訪查的線

索。1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印尼巴里島這個台灣的國外漁業基地作為調查對象，具體的研究目的如下：1、調查

巴里島漁業基地之基本設施（如碼頭、冷凍廠、包裝場、修船廠等）之完備情形，及各設施實際

運作情形。2、調查漁獲物上岸之後經過怎樣的處理過程，乃至運銷至日本的過程。3、調查在巴

里島台灣漁船的勞力來源、漁撈組織、及漁期與漁場的季節變化。4、調查台灣漁民在巴里島如何

                                                             
1 Simorangkir, S. 於 1970 年代曾受印尼國營漁業公司（P.S.B.）派遣參與日本 Nichiro 漁業會社鮪釣船的作業實習，

後來當過該公司的船長及經理，退休後成立 PT. Sumaru Bali 漁業公司；2003 年又擔任 Indonesia Tuna Longline 
Association（ATLI）的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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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當地的政府與人民建立起社會關係。5、探討巴里島漁業基地之區位（位置）因素等。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題在無官方資料，也缺乏相關文獻的情形下，只能以實地觀察訪問的方法進行研究。

訪查對象包括駐在漁業基地的台灣漁業公司或船東（約有 5 艘漁船以上在巴里島捕魚的船東才設

有公司的辦公室）、魚貨包裝場、魚貨外銷代理商、修船廠、魚貨加工廠、船長等。調查方式以到

台灣人聚集的場所如修船廠、卸魚包裝場進行觀察並隨機訪談，對若干特定人士的訪談，必要時

託人介紹去認識。至於訪查人數，除了船長較難掌握外，其他人員都有固定場所，可一一前往拜

訪。 

至於研究途徑方面，主要側重在漁業基地的區位（位置）條件，鮪漁業者之間的社會網絡關

係。區位因素分析，包含（1）漁業基地所在據點的自然與人文地理條件，港灣設施完備的程度，

（2）漁港與漁場間距離、空間關係，及漁獲物的轉載情形，（3）港口對外交通，尤其對最大鮪魚

市場的日本之航班的便利性。而業者的社會網絡關係分析，係研究台灣漁業業者如何在國外建立

船主、船長、船員、外銷代理商、船務公司、魚餌供應商、漁船上架修理廠及水產品加工廠等上

下游業者個別如何運作，如何互相依存而形成一個完整的產業群落。 

印尼政府政策性的鮪漁業發展 

印尼於二次大戰後，1949 年才脫離荷蘭統治而獲得獨立建國。印尼這個群島國，海岸線長，

近海可利用海域廣大，但在 1950 年代其漁業幾乎都還是未動力化的原始捕魚法。1960 年代初期，

台灣將戰後聯合國援助的 10 艘中古單船拖網船賣給泰國華僑後（林天賞、蔡日耀，1993：62），

短短的數年間，這種動力化的拖網漁法再向南擴散到馬來半島，1966 年以後傳入印尼蘇門答臘、

爪哇等地。1970 年代，印尼拖網漁船激增，陸棚海域的底魚資源遭受極大的破壞，1981 年 1 月印

尼政府終於以行政命令全面禁止拖網漁法的作業（山本忠，1986：39-51）。 

位於爪哇東邊的巴里島（5,632km2，2003 年約 335 萬人），自古漁業就不發達，漁村很少，

島民的風水觀念，山是神聖的、安全的，而海是污穢的、危險的，他們極少人會游泳，也少有人

願意從事海上討生活的工作。今日島上可以說是漁村的只有二處，即位於巴里島西南沿岸的

Pengambengan 及緊鄰國際機場南側的 Jimbaran Bay2。而這兩處漁村的漁船及漁民之中，卻不少是

來自爪哇及蘇拉威西等島嶼，近年來他們從事以 2 艘船為 1 組的圍網漁業（jaring selerek），主要

漁獲物為沙丁魚（Sardinella longiceps，印尼語稱 lemuru，巴里島則俗稱為 kucing），它佔巴里島

傳統漁業約 70﹪的漁獲量，沙丁魚主要供應魚粉加工廠、魚罐頭工廠的原料，此外，近年來也有

一部份的沙丁魚做為鮪釣漁業的釣餌（Covarrubias , M. , 1973：10；Eiseman , JR. F. B., 1995：

339-40）。 

巴里島傳統的漁業使用 jukung（即拼板獨木舟）捕魚。Jukung 的船體外殼，大者長約 8 公尺，

寬約 1.1 公尺，可供 2 人坐；小者長約 6 公尺，寬約 0.8 公尺，只能 1 人坐。為使獨木舟航行穩

                                                             
2 Jimbaran 海灘及其附近的海鮮店街，近年也成為觀光勝地，2005 年 10 月 1 日發生恐怖爆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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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船體之單邊或雙邊加裝舷外浮桿。這種南島民族特有的單翼與雙翼獨木舟目前仍是巴里島人

重要的海上捕魚工具。巴里島的 jukung 從前以人力划槳及加裝風帆為動力，近年來大多以加裝船

外機來達成動力化，因它只能在沿岸淺水域航行，故其漁獲物，自家食用之外，所能換取現金的

也相當有限。巴里島的傳統漁撈並非本文討論的重點，所以在此僅做簡略背景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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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政府早在 1954 年就引入鮪延繩釣漁業，但經過一、二十年，這種漁業的推廣，一直無成

