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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集魚器：為集魚而設計，可以固定在某處，也可以在水中漂流。世界各地的產業化金槍魚圍網捕魚主要依賴漂流式集魚器 (DFAD)。大部分裝置都針對重新定
位配備了衛星傳輸浮標。 

發佈此版本指南的目的是更新有關下列方面的內容 
(i) 關於集魚器結構對生態系統之影響的近期研究，以
及 (ii) 要求使用特定集魚器1結構設計的全新區域性
漁業管理組織 (RFMO) 措施。2015 年的修訂版本指南 
(ISSF 2015) 旨在更新內容並闡明利益相關者的常見 
問題。

本指南的首個版本 (ISSF 2012) 是在考慮到對使用集
魚器之科學研究的驚人結果後，旨在敦促就此採取行
動；此科學研究揭示了先前未被注意到的集魚器纏絡
和幽靈漁撈的量化對鯊魚死亡的重大影響：

• 在印度洋進行的實地研究表明，配有較大網目
尺寸的集魚器纏絡造成了很高的鯊魚死亡率

（Filmalter 等，2013 年）。

• 在其他海洋，大網目尺寸的漁網同樣用於集魚
器，而同一種類的鯊魚死亡也與此相關（Murua 
等，2017 年）。

• 來自全球範圍內的國際水產品永續基金會 (ISSF) 
船長研討會的定性和定量資訊表明，纏絡發生
在傳統集魚器（通常使用大網目尺寸）上（Murua 
等，2017 年）。

• 集魚器的纏絡定量非常困難（Filmalter 等，2013 
年），而幽靈漁撈對海洋巨型動物的影響方面存在
在較大的知識缺口（Stelfox 等，2016 年）。

此外，

• 近幾十年來，海洋中的集魚器數量在不斷增加
（Scott 和 Lopez，2014 年）。

• 由於累積的人類影響，全球範圍內的鯊魚種群持
續減少（Lewison 等，2014 年）。

自從第一版指南面世後，數個金槍魚捕魚船隊採用
了低纏絡風險集魚器 (LERFAD) 或非纏絡集魚器 
(NEFAD) 設計，以求減少鯊魚和/或海龜纏絡的風險。
現今所有金槍魚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 (tRFMO) 都通
過了要求使用低纏絡風險集魚器或非纏絡集魚器的
措施，部分組織甚至強化了建造上述裝置的首個技術
標準。

人們對於丟失或丟棄的集魚器對海洋生態系統之影
響的意識不斷提升，這更突出了在生物可降解的非纏
絡集魚器方面更新 ISSF 指南的需要。

考慮到新的研究結果並基於 ISSF 舉辦的近期研討
會的發現，ISSF 針對生物可降解的非纏絡集魚器發
佈此更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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鯊魚和海龜纏絡的問題之一是這些事件極難被觀察到，因為集魚器會數月保持在海洋中，而人們僅會在其使
用期限內觀察一到兩次。而即使人們觀察這些集魚器，也不一定會觀察到其水下構造。此外，被纏絡的鯊魚不
會一直保持纏絡狀態，它們的身體幾天後就會跌落和沉沒。因此，人們對大部分纏絡事件都毫無察覺。這種死
亡原因被稱為「幽靈漁撈」。

在通常經發現與漂流式集魚器 (DFAD) 有關的眾多海洋生物
中，鯊魚和海龜只是其中的兩個物種。
在某些情況下，海龜會被漂流式集魚器筏上的網片纏絡，而海龜和鯊魚則都會被筏下方懸浮的網片纏絡。

經常與海上漂浮物產生關聯的主要鯊魚種群是絲鯊（鐮狀真鯊），在較小程度上指的是遠洋白鰭鯊（長鰭真鯊）。 
鯊魚可能偶爾會被漂流式集魚器的水下網片纏住，即使網片已紮成束（香腸狀），如果其開始散開或鬆開，也會
纏住鯊魚。小網目漁網將減少鯊魚纏絡的可能性，但在海中使用較長一段時間後，漁網將開始分解並出現較大
孔洞，進而增加纏絡鯊魚的可能。

主要影響

照片由 Fabien Forget © 2014 提供

大多數纏絡都 
無人察覺，這種死亡

原因被稱為「幽
靈漁撈」。

1. 鯊魚和海龜纏絡

集魚器構造對海洋生態系統的 

主要影響
集魚器結構造成的兩大主要影響：
鯊魚和海龜纏絡，以及海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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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海域不同，海上漂浮物周圍可發現數個海龜群，其中最常見的就是肯氏龜（麗龜）。海龜不僅可能會被水下
網片困住，在其爬上漂浮物結構時也有可能被纏絡。海龜爪很容易陷進覆蓋筏的網片中。在閥上覆蓋網片並在
頂部蓋上布料和艙蓋布並不是持久的解決方案，因為隨著這些織物的降解，下面的網片就會暴露出來。被漂流
式集魚器纏絡但卻逃生的，以及被永久纏住的海龜比例目前還未可知。

第 4 頁，共 9 頁

集魚器會在特定區域部署，以便其漂流到高生產力漁區。然而，洋流的預測是非常困難的，因而最終的集魚
器軌跡無法始終得到很好的控制。因此，集魚器可能會漂離漁區，最終被船隻所拋棄。在許多情況下，集魚器
會下沉，或是最終擱纏於敏感地區的海岸，例如珊瑚礁。近期研究估計有 10% 的已部署集魚器最終都擱淺了

（Maufroy 等，2015 年）。

與丟失和丟棄的集魚器結構有關的影響就是幽靈漁撈、沿海地區破壞，以及因用來製造集魚器機構而使用的
塑膠成分帶來的海洋污染。在全球範圍內，集魚器結構已經發展為 60-80 米深的更複雜、更深的結構。當然，這
些更深的集魚器所帶來的影響要比過去所用的 5-20 米深的集魚器更大。

