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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內容摘要 

總召集人的話   
 

最新消息 
 恭賀典樹成立八德店據點 
 恭賀數位無限榮獲阿里雲 API as a Service 大賽

第㇐賽段第二名 
 恭賀凱傑林榮獲 106 年 CITD 研發補助計畫 
 
活動報導  
 智慧農業 4.0 創新技術與市場機會跨界論壇 
 高中職教師暑期教學成⾧營 
 2017 先進農業資材與栽培技術研討會 

工商服務  
 安可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數位無限軟體股份有限公司 
 誠映股份有限公司 
 

專題報導 
 D1X 物聯網 LED 驅動器 

 魚菜共生技術之適用性與調整方法 

研討與技術會議  

 東南亞市場開發趨勢研討會 
 2017 年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2017 亞太區農業技術展覽暨會議 
 第 43 屆台北國際電子產業科技展「TAITRONICS」 

強力徵稿!!! 請分享您的經驗與技術，
歡迎來信 iapta@mail.npust.edu.tw 與我
們聯絡。 

 智慧農業生產技術聯盟  電子會訊 
2017 年 8 月 

發行人: 張仲良 
  

總召集人的話 

各位夥伴，大家好。誠摯感謝各位前輩

與先進持續的支持與指導，聯盟內各項

技術服務以及產學合作工作皆已順利

展開，冀望在未來，聯盟能繼續帶給新

興設施農業/農機產業㇐些幫助，提升

與創造新興農業的產業價值。 
2017年5月25日，聯盟受邀出席智慧農

業4.0創新技術與市場機會跨界論壇，本次論壇邀集了產官

學界先進與代表出席，大家彼此分享個人在智慧農業上的

成果與想法，會中與會者互動熱絡，討論問題深入，透過

這樣的活動，相信更能夠了解基層農民以及業者的想法，

轉而提供政府未來推動各項新興農業工作的參考。2017年7

月3日則是應邀擔任本校高中職教師教學成⾧營講師，順藉

此機會推廣聯盟核心技術以及各項服務工作，與會中可看

出每位老師對於智慧農業獨特的想法，特別的是會中不外

乎有些屆齡退休的老師已有自己的栽培場域，相信當日的

報告應能帶給高中職老師們㇐些想法，期望共同來推廣新

興農業。2017年8月4日，聯盟已完成辦理2017先進農業資

材與栽培技術研討會，會中邀請澳登堡股份有限公司傅總

經理正昌、典樹國際有限公司林晏羽副總經理以及安可爾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黃建堯執行⾧擔任專題演講人，演講內

容相當精采，討論非常熱烈，尤其本次與會者身分類別以

年輕人居多，著實看出新世代青年農民對於未來農業抱持

相當大的期待。 

本聯盟從 2017 年 4 月開始發行㇐年三期的會訊，希望能夠

用以聯絡與了解聯盟運作的情形以及會員間的動態訊息，

同時提升聯盟在產業的能見度與影響力，誠摯歡迎各位會

員與先進能多多賜稿分享所學以及企業經營經驗，增加聯

盟會員間之交流互動。最後祝福各位身體健康、事業順利、

闔家平安喜樂。註：本期技術專欄方面，特別邀請安可爾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發團隊撰寫｢D1X 物聯網 LED 驅動器｣

㇐篇。                            聯盟總召集人 張仲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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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賀！典樹成立八德店據點 
 

 
 
 
 
 
 
 
 
 
 
 
 
 
 

 賀！數位無限榮獲阿里雲 API as a Service 大賽
第㇐賽段第二名 

數位無限的作品 Skyport 得到第㇐賽段二等獎的殊榮，能

在眾多參賽作品裡，脫穎而出，獲得評審青睞，得到此榮

耀．這無疑增強 Skyport 團隊在產品開發上的信心度，並

驗證了公司㇐直以來的方向理念是正確的，應該要繼續堅

持下去，持續朝既定目標邁前。 

 

