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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鄭火元

1. 緒論

定置網是一種陷阱漁具，設在沿岸水

域，當魚類洄游經過時，將其誘導進入類似

迷宮之網中而捕獲之。用這種方式捕魚，其

歷史由來已久，日本富山縣為定置網漁業之

發源地，據考證自 15世紀起，在日本已有
定置漁業，發展至今已有500年的歷史。

而台灣自早期日據時期，日本人在宜蘭

縣大里石城海域經營台網類定置網，發展至

今之落網類定置網，已有百多年之歷史。早

期由於國情及政策取向，本漁業未能有效受

到重視，發展受限很大。

民國 60年起因受國際間能源危機衝擊
與實施 200海浬經濟海域政策影響，主動性
漁業發展受到很大影響。漁政最高單位之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爰於「改善農業結構，提高

農民所得方案」計畫項下研提計畫。於 69
年起，陸續遴派學者專家及業者至日本研習

定置漁業漁具、漁法與相關法規。借助出國

研習之學者、專家與業者回國後之共同努

力，台灣定置漁業 20幾年來有如脫胎換骨
般，進步很快。近年來更為因應國際間責任

制漁業之推展，實施管理型漁業以及配合國

內娛樂漁業之發展，定置漁業已重新受到肯

定與重視。

2. 定置網漁業之定義與漁獲機制

所謂定置網漁業即在一特定海域敷設網

具一段長時間，等待魚族自動入網，滯留網

內，漁民視潮水而出海加以揚網捕獲之一種

消極被動性的漁法。定置網屬建網類，為網

漁具八大類之一。長期敷設網具在魚族經常

洄游經過之路徑或棲息之漁場，宛如迷宮，

有陷阱狀結構，一如山上獵捕野獸之陷阱。

經營此種定置漁業，必須申請漁業權。

依漁業法第十五條所稱 3種漁業權漁業中，
定置漁業權係指於一定水域，築磯、設柵或

設置漁具，以經營採捕水產動物之權。定置

網漁具係指將網漁具定置於一定之水域，用

錨或支柱等將網地或他種漁具定著敷設、使

之固定，而捕獲洄游性魚類為目的之漁撈方

式。

定置漁業係一集合名詞，種類很多，型

狀及規模大小不一，概可分為：台網類漁

業、落網類漁業、待網類漁業、建網類漁

業、張網類漁業、升網類漁業、棚堰類漁

業、魚礁漁業，以及石滬漁業等9種。
其中落網類漁業之漁具規模最大，結構

最完整，主要構造包括垣網、運動場網、登

網與箱網（及金庫）四大部份，漁獲效率也

最高，且最具發展潛力，係目前台灣定置漁

業之主流。

落網類定置網漁業之作業原理為由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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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魚群前進方向，且將其誘導進入運動場