效可言。1972 年 5 月政府為發展漁業，創立一個國營漁業公司，名為 PT. Perikanan Samodra Besa

（簡稱 PSB 公司），其總部設在雅加達（Jakarta），並先後設立四個支部：其位置在 1、蘇門答臘

Aceh 省的 Sabang 島 2、巴里島（Bali） 3、東爪哇的 Surabaya（泗水）及南蘇拉威西的 Makassar。

當初公司設立 4 個支部就各賦予不同的功能，Sabang 島與巴里島從事鮪魚的產銷， Makassar 從

事鮪魚以外魚類的交易與小漁船上架維修，Surabaya 從事大漁船上架維修（P. S. B.，2002：2）。

該公司的鮪釣漁業初期的發展獲得日本政府的技術援助，即 1973 年 7 月 4 日至 1975 年 6 月 5 日

之間，日本政府派遣日魯（Nichiro）漁業會社的漁船及船員，先後分 6 批，每批派遣 3 艘鮪釣漁

船及每船 4 名的漁撈技術員，直接航行南下至印尼，前 2 批共 6 艘鮪釣船進駐 Sabang 島，後 4

批共 12 艘進駐巴里島南端的 Benoa 港。當時印尼政府從全國的水產高級中學的畢業生，挑選優

秀的人才，讓他們上日本開來的鮪釣船，直接參與漁撈操作實習，當年參與實習者，多位後來成

為 PSB 公司的重要幹部。1975 年 10 月 10 日 Nichiro 漁業會社，完成技術指導的任務，留下他們

日本開來的漁船及捕魚的機具設備，技術員隻身回國去，從此印尼人就獨立展開鮪釣漁業。但是

鮪魚在國際市場上仍屬高價格的魚種，在印尼國內並沒有市場，那時有日本的商社冷凍船在馬來

半島的檳城（Penang）與中爪哇的 Semarang 兩港口，專事收購鮪魚及蝦等的水產物，以蘇門答臘

Sabang 島為據點所捕獲的鮪魚會就近運到檳城，以巴里島為據點所捕的就會運到中爪哇的

Semarang 賣給日商。31970 年代，日商在印尼收集的鮪魚，仍以一般冷凍船（零下 20℃）運回日

本，但到 1980 年代初期，日本國內的鮪漁業，超低溫（零下 50℃）冷凍的鮪釣船及魚貨轉載船

已逐漸盛行，以一般冷凍船運回的魚價在市場上逐漸失去競爭力。1986 年 PSB 公司輸日的鮪魚

就改以生鮮鮪魚，空運到日本供應生魚片市場。此乃因當時巴里島的觀光業漸享盛名，機場跑道

延長，大型飛機可以起降，國際線客機航班逐漸增加，空運生鮮鮪魚至日本成為可能。 

此外，到 1980 年代，印尼國營的 PSB 漁業公司在 Sabang 島及巴里島兩地發展的鮪釣漁業，

其成效呈現明顯的差異。1981 年該公司又添購 3 艘較大噸位的鮪釣船加入蘇門答臘 Sabang 島的

船隊參與作業，但從 1987 年以後 Sabang 島的鮪釣船逐年被淘汰出售，到 2001 年 PSB 公司以該

島為據點的捕鮪魚事業就完全停止了，因此 PSB 公司的鮪漁業就只剩下巴里島 Benoa 港一地而已

（P. S. B.，2002：19-23）。但一直到 2005 年 PSB 公司在巴里島的鮪釣船仍只有 18 艘，其中噸位

以 40 噸（9 艘）、60 噸（6 艘）為主力，其他還有 15 噸 2 艘、80 噸 1 艘，這些都相當於台灣近海

的中小型鮪釣船型。 

PSB 公司從事鮪釣漁業，從 1973 年至今已超過 30 年以上的歷史，這段期間的漁場、漁法和

意圖捕獲的鮪魚種類有些變化。即 1992 年以前常利用的漁場不論是印度洋或印尼群島間的緣海

Banda 海、Flores 海等，都離基地港比較近，每一航次約 1 星期左右。那時的釣具，幹繩所繫的 

兩個浮標之間的支繩釣鉤數只有 6 支，釣餌的位置約在海面下 80-150 公尺之間，如此在離陸地較

近又深度較淺的漁場所能捕獲的鮪魚類是以黃鰭鮪（yellow-fin tuna）為主，佔 60.8﹪。而 1992

年以後至今（2005 年），PSB 公司捕獲的鮪魚類由黃鰭鮪轉向大目鮪（big-eye tuna），1992-2004

                                                             
3 依筆者訪問 PSB 公司巴里支部經理 Mr. Soepriyono，得知他 1974 年曾在日本 Nichiro 漁業會社的鮪釣船上實習，

後來也曾擔任 PSB 公司的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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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目鮪漁獲量佔 73﹪，此乃因日本生鮮鮪魚的單價，明顯的大目鮪高於黃鰭鮪之關係（見表 1）。 

大目鮪洄游的水域比黃鰭鮪深，也較少洄游接近印尼群島間的各緣海，因此 1992 年以後，作

業的漁場逐漸由巴里島往南及往西的印度洋擴大，一航次來回的時間也由 1 周持續延長至 3、4

周。釣具結構也與以前不同，即幹繩所繫的兩個浮標之間的支繩釣鉤數增加到 18 支，如此，在沒

有月光的夜晚，釣餌的位置最深的已下垂到海平面下 300 餘公尺，而在有月光的夜晚，大目鮪會

洄游到淺層水域，釣餌的位置當然就要調整。4  

 表 1   印尼 PSB 漁業公司鮪釣漁獲物的結構變化 

魚        種  1977-1992 1993-2004 

黃   鰭   鮪         60.80 ﹪  6.0 ﹪  

大   目   鮪  30.02 ﹪  73.0 ﹪  

長   鰭   鮪  6.57 ﹪  10.0 ﹪  

黑       鮪  0.37 ﹪  -  

劍   旗   魚  0.37 ﹪  3.0 ﹪  

其  他  旗  魚  0.06 ﹪  2.0 ﹪  

其  他  魚  類  1.81 ﹪  6.0 ﹪  

資料：巴里島 Benoa 港 PSB 公司提供  

依據 PSB 及 Samaru Bali 兩家漁業公司 1973 年至 2002 年之實際漁獲統計，這 30 年間鮪魚的

釣獲情形有很大的變化，茲以 1973-1991 的 19 年間為前期，1992-2002 的 11 年間為後期做比較，

前期的釣獲率（hook rate）平均有 1.36﹪，即 100 支釣鉤平均可釣獲 1.36 尾魚，而後期的釣獲率

只有 0.8﹪。而從所釣獲的每尾魚平均重量來看，前期每尾平均 33.76 公斤，而後期每尾平均降為

29.32 公斤，再從每次漁撈作業（即一次揚繩作業）的總漁獲量來看，前期一次平均有 656 公斤，

而後期減少到 264 公斤，只剩前期的約 40﹪而已（Simorangkir, S., 2003）。由以上數據資料可知，

印尼群島附近海域，經過 30 年間鮪釣漁場開發的結果，鮪魚資源有漸趨枯竭現象。  

前述可知，印尼政府為發展鮪釣漁業，獲得日本政府的合作援助，由日本的漁業技術人員赴

印尼海域，訓練印尼人實際操作漁撈技術。印尼原本希望透過這項政府間的國際合作計畫，以期

培養漁業技術人才，擴大鮪釣漁業規模，增加國民就業機會，為國家賺取外匯。但經過 10 餘年的

發展，1985 年印尼全國的鮪漁業公司包含在雅加達、巴里島等地共有 9 家，鮪釣漁船總共 39 艘，

其中有 18 艘是日本人提供給 PSB 公司擁有的。換言之，經過 10 餘年間，印尼全國僅雅加達一地

增加了 8 家民營的鮪漁業公司及其 21 艘的鮪釣船，這樣的成果，鮪漁業的發展可謂相當緩慢。由

此可見當時在印尼，並非有了漁船及漁撈技術，鮪釣漁業就可以順利地鴻圖大展。 

然而，我們發現 1980 年代中期以後印尼的鮪釣漁業開始引起極大的變化，由其漁船數來看，

1985 年鮪釣船有 39 艘、1986 年 49 艘、1987 年 71 艘、1988 年 326 艘、1990 年 583 艘，到 2001

年達 2,012 艘。在鮪魚漁獲量方面，1990 年有 88,666 噸、1998 年達歷年之高峰 168,122 噸、2001

年 166,630 噸。至於鮪魚（包括生鮮、冷凍及罐頭）的外銷出口情形，1990 年 72,756 噸，即全國               

鮪魚漁獲量的 82.1﹪外銷；2000 年鮪魚類外銷出口量再增加到 92,958 噸，即全國產量的 60.7﹪

                                                             
4 筆者訪問 PSB 公司巴里支部經理 Mr. Soepriy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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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銷（Simorangkir, S., 2003）。 

再從日本貿易統計資料來看 2004 年各國輸往日本的鮪、鰹、旗魚類數量，如表 2，台灣輸日

的生鮮鮪、旗魚類 4,010 噸，印尼則達 14,789 噸，為台灣的 3.69 倍。另一方面，2004 年台灣輸

日的冷凍鮪、鰹、旗魚類達 146,742 噸，同年的印尼則只有 22,479 噸，台灣是印尼的 6.53 倍，由

此可知印尼和台灣分別是日本生鮮與冷凍鮪、旗魚類的重要供應國。 

 