Skyport 的理念就是建立㇐套標準化的雲端運算 API，透過

Skyport API 開發的軟件可以適應各種雲，免於維護多種程

式碼以及陷入廠商綁定，讓軟件能夠更容易的整合、串接

雲端服務。 

賽程中提供使用者操作阿里雲與現在最火紅的開放原始

碼私有雲平台 Openstack，並且將功能局限於雲端服務

器與虛擬網路的管理。未來將支持更多不同的雲端平台

並提供其他的功能，如物件儲存、資料庫、負載均衡等。 

 

無論是在公有雲或是私有雲，目前有越來越多提供的雲

端運算平台。每㇐種雲雖然提供相似的功能但賦予的

API 操作都有所不同，因此軟件開發時就需要搞清楚每

㇐種 API 的呼叫方式、針對各個 API 編寫相對應的程式

碼並且分開維護它們 

這不只造成開發軟件的難度，也會讓軟件陷入廠商綁定

(vendor lock-in)，也就是過度依賴特定雲的 API。要解

決這樣的問題，客戶需要的是㇐種通用型的 API，讓軟

件可以使用統㇐的介面管理各種雲端服務器。這樣客戶

就可以免去學習多種不同 API 的操作方式並更專注於應

用開發。 

 

   賀！凱傑林榮獲 106 年 CITD 研發補助計畫 
凱傑林以”自動化光學鏡頭調校開發計畫”獲得委員青

睞，在 500 多件計畫徵選中脫穎而出，其主要計畫內容

如下： 

1. 改善目前多種不同色溫的標準日光燈管，整合至

㇐組平面光源；解決原有高額的庫存備品及庫存

 

典樹堅持高品質的水耕蔬菜，

化成搖滾/罐/碗/暖沙拉新吃

法，以扎實飽滿的片形/圓形三

明治，男女都有感的份量及不

同種類的健康飲品、連甜點也

要好吃又健康。伴隨著輕快舒

服的音樂節奏，如家人般的親

切服務，真正的輕飲食體驗就

該如此。 

為擴大服務，另於台北市八德

路成立分店。該店緊臨台北科

技大學，交通位於忠孝新生

站，相相當便利，歡迎大家前

往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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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以達到設備週轉率、方便管理及降低成本

之目的。 

2. 採用光學級導光板為基底，LED 光源由二側導入

導光板內；藉由光學網點設計及擴散膜均光擴散，

光源均齊度可達到 90%以上；有別於目前採用光

箱之作法。 

3. LED 光源以黃光(2800K)及白光(5000K)為主，經

由特殊性排列製成 light bar，以解決目前色差及

同色異譜的問題。 

4. 開發㇐套人機界面軟體來輔助使用者制定參數，

友善的人機界面，提高使用者方便及有效率的應

用該系統；使用者可藉由視覺化視窗輸入及變更

參數，或直接以組合語言傳回至使用者程式內 

5. 光源參數在電腦內定義完畢後，可傳回控制器上；

設定完畢後，設備可離線而由獨立使用，具有離

線功能更貼近客戶實際使用需求 

其主要改善既有的檢測光箱厚重、日光燈管含汞不環

保且使用壽命短，故研發 D50 及 D28 標準 LED 燈。

控制電路具通訊功能，藉由 RS232 界面，以通訊協

定方式傳回至內部軟體，透過演算法以達到光學鏡頭

自動化調校功能 

 
產品外觀照片 

活動報導  

 智慧農業 4.0 創新技術與市場機會跨界論壇 
時間:2017 年 5 月 25 日 (星期四)13:30-16:50 分 
地點: 國立中興大學農環大樓 10 樓 

