獐子島漁業公司田野調查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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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遼寧省大連市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2008 年 2 月初，澎湖周邊海域發生水溫異常下降的現象，結果造成 58 科、
172 種魚類死亡，震驚全國，1漁業署為瞭解寒害對當地生態之影響，於 2 月 23 日邀
請學者赴澎湖實地勘查損害情況，並於勘查後舉辦座談會，就寒害發生原因與如何復育
資源進行討論。會中一派學者認為，若於此時展開資源調查將緩不濟急，且有調查經費
分配的問題，所以應該利用此次危機檢討產業政策與漁業政策，而將經費用於輔導並補
助當地業者，除提供誘因使業者養殖優勢種之漁貝類外，也使其能從社區層次來自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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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漁業資源，並參照大陸獐子島的社區自主管理模式來發展本地產業。

本研究之目的即在探究獐子島的漁業發展模式，以為台灣澎湖海洋資源管理上之借
鏡。

貳、獐子島漁業管理模式
獐子島的漁業經營模式，呈現出島上居民對其周遭海域資源的自主治理，以
及其原本的「集體共有制」在面臨外來的衝擊時所展現的調適能力。
獐子島隸屬遼寧省大連市外海的長海縣，是一個總面積稍小於綠島的島嶼，
島上人口約一萬五千人，依賴「打魚摸蝦養活全家」
；3它在毛澤東時代締造了單
船單島捕撈量全中國第一的紀錄，被中國新華社稱之為「海上大寨」；它也在沿
海漁業資源逐漸枯竭的情況下，在 1987 年時搭上國有企業前往西非海域捕魚的
風潮，以集體合資的方式建造超低溫鮪釣船前往西非海域捕魚，結果在 1992 年
以慘賠千萬人民幣告終，而過著只能靠著玉米粉磨成的粗糧過活的苦日子。而在
1992 年前後，島民也開始從事淺海養殖。2001 年時，這個海上大寨搖身一變為
股份有限公司，由鎮政府與三個村委會成立投資發展中心，並代表人民持有公司
99％以上的股份，繼而在大陸鼓勵大型國有企業「政企分離」的政策下，於 2002
年時分離所有權與經營權，再度蛻變為自負盈虧的企業。在「政企分離」的政策
下，獐子島以自己所習慣的「集體共有」方式將整個島的資源變成資本入股，並
將島民變員工，而沒有走上大連市其他的島嶼─「大長山」與「廣鹿島」般的「政
企分離」模式。
「大長山」與「廣鹿島」的政企分離方式是將海域承租給個體戶，
由承租的漁民自己來經營海域與自負盈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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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來獐子島又以「讓苗在海底自然生長」
（稱之為「底播增養殖」）的栽培漁
業法，成功地養殖兼復育鮑魚、刺參、蝦夷扇貝等海洋資源。這樣的栽培技術成
本高、耗時久，再加上放養於大自然的風險，所以其他島的個體戶不敢嘗試。但
此資金問題卻在獐子島所特有的「集體共有制」下迎刃而解，因為獐子島公司的
總股本在獐子島鎮公有財產股份化的基礎下，後經增資而達八千四百八十萬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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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子島之前所存續下來的集體共有制，也使得其海域資源經營達成規模經
濟。別的島的海域在個體戶承租的情況下，海域分割的很細，但獐子島公司卻因
為集體共有制，使得它可順手一揮將約台灣三分之二大的養殖海域（四萬公頃）
劃分成四片，並將當中一片劃為休養區。這樣的養殖面積使得其扇貝的產量規模
擴大一萬五千噸（中國底播扇貝產量的四成），而可主導扇貝的價格。6
除嘗試「底播增養殖」外，該公司也每年在種苗、養殖設施上投入約九千萬
人民幣，並建有種苗廠與加工廠，並在 2005 年運用「北鮑南養」的技術，將鮑
魚的種苗存活率由兩成提升至八成，並將鮑魚的成長週期由四年降低為兩年。
「北
鮑南養」是利用活水運輸船，在冬季時將鮑魚運到福州的基地，以利種苗生長，
等天氣回暖後再送回北方的的獐子島基地。同年，這家公司在大連市興建了名為
「金貝廣場」的物流中心，使得可以在七小時內將活鮑送到廣州或成都，並可隨
時運到全中國 72 個水產批發市場。7
2006 年時，獐子島以「獐子島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稱於深圳掛牌，
成為一家營收人民幣六億三千萬元（約合新台幣廿七億元）的上市公司，其每股
股價高達一一八．五元人民幣，也是中國股王。換算起來，這個島是一個市值近
人民幣九十億元的企業，而一萬五千位居民都相當平均的身價都超過人民幣五十
萬元的員工，且自 2008 年起，獐子島居民每都能坐享上千元的年紅利，因此被
稱為中國最富有的島民。8
雖然獐子島與一般資本主義下創設的公司一樣，運用現代化的企業管理來提
升其收益，但其過去公社性格，使得這家公司在獲利的分享上，不是與其他資本
主義下的公司一樣將收益分配到少數個人，而是以成立基金的方式來集體分享獲
利。獐子島公司的獲利是由代表鎮民持股的「獐子島鎮投資發展中心」挹注於公
益與公共建設，如全額補助島上小孩在高中之前的學費、設立大學獎學金、給予
每月六百人民幣的養老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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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的討論可知，獐子島呈現舊的「集體共有制」如何在外來的衝擊下（「近
海漁業資源枯竭」、「資本主義」）轉變並持續地影響行動者。而新制度論一方面
強調舊有制度有其影響力（雖然可能隱而不發）及韌性，而在制度變遷的層面則
強調「關鍵轉轍」（critical junction）會使得之後的制度發展依循轉轍後的軌道，
而呈現「路徑依賴」
（path dependence）
；獐子島的個案可以用來檢視舊制度的韌
性，以及制度的變遷是否只能來自於「外生變項」
（exogenous variable ）而呈「斷
裂式的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再者，根據報導，該公司在大連成立中
國第一個碳匯漁業實驗室來進行碳足跡追蹤，並將針對水產品進行「海洋管理委
員會可持續漁業原則與標準」
（MSC）
，10若獐子島的實況真如手邊資料所示，其
實是一種兼顧自然資源保育的產業發展模式，或可政府往後推動「以社區為基礎
的漁業管理制度」之參考。本研究之預期成果如下：
1.
2.

