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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楊清富、江汶錦、王瓊慧、許涵鈞、鄭安秀。2016。魚菜共生系統試作。臺南區農業改

良場研究彙報 67：73-89。
近年來透過水產養殖和農耕結合之魚菜共生的概念，正慢慢延伸到世界的各個角落。許

多人紛紛在大廈的屋頂、客廳角落及居家的陽臺設立靠著養魚水灌溉植物的生態系統。既能

營造宜人景觀，也能提供家庭新鮮的蔬果。魚菜共生系統其原理係將養殖物排放至水中的排

廢物，經硝化作用後由作物吸收。藉由作物將水淨化後再回收當做新的養殖用水，因而提高

了水的利用效率。本研究建置兩種不同型式的魚菜共生系統進行試驗，結果顯示養殖水可提

供作物生長所需的養份，但會有微量元素缺乏的問題，而透過適量補充就能讓作物正常生

長，作物能淨化水質讓養殖水得以不斷的循環再利用。因此如能控制合適的放養密度，適量

的投餌餵食並配合季節選擇作物，以及適時適量的補充作物所需的養分，則此系統實為一種

能同時達到節能、省水、省肥的生產系統。

現有技術： 魚菜共生在坊間已推行多年，主要型態大多為教學或生態教育。

創新內容： 魚菜共生系統中營養鹽含量對作物生長具有顯著的影響，本研究利用水質

檢測的結果調整水中營養鹽的成分，能確實改善作物養分不足的問題。

對產業影響： 在臺灣魚菜共生系統的研究並不多見，本文提供詳細的系統參數，有助

於加速技術聚落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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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3,000 多年前阿茲提克印第安人發現河水中含有豐富的養份，而發展出人工浮島的耕作

方式。早期農民引河水灌溉，魚苗因而流入水田形成共生系統，田裡的魚除了取食農民所投

的餌料也會以昆蟲、雜草為食，魚的排泄物成為天然的肥料，形成魚與作物間互利共生的關

係，而農民額外多了魚獲。中國珠江三角洲地區，早期為充分利用土地而創造的一種挖深魚

塘，墊高基田，塘基植桑，塘內養魚的高效人工生態系統稱為桑基魚塘。將養蠶產生的廢物

作為魚的餌料，魚排泄物沈入塘底成為營養豐富的腐植質塘泥，可作為桑樹肥料。這些先人

的智慧做法上或許各有不同，但都是生態農業的最佳寫照。近代對魚菜共生系統的研究始於

1970 後期，並逐漸演進成現代的生產系統。1980 ～ 1990 年間因生化過濾及最佳魚菜比率的

研究而有長足的進步，使得系統內的水能不斷循環使用，並持續提供作物生長所需的養分。

魚菜共生是結合循環水養殖與水耕的一種農魚綜合生產系統，利用硝化菌將魚的排廢物經硝

化作用轉換成植物可利用的營養鹽，如圖 1 所示。能降低水中對魚有毒的代謝廢物，也能提

供植物生長所需的營養，因此植物和硝化菌形同過濾器，不但能去除魚的排廢物，還能淨化

水質使養殖水能循環再利用。近年來水資源匱乏的情形日益嚴重，不但對養殖業造成重大的

衝擊，對農業的影響更不在話下。同時環保意識抬頭，大家紛紛意識到對環境友善之農耕法

的重要性。魚菜共生系統是近年來頗受關注的話題，但國內相關的研究並不多見。本文透過

實際建置的魚菜共生系統，進行為期兩年的試驗研究，希能提供更客觀、更實用的系統參數

與方法。

圖 1. 魚菜共生之氮循環

Fig. 1. Nitrogen flow in an aquaponics system

文獻探討

劉 (4) 指出魚菜共生系統具有下述優點：水可循環利用能節約水資源、養殖排泄物可當

作植物營養鹽、植物可不必再施肥可減少成本、可共同分擔操作及雜項設施費用、較單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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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魚與作物使用的水量少、可避免養殖排放水汙染環境水域。魚菜共生的水耕系統使用養殖