傅專員 台中報導 

本次活動由科技部工程科技中心主辦，聯盟總召張仲良博

士受邀出席與會擔任報告人，會中並邀請農試所、學界以

及產業先進擔任演講人，此次會議主軸著重於智慧農業 4.0

有關之技術報告、展示以及討論，與會人數相當多，每位

學者以及專家展示其研究成果，㇐開場由工程科技中心鄭

國順主任說明此次會議舉辦的目的，希望透過這次的討

論，能夠有更多人來重視智慧農業這區塊，會中台大生機

系江昭皚特聘教授(陳世芳助理教授代表出席)所展示的智

慧型蟲害疫情預測模型建立與農業雲端服務平臺相當具有

潛力，而聯盟總召集人則是展示㇐台小型農用挖洞機，相

當有趣，也吸引㇐些公司的好奇詢問，畢竟市場上鮮少有

這樣的智慧化農用機具，聯盟總召也表示，此款機器使用

上有其場域限制，希望未來可以再加以改良，以符合現有

農耕地所需求。 

 
聯盟總召(左㇐)介紹農用機具設計概念 

最後的產官學研綜合座談討論非常熱烈，由宜蘭大學邱奕

志院⾧主持，過程中，農試所陳所⾧特別針對智慧農業的

未來提出看法，也希望未來做智慧農業的人才能夠真正了

解農業內涵，這樣做起事來比較簡單容易，當日聯盟會員

數位無限公司陳文裕總經理也來到現場㇐同討論並說明公

司對於智慧農業的做法以及希望能夠合作的地方，這次的

研討活動相當成功。 

 
當日演講者共同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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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職教師暑期教學成⾧營 
時間:2017 年 7 月 3 日 (星期㇐) 08:20-18:20 
地點: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傅專員 屏東報導 

此次活動由屏東科技大學景觀暨遊憩管理研究所以及客家

文化產業研究所所主辦，聯盟協辦，當日與會者身分皆是

高中職老師還有高雄教育工會人員出席參加，當天的研習

主題著重於無人機在農業上的應用，在這樣的前提下，安

排了許多有關於無人機的介紹、操作方法以及實務練習，

聯盟總召集人應邀前去演講並且說明本聯盟成立宗旨以及

目的，學員們對於無毒蔬菜的栽培較感興趣；而他們最感

興趣的當是無人機的組裝與測試以及到本校情人坡上操作

無人機，整天下來，每位學員都收穫滿滿，也認識了無人

機技術，有些學員反應，這樣的技術學得後可以教給學生，

當作科展獲專題的作品。 

 
聯盟總召集人進行聯盟技術推廣與說明 

 
研習營會後合影留念 

 2017 先進農業資材與栽培技術研討會 
時間:2017 年 8 月 4 日 (星期五)下午 13:30 
地點: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 210 號 

   李專員/傅專員 台北報導 

本聯盟為推動各項農業生產技術開發，促進智慧農業生產

技術的交流，於 106 年 8 月 4 日下午 13:30~18:10 分假

iiiNNO ㇐諾國際會議教室「2017 先進農業資材與栽培技

術研討會」。透過交流活動來整合各會員廠商的合作機會，

共同提升產業技術。茁壯，需透過產學研合作，共同帶動

技術的提升與創新及產業人才培訓等，積極整合各方資

源來帶動產業拓展國際市場。 

首先由典樹公司林晏羽副總經理為大家帶來新飲食風潮，

同時介紹了生酮飲食新樂活養生。生酮飲食（英語：

ketogenic diet）是㇐種高脂肪、適量蛋白質和低碳水化合

物飲食，透過強迫人體燃燒脂肪而非碳水化合物，模擬飢

餓狀態，在醫學上主要用於治療兒童的困難控制型癲癇。

正常情況下，碳水化合物經人體吸收後會轉化為葡萄糖運

往身體各處及供給能量，尤其是用於維持大腦運作。時至

今日, 生酮飲食應該配合大量蔬菜㇐起進食, 就可避免便秘

和營養不全面的問題。 

 
典樹國際公司林晏羽副總經理 

緊接著由澳登堡傅正昌總經理為大家帶來植物工廠、智慧

農業之未來發展。 

 
澳登堡傅正昌總經理演講情形 

在綠色革命後，農作物產量的提升雖然解決了 糧食問題，

但化肥及農藥的大量使用對土地造成極 大壓力，不但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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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土地的負荷量，也造成河川海 洋的汙染。另㇐方面，科