網內，在運動場網內游泳洄旋一段時間後，

順潮流沿登網升高進入第一箱網，因登網頂

部網口小，易進難出，利用魚類遇到障礙物

時，有向下潛逃之習性，使其進入第一箱網

後，潛入下方而不易逃出。在第一箱網內再

洄旋後，也順潮流沿等二登網進入捕魚部或

第二箱網。因第二登網頂部網口比第一登網

網口更接近水面且極狹小，所以進入第二箱

網之魚群更難逃出，遂在第二箱網內洄旋游

泳待捕。漁民則俟魚群入網量之多寡或俟潮

流時機出海加以捕獲之。

3. 台灣定置網漁場之分布及其產量、產值

變化

截至民國 92年 6月底止，據調查各縣
市已核發定置漁業權組數及實際經營體

有 74組（圖 1）。由圖中可知約有 78%
分布在東海岸海域，約有 22%分布在西
海岸台灣海峽海域。

目前台灣各定置漁場所使用之定置

網漁具，皆採用漁獲效率較高之落網

類，使本漁業之漁獲效率從早期平均

0.3%，提升至目前之 10%~15%。部分
定置漁場考量其環境特性及主要經濟漁

獲物屬性，更同時輔以底建網，所以漁

獲效率可提升至20~25%左右。
近年來，台灣定置漁業年產量每年

大約維持在 6,000~12,000公頓，產值大
約在新台幣 5~9億元左右（圖 2），據
《中華民國台閩地區漁業統計年報》指

出，定置漁業年產量約佔沿岸漁業

20%，產值約佔 12%，為 11種沿岸漁
業中，僅次於刺網漁業及釣漁業之第三

大漁業。

4. 定置網漁業之特性及其附加價值

定置漁業漁場皆在沿岸大陸棚淺水

海域，又因其消極被動以待魚族入網之特

性，所以，本漁具具有下列特點：

(1) 為省能源型漁業，油料費用僅佔整
個漁撈成本之2~5%。

(2) 為資本與技術密集且能結合經營之
沿岸漁業。

(3) 為資源管理型漁業，不會造成過漁
現象。

(4) 漁獲鮮度好，魚價高，利潤佳。
(5) 作業時間固定，安全性高，漁民可

以兼營其他副業。

(6) 充分運用漁村年長勞力，改善漁村
生活。

(7) 可配合遠隔式魚探操作，使作業科
學化，省力化。

(8) 配合休閒漁業政策，發展沿岸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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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台灣沿岸海域定置網設置分布情形



事業。

(9) 可防杜走私，裨益維護海防安全。
此外，就配合社會環境之變遷及人民生

活品質之提升而言，可以發揮如下之附加價

值：

(1) 活魚及鮮魚供應。
(2) 繁殖用種魚或蓄養用稚幼魚供應。
(3) 蓄養漁獲，調節市場供需。
(4) 帶動海洋箱網養殖產業。
(5) 有魚礁功能，為栽培漁業良好放流

海區。

(6) 配合娛樂漁業之推展，定置網漁業
之休閒娛樂功能大為提高，可歸納為海釣、

潛水活動、海上活動、作業觀光、體驗漁村

民宿純樸生活等。

5. 定置網漁業與外海箱網養殖業之關係

據農委會資料指出，海洋箱網每公頃海

域可容納 5只箱網，一套 10只箱網養殖系
統產量與 5公頃陸上魚塭之產量（約 80公
頓）相當，且箱網養成魚價格普遍高於魚塭

養成魚。

推動海洋箱網養殖既已形成漁政重點政

策，筆者認為有許多箱網養殖之週邊工作必

須加以正視與落實，才能永續發展本產業。

換句話說，定置網漁業之產業地位及其關連

產業（圖 3）需一併重視發展。定置網漁業
與海洋箱網養殖，甚至休閒漁業三者有密不

可分之關係，即定置漁業為海洋箱網養殖之

上游產業，兩者更為休閒漁業之基礎產業

（圖4、圖5）。
茲再進一步闡述如下：

(1) 就漁區規劃而言

海洋箱網養殖區之規劃所考慮之海上海

象條件幾乎完全與定置漁場之調查評估內容

相同。

(2) 就漁網具之類型、敷設及固定而言

外海箱網之規模遠小於定置網具，其敷

設與固定方式及其架構完全與定置網相同，

甚至要求標準還低於定置網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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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台灣定置網漁業歷年產量與產值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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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就定置網與外海箱網互動性而言