池的水，據研究顯示其中包含有各種植物所需的營養鹽，僅須就鉀、鈣、鐵三種較欠缺的元

素定期補充 (3)。水是魚菜共生系統的命脈，它是傳輸營養鹽的介質，也是魚類汲取氧氣的來

源。水質的主要參數包括溶氧、pH、水溫、總氮。溶氧過低可能導致魚類在數小時之內死

亡，在開放的池面通常氧氣可直接溶入水中，魚隻不易有缺氧的情形。但在高密度養殖系統

中，水中的溶氧量通常是不足的，可藉由水幫浦產生流動的水流，或利用空氣幫浦將氣泡打

入水中增加水中溶氧量。 Somervill 等 (5) 研究最佳的溶氧量約在 5 ～ 8 mg/L。對某些魚種如

鯉魚、吳郭魚雖可容忍 2 ～ 3 mg/L 的低溶氧，但在魚菜共生系統裡安全的溶氧量必須比 2 ～

3 mg/L 高一些。水的 pH 值對魚菜共生系統有顯著的影響，尤其對作物及硝化菌影響更鉅。

pH 值影響作物吸收養分的能力，pH 在 6.0 ～ 6.5 所有的養分均能快速的被吸收，但高於或

低於這個範圍作物就難於去利用水中的養分，導致微量元素如鐵、磷及鎂的缺乏。硝化菌在

pH 值低於 6.0 的環境會降低活力而影響其將氨轉換成硝酸的效率，導致水中的氨含量增加

對魚產生毒性。因此魚菜共生系統水體最好呈略微偏酸 pH 值在 6 ～ 7 為最佳值，如 pH 值

低於 5 或高於 8 則會對整個系統產生立即性的為害。水溫會影響整個系統的效能，水溫控制

在 18 ～ 30℃對魚、硝化菌及作物都是可接受的範圍。水溫過高會降低水中的溶氧，因此水

溫升高或夏季高溫時必須利用打氣提高溶氧量。水溫過低可能造成魚的死亡，也會使硝化菌

停止代謝。不同的魚種及作物會有不同適合生長的溫度範圍，因此選擇適合當地氣候的魚種

與作物非常重要。

在養殖水中氨主要是從魚體直接排出，及由耗氣性微生物分解有機氮化物所產生。氨對

魚具有毒性，對鯉魚及吳郭魚而言，氨濃度達 1.0 mg/L 就會造成氨中毒。會傷害魚的神經

系統及影響鰓的功能，導致魚窒息或痙攣 (5)。當氨濃度高於 4 mg/L 亦會大幅降低硝化菌的

轉換效率。亞硝酸對魚的毒性與氨相似，對魚類所造成的傷害主要有：使血液攜帶氧的能力

逐漸喪失及影響代謝功能。亞硝酸濃度超過 0.25 mg/L 就會對魚的健康產生影響，濃度 0.5 ～

2.0 mg/L 的亞硝酸甚至會導致魚的快速死亡。硝酸對魚的毒性較低，一般而言魚可忍受 300 
mg/L 的濃度。硝酸態氮是植物最容易利用的養份，濃度太高對植物生長會有負面的影響，

較佳的硝酸濃度為 5 ～ 150 mg/L(5)。

魚菜共生系統水量大小與栽培面積及養殖數量息息相關，較大的水量須花較多的時間才

能蓄積足夠的養分供植物使用。水量小容易對魚造成壓力影響魚的生長甚至死亡，如以魚的

重量計算，每一噸的水約容納 20 kg 的魚最為適合 (5)，養殖密度過高務必在水中打氣維持適

當的溶氧。養殖桶容積如小於 500 公升，則養殖密度必須再減半。魚菜共生系統需能維持平

衡，也就是魚必須提供作物足夠的養分，作物必須淨化水質維持魚得以存活，生化過濾器必

須夠大才能完全處理魚的排泄物，同時要有足夠的水量進行循環。

硝化菌是一種好氣性（喜歡氧氣）細菌，在其生命活動過程中，不斷進行著特有的生化

反應，能將氨氧化成亞硝酸，或將亞硝酸氧化成硝酸。硝化菌最佳的生長條件是 (1)：溫度在

25 ～ 30℃、pH 值在 7.5 ～ 8.0，溶氧保持在 2 ～ 5 mg/L。光線對硝化細菌的生長有抑制作

用，因此硝化細菌的生長狀況在黑暗中會比光照好得多。提高硝化細菌數量最好的方法，就

是在養殖桶中為硝化細菌塑造一個理想的生活及繁殖場所，也就是在養殖系統中增設或安置

大量表面積的固定物供其附著，硝化細菌就會迅速的附著在這些固定物的表面並開始繁殖。

硝化菌非常微小除非透過顯微鏡否則無法進行觀察，而從顯微鏡看到的活菌也不易確認是否

為硝化菌。但可透過間接的方法瞭解硝化菌的生長狀態，藉由檢測水中氨、亞硝酸、硝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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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度就可得知其活動及繁延的情形。在一個平衡的魚菜共生系統中，氨及亞硝酸須經常保持

在 0 ～ 1 mg/L(5)，因此一旦測出更高的濃度則表示硝化菌的活動出現問題。通常原因為生化

過濾器太小、魚的數量太多、水質不佳及溫度太低導致硝化菌活力下降。

維持一個健康的生化過濾器最重要之參數，就是足夠的表面積和適當的水質 (5)。菌群會

附著在各種材質上 , 如根系、養殖桶桶壁、管路管壁等，附著面積的範圍端看菌群能夠代謝

多少氨。水的 pH 值對硝化菌將氨轉換成氮素有極大的影響，對一般硝化菌而言 pH 值最適

的範圍為 6 ～ 8.5，但對魚菜共生系統而言較適合的範圍在 6 ～ 7，因為在此範圍內植物對

養分的吸收較好。水溫對硝化菌而言也是一個重要的參數，一般而言硝化菌生長和繁殖最適

當的範圍約在 17～ 34℃ (1)，如低於 10℃則其繁殖力會降低 50％。硝化作用是一個好氧反應，

因此硝化菌需要適當的溶氧，最佳的溶氧值為 4 ～ 8 mg/L(1)。溶氧量不足會造成別的菌種生

長，甚至會將有用的硝酸轉換成無法吸收的分子態氮。生化過濾器的大小與每日餵食的量有

關，其最主要的考量是過濾器的型態與表面積。較大的表面積可以聚集較多的硝化菌因此能

更快速的將氨轉換成硝酸。

魚菜共生系統中魚的選擇非常多樣，包括吳郭魚、鯉魚、鰱魚、草魚、金目鱸、寶石鱸、

鯰魚、鱒魚、鮭魚、莫瑞鱈及大口鱸 (5)。在臺灣地區適合養殖的食用魚有：吳郭魚、紅尼羅

魚、大口鱸、七星鱸、銀鱸、曲腰魚、鯰魚、鰻魚。觀賞魚則有：朱文錦、金魚、錦鯉、玉

如意、蓋斑鬥魚、血鸚鵡、孔雀魚 (2)。

養殖每日的餵食量與作物栽培面積、作物種類息息相關，一般而言，果菜類需要比葉

菜類多 1/3 的養分。以一般標準含 32％蛋白質的飼料而言，每栽培 1 平方米的葉菜類，對

應養殖每日約需餵食 40 ～ 50 g 的飼料，而栽培 1 平方米的果菜類，對應養殖每日約需餵

食 50 ～ 90 g 的飼料 (5)。葉菜類栽培密度為 20 ～ 25 株 /m2，而果菜類栽培密度為 4 ～ 8 株 /
m2。養殖初期魚的體重較小，每日約可攝食體重 10％的餌料。體重大於 50 g 的魚每日的攝