技大幅提升農業產量，雖 然解決了人口增加的問題，但是

相對必須耗用更多 能源及水資源，在能源短缺的今日，如

何節約並使 用再生性能源成為無可避免的趨勢。此外，由

於糧 食⾧程運輸造成食物品質低下的食品安全議題，在 

先進國家吹起㇐股消費者對在地農產品的風潮；然 而更加

嚴重的問題還有，糧食跨海運輸的模式大量 消耗石化能源，

造成近年糧價隨石油價格波動，此 ㇐現象再度喚醒全球對

在地農業的重視。 無論從供給、環境或生態層面來看，目

前主流 的慣行農業都必須轉型。農業生產力的提升、永續 

農業技術的開發，以及在地農業模式的建立，都將 是重要

課題。最後由安可爾黃建堯執行⾧為大家帶來物聯網與未

來農業之發展。 

 
安可爾黃建堯執行⾧ 

眾所周知，溫室內部的二氧化碳濃度、土壤濕度、空氣溫

濕度及光照等資訊，對生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溫室中可利用物聯網技術，採用不同的傳感器節點，來

測量基質濕度、成分、溫度、pH 值，以及光照強度、空氣

濕度、氣壓、二氧化碳濃度等，再通過數據處理，自動控

制溫度環境和灌溉、施肥作業，從而給植物生⾧提供最佳

的生⾧環境。除了對溫室環境進行監控，也可實現資訊的

分析與處理，將傳感器節點替換成無線傳感器，這樣能接

收無線傳感器發出的數據，實現大面積數據的獲取、管理

和分析處理，並將處理的結果彙報給用戶。 

在水產養殖方面，養殖戶往往特別不願意碰到，又悶又濕

的天氣，這樣的天氣裡魚塘水中的溶氧量會不夠，水中的

pH 值也可能發生大的變化，水中的氨氮含有量也可能有變

化，這都會影響魚的正常生⾧。在水產養殖中運用物聯網

技術，可以對水質進行全天 24 小時監測，包括對水溫、pH

值和溶氧量 等各項基本參數，進行即時監測預警，㇐旦發

現問題，能夠及時自動處理，或通過簡訊迅速通知養殖戶。 

採用物聯網技術後，同樣也能解決投食的問題，什麼時候

投，投多少會由傳感器監測或處理。此外，養殖戶也能可

以通過網路、手機終端，隨時隨地查詢魚塘溶氧量、溫度、

水質等情況，從另㇐個角度來說，也降低了養殖戶的工作

量，解除了養殖戶常年塘邊值守的痛苦。 

 
研討會現場快照 

本次會員參與相當踴躍，多達將近 40 位產業先進參與本次

研討會。並中聯盟並安排了由產業宏鑫光電為會員帶來可

調光譜植物燈展示，還有由喜福會帶來的農用無人搬運車

展示，讓與會的會員及學生收獲非常多。同時光苗生技蘇

植三先生也分享了他在種植室內栽培的經驗，其豐富的實

務栽培經驗，著實是最佳典範。 

 
光苗生技 蘇植三總經理 

光苗生技蘇植三先生分享種植室內栽培的經驗，宏鑫光電

展示可調光譜植物燈以及控制器，該可控型植物燈具可符

合現有科技農夫想要了解提升作物生產品質的方法㇐個方

便的實驗工具。 

主持人張仲良老師感謝各位會員參與，同持也分享了未來

農委會相關政策，讓與會會員了解到國家未來發展。最後

來個大合照，為這次研討會畫下句點，並期望下回再齊聚

分享。 



智慧農業生產技術聯盟  電子會訊 2017 年 8 月  6 
 

 

 
宏鑫光電 楊總經理(右㇐) 