茍 定置網具設在外海處，箱網敷設在

其內側，可以減緩海上箱網直接承受之海流

流壓阻抗，保護其材料結構之安全性，使網

型穩定。

咷 定置網漁獲之種魚，可提供箱網養

殖之種苗繁殖培育之用。

咮 定置網漁獲高經濟價值之未成年稚、

幼魚可以提供為外海箱網養殖之對象魚種。

哖 定置網漁獲之下雜魚，提供為海洋

箱網養殖對象魚之生餌，非但新鮮，營養價

值高，更能提高養殖魚增肉係數（即換肉

率）。

日本沿岸定置漁業產業相當發達，全國

計有 6,749個定置漁業經營體，大小型定置
網具約有 16,000組。已將定置網漁業視為
人與網具一體之漁業，並極力在發展定置網

與海上箱網養殖業一體之經營型態，使定置

網漁業與養殖業充分配合。

定置網漁業可說為一種火車頭之漁業，

圖4.  定置網具週邊附掛箱網一體經營

圖5.  導入休閒型態經營定置網漁業



它能帶動許多週邊產業之發展，更是海洋箱

網養殖漁業之母。漁政單位實應積極推動鼓

勵業者以定置網經營成功之經驗來帶動海洋

箱網養殖產業之發展。

6. 落網類定置網概述

(1) 落網類定置漁具之結構及功能

改良式落網類定置漁具之基本結構是由

垣網、運動場網、登網、箱網、骨架索、緣

網及罩網等各部分組成（圖6）。
茍 垣網

垣網之主要功能為遮斷魚道，誘導魚群

進入運動場網內。

咷 運動場網

由垣網遮斷誘導入網之魚群，先在運動

場網內游泳洄旋後，隨潮流游上登網進入第

一箱網，因此運動場網有滯留魚群之功用。

咮 登網

改良型落網類定置網均使用雙層登網，

其功能為防止入網之魚群逃脫。

哖 箱網（捕魚部）

箱網為魚群入網後之休息場所及被捕撈

處。有部分業者另設第三箱網稱為金庫，如

漁獲過多時，將魚群驅趕入金庫內蓄養，以

待魚價適宜時，再行捕撈出售。

咶 骨架索

改良型落網類定置網規模大，為防止變

形，其骨架索大多使用防銹處理過之鋼索。

至於骨架索之錨索長度，以水深之 2~3倍為
宜。

哅 緣網及罩網

改良型落網類定置網在骨架索與網身連

接處，均有加網線及網目較粗之緣網（俗稱

五目仔），其作用在防止波浪影響拉破網

身。另在第二箱網（捕魚部）週圍設有罩網

（幕網），以防止上層魚族逃出。

(2) 定置網漁場應具備條件

定置網漁業經營之成敗與漁場地點之選

擇具有密切之關係，選擇良好定置漁場應具

備條件如下：

茍 洄游性魚類來游之魚道

咷 底質平坦且為沙質或泥質

咮 海流速度適宜，流向穩定

哖 海水透明度適宜

咶 漁場公害少，並遠離河口

哅 潮差小，水深適宜

哆 不妨礙其他船隻航行安全

(3) 作業漁船

定置網漁業之作業漁船，傳統上以 2艘
動力漁筏協力進行揚網作業（圖 7）。近年
來漁業署補助學術單位已成功研發一艘式作

業船（圖 8）。並配備省力化繩索夾具、伸
縮擘吊車、揚繩機、魚探

機等機械化設備後，經推

廣以來，作業方式已可邁

向自動化。不僅節省作業

人力成本，更提高作業效

率 10~25%。目前使用一
艘式作業船之漁場約佔

85%。

(4) 漁法

本漁法主要在利用敷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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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魚道上之垣網遮斷來游魚群之通路，並誘