食量約為其體重的 1 ～ 2％，因此系統中應考慮的是魚的重量而非魚的數量。對吳郭魚而言

放養時以每尾 50 g 為佳，而撈捕時以每尾 500 g 最為合適。

魚菜共生系統作物選擇有各種不同的考量，如以需肥量的高低可分為 (5)：

低需肥量作物：葉菜類、草本植物、萵苣、羅勒、薄荷、歐芹、芫荽、小白菜、蕹菜及豆科

植物。

中需肥量作物：甘藍、花椰菜、青花菜、甜菜根、芋頭、青蔥、紅蘿蔔。

高需肥量作物：番茄、茄子、小黃瓜、夏南瓜、草莓、辣椒。

在臺灣地區適合魚菜共生系統栽種的作物，如以季節可分為 (2)：

春：皇宮菜、秋葵、蕹菜（空心菜）、甜羅勒、甜椒、小黃瓜、山苦瓜、紫蘇、青椒、青蔥

夏：絲瓜、滿瓜、玉米、芹菜、碗豆、茄子、蕹菜

秋：辣椒、草莓、西洋芹、高麗菜、花椰菜、青花菜、小松葉、羅蔓

冬：茼蒿、韭菜、甜菜根、結球萵苣、葉萵苣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搭建簡易溫室配合栽培試驗，並於其中建置兩款不同形態的系統進行試驗分析，

分別為深水栽培型水耕（Deep water culture，簡稱 DWC），及潮汐型（Flood and Drain，簡

稱 FAD）介質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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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DWC 系統（如圖 2）
1.1. 包括一個容積 4,000 L 的 FRP 養殖桶，一個容積 1,500 L 的生化過濾槽，面積 19.2 

m2 之水耕植槽、保利龍定植板、抽水設備及打氣設備所構成。

1.2. DWC 系統中養殖桶內放養紅尼羅魚，以市售尼羅魚飼料進行餵食，初期餵食量為

魚重之 10％，並逐漸調整至 2％。

1.3. 系統中水流控制為養殖桶→生化過濾槽→抽水馬達→栽培槽→重力回流至養殖桶。

1.4. 栽培作物以短期葉菜類為主，先在育苗海綿播入蔬菜種子，待子葉長出後即移至保

利龍定植板的穴孔中。

1.5. 輸水方式為連續式，每週補足蒸散的水量。

1.6. 試驗中記錄養殖水之溶氧量、pH值、EC及水溫，蔬菜採收後進行產量及植體分析。

1.7. 試驗目的為測試系統中營養鹽變化對作物生長的影響。

圖 2. 深水栽培型水耕系統

Fig.2. Deep water culture system (DWC)

二、FAD 系統（如圖 3）
2.1. 分為 4 個子系統，每個系統以一個容積 1600L 的圓形 PE 養殖桶，一個面積 2.2 

m2，深度 30 cm 的 FRP 矩形栽培槽，抽水設備及打氣設備所構成。

2.2. 養殖桶內放養紅尼羅魚及吳郭魚，以市售尼羅魚飼料進行餵食，初期餵食量為魚重

之 10％，並逐漸調整至 2％。

2.3. 四個栽培槽分別填充白卵石（粒徑 2 ～ 3 cm）、碎石（粒徑 2 ～ 3 cm）、粗砂（粒

徑 0.2 ～ 0.4 cm）及發泡煉石（粒徑 0.4 ～ 0.6 cm），如圖 4。
2.4. 每個養殖桶承裝約 1,400 L 的水，系統中水流控制為養殖桶→抽水馬達→栽培槽→

虹吸排水回流至養殖桶。利用虹吸式排水可在栽培槽中形成潮汐式的灌溉，排水頻

率與介質孔隙度有關，本試驗排水頻率每小時約 2 ～ 3 次。

2.5. 栽培的作物則以較長期的葉菜、果菜類為主。

2.6. 為減少控制變因而將養殖桶之管路相連使 4 個養殖桶的水相通。

2.7. 輸水方式為連續式，藉由虹吸裝置以每小時 2 ～ 3 次的頻率進行淹灌排水，每週補

足蒸散的水量。

2.8. 試驗中記錄養殖水之溶氧量、pH值、EC及水溫，蔬菜採收後進行產量及植體分析。

2.9. 試驗目的為測試系統中介質種類對作物生長及對水質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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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潮汐型介質耕系統

Fig. 3. Flood and Drain system (FAD)
圖 4. FAD 4 種介質

Fig. 4. 4 kinds substrate of FAD

三、主要檢測儀器 / 試劑

3.1 溶氧計

DKK-TOA DO-24P 檢測範圍：0 ～ 19.99 mg/L；電極：DKK-TOA OE-270AA。

3.2 EC/pH meter
HANNA HI98130，EC 檢測範圍：0 ～ 20.00 mS/cm；準確度：± 2％ F.S.；pH

檢測範圍：-2.00 ～ 16.00；準確度：± 0.05。
3.3 水質與植體分析

將水質樣品經簡單過濾即可上機分析，氮以 Smartchem140 自動分析儀測定，

其餘磷、鉀、鈣、鎂及微量元素等則用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儀（ICP）測定。

將植體樣本採取後，先以 RO 或自來水清洗，再以蒸餾水及去離子水沖洗後，以乾

紗布擦乾植物體表面的水，置入 70℃的烘箱中 24 小時，分別秤乾重磨粉備用。氮

以元素分析儀分析，其餘磷、鉀、鈣、鎂及微量元素等先以三酸（HNO3：HClO4：

H2SO4 ＝ 9：2：2）分解至澄清，再用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儀（ICP）測定之。