                表 2   2004 年各國輸日鮪、鰹、旗魚類數量              單位：噸 

 生   鮮   魚      冷   凍   魚  

日本 總輸 入 量  58,352   365,512  

  台 灣 輸日 量  4,010   146,742  
  印 尼 輸日 量  14,789   22,479  

  韓 國 輸日 量  760   56,843  
  中 國 輸日 量  4   20,515  

  菲 律 賓輸 日量  1,559   25,773  
  厄 瓜 多爾 輸日 量           -   571  

  塞 席 爾輸 日量           -   6,814  

  萬 那 杜輸 日量           -   3,931  
資料：日本貿易年表 

台灣鮪魚業者在巴里島的聚集過程與其影響 

如上述，印尼在 1970 年代初為發展鮪釣漁業，就積極的取得日本政府的漁業技術援助，但到

1985 年全國公私營漁業公司合計也才只有 39 艘中小型鮪釣船，顯然其發展很艱難。那麼為何到

1980 年代後半才急速的發展成日本生鮮鮪、鰹、旗魚的供應國呢？這與台灣鮪釣漁業是否有何關

聯呢？這是我們在研究過程中很想要探究的。 

依目前在巴里島經營漁業的一位陳姓華人（Thomas）口述：真正啟動印尼鮪釣業的是約在 1980

年代初期，起初有一艘台灣的鮪釣船在印尼東部班達海（Banda Sea）安汶（Ambon）附近越界捕

魚，該漁船被印尼海軍沒收充公，那台灣人心有不甘，臨危時破壞了船上的機具設備，後來該漁

船被一位蘇門答臘的 Bagan 這地方移居雅加達的陳姓華人以廉價買走。陳父雖在故鄉 Bagan 開設

小型造船廠（當地華人稱船廊），但陳氏沒上過學，也不會捕魚，他以買來的這艘船雇了一名曾在

台灣漁船上工作過的印尼人當船長，來帶領漁工替他去捕鮪魚，把捕到的魚賣給在雅加達的台灣

外銷代理商，後來陳氏透過他弟弟在日本留學之便，去與日商洽談印尼鮪魚外銷到日本之事宜，

從此印尼的華人也就能順利地從雅加達輸出鮪魚到日本。 

上述 Thomas 所敘述的故事是發生在 1980 年代初期，在這個時間點，台灣東港、小琉球一帶

的近海鮪釣漁業也正出現了發展的瓶頸。當時的狀況：各國紛紛實施 200 浬經濟水域政策，台灣

中小型鮪釣船數量過多，台灣近海的鮪魚資源呈現枯竭現象。此外，國內船員人力不足，年輕一

輩願當漁船員者很少，而且陸地上的工資上漲，不少船員放棄海上工作轉向陸地就業，繼續在台

灣從事近海鮪釣漁業已陷入困境的狀態，於是有一部份鮪釣船在鮪魚相關業者（代理商等）的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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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下，紛紛往東南亞及西南太平洋等外國的港口去建立海外漁業基地。詳言之，這種漁業型態是

以 50 噸以下（CT3 船型）在台灣屬於近海型的漁船，移至離台灣 200 浬以外的外國港口作為基

地出海捕魚，如此可利用遠洋的漁業資源，又可利用外國的廉價漁工，把捕獲的生鮮鮪魚，在外

國直接空運到日本的生魚片市場。這種台灣人在外國經營的近海漁業，從台灣的立足點來看，或

許可稱為「近海型的遠洋漁業」，那些台灣漁船較多的外國漁業基地，其港口的運作方式，與台灣

的東港、小琉球兩地非常相似。 

台灣漁船在東南亞形成漁業基地以新加坡（1958）、檳城（1960）為最早。而群島國的印尼，

台灣漁船到 1980 初期以後，才紛紛進入雅加達（Jakarta）、巴里島（Bali）及畢棟（Bitung）等地

的港口去卸魚與補給，但我國行政院農委會一直 1992 年 12 月 30 日才把上述的印尼 3 港及安汶

（Ambon）、蘇朗（Sorong）及帝利（Dili）5列為我國的國外漁業基地（陳映蓉、蔡日耀，1993：

118-119）。依目前在巴里島之台灣漁業界人士的共同看法，台灣人在東南亞上述幾個常用漁業基

地發展的時間順序是：新加坡、檳城、雅加達、巴里島、畢棟。在印尼國內，台灣漁船先到雅加

達，然後再往巴里島發展。目前在巴里島的漁業界人士，那些比較早到者，他們大部份在 1980

年代初期到中期曾在雅加達的漁業基地港（Muara Baru）經營過鮪釣的相關行業，他們在那裡雇

用的印尼漁工，有一些是來自蘇門答臘臨麻六甲海峽沿岸分屬 Riau 省與 Riau Kepulauan（群島）

省的諸多華人漁村如 Bagansapiapi、Bengkalis、Tanjungbalai、 Tanjungpinang 等，這一帶的華人

目前生活上仍使用其祖籍福建漳泉一帶的語言，他們與台灣漁民之間，口說語言上大致可以溝通，

因此在 1980 年代以後台灣漁船在雅加達漁業基地港進出之際，他們不論鮪釣技術的學習及漁獲物

的處理等都取得相對優勢的地位，一方面台灣漁民也需要透過他們當仲介的角色代為採購、招募

漁工及辦理官方文件等事務，雙方形成互補共生關係。上述操福建漳泉語言的印尼華人，對外自

稱為「Bagan 人」，也有一些人自稱「Riau 島人」，他們認為兩者所指涉的區域皆為蘇門答臘臨麻

六甲海峽沿岸一帶地區，本文所指的 Bagan 這個地方，其全名為 Bagansapiapi 簡稱為 Bagan，此

地在印尼漁業史上具重要地位，為印尼最早引入單船拖網漁業的地方，也與台灣鮪釣漁業在印尼

形成國外基地有密切的關聯。 Bagan 及其附近的 Sinaboi、 Panipahan、 Pulau Halang 等地均是

在沿岸沼澤地上搭建高腳屋（stilt houses）所形成的華人漁村，20 世紀前半期漁業及造漁船業就

很發達，從前對外交通幾乎都靠船隻。二次大戰之前，Bagan 的商人，用船隻把 Bagan 漁民所生

產的鹹魚、魚干、蝦醬（barachen）等運到新加坡、雅加達等都市去賣，回程再運米、糖、鹽、

食品、布料等民生用品回 Bagan。戰後星、馬獨立建國後，Bagan 就僅限於與雅加達之間有較多

的人員與貨物之往來而已，所以 Bagan 人外移雅加達者為數不少。 Bagan 人因為生活在沼澤地

上，必須不停的往返雅加達以漁產品和都市人交換生活物質，又具有與台灣漁民能夠語言相通的

文化屬性，所以 1980 年代 Bagan 人與台灣漁民在雅加達的港口邂逅就很自然的事了。6 

那麼，台灣漁業界如何發現巴里島也是良好的國外漁業基地呢？依筆者訪談業界人士所知，

1980 年代中期在雅加達的台灣鮪釣業者就紛紛有人來到巴里島考察，評估建立漁業基地的可能

                                                             
5 帝利（Dili）1975 年以前為葡屬東帝汶首府，1975-2002 年間隨東帝汶成為印尼的東帝汶省，而成為省會，2002

年東帝汶獨立，帝利為其首都。 
6 2005 年 5 月 29 日筆者在巴里島訪問 Bagan 華人謝氏 Benoa Sia（1926 年生），他 1960 年代以船隻載貨來回經商，

老年隨女兒來巴里島協助經營漁業及修船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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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結果他們發現巴里島做為漁業基地的條件，如到漁場的距離、治安、物價、工資等，甚至比