3.

得知獐子島的居民如何管理其週遭的海洋資源，以為台灣澎湖復
育漁場的參考。
獐子島發展養殖漁業的原因以及為何選擇蝦夷扇貝、養殖海域如
何劃分與管理(包括大陸漁業管理法規、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村
委會的角色)、如何克服將種苗放養於海底的風險等等。
如貳所述，每年十一月當獐子島海域溫度降低時，該公司會利用
活水船將種苗運至福州廠，以利種苗生長，待天暖後再送回北方
獐子島基地，了解這項經驗，或可為台灣減緩寒害之參考。

貳、 研究歷程
此次前往大陸從事調研，自 8 月 25 日從台灣啟程至大連市，9 月 16 日離開
北京返台，共歷時 21 天。這段期間筆者於調研目標地大連停留 5 天後，於 8 月
30 日前往北京大學蒐集關於獐子島的文獻資料。
在大連停留期間，筆者原計隔天﹝8 月 26 日﹞搭船前往大連市長海縣黃海
海域中獐子島，進行兩天的參觀訪問，但於隔天凌晨獲知，獐子島上的軍方駁回
筆者之登島證，其原因為筆者的台籍身份，而該島為軍事要地，所以沒有批准上
島。因而改而參訪獐子島位於大連市的總公司，並參觀該公司位於金石灘的金貝
廣場。
在無法上島對該公司島上養殖現況進行實勘的情況下，筆者於 8 月 30 日改
前往北京大學，於其圖書館蒐集關於獐子島的文獻資料，此行最大的收穫是蒐集
到與獐子島有關的海洋經濟地理學研究，以及獐子島的鎮誌、公社時期有關獐子
島的歷史文獻。