結果與討論

一、DWC 系統試驗結果

1.1. 養殖試驗調查

於 103.12.3 ～ 104.5.20 試驗過程中，每日量測記錄養殖水之溶氧、水溫、酸鹼

度及電導度，相關紀錄如圖 5。溶氧量皆維持 4 mg/L 以上，pH 值方面為與蔬菜栽

培取得平衡，也多維持在 pH ＝ 7 ～ 7.5 之間，水中 EC 維持在 0.4 ～ 0.5 之間，對

水耕栽培所能提供的肥力略顯不足，除水溫因氣溫升高而升高外，其餘監測項目維

持平衡，顯示系統運作的穩定度良好。

本試驗紅尼羅魚的養殖密度為 25 尾 /m3，生長情形則以每週隨機量測 10 隻魚

的重量紀錄其平均值，生長調查如圖 6，經過 6 個月後，紅尼羅魚平均重量由 6.62
公克生長到 221 公克成長率為 3,238％，試驗總投餌量 29.22 公斤，換算飼料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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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總投餌量 / 魚增加之重量）為 1.4，養殖成活率為 92％。水中 EC 皆低於 0.5 顯

示養殖密度過低，雖然較高的養殖密度可提供更多的營養鹽供作物生長所需，但養

殖的風險也會相對的提高。

溶氧（DO） 水溫（Temp.）

酸鹼度（pH） 電導度（EC）

圖 5. DWC 系統養殖水之日量測圖（溶氧、水溫、酸鹼度及電導度）

Fig. 5. Dissolved oxygen, water temperature, pH and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圖 6. 紅尼羅魚生長調查

Fig. 6. Growth of red tila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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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葉菜類栽培試驗

試驗期間共種植 4 期作 7 個批次的葉菜類，分別是萵苣 2 批、芫荽 2 批、福山

萵苣 1 批、蕹菜 2 批，相關產量與其他文獻資料整理如表 1，各作情況分述如下：

表 1. 4 期作魚菜共生系統葉菜類產量統計

Table 1. The yield of leafy vegetables in aquaponics system

期作 栽培期 處理
栽培密度
(plant/m2)

生長日數
(day)

產量
(kg/m2)

1 皺葉萵苣 12.3 ～ 1.6 魚
菜
系
統

21.7 35 1.818
2 皺葉萵苣 12.10 ～ 1.23 21.7 45 4.071
3 芫荽 2.2 ～ 3.9 43.4 36 0.065
4 芫荽 2.17 ～ 3.23 43.4 35 0.017
5 福山萵苣 3.27 ～ 4.7 43.4 35 0.642a

6 蕹菜 4.24 ～ 5.8 173.6 15 2.874
7 蕹菜 5.7 ～ 5.22 173.6 15 5.464
葉萵苣 土耕 b 90 ～ 110 35 ～ 45 1.2 ～ 1.4
半結球萵苣 8 ～ 10 40 ～ 45 2.3 ～ 2.9
蕹菜 100 ～ 120 20 ～ 30 1.5 ～ 1.8
芫荽 90 ～ 110 30 ～ 40 0.4 ～ 0.6
芫荽 介質 34.8 45 1.55

註：a 發生猝倒病影響產量
b 摘自農業統計年報與作物施肥手冊

1.2.1. 皺葉萵苣栽培試驗

分 2 批次種植，部份栽培時間有相互重疊，試驗時間為 103.12.3 ～

104.1.23。種植密度 21.7 株 /m2，種植 35 ～ 45 天後採收，鮮重產量為 1.8 ～ 4.1 
kg/m2，顯示產量會隨著生長期延長而快速增加，符合一般葉菜類的生長特性。

魚菜系統生長期較短，換算單株產量為 83.8 ～ 187.6 g 高於一般傳統土耕的產

量。雖然氣候、養份濃度、品種等條件差異都會影響產量，但數據仍可提供

參考，顯示萵苣適合栽培於魚菜系統中。

1.2.2. 芫荽栽培試驗

分 2 批次種植，部份栽培時間有相互重疊，試驗時間為 104.2.2 ～

104.3.23，種植密度 43.4 株 /m2，種植 35 ～ 36 天後採收，鮮重產量為 17 ～

65 g/m2，與有機介質耕產量鮮重 1.55 kg/m2 相差約 24 ～ 91 倍，因魚菜共生

系統育苗 21 天後移植至定植板，定植 4 天後即出現葉色異常，下位葉呈現紅

紫化，研判為缺磷現象。經補充磷酸鈣 1 mg/L 仍無法改善，定植 35 天後，

植株生長停滯，且水中磷濃度逐漸增加，推測磷肥未被作物吸收，因同時間

之泥炭對照組處理的芫荽生長情形良好，因此可排除氣候因素導致葉片生長

障礙，因觀察芫荽根系有褐化現象，推測可能感染疾病導致根系受損，而影

響養分吸收，但詳細原因仍有待研究，因芫荽之生長反應異於其他葉菜類，

值得深入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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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半結球萵苣（福山萵苣）栽培試驗