雅加達還要優越，而且巴里島觀光業的聲名逐漸響亮，1985 年外國到訪旅客已達 211,244 人，航

班逐漸增加，評估生鮮鮪魚輸日應不成為問題。1980 年代後半期，台灣鮪魚業者在巴里島的情形，

綜合數位業者的口述，最早召集台灣漁船到巴里島的是一位新加坡魚貨外銷代理商，時間大約在

1986-87 年，新加坡商人在新加坡、雅加達的漁港召集一批 10 艘以內的台灣小型鮪釣船，移轉到

巴里島，當時巴里島 Benoa 港區設備還很簡陋，鮪魚各相關行業尚未群聚，漁業運作還不很方便。

1987 年 7 月台灣解除戒嚴後，漁船出國作業的限制也較為鬆綁，屏東東港的一位鮪魚外銷代理商

邱金城，於 1988 年召集東港、高雄、恆春一帶 20-30 噸的小型漁船 8 艘，也邀一位陳姓輪機修理

師傅和一位魚餌供應商，集體到巴里島，那時的巴里島除了印尼國營的 PSB 漁業公司 18 艘船外，

有台灣漁船共 16 艘，其他印尼國內民間的鮪釣船尚未在巴里島出現。1980 年代後半期，台灣到

巴里島的船隊，大多透過來自雅加達的馬姓華人公司去向官方辦理漁業合作許可，每艘船不論大

小 1 年繳合作費台幣 10 萬元，其他不必任何費用，台灣業者也不必向巴里省移民廳申請工作證，

因印尼政府歡迎有外國漁船來靠港，當時這種合作方式的台灣船規定必須掛台印雙方的旗子，才

能在印尼海域進出。 

1980 年代後半期巴里 Benoa 港區，PSB 公司的漁船有專用碼頭，而台灣的漁船能停靠的碼頭

只有兩艘船位的長度，漁船必須於每天下午五時以前回來併排停泊，而且碼頭岸邊的船位還須讓

進行卸魚或加冰作業的漁船輪流使用。雖然碼頭還不很方便，但因當時船還少，港與漁場間的距

離很近，1 航次 1 星期就可來回，漁獲量還很豐富。此外，當時外銷日本的生鮮鮪魚還不能由巴

里島直飛日本，必須運到雅加達或新加坡轉機，而且日本市場的魚價低，每公斤在巴里島的船主

只拿到約台幣 60 元（2005 年每公斤約 135 元），1989 年元月昭和天皇逝世後魚價更為低迷，接著

日本又出現泡沫經濟，鮪魚消費大受影響。1980 年代末期，台灣人從事 CO 鮪魚冷凍真空包裝的

加工業者還沒在巴里島設廠營業，7因此未達到日本生魚片品質的鮪魚，並不能像現在可銷售到第

三國，只能在印尼國內銷售，這種鮪魚價格當時每公斤只約 1 美元，還好的是印尼近海的鮪釣漁

場，屬新開發的漁場，台灣及印尼的漁船數還不多，漁場近，漁獲量多，那時業者的經營都還可

以維持。 

接下來到 1990 年代前半期，巴里島 Benoa 漁業基地有三項重大的變化，即： 

1、港區擴建逐漸完成：1990 年代以後，Benoa 港區（人工島）填土擴建成今日之規模，碼

頭分東、西、南三區，西區為漁業專用碼頭，長 406 公尺，泊地深 4 公尺，東區為觀光碼頭，長

290 公尺，泊地深 9 公尺，南區為貨物貨櫃碼頭，長 206 公尺，泊地深 6 公尺。緊接著漁業碼頭

的土地 23 公頃，規劃為漁業專區，可出租給業者興建廠房，作為製冰冷凍厰、卸魚包裝場、漁船

上架維修場、漁獲物加工廠等設施，另外凡與港務有關的行政機構及民間公司，大多在此處設立

辦公室而形成一個行政專區（7 公頃）。 

2、台灣與巴里島間直航開始：印尼政府為發展觀光，1991 年訂為 Visit Indonesia Year，更以

1991-2000 年訂為 Visit Indonesia Decade 。在此情勢下，1991 年 2 月 1 日台北－巴里島直飛航線

                                                             
7 CO 鮪魚是將一氧化碳充填到真空包裝好的鮪旗魚內，藉以保持魚肉色澤鮮紅，超低溫冷凍流通網完善的日本，

自 1990 年代初期，就禁止 CO 鮪魚的進口與販賣，其他各國尚未完全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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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航，初期每週 2 班，由華航與印尼 Garuda 航空公司兩家聯營，各飛 1 班，後來隨著旅客人數

的成長每週航班逐漸增加，到 1998 年 10 月 25 日起改每天 1 班，年節旺季另有包機直飛。81994  

年 9 月 13 日長榮航空（EVA）也開闢台北－巴里島航線，班次亦隨旅客人數調增，目前 2005 年

也是每日 1 班，年節另有包機。9近年來，台灣與巴里島間的航線，不僅是有由台北起飛，還有由

高雄起飛的遠東航空每週 7 班及 UNI AIR 每週 3 班等直航班機。台灣巴里島間密集的直航班機除

了搭載一般觀光客，也使在巴里島的台灣鮪魚業者及其家屬便於往返，此外，由巴里島輸往日本

的生鮮鮪魚，在直飛日本的航班不足時，也可利用台灣巴里島航線的飛機，鮪魚在台灣轉機後運

到日本東京、大阪、名古屋、福岡等城市（見表 3）。 

 

表 3  巴里島生鮮鮪魚外銷日本可能利用的客機航班數 

國家 /城市  目的地機場  每週航班數  鮪魚運輸型態  
日   本  成田（NRT）  14  直   飛  
日   本  關西（KIX）  15  直   飛  
日   本  名古屋（NGO）  3  直   飛  
日   本  福岡（FUK）  3   直   飛  
台   灣  台北（TPE）  14  轉   機  
台   灣  高雄（KHH）  10  轉   機  
韓   國  仁川（ ICN）  6   轉   機  
泰   國  曼谷（BKK）  7   轉   機  
新加坡  新加坡（SIN）  23  轉   機  
香   港  香港（HKG）  7     轉   機  

資料：2005 年 7 月 16 日筆者取自巴里國際機場旅客服務部。 
 

3、Bagan 華人追隨台灣鮪魚業者湧到巴里島：1990 年代以後，台灣東港、小琉球一帶的鮪

釣相關業者，紛紛由台灣直接來或先去雅加達一段時間再輾轉來到巴里島。這時在蘇門答臘及雅

加達的 Bagan 華人，他們因與台灣人語言能相通，獲知巴里島已聚集了不少台灣的鮪釣船，所以

有不少的人也追隨著台灣的業者來巴里島創業定居。以一位漁業公司老板洪我慈（Hendrik 

Kosasih）為例，洪氏的原鄉是蘇門答臘 Bagansapiapi 沿海的一沼澤小島 Pulau Halang（唐人叫做

四角芭），那島上幾乎都從事漁業，說福建漳泉的語言，他與其兄在雅加達從事漁業，自己擁有一

些船， 1992 年他從雅加達轉移到巴里島，帶 6 艘漁船來從事鮪釣漁業，他記得當時的巴里島有

100 多艘漁船，大部份是台灣人的個人船，而非公司經營的公司船，那時的台灣船都已掛印尼旗

了，目前洪氏公司辦公室的所在地當時還在海中，換言之，當時港區人工島的擴建還在進行中。

1990 年代巴里島鮪釣漁業欣欣向榮，印尼國籍的洪氏比外國來的台灣人在巴里島漁業經營，其成

本要節省很多，又有台灣鮪漁業者的群聚，諸多技術和經營上的問題就近請教台灣業者，就可迎

刃而解，10 餘年來洪氏的漁業公司獲利可觀，擁有的漁船數持續增多，2005 年他持有的鮪釣船已

達 63 艘。由這個實例可知，1990 年代以後，台灣人與印尼的 Bagan 華人在巴里島互補共生的群

                                                             
8 筆者訪問華航公關室所得的訊息。 
9 筆者訪問長榮航空公司公關室所得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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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而形成的鮪魚產業，雙方可以說或多或少都累積了一些財富。 

依印尼政府的統計，2002 年登記在巴里島的鮪釣船有 705 艘（如表 4），其噸位均屬近海中小

型的船。但依民間組織的印尼鮪延繩釣協會（Indonesian Tuna Longline Association, ATLI）10會員

的漁船數是 477 艘，這兩單位的數據資料不同，可能的原因有二：1、不是全部的鮪釣船都加入巴

里島 ATLI 這個組織，如國營的 PSB 公司就沒加入；2、登記在巴里島的漁船，可能有一部份，尤

其是台灣船已經轉移到其他國外基地了，所以政府登記的漁船數會多於民間組織 ATLI 所掌握的

漁船數。 

表 4 之漁船所有人包含（1）國營 PSB 漁業公司船（2）印尼籍民營公司船（3）入

籍在印尼籍民營公司的台灣人經營船等三種型態，目前當然以第（2）種型 態的 船 最 多，

而第（3）種台灣人經營的漁船數，隨著漁獲狀況每年的變動很大，1990 年後半期據說聚集在巴

里島的將近 300 艘，而 2000 年以後魚源逐漸枯竭，台灣人經營的船一部份又紛紛轉移基地到印尼

的 Bitong、泰國的普吉島及其他印度洋的模里西斯、斯里蘭卡等地去了，目前 2005 年巴里島台灣

人經營的船據說還有 100 多艘，而到底正確有多少艘，不易獲知，因這種船的船籍，船主都登記

在印尼國籍人之名下了，所以從文件資料也無從查知。 

 

表 4  2002 年巴里島的鮪延繩釣漁船數 

漁   船   噸   位  漁   船   數（艘）  
0 －  30 GT 138 

31 －  60 GT 160 
61 －  100 GT 209 

101 －  200 GT 195 
     ＞  200 GT 3 

合       計  705 
資料：Adpel Benoa dan Waski Benoa, 引自 Simorangkir, S.（2003）, Tuna Longline Fishery in Indonesia, p.6 
 