雖然漂流式集魚器在傳統上一直採用天然竹子製作，但如今的許多漂流式集魚器都使用諸如塑膠、聚氯乙烯 
(PVC) 和尼龍網等石油衍生製品，以及金屬來製造。石油衍生材料最終會分解並以宏觀和微觀尺寸的塑膠形式
對海洋造成污染。

ISSF 正致力於發現以天然原料製成的全新集魚器結構的 
專案，以減少集魚器的海岸擱纏和沉沒所帶來的影響。

集魚器會下沉， 
或是最終 

擱纏於敏感 
地區的海岸， 

例如珊瑚礁。

2. 海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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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 
實踐建議
考慮到新研究內容以及在 ISSF 研討會上學到的經驗（Moreno 等，2016 年；2018 年），生物可降解的非纏絡
集魚器的構造指南如下所示。

ISSF 認識到本行業在功能性生物可降解的非纏絡集魚器之設計和開發中的重要作用，並且鼓勵創新和測試
的繼續進行，以令生物可降解的非纏絡集魚器持續發展。

生物可降解的非纏絡集魚器

生物可降解的 
非纏絡集魚器是對 

生態環境帶來最少 
可能影響的集 

魚器設計。

新的集魚器設計 

應專注於減小集 
魚器尺寸，以緩解
其在擱纏於海岸或沉沒

時帶來的影響。

集魚器的 
丟失和丟棄應通過 

諸如集魚器 
恢復等活動來減少。

照片來源 © DATE

生物可降解的非纏絡集魚器
照片由 Fabien Forget © 2014 提供

https://iss-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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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有多種多樣： 
示例如下。

筏
表面結構不能使用網片或網狀材料覆蓋（以減少海龜纏絡）。

以竹子、軟木或其他天然材料製成，其降解不會對生態系
統造成影響。

應盡可能地減少使用塑膠浮標和浮選容器；例如，減少集魚器結
構的重量和體積。

生物可降解 
的非纏絡集魚器

僅使用天然和/或可降解材料 — 棉繩和帆布、馬尼拉麻、劍
麻和椰子纖維 — 其降解不會對生態系統造成任何影響。

尾（水下結構）
只有不使用網片製成的集魚器可以完全消除對海龜、鯊魚和長
鬚鯨種群的纏絡。

生物可降解

生物可降解

https://iss-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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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全球範圍內用來建造集魚器的設計和材料的多樣性，ISSF 混獲指導 
委員會根據與使用漁網方式有關的纏絡風險將集魚器按等級排列。

三種類型的集魚器按照風險由低到高的順序描述。這些設計只是示例；重要的
組成部分是漁網類型及其配置。

三種類型的集魚器 — 纏絡風險由低到高

非纏絡集 
魚器

低纏絡風險集 
魚器

筏
• 不能以網片覆

蓋。
• 如 若 覆 蓋，請

使 用 帆 布、艙
蓋 布、遮 光 布
或非纏絡材料
進行覆蓋。

尾（水下結構）
• 水下結構以繩

索、帆 布 或 尼
龍 片，或 是 其
他非纏絡材料
製成。

更多詳情請見 
上頁。

筏
• 如果使用漁網覆蓋 

（包 括 水 上 和 水 下
部分），則僅適用於
小網目網片（< 2.5 
英 寸  / 7  釐 米 拉 直 
網目）。

• 如果使用小網目網
片來覆蓋，請僅僅包
覆，不要有任何鬆散
的網片從筏上懸掛
出來。

尾（水下結構）
• 如果將漁網用作水

下尾巴，如果緊緊紮
成束（香腸狀），則可
以是任何網目尺寸。

• 如果使用敞開的網
片，則僅可以使用小
網目尺寸（2.5 英寸
[7 釐米]拉直網目），
同時在網片上施加
重量以保持拉緊。

這些集魚器 
預期不會有任何

纏絡風險。

高纏絡風險集
魚器

筏
• 覆 蓋 大 網 目 網 片 

（例如 > 2.5 英寸
網目）。*

• 如 果 網 目 尺 寸 大
於 2.5 英寸（水上
或水下部分），則無
論漁網是緊紮還是
覆蓋以帆布或艙蓋
布，都具有高纏絡
風險。

尾（水下結構）
• 以較大網目的敞開

式網片（> 2.5 英寸
網目）製作的集魚
器的水下部分。

已知這些 
集魚器會造成 

海龜和鯊魚 
纏絡。

任何部分 
都未使用任何

網片（閥和尾）。

雖然使用網片，
但設計項目卻降

低了纏絡事件 
的風險。

*若以市場上可見的
網目尺寸計算，2.5 
英寸（7 釐米）網目
尺寸可對各物種和
身體部位帶來最小
的纏絡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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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MO 目前記錄 

漁民所用的 
集魚器的 

類型和配置。

生物可降解的非纏絡集魚器

負責保護和管理熱帶金槍魚的四個金槍魚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已採取要求圍網船隊使用非纏絡集魚器的措
施。這些規定在明確集魚器設計的技術標準程度方面有所不同。

在某些情況下，這些措施還會鼓勵使用可降解材料來建造集
魚器或在未來的某些時候要求使用這類集魚器。
此外，在 RFMO 管理下工作的觀察員目前會在特定的記錄表中記錄漁民所用的集魚器類型和配置（例如，集魚
器尺寸、建造材料、設計和纏絡事件）。該資訊對於科學家和管理者評估不同的設計在減少集魚器纏絡和保持
漁獲效率的功效方面非常重要。漁民收集和回收舊的集魚器也可説明減少此裝置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 (RFMO) 規定

照片由 Fernando Rivero © 2018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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