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白鯊象鮫及巨口鯊漁獲管制措施修正草案總說明
為掌握大白鯊、象鮫及巨口鯊漁獲資源之動態，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於一百零二年三月五日公告大白鯊象鮫及巨口鯊漁獲管
制措施（以下簡稱本管制措施）
，規範漁業人或漁業從業人捕獲大白鯊、
象鮫及巨口鯊時，應於返港後一日內，填具「大白鯊、象鮫及巨口鯊漁獲
資料通報調查表」
，以傳真方式向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本會漁業
署及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水產資源研究室通報，截至一百零八年九月三十日
止，共計通報捕獲大白鯊二十八尾、象鮫零尾及巨口鯊一百二十八尾。
經審視本管制措施，大白鯊、象鮫及巨口鯊物種雖非屬漁民主要漁獲
目標，但為全世界關注大型稀有軟骨魚類，為符合國際保育趨勢，並掌握
科學研究數據，爰擬具「大白鯊象鮫及巨口鯊漁獲管制措施」修正草案，
增列觀察員隨船觀察作業相關規定，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漁船搭載觀察員隨船觀察作業應遵行事項。（修正規定第四點）
二、增訂違反觀察員隨船觀察作業時應遵行事項之罰則。（修正規定第
五點、第六點）

大白鯊象鮫及巨口鯊漁獲管制措施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公告依據
現行公告依據
漁業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 漁業法第四十四條第九款
第九款

說明
配合漁業法第四十四條於
一百零二年八月二十一日
修正增訂第二項及第三項
，爰修正公告依據為第一
項。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一、本管制措施依漁業法（ 一、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以 明定本管制措施訂定依據
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
下簡稱本會）為保育我 。
四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
國沿近海域大白鯊、象
訂定之。
鮫及巨口鯊等鯊類資源
，並實際調查漁獲資料
及資源變動情形，特訂
定本管制措施。
二、漁業人或漁業從業人於 二、 漁業人或漁業從業人於 修正本會漁業署傳真電話
我國沿近海域捕獲大白 。
我國沿近海域捕獲大白
鯊、象鮫或巨口鯊時，
鯊、象鮫或巨口鯊時，
應於返港後一日內，填
應於返港後一日內，填
具「大白鯊、象鮫及巨
具「大白鯊、象鮫及巨
口鯊漁獲資料通報調查
口鯊漁獲資料通報調查
表」（如附件），以傳真
表」（如附件），以傳真
方式向下列機關（單位
方式向下列機關（單位
）通報：
）通報：
(一)當地直轄市、縣（市 (一) 當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政府漁業主管單位
）政府漁業主管單位
。
。
(二)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二) 本 會 漁 業 署 （ 傳 真 電
話：（○二）三三四三
以下簡稱本會）漁業
六二九九）。
署（傳真電話：（○二
）二三三二七五三六） (三) 國 立 臺 灣 海 洋 大 學 環
。
境生物與漁業科學系
(三)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環
水產資源研究室（傳
境生物與漁業科學系
真電話：（○二）二四
水產資源研究室（傳
六二三九八六或二四
真電話：（○二）二四
六二○二九一）。
六二三九八六或二四
六二○二九一）。
三、漁業人或漁業從業人完 三、 漁業人或漁業從業人完 本點未修正。
成通報後，須留置整尾
成通報後，須留置整尾
魚體二十四小時，供本
魚體二十四小時，供本

會漁業署指定學術單位
進行科學採樣及蒐集生
物學資料後，始得拍賣
及利用魚體。
所捕獲之大白鯊、象
鮫或巨口鯊整尾魚體，
經本會認定有必要提供
學術單位進行科學研究
或教學展示者，得由學
術單位優先依議價價格
購買，作為科學研究及
教學展示之用。
四、曾捕獲大白鯊、象鮫或
巨口鯊之漁船應接受本
會指派之觀察員隨船進
行觀察作業。
前項經指派觀察員隨
船進行觀察作業漁船之
漁業人、船長及船員應
遵行下列事項：
(一) 依本會通知之時間及
地點，接載及送返觀
察員。
(二) 提供觀察員在漁船上
相當於幹部船員之生
活照顧、住宿、衛生
設備、醫療與執行任
務所需之空間、設備
及資料。
(三) 於觀察員登船時，船
長應向觀察員說明漁
船之作息方式、安全
維護及漁船設施，並
將觀察員上船執行任
務之事實，通報全船
人員知悉。
(四) 提供並協助觀察員獨
立使用衛星電話或單
邊 帶 無 線 電 話 （ SSB
） 等通訊設備。
(五) 應配合及協助漁業觀
察員執行任務，就有