巴里島在 1990 年代前半期，鮪魚相關的行業大致已群聚完成，台灣人與 Bagan 華人大部份

在這段時期到達，漁船的數量也增加到一定的規模，台灣的鼎鴻漁業公司在巴里基地的漁船最多

曾達 40 餘艘，從事國外基地補給及魚貨買賣的代理商豐群水產公司也在巴里設站營業，這段期間

台灣的業者大致都有穩定的利潤。但到 1996 年出現一項重大的變化，就是印尼政府改變外國漁業

合作的政策，在此之前印尼政府希望外國船能前來合作，船的噸位不論大小均歡迎，而新的政策

規定，以前以「租船合作」11在印尼水域作業的 60 噸以下的外國鮪釣船，必須移至巴布亞省（Provinsi 

Papua，即西新幾內亞）的 Biak 港為作業基地，而不得繼續以巴里島及雅加達為作業基地，換言

之，60 噸以上外國鮪釣船可以在巴里島及雅加達基地作業（張正昇，2000：80）。但當時台灣船

                                                             
10 印尼鮪延繩釣協會（ATLI），2003 年才成立的，會員均為巴里島民間的漁業公司，即鮪釣漁船的船東（船主），

共 44 名，該協會的名稱雖用印尼，但實際只有巴里一地的協會而已，因其會員代表幾乎都是 Bagan 華人，而台

灣人的漁船也在印尼公司（Bagan 華人）的名下，所以開會所用的語言大多是台灣話，目前不論在 Bagan 原鄉或

在巴里島他們都很喜歡看台灣有線電視的台語節目。 
11 「租船合作」是以台灣人的漁船出租給印尼國籍的人，台灣船主每年再繳交一定的入漁費給印尼政府，以這種合

作方式台灣船在印尼水域作業，實際的漁業經營者仍是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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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里島作業的極大部份都是 60 噸以下的船，所以新漁業合作政策好像針對台灣船而制定的。至

於 1996 年為何印尼政府會有漁業合作政策在轉變呢？依當地台灣業者一致的看法是，當時在巴里

島從事鮪釣的華人及其漁船數都達到相當的規模了，鮪漁業的產銷運作也大致都順手了，他們眼

見台灣船在那邊太多，可能會對他們不利，於是他們便個別向政府申請設立漁業公司行號，並向

政府遊說不可讓台灣船繼續用以前那種合作方式而存在，政府就聽他們的意見，實施新漁業合作

政策。 

上述的新漁業合作政策的實施，對台灣的小型鮪釣船當然會造成莫大的衝擊，但另一方面，

台灣的鮪釣船若被迫離開巴里島，當地港區台灣人經營的相關行業，如魚貨出口代理商、冷凍加

工業者、魚貨包裝場等等可能也會被迫歇業，因此受雇於這些行業的華人（Bagan 華人）及印尼

勞工也會失去就業機會。於是就有一些受雇於台灣業者的華人，積極想出對策，好讓台灣業者能

繼續留下來，他們因長期替台灣人到各政府單位辦理文件，相關業務已相當熟悉，他們就以自己

的名義去設立船務公司，正式代辦台灣漁船的船務，並想出對策，以他們公司的名義向台灣人購

買漁船，辦理漁船買賣合約，甚至還透過法院公證，如此漁船就變成印尼籍了，若屬印尼船籍則

船噸位不論大小都可在巴里島作業。變籍之後，船長、輪機長名義上都是印尼國籍人，原台灣船

長以被印尼人雇用為技術指導員的名義而留在船上，所以 1996 年以後，在巴里島變籍後的台灣

船，每艘船只剩一位名義上是技術指導員而實質上是船長的台灣人而已，在那時之前，每艘台灣

船都還有可能台灣人的船長和輪機長存在，因此以前在港區進出的台灣人比現在還要多。如上述

台灣人為了能繼續留在巴里島基地捕魚，把自己的船過名給印尼的公司，而漁業的經營運作實際

仍由台灣人的船長、與船東指揮，這種情形台灣船東當然也要給印尼公司有一些利益，如船務代

辦費、加油補給及魚貨交易抽取幾﹪作為代價。經過 1996 年「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變革之後，

一部份的台灣船及人員就離開巴里島，到其他基地如畢棟、帛琉、普吉島或回台灣去了，而大部

份漁船變更為印尼籍而留下來繼續作業，這些印尼籍的台灣船，因需支付不少額外的費用，故其

經營成本要比印尼本地船高出許多。雖然如此，1990 年代後半期，巴里島鮪釣的漁獲量還不錯，

台灣船在那裡還有穩定的利潤。但 2000 年以後，魚源枯竭顯現，漁獲量減少，經營方式又出現以

下的變化： 

1. 一部份漁船移轉至其他印度洋的基地：如模里西斯、斯里蘭卡、普吉島等地，在模里西斯基

地若屬小型船主要利用西印度洋南北緯 10 度以內風浪小的海域，大型船才到緯度高一點的海

域。近年來高雄的轉載船（有零下 20℃的冷凍設備）有到西印度洋海上做補給漁船用油及轉

運魚貨回高雄的業務，若碰不到轉載船才須進入模里西斯基地港，該港也有台灣的代理商豐

群水產公司在做買魚與補給的服務。而到斯里蘭卡基地也是利用赤道附近的水域，漁獲物也

是由高雄來的轉載船運回，或進入斯里蘭卡的港口卸魚，斯里蘭卡與普吉島一樣都只要付入

港費，而不必辦漁業合作，甚為方便。 

2. 以巴里為基地擴大漁場範圍：提升漁船的冷凍能力，延長一航次來回的時間，至遠洋作業，

並改變意圖捕獲的魚種，原來只專注捕近海生鮮鮪魚的，改為到遠洋鮪、旗、沙魚都捕，即

漁民所謂的捕「雜魚」的型態。 

3. 以巴里島為基地開始使用運搬船去接駁運魚回港，以節省漁船個別來回航程，來增加捕撈作

業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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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島台灣鮪漁業者的角色扮演與其社會網絡 