導其進入網內，從而捕獲之，通常每日作業

兩網次。

改良型落網因規模擴大，揚網時通常從

第二箱網前端處將筋索拉取穿過滑動繩索夾

具纏於舷側揚繩機上，兩船或單船設置 4部
揚繩機同時以環式揚網法作業，每部揚繩機

連同油壓式滑動繩索夾具只需 2人負責操作
（圖 9），全部作業人力僅須 10人以內即可。
當從捕魚部抄起漁獲物時，即刻以碎冰冰藏

保鮮，回港岸時隨即選別分類及分級包裝。

(5) 漁期

改良式雙層落網除箱網容積倍增有利增

加入網魚群的滯留率外，各漁場業者自民國

74年起，陸續改用材質較重之網具材料，
漸能克服大潮急流對網具的影響。每年度漁

期約於 9月中開始至翌年 7月上、中旬結
束。年度漁期橫跨 10個月，少數漁場曾有
全年無休之作業情況。盛漁期為每年 11月~
翌年1月或3~5月。

(6) 主要漁獲魚種

台灣東西海岸海況迥異，東海岸地形陡

峭，水深較深，灣澳較多，水色較清澈，缺

大陸棚，為黑潮主流流域；西海岸地形平

坦，大陸棚寬廣，水深淺，缺灣澳，因底質

大多為沙泥質，水色較混濁，有黑潮支流及

大陸沿岸流，因此漁況有些差異存在。東、

西海岸主要漁獲魚種有：

茍 東海岸太平洋水域

正鰹、高鰭帶魚、巴鰹、棘鰆、平花

鰹、脂眼凹肩鰺、扁鶴鱵、大眼金梭魚、

鰆、無斑圓鰺、單角革單棘魨、花腹鯖、大

眼鯛、魚署、雨傘旗魚、白鰭飛魚、翻車魚、

旗魚等。

咷 西海岸台灣海峽水域

高鰭帶魚、大眼金梭魚、棘鰆、圓花

鰹、平花鰹、扁鶴鱵、鰆、巴鰹、花腹鯖、

齒鰆、白口、白鯧、烏鯧、單角革單棘魨、

褐籃子魚、雨傘旗魚、無斑圓鰺等。

7. 定置漁業之經營

經營定置漁場必需先取得當地縣市政府

圖7.  傳統型兩艘式作業船筏揚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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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配備新式漁撈機械之新型一艘式作業船

圖9.  一艘式作業船揚網情形



所核發之漁業權執照， 1個作業單位如果環
境條件許可，甚至可取得 2組或 3組定置漁
業權，同時經營2組或3組網具最為經濟。

經營 1組，需要兩套網具，亦即需要備
網 1組。如經營 2組則需要 3套網具，亦即
只需要增加 1套網具之設備費，而其他所需
之漁船與勞力相同，但對整年之漁獲產量或

產值至少可增加六成以上。

例如改良式落網網具規模長為 320公
尺，寬 50公尺，深 25公尺，依據固定投
資、作業及利潤等成本概略分析如下：

(1) 固定投資成本

茍 網具材料及編製費用

由於網具規模、資材及運輸成本等各地

方均不相同，如經營 1組所需網具材料及編
製費用約為新台幣 1,195.2萬元， 2組約為
1,900萬元。
咷 漁船設備費用

不論是 1組或 2組網具經營，均需約 5
噸左右之小型動力漁船或舢舨、竹筏均為 3
艘。其 3艘漁船連同船外機引擎之購置費用
約為新台幣150萬元。

近年來，行政院農委會已輔導業者購置

1艘式專用作業船。並在船上添置自動化作
業設備，不但可以增加省力化、自動化作業

效率，而且提高漁獲物品質。 1艘式作業船
一般長 30公尺，寬約 4公尺，船噸約 20
噸，造價約新台幣500~900萬元。
咮 岸上設備費用

通常在漁場附近之岸上設有 1處簡易漁
寮，可作為交易營運、網具堆置、人員休閒

之場所，所需費用約新台幣30~250萬元。

(2) 作業成本

茍 投網費用：投放 1組約需新台幣 60
萬元，投放2組約需100萬元。

咷 經常作業費用：經營 1組全年支出

約新台幣500萬元。
咮 船員及陸上人員薪津：概估本項全

年支出，約需新台幣400~700萬元左右。

(3) 經營利潤

經營定置網漁業，固定投資可按使用五

年計算提撥折舊費用，並依據較優於銀行存

款利息（年息 8.5%），以年息 1%計算投資
利息，於開辦時籌措數百萬元之零用金即可

經營。爾後作業費用支出可自漁獲收入款中

運用。概估經營一組全年漁獲收入約達到新

台幣 800萬元即有利潤，如係同時經營兩
組，則全年漁獲收入約有 1,300萬元，有較
佳之經營利潤。

8. 結論與建議

定置網漁業因具多項特性又有多項附加

價值，可多元化經營發展，若能善加發揮與

宣導，對未來台灣整個漁業結構之調整、轉

型，可扮演一相當重要之角色功能。

台灣西海岸定置漁業經營近 20年，此
間，業者及學術單位不斷投入經驗與心力，

每年漁獲成績皆不錯，已奠定業者經營之信

心，破除早期漁民及漁政單位對於西海岸不

可能設置定置漁場之疑慮。且西海岸漁場大

多為都市圈之產業型態，若能配合經營娛樂

漁業之休閒、觀光來發展，未來在「富麗漁

村」政策推動下，其重要性與發展性將凌駕

東部之定置漁業，且發展空間彈性及潛力皆

很大。

近年來政府積極在推動產業自動化，本

漁業作業自動化也由學研單位與定置漁業協

會等業界同心協力在進行本土性技術之研發

及推廣中，對於改良作業方式或節省人力成

本等皆可達 10~30%之效益。裨利增加漁民
收益，更能吸引優秀人才投入本產業工作。

81壹 .  海洋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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