試驗時間為 104.3.27 ～ 104.4.7，種植密度為 43 株 /m2，初期生長情形正

常，然而定植 29 天後發現植株不明原因萎凋並迅速漫延至全區，幾乎沒有收

成。研判為罹患水耕栽培常發生的猝倒病，經取樣進行細菌培養，確定為腐

黴菌所致。然而病菌來源是雨水或飼料帶病仍在追蹤，發病的原因推測是品

種抗性差或營養不足導致植株衰弱而發病。猝倒病為水耕栽培經常發生的病

害，在高溫的環境更容易發生，即使移除病株，病原菌已散播在水體中會再

繼續感染後續的作物，除非使用化學藥劑否則難以清除。化學藥劑可能對魚

類造成嚴重傷害，為害整個系統，因此若發病較好的方法是改種其他不易被

感染的菜種如蕹菜、青蔥等。

1.2.4. 蕹菜（空心菜）栽培試驗

種植 2 作整個試驗時間為 104.4.24 ～ 104.5.22，種植密度為 173.6 株 /
m2，定植 5 日後植株葉片呈現黃化現象，如圖 7。經研判為缺鐵而立即添加

EDTA -Fe，水中鐵濃度由 0.048 mg/L 提升至 2 mg/L，經 3 ～ 4 日葉色已恢復

正常，如圖 8。種植 15 天後採收，統計鮮重產量為 2.87 ～ 5.46 kg/m2，產量

高於一般傳統土耕的產量，雖然氣候、養分濃度、品種等條件差異都會影響

產量，但數據仍可提供參考。顯示蕹菜適合栽培於魚菜共生系統中，只要注

意微量元素鐵的補充即可。

圖 7. 蕹菜葉片黃化

Fig. 7. Leaf yellowing of water spinach in DWC
圖 8. 蕹菜葉色轉綠

Fig. 8. water spinach normally growth

DWC 系統試驗初步結果，紅尼羅魚成活率為 92％，且飼料利用率也較好，系統穩

定，然而因投餌量少與排泄量少，使得水體的營養鹽不足 EC 偏低。但由作物生長的情

形顯示系統確實能將養殖的排廢物轉換成作物可吸收的養分，然為增加作物生長量與品

質，需額外添加微量元素。

二、FAD 系統配合不同介質之試驗結果

2.1. 甘藍栽培試驗

整個試驗時間為 104.10.8 ～ 104.12.21，種植密度為 5 株 /m2，甘藍定植如圖

9 所示。定植 12 天後植株呈現葉色異常，如圖 10，研判為缺肥現象。經於養殖水

內添加 3.05 μM Ca (NO3)2，1 μM K2HPO4，0.05 μM KSO4，0.5 μM MgSO4，3.4 μM 
KNO3，20 μM EDTA-Fe-2Na，15 μM H3BO3，3 μM MnSO4，2 μM ZnSO4，0.4 μM 
CuSO4 及 0.25 μM (NH4)6 Mo7O24，養殖水 EC 從 0.51 ms/cm 增加到 1.42 ms/cm，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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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後約 5 天可改善上位葉黃化現象，如圖 11。因介質所含鹼性物質釋出，試驗初

期水的 pH 值偏高，為酸化水質添加濃硝酸進行調整，調整後水的 pH 仍然逐漸增

加，導致微量元素有效性持續下降與磷肥被固定等問題。雖已多次添加磷肥與微量

元素仍無法徹底解決，長期反覆的元素缺乏，造成採收時甘藍仍呈現缺肥現象，如

圖 12。
試驗選用的 4 種介質（白卵石、碎石、粗砂、發泡煉石），除煉石因高溫燒結

導致碳酸鈣含量少之外，其餘 3 種皆有豐富的碳酸鈣會長期緩慢釋放鹼性。4 種介

質浸出液的 pH 與可滴定酸量如表二，因碳酸鈣會緩慢溶解釋放鹼性，因此需長期

加酸維持水質 pH，直到介質內之有機質含量累積足夠，使有機質分解產生有機酸

與碳酸鈣溶解之鹼性釋放達到平衡，系統才能穩定運作。

圖 9. 甘藍定植

Fig. 9. Young plants of cabbage
圖 10. 甘藍初期缺肥

Fig. 10. Young Cabbage nutrient deficiency

圖 11. 甘藍補肥後生長改善之情形

Fig. 11. Cabbage growth after replenish fertilizer
圖 12. 甘藍生長後期缺肥

Fig. 12. Cabbage nutrient deficiency

2.2. 產量統計分析

甘藍採收後進行鮮重、乾重測量，結果如表 2，四種處理中粗砂之地上部鮮重

和乾重皆顯著高於其他三種處理，判斷應是粗砂的顆粒最小有關。粗砂顆粒小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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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體表面積較大能提高硝化細菌數量因此有較好的轉換效率，且小孔隙多使得甘

藍根系發達提高吸收能力，因此產量也為之提高。但介質的選擇不應只考慮產量因

素，仍需考慮操作的可靠性，因孔隙小容易阻塞而影響透水性。另需注意考量不同

介質的比重，當栽培槽填充這些材料並加水時重量會變得非常沉重，因此下方支撐

的結構必須精確計算以免強度不足造成損壞。

表 2. 四種介質性質與產量統計

Table 2. The properties of 4 substrate and the yield statistic

介質名稱 比重
(g/cm3)

浸出液 pH 可滴定酸量
(mole)

鮮重
(g/pl.) 

乾重
(g/pl.) 