一個漁業基地必須要有多種機能的業者同時扮演各種不同的角色才能正常運作；從船員、船

長、船東、鮪魚外銷代理商、鮪魚冷凍加工業者、報關行、航空與海運公司、餌料及漁船用品供

應商、漁船上架修理厰及代辦官方文件的船務公司，其他當然還需漁港碼頭的多種基本硬體設施

如製冰冷凍廠、卸魚包裝場、加油站等等缺一不可。各個角色扮演著不同的機能，彼此互相倚賴，

互相連結，而形成一個動態的社會網絡。換言之，鮪魚業者的各個角色就是維繫著此社會網絡中

之行動者或稱行為主體。 

以下就筆者在巴里島所觀察到的台灣各鮪魚業者所扮演的角色（機能），及他們在當地的社會

網絡分別敘述說明之： 

（一）鮪魚外銷代理商 

業界對此角色的稱呼有外銷商、代理商、代寄、出魚仔公司等，巴里島台灣人的外銷商最多

曾有 10 餘人，2005 年實際有 8 人。外銷代理商是鮪魚業界最關鍵的人物，他是向船主買魚來外

銷日本的主要行動者，如前述，以巴里島為漁業基地的漁船，幾乎都是外銷商號召而南下的。要

扮演此角色者至少須具備三要件：1.要能鑑定從船上卸下的每尾魚達到日本生魚片（sashimi）市

場所要求的品質者才能外銷，而當地華人的外銷代理商目前不具備鑑魚技能者，就雇用台灣人來

從事這項工作。2.要有足夠的資本，因漁船主往往會向外銷商借錢花用，一般情形，一艘船借約

30－50 萬元的額度，此借貸關係也是維繫著船主與外銷商間之關係穩定的重要機能。3.要打通與

日本生鮮鮪魚進口商之間的運銷通路，這要靠個人的本領與貿易對象建立好進出口的行規。外銷

代理商與船主間的交易有所謂「結價」（或稱「買斷」）和「代寄」（或稱「代銷」）兩種類型；前

者是每年元月間外銷商會向船主開出當年 2 月 1 日起一個年度外銷日本 sashimi 級的整尾魚收購

固定價，以 2005 年 C 外銷商的收購價為例，上半年（2 月 1 日起）每公斤 140 元，下半年（8

月 1 日起）每公斤 150 元，而 2002 年之上半年是每公斤 100 元，下半年 120 元，這種交易方式，

日本市場價格變動的風險須由外銷商自負。而「代寄」是外銷商只代船主艦定出可外銷的鮮魚並

代包裝和空運到日本市場，船主則以每公斤一定的金額付給外銷商當代工費用，此交易方式即市

場價格風險由船主自負。 

 外銷代理商大多是他本身也是大船主，如 C 和 Z 兩位代理商在巴里島自有的鮪釣船分別有

10 艘和 6 艘，他們當然自行外銷自己船所捕的魚，也兼如前述的「買斷」或「代寄」魚貨的工作，

如此這兩位代理商實際外銷的分別是 30 艘及 9 艘船所捕的魚。外銷商時常以手機與正在海上捕魚

的船長聯絡以了解漁獲情形，並判斷日本市場的行情，適時的指揮哪幾艘漁船或魚貨運搬船，何

時回港來卸貨。在有卸魚貨的日子，幾乎都在上半天於 Benoa 碼頭附近業界所謂的包裝場室內進

行卸魚，外銷商同時也在現場，以一支半圓管的尖刀從魚的尾部插入，取出一小塊魚肉放在他的

手指頭捏捏並看看，就完成鑑定該尾魚是否屬於 sashimi 級的外銷魚了。外銷商僅於卸魚日上午

到港區工作，其餘的時間就在家或到公司從事與這一行的上下游業者如出口報關行、航空公司、

漁船主、船長等做聯絡的工作。在巴里島從事外銷商的台灣業者一定有固定的住家或事務所，雇

用會計人員，處理其與上下游業者間的金錢收支，所以外銷商的住家或事務所，夜晚時分常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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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業者聚集，一邊談業內的相關事務，一邊看著台灣的有線電視節目，形成一個我群認同的社會

網絡群體。 

（二）魚類冷凍加工廠 

巴里島的台灣人從事魚類冷凍加工的有 4 廠，在地華人經營的也有 4 廠，其他日本人及義大

利人各有 1 廠，而其中在地華人經營的廠都有台灣人或新加坡人的股東參與其中。依冷凍的魚種

來看，此一行業又可分成兩種類型： 

其一是冷凍鮪魚加工廠：在 Benoa 碼頭卸貨的鮪魚經過如前述之外銷代理商鑑定而未達

sashimi 級者，就立刻被送入碼頭邊的各個冷凍加工廠，各加工廠以固定的價格向漁船主收購魚，

如 Y 廠 2005 年每公斤鮪魚收購 2.7 美元（80 餘元台幣），此價格比前述之 sashimi 級的 140－150

元，雖有些差距，但若整個鮪魚產業中缺加工廠這一行，則那些鮪魚若銷到印尼國內市場上就更

不值錢了，故冷凍鮪魚加工廠也是一個好的漁業基地不可缺的角色。這類型的加工廠，以 Y 廠為

例，其運作情形如下，經營主東港人 1991 年來島考察，判定巴里基地有設廠的條件，就向在地華

人租港區一小塊地自建廠房及冷凍設備，2 個月後就正式進行鮪魚冷凍加工的作業，其產品僅鮪

魚一項，其外銷對象是美國 Los Angles 的單一買主，此市場迄今尚未有貨源過多的現象，Y 廠的

經營堪稱順利。該廠鮪魚加工程序為，鮪魚進廠後，就由數十名員工分別在各工作崗位上，將一

尾數十公斤重的魚，以人工操刀分解，去頭、去骨、去皮，取其魚肉部份依各部位切成適合於超

市或料理店再細切為生魚片的肉條（saku）及不成條的碎肉。經此加工後，魚肉就放入零下 40℃

的冷凍庫，2－3 天後肉色變更鮮紅，將魚肉分 A、B、C 三級，再分別在透明塑膠袋內灌入一氧

化碳後，將魚肉做真空包裝成一盒 10 公斤裝的成品，然後再放入 40 呎長的冷凍貨櫃，就可立刻

海運出口，該廠的出口量每個月都維持 2 至 3 個貨櫃，從不間斷。出口的運送過程，由巴里的 Benoa

港先送到西爪哇的泗水（Surabaya），再集中運到 Singapore，轉環球航線海運到美西 L.A.全程需

20 多天才能到達。鮪魚冷凍加工屬於勞力密集產業，在工資低廉地區才能生存，以 Y 廠雇用的

70 餘名員工而言，每個月全部薪資才台幣 20 萬元，這其中的 1 名台灣幹部就佔了一半，因此當

地每名工人的月薪只約台幣 1,500 元。 

另一類型業者稱為雜魚冷凍加工廠：其所冷凍的魚種是延繩釣所捕獲的旗魚、鯊魚類及不屬

sashimi 級的鮪魚類為主，其單價都比前類型的每公斤 2.7 美元還要低。此類型之魚貨交易對象並

不固定，漁船進港時，各加工廠就到港邊來與漁船主議價，同業競爭的情況顯著。以 X 廠為例，

經營主原來在東港從事魚類買賣的工作，1989 年來巴里島，先與在地華人合作辦理引進台灣漁船

前來駐港的業務，適應環境一段時間之後，才開設冷凍加工廠。2003 年該廠的台灣幹部有 5 人，

在地員工約 200 人，其規模屬較大者。魚貨冷凍加工程序，依魚種性質有先結凍後再電鋸成魚片

（排）、魚塊者，有解凍後再以手工刀切者，不一而足。魚貨銷售對象有歐洲、美國、日本、東南

亞、中國、台灣和印尼國內等，經營者以最大利益為原則，依不同的魚種，還有一尾魚之不同的

部位，分別賣到不同的國家去。此廠每個月的出口量約 10 個貨櫃，一年約 100 個貨櫃（40 呎）

的規模，魚貨出口外銷之運輸，也如前述 Y 廠的情形，即先海運到泗水，而後轉到新加坡集中，

再分散到各國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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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船主（船東） 

 船主是扮演漁業經營者的角色，巴里島的台灣船主，依其擁有漁船數多寡，及角色扮演的

差異，可分為兩種情形：其一是「多艘型船主」，即擁有 2 艘漁船以上者，船主本人並不出海，捕

魚的工作委由船長指揮船員為之，他們有些純粹只是船主，有些是船主兼鮮魚外銷商、魚貨冷凍

加工業者等不同的角色。1980 年代末期以來，東港、小琉球一帶小型鮪釣船多數都曾經進駐過巴

里島漁業基地，他們停留的時間長短不一，那些不適應長期離家者，短暫停留巴里島就返航回台

了，而有些下一代無人繼承漁業的老船長，他們有些把漁船在巴里島賣掉後隻身回台，也有些在

巴里島定居下來，並投資更多艘的漁船，雇船長來捕魚，自己成為所謂「山頂頭家」的船主角色。

另一種「單艘型船主」，他們只擁有單艘漁船，自己也兼該船的船長。鮪釣漁業除了海上的作業之

外，還需要陸地上做食物、餌料、漁具等的調度補給、漁船機具的維修、魚貨交易的處理等有關

漁撈上下游的工作。如此，單艘型船主一人就需承擔海上及陸上全部的工作，宛如俗話所說的「校

長兼打鐘」的情形，而多艘型船主就配合海上漁撈的時程，專事陸地上補給、維修、交易及訊息

傳遞等漁業經營的工作。 

（四）船長與船員 

一艘小型鮪釣船的人力至少需要船長與船員共 10 人，1990 年前後，台灣船剛到巴里島時，

每艘船大致都還有 3 名台灣人當幹部，其餘的才用當地的印尼人，而到 2000 年之後，每艘船幾乎

都只剩 1 名台灣船長，這反映出台灣漁業在那時候已呈現後繼無人的現象。目前那些「多艘型船

主」所雇用的幾乎都是台灣船長，而雇印尼人當船長，雖然成本較低，但在漁業經營上仍相當困

難，因文化上的差異，雙方社會網絡的連結度不大，在海上，漁獲物、漁具被船長偷賣掉的情形，

船主都無法掌握，而若雇台灣船長，其與船主彼此都是熟識的人，雙方都可互信，船主也給船長

對船員有發放一定額度紅利（獎勵金）的權利，如此，可增進船員的工作效率。在巴里島的台灣

船，船主與船長的利益分配，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漁獲物販賣所得扣除掉該航次所花費的餌料、

