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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拖網捕魚由於會把海底
的各種生物 「大小通吃」 一網打盡，且
破壞魚類賴以生存的海底礁石等自然生
態，被視為漁業資源枯竭的主要元兇之
一，環保團體讚賞政府立法禁止拖網捕
撈，形容是海洋保育政策踏出 「勇敢的
一步」 ，但亦批評當局至今沒有具體規
劃如何善用即將恢復的海洋資源，促請
政府牽頭發展海上生態旅遊。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高級環境
保護主任（海洋）李美華表示，禁止拖
網捕魚後，可使本港漁業資源逐步恢復
，有利漁業可持續發展，她引述專家研
究稱，預計五年後本港的海洋生物如魷
魚、墨魚和珊瑚魚的數量，會較目前增
加約30%，而體形較大的魚類如石斑及
黃花魚，亦會大幅上升40至70%。

盼政府牽頭推廣
李美華續稱，隨着港海的海洋生態

獲得休養生息，休閒垂釣、潛水等海上
生態旅遊將成為熱點，該會亦曾與漁民
、遊艇和潛水協會等團體進行過交流，
都認為有關資源及機遇都擺在眼前，既
可協助受法例影響的漁民轉型，亦可讓
普通市民受益，感受香港海洋資源的豐
富和美麗。

李美華指出，政府立法禁止拖網捕
魚後，香港海洋生態旅遊並無得到當局
重視，發展緩慢，政府至今亦無牽頭去
整合和推廣。她認為，特首應在明年的
施政報告中，提出具體計劃，為漁民的
轉型提供支援，發展海上生態旅遊。

【本報訊】香港海鮮聯合總會主席李彩華表示
，禁止本港水域拖網捕魚法例實施後，供應本地的新

鮮漁獲肯定減少，海鮮價格會有調整，尤其是來自近岸
拖網漁船供應的游水海蝦、 「撻沙（比目魚一種）」 ，價格

可能會上升，但預料幅度不會太大。
李彩華解釋，香港80%的海產供應主要是從外地進口，其餘為

本港水域捕撈或由養殖場出產，而本地拖網漁船所得漁獲佔市場不足
10%。李說，受影響約400艘近岸作業拖網漁船中，只有約200艘小型漁船

是完全在本港水域 「搵食」 ，其餘有能力的漁民會選擇出去外海捕魚，因此措
施不會對本港海鮮供應有太大影響， 「市民不會捱貴魚」 。

不過李彩華補充，過往拖網漁船獲得的一些體積較細的 「魚毛」 ，不適合在市場售賣
，往往會以 「雜魚」 的方式賣給養殖場來養魚。但現時香港海域全面實施禁止拖網捕魚後，對養魚
業 「可能有很大影響」 。

漁護署發言人表示，法例開始實施時，本港海鮮供應或有些微減少，但未必對
價格有太大影響，因為香港大部分海產都
是依靠外地進口。 【本報訊】當局在去年宣布推行禁拖網

法令，並於今年從立會財委會獲得 17 億元
撥款，用作賠償受影響的漁民，但至今法令
快將全面實行，賠償金卻仍未發放，令不少
漁民惶恐不安。

禁拖網捕魚新例只針對使用拖網的四類
漁船，其他以魚簾、魚籠、延繩釣、圍網等
捕魚的漁船並不受限制，不過該等捕魚方式
由於漁獲不多，現時仍採用這些方法打魚的
漁民，大多是上了年紀又不想退休的人士。

納入賠償的四類拖網漁船，以近岸作業
的拖網漁船最受影響，故賠償也特別優厚，
既有特惠津貼，船主亦可將船賣給政府，本
地漁工也有補償（詳見附表），而外海作業
拖網船則僅獲定額的一筆過特惠津貼。