白卵石 2.6 8.61 0.16 × 10-3 1,297.7 ± 109.9B 82.8 ± 9.3B
碎石 2.3 7.85 0.26 × 10-3 996.3 ± 138.8B 62.5 ± 5.8B
粗砂 2.0 7.78 1.38 × 10-3 1,932.6 ± 169.9A 120.8 ± 18.9A
發泡煉石 0.6 7.51 0.36 × 10-3 993.7 ± 150.9B 57.9 ± 8.1B

2.3 植體分析

甘藍植體分析如表 3，結果顯示大量元素氮、磷、鉀、鈣、鎂都沒有顯著差異，

只有鐵錳含量有差異。白卵石和發泡煉石處理的鐵濃度較高，錳的濃度是白卵石處

理高於粗砂及發泡煉石，粗石與其他三種處理無顯著差異。顯示在相同養分的灌溉

水處理下，不同的栽培介質確實會影響作物的養分吸收。而且作物生長速度的不同

也會造成植體養分濃度差異，生長快速者會因為成長稀釋作用導致植體養分濃度偏

低。例如發泡煉石處理者的乾物比例最低僅 5.87％，亦即植體水量含量最高，而白

卵石處理者的乾物比例最高達 6.38％，因此發泡煉石處理的植體養份含量低於白卵

石處理者。

表 3. 甘藍植體分析

Table 3. Cabbage plant analysis

Substrate 碳 (C)
(%)

氮 (N)
(%)

磷 (P)
(%)

鉀 (K)
(%)

鈣 (Ca)
(%)

白卵石 37.06 ± 0.81A 3.28 ± 0.07A 0.69 ± 0.01A 4.3  ± 0.27A 1.89 ± 0.22A
碎石 37.03 ± 0.68A 3.5  ± 0.07A 0.71 ± 0.01A 4.68 ± 0.14A 1.43 ± 0.23A
粗砂 37.92 ± 0.17A 3.29 ± 0.16A 0.65 ± 0.05A 4.72 ± 0.16A 1.21 ± 0.07A
發泡煉石 38.22 ± 0.7A 3.34 ± 0.18A 0.61 ± 0.04A 3.83 ± 0.35A 1.72 ± 0.34A

Substrate 鎂 (Mg)
(%)

鋅 (Zn)
(ppm)

銅 (Cu)
(ppm)

鐵 (Fe)
(ppm)

錳 (Mn)
(ppm)

白卵石 0.51 ± 0.04A 73.02 ± 1.43A 15.39 ± 0.15A 61.64 ± 8.26A 58.12 ± 5.59A 
粗石 0.49 ± 0.05A 62.58 ± 2.29A 12.48 ± 0.54A 32.5  ± 1.86B 44.63 ± 1.45AB 
粗砂 0.4  ± 0.02A 76.22 ± 8.14A 13.83 ± 1.49A 31.33 ± 3.79B 43.48 ± 5.87B 
發泡煉石 0.46 ± 0.03A 62.6 ± 4.36A 14.01 ± 0.26A 54.43 ± 9.67A 31.94 ± 2.7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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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D 系統試驗初步結果，就水質 pH 而言 4 種介質（白卵石、碎石、粗砂、發

泡煉石），都會造成水質偏鹼而影響植物對磷肥與微量元素的吸收。就鹼性的緩衝

能力以發泡煉石較其他 3 者低，因此可以較快達成系統酸鹼質的平衡，而且有重量

較輕的優勢。就水份含量而言，粗砂因顆粒最細能使介質維持較高的水份含量，適

合淺根性短期葉菜類的種植。而對果菜類則需選擇大顆粒排水迅速的介質，因此需

根據作物種類選擇不同粒徑的介質，或者可以考慮混合不同顆粒大小，或分層鋪設

不同粒敬的介質來達到栽培需求。

三、魚菜共生系統的主要構成

包括養殖桶、硝化槽、過濾系統、栽培植床以及水、空氣幫浦。養殖桶必須保持不

漏水，配管及排水閥必須經常檢視，以免水完全流失造成魚隻死亡。養殖桶桶形會影響

水的流動，不規則形狀的桶形會形成水無法流動的死角，造成排泄物聚集而產生毒素，

故以圓桶平底較佳。圓形桶使水的循環較為均勻，且能使沉澱物藉由離心力集中於圓心

方便排出。養殖桶的材質以強化塑膠或玻璃纖維為佳，因其耐久性較佳、重量較輕且容

易安裝。養殖桶內面的顏色以白色或淡色為佳，因為這類顏色容易觀察到魚的行為及沉

澱物累積的情形。養殖桶上方必須覆蓋以免藻類滋生，也可避免魚隻跳出或雜物掉入桶

內。養殖桶須有防止人為操作錯誤、排水閥故障或管路破裂等造成水意外漏光的安全機

制。如馬達抽水口不要插到桶底而保持一安全水位、排水管管口與桶底保持一端距離或

安裝低水位警示裝置。一般而言，新設的系統會有所謂的 ” 新缸症候 ”，主要是因為新

系統中菌相及藻相尚未達到平衡，導致水質不穩定。因此新系統必須經常注意水質，只

要不偏離標準值太多也不必給予太多的干涉調整，通常約需 1～ 1.5個月就能漸趨穩定。

3.1 過濾系統

主要用以將固態或懸浮的排泄物從水中分離出來，因為這些排泄物如在養殖桶

內分解將會產生有害的物質，且大量的排泄物可能造成管路堵塞影響水流。過濾的

型式有很多種，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利用篩網，但篩網必須經常沖洗。也可利用填充