 
喜福會展示農用無人搬運車 

 
研討會會後合影 

工商服務 

 拜訪安可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時間: 2017 年 6 月 20 日(星期二)下午 14:00 
地點: 安可爾公司辦公室 

   李專員 台北報導 

自 2010 年成立以來，安可爾致力於開發智慧建築控制系

統，兼具軟硬體整合技術。材料方面，選擇較耐高溫的日

製電容和其它元件，講究產品品質用最好的。研發物聯網

LED 驅動器和雷達無線感應器，兩者結合，提供完善的智

慧控制解決方案，並獲得多國專利認證。將技術、硬體及

韌體結合的工程團隊，成功開發物聯網 LED 驅動器和雷達

無線感應器，只要透過手機，就能操作，還有故障自動會

報等功能，達到近 9 成的省電效益，也節省人力成本。將

控制的技術，供電的技術，還有通訊的技術整合在㇐個 LED

驅動程式裡面，不管什麼樣形式的光源，接上去之後，就

可以有機會，來跟網路做連線。會中安可爾執行⾧也介紹

了公司最新產品- D1X 物聯網 LED 驅動器，其具有相當

好的聯網功能。在現場不具有電源的情況下，提供了修改

控制主機規格參數最佳解決對策，也獲得在場的指導教授

㇐致肯定 

 
黃執行⾧向教授們介紹新㇐代物聯網 LED 驅動器 

 
與安可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黃執行⾧(右三)合影留念 

 

 拜訪數位無限軟體股份有限公司 
時間: 2017 年 6 月 20 日(星期二)下午 17:00 
地點: 數位無限辦公室 
                                  李專員 台北報導 

會員目前研發推出的 CloudFusion 混合雲管理平台能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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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下 LogLoop 日誌收集與分析平台、AppBallon 流程控管

與應用部署平台等雲端解決方案，讓用戶可以將他們的服

務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落地在全球的公、私有雲。 

核心服務是替客戶打造㇐個更靈活、更容易管理的雲平

台，建立更有活力之技術團隊、與客戶共同創造具有絶對

競爭優勢的經營團隊。 

同時聯盟指導委員台灣大學園藝系張育森主任會中亦指導

農委會產學合作申請事宜，廠商計畫書申請注意事項，並

建議與通路業者合作，共同打造㇐實驗場域，可驗證其可

行性。 

 
與數位無限林財務⾧討論農委會計畫申請 

 
與數位無限林財務⾧(左㇐) 合影留念 

 拜訪誠映股份有限公司 
時間: 2017 年 6 月 20 日(星期二)下午 19:00 
地點: 誠映新店寶中路廠房 

李專員 台北報導 

會員提供水產養殖業者有效率的以及負擔的起的智慧服務，

產業升級。創新的產品：水體偵測器，運用物聯網技術協

助業者擴大產能、降低風險，解決⾧久以來所面臨的問題。

未來也期待與產業周邊不同領域的技術結合，運用更多新

科技，注入更多能量，達到滋養地球，擴增糧食的終極目

標。陳總經理並帶我們參觀了未來北台灣最大的海馬養殖

廠，在 200 坪的生產基地內，規劃了 20 區的養殖區。不僅

如此，還規畫了珊瑚養殖計畫，著實讓教授們嘖嘖稱奇。 

 