會漁業署指定學術單位
進行科學採樣及蒐集生
物學資料後，始得拍賣
及利用魚體。
所捕獲之大白鯊、象
鮫或巨口鯊整尾魚體，
經本會認定有必要提供
學術單位進行科學研究
或教學展示者，得由學
術單位優先依議價價格
購買，作為科學研究及
教學展示之用。
一、 本點新增。
二、 為蒐集相關科學研究
數據及瞭解漁船作業
模式，曾捕獲大白
鯊、象鮫或巨口鯊之
漁船應接受本會指派
之觀察員隨船觀察作
業，並應遵守相關配
合事項。

關觀察任務事項所為
之詢問，不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六) 協助觀察員蒐集漁獲
樣本。
(七) 簽署觀察員執行任務
所得之資料或所作之
紀錄，如對紀錄內容
有不同意見時，得附
記其意見。
(八) 船長應確保觀察員安
全，漁船遇有緊急危
難時，應予特別照護
及給予避難協助。
五、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依 四、 違反第二點所定通報義
本法第六十五條第六款
務、前點第一項所定留
規定，處漁業人及漁業
置魚體二十四小時供本
從業人各新臺幣三萬元
會漁業署指定學術單位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進行科學採樣及蒐集生
：
物學資料之義務者，依
(一)未依第二點規定通報
漁業法第六十五條第五
。
款規定，核處新臺幣三
(二)違反第三點第一項規
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定，未留置魚體二十
罰鍰。
四小時。
六、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會
依第四點第一項規定指
派之觀察員隨船進行觀
察作業，或違反第四點
第二項規定之一者，依
本法第十條規定收回漁
業人漁業執照、漁業從
業人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或漁船船員手冊一年以
下處分；情節重大者得
撤銷漁業人漁業執照、
漁業從業人幹部船員執
業證書或漁船船員手冊
。

一、 點次變更。
二、 配合漁業法第六十五
條於一百零二年八月
二十一日修正，爰修
正罰則條文。
三、 將違規行為分款規定
，並酌作文字修正。

一、 本點新增。
二、 增列違反觀察員隨船
執行觀察作業應遵行
事項相關規定之罰則
。

大白鯊象鮫及巨口鯊漁獲管制措施第二點附件大白鯊、象鮫及巨口鯊漁獲資料通報調查表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大白鯊、象鮫及巨口鯊漁獲資料通報調查表

大白鯊、象鮫及巨口鯊漁獲資料通報調查表

捕獲鯊類名稱：□大白鯊□象鮫□巨口鯊

捕獲鯊類名稱：□大白鯊□象鮫□巨口鯊

卸魚縣（市）別：
漁獲日期：
捕獲船名：
統一編號：CT ‐
定置漁場名稱：
負責人：
承銷人或拍賣魚市場：
漁法：□延 繩 釣 □定 置 網 □流 刺 網 □其他
漁獲地點：東經
度
分 北緯
度
分
性別：□公 □母（胎兒□否□有
尾）
體重：
公斤 販售金額：
當日捕獲之主要漁獲種類：
意外捕獲放流：□活存 □死亡

元

體長資料

元

體長資料

標準體長 A：
全

卸魚縣（市）別：
漁獲日期：
捕獲船名：
統一編號：CT ‐
定置漁場名稱：
負責人：
承銷人或拍賣魚市場：
漁法：□延 繩 釣 □定 置 網 □流 刺 網 □其他
漁獲地點：東經
度
分 北緯
度
分
性別：□公 □母（胎兒□否□有
尾）
體重：
公斤 販售金額：
當日捕獲之主要漁獲種類：
意外捕獲放流：□活存 □死亡

長 B：

標準體長 A：

公尺
公尺

填表人：

全
聯絡電話：

註：
1.如有捕獲鯨鯊，應另外填寫「誤捕鯨鯊資料通報表」，切勿填寫本表。
2.本圖像以象鮫為例，填寫本調查表時請勾選實際捕獲鯊魚種類，詳實填寫上述資料。
3.本表填寫後請傳真送至所屬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漁業署（02‐23327536）及國立臺灣海洋
大學水產資源研究室(02‐24623986或24620291)，並留置魚體24小時配合漁業署指定學術單
位進行科學採樣及蒐集生物學資料後，始得拍賣及利用魚體。

長 B：

公尺
公尺

填表人：

聯絡電話：

註：
1.如有捕獲鯨鯊，應另外填寫「誤捕鯨鯊資料通報表」，切勿填寫本表。
2.本圖像以象鮫為例，填寫本調查表時請勾選實際捕獲鯊魚種類，詳實填寫上述資料。
3.本表填寫後請傳真送至所屬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漁業署（02‐33436299）及國立臺灣海洋
大學水產資源研究室(02‐24623986或24620291)，並留置魚體24小時配合漁業署指定學術單
位進行科學採樣及蒐集生物學資料後，始得拍賣及利用魚體。

說明
修正行政
院農業委
員會漁業
署傳真電
話號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