漁護署發言人表示，迄今共有 1100 艘
漁船向政府申請發放特惠金，由於須甄別申
請者屬近岸還是外海作業，故工作需時，但
保證盡快完成特惠金發放工作。

發言人續稱，根據現時的資料分析，合

資格的近岸拖網漁船數目較最初估計的400
艘為少，由於特惠津貼總金額已被指定為一
個具體數目，再按成功申請的漁船數量來攤
分，故合資格船隻減少，每隻船的賠償津貼
便會增加。

對於目前有多少近岸作業拖網漁船申請
將船賣給政府，發言人表示，當局在漁民申
請特惠津貼時，曾以填表的形式了解其交船
的意願，但由於無要求他們一定要填寫，所
以大部分漁民都沒有對此作出表示。

漁護署會在完成審批特惠津貼後，再發
信通知近岸拖網漁船船東有關自願回購計劃
的詳情及申請手續，船東可按本身情況，決
定賣掉漁船或轉往外海捕魚。

為協助小型拖網漁船進行改良以到外海
作業，漁護署在今年 10 月推出年息 1 厘的
「漁業發展貸款基金」，截至 12 月 19 日，

漁護署共收到40宗查詢及7宗擬改良漁船往
外海作業的貸款申請。

「伶仃尾有無大陸網艇？有幾隻？
有幾隻呀？」凌晨 4 時許，漁民郭根仔
駕約長 70 呎的 「蝦拖」甫駛出香港水
域，距離珠海外伶仃島還有半小時航
程，即緊張兮兮地透過無線電呼叫另
一艘較早前出發的香港漁船，查詢該
海域狀況。

對方答稱沒發現，但船上氣氛還
是緊張起來，二哥郭振盛走往船頭，冒
着凜冽寒風，全情貫注海面情況，一直
表情木訥的他說： 「內地漁民會在較近
岸、漁獲較多的地方下刺網捕魚，若拖
網碰上，會被封死撈不到魚，更嚴重是分
分鐘因賠償問題釀成衝突，這裡不是我們
的地頭，萬事須小心。」

郭氏兄弟小心翼翼，原因是他們的姐夫早
前在一宗 「粵港漁民」衝突中被人斬死。郭根仔
十分無奈地說，香港及珠江口一帶過往漁產豐盛，
但近年因過分捕撈已近枯竭，粵港漁民為追求漁獲引發
的爭執，甚至打鬥經常發生。

漁獲惹爭執時有發生
「還有居心叵測的人，在熱門打魚海域放置爛網、設陷阱，屈錢索賠

償，動輒要挾賠數萬元。」郭根仔說，這些惡人配備刀槍作案，香港漁民根本
鬥他們不過。

47歲的郭根仔本是香港仔漁戶，與二哥郭振盛、四弟郭八仔、五弟郭天盛共同操作
一艘蝦拖打魚為生，過往多在長洲、蒲台島的香港水域作業，但政府宣布今年12月31日
全面禁止港海拖網捕魚，他們眼見飯碗將被打爛，唯有早作打算，離開熟識的香港水域轉
戰外海，並嘗試到較近的伶仃、桂山等地打魚，看能否維持生計。

與郭根仔在軚房聊天之際，其餘三兄弟與另兩名內地漁工早在船尾放下拖網，貼着海底
拖行約半小時，是時候收網了。每個網都看似沉甸甸，但傾倒出來卻是垃圾和石頭，漁獲非
常少，只有少量的蝦、蟹和 「魚毛」，郭振盛和四弟五弟一語不發，馬上埋頭把漁獲分類；
問及是否滿意漁獲，郭根仔直搖頭。

「最要命不是魚少，而係油價和人工貴！」郭根仔倒背如流地說： 「一桶油要1280
元，要出外海，每水（指出海打魚）要多用一桶柴油，內地漁工每月人工4000多元，
還有漁網漁船維修費，一水成本至少要6000元。」

「以前在港海拖網，不受內地休漁期影響，改到外海打魚，5月16日至8月1日
的休漁期便不能開工，不僅沒收入，還要賠上清潔和維修費。」郭根仔不禁嘆
氣說，明年的收入肯定較今年減少40%。