特殊材料的過濾桶來進行過濾。部分魚的排泄物會碎散或直接溶解在水中而無法透

過機械式過濾移除。因為這些排泄物主要是氨的型態，不但無法被植物所利用甚至

對魚產生毒性。生化過濾器利用活菌可將氨轉換成硝酸，以生化球填充在生化過濾

器內能提高硝化反應的效率。生化球具有特殊的形狀，有非常大的體表面積，是生

化過濾器最普遍使用的材質。其他可用的材質有火山岩、尼龍網、生化棉、毛刷。

對於有栽培介質的系統則不需要生化過濾器，因為植床介質本身就是形同一個生化

過濾器，但仍有必要裝設過濾器將固態排泄物濾除，以免介質內累積太多有機物，

造成分解時產生有毒物及堵塞管路系統。

3.2 栽培植床

在植床填充粒狀物質做為栽培介質能使作物根系有較好的支撐，因此可栽培的

作物種類也比較多。在魚菜共生系統中植槽中所填充的顆粒同時具有機械過濾及生

化過濾的功能。但對於養殖密度較高的系統，在植槽入水口最好再設置一個初級過

濾器，攔截一部份的固態排廢物以免阻塞介質間的孔隙。而初級過濾器則須定期清

洗以免失去過濾功能。如栽培果菜類作物介質厚度最好須達 30 cm，而栽培小葉菜

類質厚度僅需 15 ～ 20 cm。介質的選擇以表面積大且容易透水透氣的材質為主，酸

鹼度以接近中性為佳。一般常用的材質有火山岩（粒徑約 8 ～ 20 mm）、發泡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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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徑約 8 ～ 20 mm）、卵石、椰纖、鋸屑及稻殼等，但有機資材一旦變質就必須

立即移除以免產生毒素。如在介質內養殖蚯蚓不但有助於消耗多餘有機質，還能提

供額外養份供植物利用，而藉由蚯蚓的生長狀況可瞭解介質的環境狀態，如蚯蚓大

量死亡可能為介質排水異常，或介質內累積太多有毒物質。

3.3 潮汐式系統

FAD 系統可藉由虹吸立管及鐘形管開口高度設定最高及最低水位，介質植床會

依深度形成乾區、乾濕區及濕區三種不同的區域，如圖 13，每層各有不同的微生

物相。在介質最上層的 2 ～ 5 cm 為乾區，乾區主要的作用是用以形成光屏障及避

免太陽輻射直接對水加溫，對光敏感的有益菌形成保護也能避免真菌及有害菌類滋

生。另一個重要的影響就是能覆蓋其下的乾濕區降低水份的蒸散。乾濕區位於乾區

下方厚度約 10 ～ 20 cm，大部分的生物活動如有益菌的繁殖、根系的發展及微生物

活動都集中在這個區域，植物及微生物能在此區域獲得養分及水份。如在介質中加

入蚯蚓有助於分解魚的排泄物及其他廢棄物，而此區為其主要的活動區域。濕區位

於植槽底部上方 3 ～ 5 cm，經常維持在恆濕的狀態，細小的顆粒及淤泥會累積在其

中，因此亦為礦化作用的主要區域。潮汐式灌溉可確保植物的根圈有足夠的營養鹽

和空氣，也能使介質保持濕潤並讓硝化菌繁延。潮汐系統通常以每小時 1 ～ 2 次的

頻率進行運作。

圖 13. 潮汐式系統介質植床的三個分區

Fig. 13. The three zones of a media bed in flood and drain system

3.4  鐘型虹吸

鐘型虹吸主要是利用流體力學的虹吸作用，使介質自動週期性的淹灌及排水，

動作週期與水流入植槽的流率有關。其作用原理如圖 14 所示，水由進水管以固定

流率流入介質植槽，當水位達到立管頂端即開始流入管內。如果沒有鐘形的內管，

此裝置只形同一個溢流管，使水位保持在固定高度而已。有了鐘形內管則當水由立

管流出時會在內管內產生真空吸力使管內吸入更多的水，而內管一旦充滿水則開始

產生虹吸作用快速將槽內的水排出。當水位低於鐘形管的入水口就會吸入空氣使虹

吸作用中斷而停止排水，因此透過這種鐘型虹吸裝置能達到潮汐式的水位控制。配

合 1”管出水口製作鐘形虹吸裝置時，可用 1” PVC管為立管，高度為介質表面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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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m。鐘形管可用 2.5” PVC 管以管帽封住單邊，而在另一端切出高度約為 3 cm 的

入水口。至於外管則可利用 4” PVC 管在管壁大量橫切長條形開口，再將之套在鐘

形管外側即可，如圖 15。

圖 14. 虹吸原理

Fig. 14. Principle of bell siphon

圖 15. 虹吸管組件

Fig. 15. Components of bell siphon

3.5 水體體積

在魚菜共生系統中，不斷流動的水能將營養鹽送到作物的根系使其吸收而淨化

水質，也能藉由水流將魚的排泄物濾除維持水的潔淨。一旦水停止流動，首先影響

的就是溶氧的降低，時間一久就會導致魚的死亡，對於 NFT 及 DWC 系統會在短時

間內乾涸使作物萎凋。水體大小直接關係到養殖數量。如以魚的重量計算，每一噸

的水容納 20 kg 的魚最為適合。養殖密度過高務必在水中打氣維持適當的溶氧。養

殖桶容積如小於 500 公升，則養殖密度必須再減半。

3.6 投餌餵食

餵食時投餌後 30 分鐘如果仍剩餘餌料即表示餵食量太多，須將剩餘餌料撈除

以免影響水質。魚的健康與索餌活動息息相關，因此如果索餌情形變差或停止進食

則必須停止餵食。魚索餌情形也與水溫相關，因此水溫大幅下降時需調降投餌量甚

至停止餵食。

3.7 水質檢測

魚菜共生系統中，溶氧對 DWC 系統甚為重要，密植的水耕植槽作物根系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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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氣會造成溶氧不足，進而導致根系褐化。因此 DWC 系統植槽水體必須維持至少

5 mg/L 的氧氣濃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直接在植槽中放入打氣石。因藻類也會消

耗水中的氧氣，使水中的溶氧產生變化，防止藻類大量滋生也是不容忽視的課題，

而最經濟有效的方法就是遮光。系統水體養分濃度可透過控制餵食量進行調整，

如水中硝酸濃度低於 5 mg/L，就可慢慢增加每日的餵食量，而硝酸的濃度高於 150 
mg/L，就必須降低餵食量或進行換水。氨及亞硝酸濃度高於 1 mg/L 則表示硝化菌