專題報導 

 安可爾 D1X 物聯網 LED 驅動器 
作者: 安可爾技術團隊 

在台積電董事⾧點名物聯網為 the next big thing 後，物聯

網忽然成為科技業的顯學，忽然之間萬物聯網好像成為明

天就可以發生的美好願景。實際上物聯網㇐詞在 1980 年代

就曾被提出，只是㇐直還沒有到完全實現的時候，物聯網

的底層技術其實也以過往的技術沒有太大的差異，試想，

㇐般工控常用的 PLC 主機，RS485 介面及 Mod-Bus 指令，

基礎上都可以在物聯網繼續使用，唯㇐要突破的關鍵僅在

如何讓資料與雲端互連，達成遠端控制及監控的目的。 

與工控環境類似，在燈控界也有許多舊有的線控技術，不

管是兩線式，0-10V 或是 DALI 都是相當成熟的控制技術，

然而最後㇐段與網路互聯，卻㇐直是照明業界的難題，究

竟這到達網路的最後㇐哩路該是光源提供者處理(如:億光)，

還是電源提供者處理(如:明緯)，短期之內不會有明顯答案，

著眼於此，安可爾科技看準這個市場缺口，推出 D1X 物聯

網 LED 驅動器來解決市場問題，各式光源如崁燈，平板燈，

MR16，AR111 接上 D1X 就變身成為類似 Philips Hue 的

智慧燈具，可以近端，遠端調整亮度，開關等功能。 

物聯網 LED 對產業應用的價值 

A. 對智慧建築與智慧家庭 

    目前智慧照明的控制選項多停留在智慧燈泡的選項，

但是實際應用在現實空間，多數商用空間部會使用特別形

 

   海馬養殖場域規劃        聯盟總召與誠映總經理(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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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燈泡，智慧燈泡自然也就沒有表現的空間，智慧家庭

㇐樣不會只有燈泡這種選擇，至少都會有間接照明的控制

需求，對比這樣些限制，D1X 可以讓設計師及建築師選定

的燈具快速聯網，實現手機控制，遙控器控制，排程控制

等多種方式。如果設計單位原本就有使用相關的 Zigbee 或

Zwave 環境，D1X 直援 Zigbee HA1.2 的 Profile，Zwave 

6.5 標準，可直接跟現有的中控器連線。 

 

B. 對大型物業管理 

  D1X 搭配安可爾規劃的 Gateway 與雲端服務，除了遠端

控制，每㇐盞燈的獨立工作狀況也會儲存在雲端，包括每

盞燈用電幾瓦，每天點燈幾小時都會紀錄，如果燈光有什

麼異常，也會自動通報供應商進行維修。大型建物，燈光

動則幾千幾萬盞，往往花最多的時間就是找出故障的東西

在哪裡，D1X 對於大型物業管理公司的幫助，就是再也不

用派遣巡檢人力，省下大把的維護時間，並且由供應商統

包維護，再也不用擔心品質不良的問題，供應商要為自己

的品質負責，好壞網路都會看見。 

 

C. 對智慧農業 

    智慧農場其實就是智慧建築的縮影，只是主人換成了

農夫們，要農夫們時不時為了新科技煩惱，找人維修，究

竟是在幫助他們，還是替他們找麻煩，某種程度上並沒有

解決他們的問題。若使用 D1X 來控管植物照明，除了可搭

配太陽光調整亮度，配合不同生⾧週期，排定不同的亮度，

方便管理，系統對於生⾧過程中的參數也留有紀錄可以比

對。更重要的是，若植物燈有任何問題，系統㇐樣可以通

知供應商主動來進行維護。農民可以專注在種植的專業之

上，科技的問題，交由科技解決。 

來自市場經驗的彈性設計 

    照明市場的照明選擇繁多，若再加上植物燈的選擇就

更多了，市場現行的做法，便是針對無數的光源，設計無

數種類的驅動器，而 D1X 選擇了另㇐種做法，他會自動偵

測光源所需的電壓，自動供電，針對不同燈具所需要的不

同電流，在產品出貨後，都可以再不通電的狀況下，用 NFC

進行修改輸出電流。滿足各類燈具需求。 

    物聯網有許多不同的通訊方式，D1X 支援兩種常見的

通訊協定 Zigbee 與 Zwave，Zigbee 因為屬於 2.4G 是㇐

個全球通用的頻率，Zwave 是 Sub 1G 的物聯網協議，每

個國家所使用的頻率並不相同，因為頻率兩種協議各有其

優缺點，Zigbee 因為 2.4G 所帶來的便利，也因為 2.4G 帶

來許多的無線訊號干擾，Ｗifi 與藍牙都同樣使用 2.4G。相

較於2.4G，Zwave 則因其 SuB 1G 所以頻道相對比較乾淨。

對於功能使用比較單純的客戶，D1X 也有 BLE 的系統版本

可以使用。 

 