油料、食物等經費及漁工工資等成本後的紅利，船主與船長各得 50﹪，另一種是船主給船長月薪

3-4 萬元，外加 15﹪的紅利。至於船員雇用的情形，巴里島的漁工幾乎都不是巴里島當地人，而

來自爪哇、蘇拉威西等各島的漁工源源不絕的來到巴里島碼頭邊尋求工作，故此地也不需要任何

漁工仲介的角色存在，每名漁工的月薪只約台幣 2,000－3,000 元，這與台灣政府所規定的最低工

資每月 15,800 元，明顯的低很多，由此可知巴里島會成為台灣鮪魚業者的樂園之原因所在。 

（五）漁船修理業者 

此行業包括修理漁船外殼的所謂上架場，及修理船上之航海和漁撈的機器設備者。台灣漁船

在海外漁業基地，若無台灣的漁船修理業者，則漁撈作業無法順利的展開。目前在巴里島的台灣

漁船機器，都由台灣人修理，而當地華人的漁船，由華人修理，兩套技術系統顯然不同。1980 年

代末期，台灣漁船剛進駐巴里島時，外銷代理商就邀請 1 名輪機修理師傅隨行，2005 年這樣的師

傅已增加至 4 名，但在外國，台灣的漁船機器零件並不能齊全，師傅只好以電話與台灣業者聯絡，

再以空運寄達支應。巴里島的漁船上架場有兩場相鄰，台灣人與印尼華人各一場，分別於 1997、

98 年當港區的人工島拓建完成後相繼設立，數年來台灣人所經營的上架場不僅是提供台灣漁船維



17 

 

修的功能，也逐漸形成台灣船主及其他鮪魚業者聚集休閒和情報交流的一個主要場所。 

如上述台灣的各個業者在鮪漁業生產鏈上，主要扮演漁撈技術、漁業資本和運銷經營等關鍵

的角色，然而整個鮪魚產業中，還有若干須由能說印尼話及福建話的華人（Bagan 華人）扮演鮪

漁業上下游相關行業的角色，例如： 

1. 餌料供應商：鮪釣漁業需要大量的釣餌，印尼華人能提供量大而價廉的餌料，1980 年代末台

灣漁船剛到印尼時，主要利用當地的活虱目魚（海草魚）為餌，其後隨著印尼圍網漁業的發

展，多獲性的沙丁魚、圓鰺（俗稱四破）等餌料取而代之。台灣漁船除採用上述印尼華人所

販售的廉價餌料之外，也從高雄進口阿根廷魷魚餌，以供月光夜搭配使用。 

2. 漁船伙食供應商：漁船出海前需補給漁撈作業期間船上人員的食物和包裝飲用水，台灣漁船

主通常授權讓船長開單列出所需的品目，再交給巴里島的華商去收集採購，1990 年代台灣漁

船大量進駐時，巴里島首府 Denpasar 市區的超市因而一度生意興隆，這對巴里島的經濟應有

一些貢獻。 

3. 魚貨出口報關行：台灣的鮪魚外銷商與魚貨冷凍加工業者需透過華人的報關人員，去向政府

辦理關稅業務，以及向航空公司或海運貨櫃公司安排交涉機艙、船艙，以便魚貨能適時的出

口。巴里島隨著台灣漁船的進駐，鮪釣漁業的發展支撐著華人經營的近 10 家的報關行。 

4. 魚貨包裝場：此一場所具有卸魚、分級、魚貨初級加工、魚貨冷凍及包裝出貨之功能，是漁

業基地人群聚集的主要地點，其場地係由民間向政府承租而後自建廠房，巴里島 Benoa 港區

的包裝場，大部份均為當地華人所有，台灣的鮪魚外銷商必須向他們租借場地。12 

5. 其他，華人所從事的鮪魚產業，有如前已詳述的船務公司，他們專為台灣的業者向政府辦理

證照文書業務。此外還有港區的一些製冰冷凍廠，提供魚貨冷凍保鮮和販賣冰塊、乾冰之業

務。 

巴里島成為台灣國外漁業基地的區位因素 

如前述，巴里島在 1980 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的小型鮪釣船及鮪漁業相關業者紛紛的進駐群

聚，1992 年 12 月 31 日我政府才核定巴里島為我國的國外漁業基地之一。在我國國外漁業基地的

行列之中，巴里島的出現相對是比較晚的，作為一個國外漁業基地的區位因素為何？是以下所要

探討的。  

（一）基地港與漁場間的距離近 

巴里島的 Benoa 港位於該島的南方，面向印度洋（見圖 2），所以由港口出發很近的距離就到

達深海的鮪釣漁場，此漁場即印尼之南方，澳洲之西方，沒有颱風，安全無虞。因漁港與基地港

的距離近，2000 年以前每一航次的時間僅約 1 星期，適合台灣 50 噸以下近海型的漁船作業，捕

獲的鮪魚不必經過冷凍，以冰水冷藏的狀態運回基地港即可。雖 2000 年以後，漁場擴大，即到較

                                                             
12 據邱姓代理商說，1990 年代初期 Benoa 港區擴建完成時，巴里省政府不出租港區的土地給外國人建廠房，故土

地都被華人承租佔有，台灣人若想使用場地只能向二手房東的華人承租，但近年來政府調高租金，也准與租給外

國人，2005 年筆者調查時，向政府承租包裝場之土地者，台灣業者只邱氏 1 人，其餘均為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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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的海域作業，漁民以運搬船去轉載魚貨回港，以克服漁場距離擴大的問題，使巴里島仍保持是

日本生鮮鮪魚的主要供應地之一（常清秀，1999：42）。就基地與漁場間的距離這項區位條件而言，

以巴里、雅加達和畢棟比較之，雅加達位在爪哇島的西北邊，漁船進出港必繞過爪哇與蘇門答臘

兩島間的 Sunda 海峽才能南下印度洋，畢棟必須經過 Maluku 海才能出西太平洋，而巴里島一出

海就是印度洋了，其區位條件優越至為明顯。 

 

 

 

 

 

 

 

 

 

 

 

 

 

 

 

 

 

圖 2  巴里島區域圖 

（二）基地港毗鄰國際機場 

巴里機場的國際航線的航班數在印尼國內應僅次於首都雅加達，印尼為群島國家，數千個島

嶼分布遼闊，巴里機場成為印尼東部 Sulawesi、Maluku、Lombok、Flores 各島出入國轉機的機場，

其航空交通便捷，有利於鮪魚及時輸出。此外，Benoa 漁業基地與巴里國際機場位置毗鄰，由港

區到機場僅 15 分鐘的車程，巴里直飛日本的航班每週達 35 班之多，其中到東京地區成田機場每

週有 14 班，大阪地區關西國際機場有 15 班，名古屋及福岡也各有 3 班，每班客機約可載 10 噸生

鮮鮪魚，若這些航班還不足以運鮪魚出口到日本，尚可利用巴里島飛往台北、新加坡、香港、曼

谷等地的飛機轉載運到日本（見表 3）。隨著巴里島外國觀光客的增加，航班數也增加，生鮮鮪魚

空運至日本的運費也降低，1995 年前後每公斤運費 2.5 美元，2005 年每公斤降到 1.6 美元，因此

可知，巴里島觀光業的發展，也有助於它本身成為台灣國外漁業基地的區位條件。 

（三）港區設施完善 

巴里島荷治時期 1920-30 年代對外聯絡的港口，在該島北岸的 Buleleng（今名為 Singara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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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圖 2），但此港口與該島南岸的精華區之間有山脈阻隔（Hanna,W.A.,2004：198-204；Vickers 

A.,1989：91-97）。而今巴里島漁業基地所在的 Benoa 港位於巴里島南端 Bukit 這個陸連島地峽之

東側 Benoa 灣內，為一人工島，荷治時期 1926 年開始計畫建港，以挖海填土建造的人工島面積

約 3.4 公頃，並建一條海堤道路以通達此人工島。早期荷治時期興建的 Benoa 港一直到 1970 年

代印尼政府在此設立 PSB 鮪釣漁業公司時還是維持原來的碼頭規模。131980 年代以後，港區才再

度濬深填土擴大面積，並拓寬進入港區的海堤道路為雙線道，到 1990 年代初，港區擴建工程才告

一個階段。港區有漁業專用碼頭足供漁船停泊使用，並規劃漁業專區給廠商租用建廠，區內必要

的設施如漁船上架維修場、製冰冷凍廠、加油碼頭、魚貨加工廠、魚貨包裝場等都聚集完備，業

者都感到很方便。 

（四）治安情況良好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回教國家，但巴里島的宗教特殊，島民的主要宗教是比較接近印度教的