的活動出現問題，必須進行換水或停止餵食。總體而言魚菜共生系統對於養殖物、

作物及硝化菌最理想的條件為：溫度：18 ～ 30℃；水的 pH 值：6 ～ 7；氨濃度：

小於 1 mg/L；亞硝酸濃度：小於 1 mg/L；硝酸濃度：5 ～ 150 mg/L；水中溶氧：

大於 5 mg/L。水的 pH 值偏高時，即使硝酸濃度已維持穩定，作物仍可能發生微量

元素缺乏。因此水在加入系統前務必檢測水質，尤其酸鹼度偏離中性太多時需先調

整後再使用。在魚菜共生系統中微量元素的補充不但無法避免，不同作物也會有不

同的需求。一般除了透過水質檢測外，管理者也可透過作物葉色表現判斷是否有微

量元素缺乏的現象。水質檢測有現成的儀器可供利用，但價格十分昂貴且需經常校

正。部分項目可利用試劑（圖 16）檢測較為簡單經濟，檢測項目建議包括：pH、 
氨、硝酸及亞硝酸。

圖 16. 水質試劑（左：亞硝酸；中：硝酸；右：氨）

Fig. 16. Water quality test kits

為維持水質穩定降低對養殖物的衝擊危害，作物栽培最好分批種植分批採收。雖然自來

水是最容易取得的清潔水源，但其中的氯對魚有毒性，因此自來水使用前必須先儲水至少

3 ～ 5 天，使水中的氯逸去，如用氣泡石進行打氣則可縮短儲水時間。但使用自來水可能導

致部分微量元素缺乏而會影響作物生長，需配合作物適當補充。魚菜共生系統水份消耗主要

原因為蒸發或被植物吸收，平均耗水僅約一般土耕栽培的 10％是十分節水的生產方式，但

實際耗水量會因作物種類及地區而異。環境溫度對於魚的養殖非常重要，需預作防護以免損

失。以慈鯛科的吳郭魚、紅尼羅魚而言，養殖的條件並不嚴苛，但低溫（低於 10℃）卻會

發生嚴重寒害造成死亡。因此寒流來襲之際必須要有加溫或利用塑膠布防風的禦寒措施，才

能降低損失。

魚菜共生系統一旦穩定後不需要投入太多精準的控制作為，但仍須定期關注以免系統失

衡，檢查工作依周期長短可分為：

A. 每日工作：

●檢查水、空氣泵浦是否正常，並清理入口。

●檢查水流情形。

●檢查水位，如蒸散太多進行補充。

●檢查養殖桶有無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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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水溫。

●投餌餵食或檢查自動餵食器，並觀察魚有無異樣。

●檢查作物有無蟲害。

●撈除死魚、移除作物病株。

●清潔濾網。

B. 每週工作：

●檢測水體之 pH、氨、亞硝酸、硝酸。

●檢查作物營養元素缺乏的情形並適量補充。

●清除桶底及生化過濾器底部的雜汙。

結　　論

DWC 系統魚類養殖之成活率高達 92％，其飼料利用率約為 1.4，對大部分短期葉菜類

而言系統所提供的氮肥已足夠作物生長所需，而磷肥與微量元素鐵的添加可以提升作物生長

量與品質，本試驗系統葉菜類的產量高於或等同於養液栽培且高於一般傳統土耕，此系統適

合夏天栽培蕹菜、蔥，冬天栽培萵苣。葉菜類食用必須注意衛生，採收時需避免接觸系統水

體以免造成汙染。FAD 系統試驗 4 種介質（白卵石、碎石、粗砂、發泡煉石），都會造成

水質偏鹼而影響植物對磷肥與微量元素的吸收，需要長期調酸與添加營養元素，其中發泡煉

石鹼性的緩衝能力較低，可以較快達成系統酸鹼值的平衡，且有重量較輕的巨大優勢，但仍

需根據作物種類需求選擇不同粒徑的介質顆粒。此系統除葉菜類之外也適合果菜類如茄子、

青椒、番茄、秋葵、絲瓜及蒲瓜等之栽培。魚菜共生系統一旦穩定後不需要投入太多精準的

控制作為，但仍須定期檢查幾個重要項目，如溶氧、pH、EC、氨、亞硝酸及硝酸，如有微

量元素缺乏的情形需適時調整，以免系統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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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and Trials of Aquaponics System1

Yang, C. F., W. J. Jang, C. H. Wang, H. C. Hsu and A. S. Cheng2

Abstract

The aquqponics is spread out gradually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many aquaponics to be set up 
on rooftop, living room and balcony, not only creates a pleasant view, but provides fresh, vegetables 
for family. The aquaponics system converts the fish waste into nutrient source for hydroponic 
plants by nitrification process, the plants uptake the nutrient and the purified water recycle in the 
system; results increase water-use efficiency. This project build up two types of aquaponics system, 
the result shows the water from aquaculture could provide nutrient to plants, while micronutrient 
deficiencies would be happen. With appropriate adds micronutrient to the system, the plants could 
grow normally and the water purified by the plants makes the water repeated use constantly. In the 
condition that control appropriate stocking density and feeding rate, choose seasonal crops and 
replenish nutrient for plants at right time. Then the system will work well in saving energy, water 
and fertilizer at the same time.

What is already known on this subject?
Aquaponics system has been implemented within the community for many years, most of the 
management model are for training or ecological education.
What are the new findings?
The nutrient content in aquaponics affect the crop growth greatly. This research detected 
the water quality and modulated the nutrient components, and find solution to improve the 
problem of nutrient deficiency.
What is the expected impact on this field?
The research of aquaponics in Taiwan are rare. This article provides detail parameters, which 
can contribute to expedite the forming of technical set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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