肆、研究反思與未來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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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研究之緣起，是希望能對台灣於澎湖發展海洋牧場提供政策建議，
所以筆者前往獐子島前，專程去拜訪基隆水試所所長郭慶老，因為郭所長曾赴日
本參觀日本的栽培漁業中心，並撰有《赴日研習「栽培漁業與海洋牧場中生物資
源評估方法」報告書》
，結束訪談後並順道去造訪「和平島愛鄉協會」
，總幹事池
漢坤是海研二號的船長，並在當地漁會工作 12 年，相談甚歡，並順道送我回水
試所。此次訪談發現，台灣談海洋牧場，是著眼於由官方來設置栽培漁業中心，
以從事海洋資源的復育，而當時手邊所掌握的獐子島資料卻發現，獐子島公司談
海洋牧場是偏重於「以海為田」來創造經濟效益。姑且不論台灣是否能沿用獐子
岛模式，把一個外島及其海域的使用權給予島上居民，使得其可以在ㄧ定海域內
用集體共有制的方式來經營漁業資源，光是在「海洋牧場」的目標上，就需要加
以評估或界定清楚。如果是台灣推行海洋牧場的目標是「以海為田」來振興當地
經濟，而非單純地以官方力量來復育海洋資源，那麼在收益不歸全民所有，而是
歸屬於一島居民的情況下，政府的資金投入或角色或許需要調整。
至於對訪問獐子岛公司的心得有二，一是再強化獐子島一案的研究設計，二
是釐清了栽培漁業技術在獐子岛公司發展中的角色。如前所述，獐子島在由鄉鎮
企業轉成民營公司時，對海域的使用，並非如同附近的島嶼(「大長山島」與「廣
鹿島」)般地將海域使用權分割，而是選擇維持集體使用大面積的海域，進而能
在龐大的集體資金下達成規模經濟。這樣看起來，或許可以把獐子島與旁邊的島
做案例比較，以釐清一些因果關係。也就是把獐子島的海域使用制度與大長山島
與廣鹿島的養殖模式與海域使用方式做案例比較，以釐清制度在這些島嶼養殖效
益中所扮演的角色。再者，本研究特別關注獐子島公司的技術議題，特別是如何
控制海底增養殖技術不外流，而在總公司的座談會中，王經理特別提及他們的技
術其實只隔著一層紙，一經戳破就很容易被掌握，他舉例說，他們使用羽毛來攪
拌受精卵，以提高受精率。筆者也掌握一項訊息，該公司在韓國珍島開設韓國分
公司，因此也好奇獐子島在設立分公司時如何保護其技術(特別是育種與種苗的
研發，因為底播與蝦夷扇貝的技術並非獐子島獨門技術)不外流。
為追蹤此一議題，筆者委託任教於遼寧師範學院政治系的主任暴景升，於
10 月 10 日再次拜訪獐子岛總部。暴主任訪談該公司分管知識產權的人員後指
出，該公司的養殖技術研發分為兩種，一種是由公司所屬的「海洋生物技術研發
中心」與「海洋食品開發中心」來自行研發，第二種是透過產學合作來合作開發，
產學合作下所產生的技術在合作協議中列有相關的保密協定，凡是涉及技術岡位
的人员在簽訂協議時都要簽訂保密協定，以確保技術部不外流，公司內也有專門
負責知識產權保護的部門─「科研項目部」。
暴主任還指出，由於食品開發及其技術開發的專利在中國大陸是较晚近的
事，獐子岛也是最近才逐步走上專利保護的道路，而到目前為止還没有發生過侵
權案件。而公司的养殖技术也曾向散播給岛内的散户渔民，但基本上這是一種惠
民政策，因為獐子島公司承諾會將採用公司技術養殖的所養出來的海產品加以承
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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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韓國珍島開辦的养殖場，除了养殖的品種和大陸國內的不同外，也
還未進行建成投產，但以後若有研發出來新技術，則會朝專利保護的方向走。
而該公司引人注目的「北鲍南養」（福建養殖場），由於海上運费高，再加
上要有規模宏大的養殖場，所以目前只有獐子島公司在進行。
因此整體來看，如同暴主任所說的，獐子岛主要依靠的是其獨特的地理條
件優勢進行养殖，其技術優勢並不是很高。而目前他們所要強化的是「食品安
全」
，金貝廣場的負責人曾引述該公司總裁的話：
「目前能打擊我們公司的就只有
食品安全這一塊，所以要強化這一塊」。
在北大期間，也蒐集了一些關於獐子島的碩博士論文以及期刊論文，更得
知遼寧師範學院設有「海洋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該中心主任張耀光從
事了許多關於大長山群島（包括獐子島）的海洋經濟地理學研究，希望下次去大
連有機會拜會這位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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