D1X 基本規格 

輸入電壓 100-277V，最高可達 305V 

輸出電壓 24V (12-35V) 

額定電流 1.5A (250mA-1.5A) 

額定功率 36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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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菜共生技術之適用性與調整方法 

作者: 屏科大技術團隊 

㇐般魚菜共生系統的缺點為，需使用消化槽作為硝化菌的

寄宿對象，由於建置費用太高，以至於㇐般的魚菜共生系

統有區域性的限制。且由於硝化菌是進行硝化作用將環境

中的總氨態氮轉化為其他形式的氮以利植物吸收，所以硝

化槽主要是提供氮肥，以至於水中會缺乏其它如鉀、磷、

鈣和鐵等巨量及微量元素。 

為因應上述所說的缺點，本研究致力於如何可使魚菜共生

套用於大範圍的環境中，且使整體經濟效益達到最大化。

本次實驗設計分為兩次，於第㇐次實驗中先找出可能缺乏

的元素後，在第二次實驗中加入相對應的化學元素，且使

用交叉比對之方法，比對出元素對植株的差異所在，及魚

隻在比對的元素水質中能否適應環境，進而探討如何可套

用於大範圍魚菜共生且使經濟效益達到最大化。使用魚種

為紅尼羅魚，菜苗為奶油萵苣。第㇐次實驗將三組(A、B、

C)實驗盆，以未加任何元素的水進行魚菜共生實驗，找出

可能缺乏的元素，結果發現可能缺乏元素為氮、鈣、鉀、

鐵，發現來源如下： 

(1) 氮: 由於本實驗為因應大範圍魚菜共生，因此未設置硝

化槽，以至於無法產生足夠的氮肥。 

(2) 鉀: 於實驗中發現，植物葉緣部分出現乾枯的現象，及

根部出現爛根的狀況。 

(3) 鈣、鐵: 於實驗過程中發現葉片出現黃白化現象，但由

於缺鈣與缺鐵症狀類似，因此需於第二次實驗才可確定

是缺鈣還是缺鐵。 

整個實驗流程如下所示:  

 

將 A 盆加入硝酸鈣、磷酸㇐銨、硝酸鉀及以硫酸亞鐵進行

葉面施肥；將 B 盆加入硝酸鈣以及磷酸㇐銨；將 C 盆加入

硝酸鉀、磷酸㇐銨及以硫酸亞鐵進行葉面施肥，並於三十

三天後收成，進行數據比較後，探討如何可使大範圍魚菜

共生的經濟效益達到最大化。所缺元素所對應之化學元素: 

(1)氮→磷酸㇐銨   (3)鈣→硝酸鈣 

(2)鉀→硝酸鉀     (4)鐵→硫酸亞鐵 

依照植株生⾧情形加入元素，其 A 盆加入硝酸鈣、磷酸㇐

銨和硝酸鉀；B 盆加入硝酸鈣以及磷酸㇐銨；C 盆加入硝酸

鉀以及磷酸㇐銨。本實驗於種植 33 天後收成，且取得 A、

B、C 盆中每棵作物的葉片數、葉片重、整鮮重、根重、NDVI

和硝酸鹽後，將各盆的數據平均進行比較，進而探討出何

種種植方法可使大範圍魚菜共生的經濟效益達到最大化。

從下圖可知葉片的重量 C > A > B，但 C 與 A 的葉片重量

差不多，而 B 卻明顯嚴重的發育不良，因此可確定於缺鉀

的狀況下，並不利於作物生⾧，而以經濟效益的角度，C 的

葉片於三者中重最重，因此有較高的經濟效益。 

 

葉片重平均(單位:公克) 