年紀大學歷低難轉行
哪為何不賣船轉業？郭根仔白了記者一眼，無奈說，他們四兄弟都有

一仔一女，全都在學，又要供養年屆八十的父母。只讀過小學的他擔心轉
行無人請， 「有時我們幾兄弟都想過唔撈，但不知做咩好！唯有多打幾年
魚，看看外海的環境如何，伶仃島搵唔到食，就再去遠啲囉！」

郭根仔此時眼神顯出一絲疲倦， 「如果真的做不下去，最終都可能會
賣船收檔，行船走馬三分險，我都不想整日擔驚受怕。」

漁民所說的外海作業，範圍其實十分廣泛，除廣東、廣西沿岸，更遠至越南的
北部灣，甚至菲律賓的南中國海域附近。據漁農署資料，香港拖網漁船約有1130艘，其
中約700艘較大型、長逾100呎的雙拖、單拖、蝦拖一向在外海作業；約400艘較小型的單拖
、蝦拖、摻繒（讀作 「杉針」）漁船則慣常在近岸作業，正是最受禁拖網新例影響的漁船。

香港漁業聯盟主席姜彥文說，香港漁船大多採用傳統家庭式營運，都是兄弟、父子一同上
陣，人手不足才聘用內地漁工，故禁拖網新例估計將令逾千名本地漁民失去生計， 「年紀大的
索性退休，但更多漁民被迫去外海打魚。」他估計移師外海近岸作業的漁船將多逾百艘。

可是，慣於近岸作業的漁船一般較細小，部分更相當殘舊，不單難與內地同
業競爭，且安全性也令人擔憂。立法會漁農界議員何俊彥表示，他了解
大部分受影響漁民都不想轉行，但出外海打魚，他們可能要改
裝現有漁船，希望當局能提供切實的援助，讓他們可繼

續世代相傳的捕魚業。

港禁拖網捕魚 外闖謀生難

漁民兄弟 險中求存
為保育海洋生態，本月31開

始香港海域將全面實施禁拖網捕魚
，約400艘近岸拖網漁船、逾千名
漁民被打爛飯碗。業內人士指出，
漁民學識低、轉行艱難，加上政府
賠償遲遲未落實，至少有百艘拖網
船將迫於生計移師外海。記者跟隨
原是近岸作業的 「蝦拖」 前往外海
，但見船主四兄弟辛勞半日，漁獲
卻少得可憐，且要處處提防內地網
艇的 「陷阱」 。不過，為求絕處逢
生，即使面對危機重重，變幻不定
的茫茫怒海，他們也只能愈去愈遠
，追求賴以為生的漁獲。
本報記者 朱晉科（文）林少權（圖）

港水域禁拖網捕魚賠償方案
近岸作業拖網漁船賠償（初步估計約400艘）

船類

單拖

蝦拖

雙拖

摻繒

每名本地漁工獲發一筆過34,000元補助金

外海作業拖網漁船賠償（初步估計約700艘）

不論船種一律每艘補償15萬元

資料來源：漁農自然護理署

特惠津貼

190-230萬元

90-350萬元

150-200萬元

350-550萬元

回購漁船價

13-110萬元

13-110萬元

26-220萬元

90-350萬元

政府賠償料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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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勞一天，返
回香港仔避風塘
後，還要修補拖
網

◀郭氏四兄弟
一起拉動繩纜收
網，從左至右分
別是郭根仔、郭

八仔、郭振
盛和郭天盛

▶即使遠道前
往外伶仃島下
網，但漁獲依
然稀少

▶游水中蝦是
最值錢的漁獲
，撈獲後須小
心處理，包括
用泵打氣養着

▲郭根仔是 「蝦拖」 的船主，說到油貴
、人工貴便眉頭一皺

▼蝦拖每天凌晨三時
出發打魚，至中午返
回香港仔將漁獲送往
市場出售◀蝦拖每次會落多個網，然後貼着海

底拖行，捕撈海底的魚、蝦、蟹

▼禁拖網捕魚後，約400艘近岸作
業的拖網漁船受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