多神信仰，家廟、村廟遍佈各地，人們拿香到處膜拜的景象隨處可見，他們相信生死輪迴、因果

報應，作惡多端者會受到社群內的制裁，所以治安情況很好，居家夜不閉戶。台灣漁民到國外漁

業基地最擔心的是當地的治安狀況，這一點在巴里島就無顧慮之虞。台灣從事鮪魚業者在距離

Benoa 港區不遠的地方 Parapa、Piranha、Sesetan 一帶聚集成他們所謂的「台灣村」，這應該是台

灣人在其他漁業基地少有的現象。14此外，巴里 Benoa 港區是一個人工島，單一出入口管制嚴格，

港區與市區分離，台灣業者在港區的活動也不易受巴里市區不良份子的騷擾。  

（五）物價房價低廉 

漁船需要補給船用油、船員伙食、魚餌等，長期定居者需租住家、廠房、辦公室等，這些價

格高低直接影響到漁業經營成本。印尼船用油在東南亞各國中相對的便宜，以在菲律賓南部的

Davao（納卯）與印尼的 Bitung（畢棟）一帶作業的台灣漁船為例，他們幾乎都在物價較低的印

尼畢棟補給，而至空運條件較好的菲律賓 Davao 去卸魚15，此外，食物及鮪釣魚餌在巴里島也很

便宜，印尼養殖的虱目魚或圍網所捕的沙丁魚產量豐富而價格低廉，當地的魚餌供應商隨時都能

提供餌料。16至於房屋租金每月 5、6 千元台幣就能租到有前後院和涼亭的四房以上的住家，因這

樣的房租已高於當地的一般的行情，所以有些地主願意特別蓋新房子來租給台灣人，也有地主提

供建地讓台灣人去蓋房子居住，其條件是 12 年免付房租，12 年到期後就需付房租或歸還房子，

如 Sanur 傳統市場附近蔡姓代理商的房子就是這種情形。 

（六）勞力充足工資低廉 

                                                             
13 2005 年 7 月筆者訪問 Benoa 港務局經理 Mr. Heskiel Sasiang，獲知該局存有 1926 年荷治時期規劃建港的檔案文

件和簡圖。 
14 台灣鮪魚業者在巴里島幾乎都租房住在 Denpasar 市行政區域內，經筆者至該市之移民局查證 2005 年 5 月台灣人

申請居留工作證者有 107 人，這些人多數分散租屋在文中所謂的「台灣村」一帶。 
15 Davao 與 Bitung 生鮮鮪魚外銷至日本均需轉機，Davao 是菲南最大都市與首都 Manila 間的航班多，而 Bitung 所

在的中心都市 Manado 相對是較小的都市，往首都 Jakarta 的航班也相對較少。 
16 依實地訪查，印尼養殖的虱目魚餌，每尾 3.5-5.0 寸大，約台幣 3 元，運至帛琉每尾就賣 10 元，而巴里島的沙丁

魚餌每尾只約台幣 0.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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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當今為世界第 4 大人口國，2005 年人口約 2 億 2 千 2 百 78 萬人，人力資源很豐富，願

意當船員者就會自動到港邊求職，魚貨包裝場、冷凍加工廠若需填補人力，只要向在職員工透露

徵人的訊息，很快就有新人來報到。2005 年一般船員及工廠工人每月薪資平均約 60 萬 Rupiah（印

尼盾），折合台幣將近 2,000 元，負責輪機及冷凍魚的船員月薪較高，約台幣 3,000 至 4,000 元之

間，而若雇印尼華人為工廠的職員乃至幹部則需付較高的月薪，約從台幣 3,000 元至 10,000 多元

不等，印尼人工資低而工作效率也較低，但兩者相抵，無論如何都還比台灣低廉許多，因此，現

今印尼仍適於勞力密集產業的發展。 

（七）其他之區位與文化因素 

巴里島的位置在東經 115 度附近，與台灣 121 度相當接近，兩地沒有時差，飛機 5 小時就可

到達，業者家屬前往探親往來方便。台灣人對當地的飲食及其他生活習慣還頗能適應，在語言溝

通方面，南島語系的印尼語屬於較容易學習的語言，外國人在當地居住不必很長的時間大致生活

上簡單的用語都不成問題，尤其對台灣人而言，印尼國內漁業最進步的 Bagan 華人，他們所說的

語言與台語很接近，因此有 Bagan 華人做為仲介角色，在官方文書的處理及在地的採購方面也有

一些便利之處。 

結   論 

本研究主題在文獻資料缺乏的情況下，以實地觀察與訪談的方式進行研究，其結果歸納如下： 

印尼政府於 1972 年 5 月創設國營 PSB 漁業公司：在巴里島和 Sabang 島兩地，積極發展鮪釣

漁業，獲日本政府援助 18 艘鮪釣船，並由日本派遣漁業技術人員為印尼訓練船員，經過 10 餘年，

Sabang 島的鮪漁業基地沒有發展成功，相對的，巴里島的地理區位條件較優越，PSB 公司仍維持

著 18 艘鮪釣船在巴里島作業，但其經營成果並未帶動民間的鮪釣業在該島發展。此乃因鮪釣漁業

並非只是屬於第一級產業的漁撈部門，也必須要有製冰冷凍、魚貨加工等的第二級產業和漁船上

架維修、魚貨交易外銷、空運海運等第三級產業配合，彼此連鎖而形成一個產業聚落的形態才能

成功。 

1980 年代以後，台灣東港、小琉球的小型鮪釣漁業，因近海魚源枯竭，漁工缺乏等因素，以

致經營困難，於是在魚貨外銷代理商的帶領下，紛紛成集團式的分別出走到東南亞的檳城、雅加

達、巴里島、畢棟、普吉島，及西南太平洋的關島、帛琉等地，以外國的港口做為漁業基地，利

用外國的漁工及遠洋的漁場資源，形成所謂「近海型的遠洋鮪釣漁業」，其漁獲物直接從外國漁業

基地分別以生鮮鮪魚空運外銷到日本生魚片市場，而冷凍鮪魚以冷凍貨櫃船輸出美國、東南亞、

中國等地。本文之研究地點－印尼巴里島其區位條件優越，例如：漁場距離近、空運航班多、碼

頭設備完善、物價低、勞工充足、治安良好、語言文化適應容易等，因此適於近海小型鮪釣船在

此卸魚補給，台灣的鮪漁業者在此地形成群聚效應。因台灣鮪魚業者在巴里島漁業基地的聚集，

也吸引印尼境內目前仍操福建漳泉語言而且是印尼國內漁業最先進的 Bagan 地區華人追隨來到巴

里島加入鮪魚業，因彼此文化背景相近，Bagan 的華人很快就從台灣業者學到鮪漁業經營的才能，

撐起印尼鮪漁業的一片天，使印尼成為日本生鮮鮪魚的最大供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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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述，在印尼鮪釣漁業的發展史中，初期是 1972 年以後透過印尼與日本之國與國關係的漁

業技術傳播，到 1980 年代中期印尼的鮪漁業都還停滯不前。然而，1980 年代中期以後，台灣東

港、小琉球的小型鮪釣船和鮪魚外銷代理商在巴里島漁業基地與 Bagan 華人之邂逅，雙方在鮪漁

業發展上，彼此形成互助共生的合作關係，終於獲得輝煌的成果，由此可見在巴里島台灣人與

Bagan 華人雙方誠心的合作是該島鮪漁業發展成功不可忽視的要素。 

我國的 60 餘處海外漁業基地分布於世界三大洋，因各基地的地理位置區位、政治、經濟、社

會情況不同，台灣漁船在各基地的聚集程度當然也有明顯的差異。各漁業基地大部份都與台灣沒

有邦交關係，我國的漁政單位對我們的漁船在外國基地的運作情形也所知有限，業者在海外單打

獨鬥處境困難，他們對政府也有諸多抱怨。本文是筆者初次對一個海外基地的個案研究，希望將

來還有機會繼續做其他基地的實地調查，以了解各基地發展的歷程，並探就台灣業者在該地的活

動情形及其社會關係網絡，藉以發現業者們所遭遇的問題，以提供漁政單位施政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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