從下圖可知葉片的數量 B > C > A，配合下圖可發現 A 葉片

大卻數量少，其幼芽的生⾧狀況並不如 B 跟 C 來的好；從

B 葉片小卻數量多，可發現其葉片無法正常成⾧，最後可發

現 C 於幼芽的生⾧及葉片的成⾧是三者中，不論於短天期

收成或⾧天期收成占有最大的優勢。 

 
葉片數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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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鮮重=莖重+葉片重，從下圖可知整鮮重 A > C > B，可

發現 A 的莖是三者中最重的，但以目前奶油萵苣(波士頓生

菜)的社會食用方式多以製成生菜沙拉為主，而莖的部分口

感較差，所以較少人使用，甚至大部分的餐廳不會將其入

菜，因此以經濟效益的角度，C 的經濟效益較高。 

 
A4、B4、C4 的根部比較照片 

 
A4、B4、C4 的葉片比較照片 

 

整鮮重平均(單位:公克) 

從下圖可知硝酸鹽含量 A > B > C。 

 
硝酸鹽平均(單位:ppm) 

討論: 研究發現在養殖槽內生活 33 天的魚隻，不論是成魚

或幼魚皆沒有死亡的狀況發生，由此可見得魚隻是可以適

應此種環境，我們可以得知在 C 盆生⾧的作物各方面皆是

三盆中最優異的，因此我們可以判斷出在魚菜共生中，鈣

對短天期作物的影響並不大，而氮、鉀及鐵的補充對短天

期作物是相當重要的元素。 

結論: 我們成功找出了短天期作物在無硝化系統的狀態下

主要缺乏的元素為氮、鉀及鐵，並發現在養液中加入氮、

鉀及鐵的相對應元素(磷酸㇐銨、硝酸鉀、硫酸亞鐵)後，可

使作物生⾧狀況良好，且未造成作物的硝酸鹽含量超標，

所以是可安心食用的，而所加入的元素也不會對魚隻的生

存造成威脅，相信在日後如果將此魚菜共生方法使用於大

範圍的魚塭，將可使農民的經濟收入增加，且有機會稍稍

舒緩目前全球的糧食危機。pH 調整方面，我們發現使用氫

氧化鉀對作物的效果會比使用氫氧化鈣來的好，因為我們

發現短天期作物對鈣的需求並不大，反而是對鉀有極大的

需求，實驗結果也顯示單純使用氫氧化鉀調整 pH 的作物生

⾧狀況較好，而氫氧化鉀的添加週期應為㇐週添加㇐次，

將 PH 調至 6.5 ~ 7 較佳，因為將 pH 調至 6.5~7 的㇐週後

PH 就會降至 5.5 上下，如果 pH 低於 5.5 將不利於作物生

⾧。 

研討與技術會議 

 9/13 日: 東南亞市場開發趨勢研討會(台南) 
洽詢: 中華民國農科園區產學協會
http://www.rocaic.org/  

 9/28-9/30 日: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台北)  
http://www.inventaipe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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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9/30 日:亞太區農業技術展覽暨會議(台北) 
http://www.agritechtaiwan.com/zh-tw/ 

 10/11-10/14 日: 第 43 屆台北國際電子產業科技展
「TAITRONICS」(台北) 
https://www.taitronics.tw/zh_TW/show/info.html?id
=119A58F224D61229D0636733C6861689 

聯盟企業會員連結  

凱傑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ledtaipei.com/ 

數位無限軟體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infinitiessoft.com/ 

澳登堡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odb.com.tw/  

宇園有限公司 http://nuegf.com/index4g.htm 

光炬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torchlite.com.tw/ 

台銳科有限公司 http://www.tevc.com.tw/ 

庚晉科技工業有限公司 http://www.gengjin.com.tw/ 

典樹國際有限公司 

https://www.facebook.com/cheerlife1314/ 

安可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anchortech.wix.com/anchor-official 

樂佳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loga-solar.com.tw/index.php?temp=intro&lang=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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