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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水生動物皆賴以乾淨合適的水質維生，因此了解水質的性質，並悉知簡易
的水質檢測方法及水質的標準，有助於水產養殖業者的環境管理，有效的改善養
殖場內的水質。本篇報告以花蓮縣卓溪鄉某一專業淡水鱸魚養殖場為案例，並以
該場水質進行檢測分析，進而改善飼養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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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卓溪鄉某一專業淡水鱸魚養殖
場，於本年 7 月底時，畜主電話告知
該場魚隻出現食慾下降現象，因此本

材料與方法[3]
採水 分別於入水口、出水口、水池
中和水池底部進行採水，各裝入一公
升的塑膠瓶內帶回檢測分析(圖 2)。

所動物防疫人員於 8 月 2 日至該場進
行訪視，並採水進行水質檢測分析
後，給予飼養管理之建議。
規模及飼養
飼養狀況
魚池規模及
飼養
狀況 魚池大小為長
27 公尺、寬 8 公尺、深 1.5-1.7 公尺，
飼養魚種為淡水鱸魚，放養約 2700
尾，飼料種類為市售調配料。魚池以
黑色網布遮蓋於水池上方，飼養水源
為山澗水。(圖 1)
圖 2 水質取樣
一般簡易的水質檢測項目及定義如
下：
水色、
透視度及
水色
、透視度
及濁度 水色可簡易的
由肉眼觀察，會因為溶解的物質例如
添加的肥料等等，呈現不同的顏色；
透視度為水樣澄清的程度，亦稱能見
度，可由附有刻度的長桿子伸入池
圖1

卓溪鄉淡水鱸魚養殖場

內，記錄底部仍清晰可見的最深處；
濁度表示水質的混濁程度及透光性，

受水中懸浮固體如泥沙泥土等影響，
濁度越低，淨水效果越佳，污水排放
是常造成的原因，有機顆粒會消耗水
中含氧量，也會影響水流及鹽度。
水溫 水溫表示水中冷熱的程度，會
因為太陽吸收輻射能量和所在處的緯
度、海拔和季節有所不同。水溫的高
低影響水中的物理及化學性質，不同
種類的魚對於溫度有同適應性，會改
變水生動物的生理代謝及活動性。
酸鹼值 pH 值定義為-log[H+]，對於分
子在水體中解離作用有很大的關係，
空氣中不同的分子溶於水中的多寡會
影響水中的 pH 值，最主要決定 pH 值
的因素包括水體的緩衝系統-碳酸和碳
酸氫根離子之間的平衡、生物性的活
動和外來廢水的汙染。實際使用的狀
況 (圖 3)。

式的含氮物在水中經由生化反應而互
相轉換，最普遍的有效氮屬氨及硝酸
鹽，們的來源廣，水域內含量高，且
可直接被各種藻類吸收。
總氨-氮
氮，是組織蛋白質重要成分
之一，會經由生物的排泄物、屍體、
有機底泥分解而成，由於有多種不同
型態的氨氮存在於水中，總氨包含了
有機胺及無機總氨之和，無機氨又可
分為未解離氨 NH3 和解離氨 NH4+。水
中有機物經微生物分解皆會產生無機
氨氮，濃度會隨著溫度、pH 值與溶氧
量改變。NH3 是含氮排泄物中最毒者，
水溫及 pH 值高時，存在比例越高。
硝酸鹽-氮
硝酸鹽 氮，是各種型態中最穩定
的含氮化物，溶氧量足夠時，水中無
機氮以硝酸鹽為較大的比例，正常濃
度下不會對生物的生長造成影響。水
域中硝酸鹽的濃度波動大，受生物的
分解及活動、光照、浮游植物量等影
響，長期可做為水生動物活動的規律
性觀察。
亞硝酸鹽-氮
亞硝酸鹽 氮，為氮循環中的中間
產物，是一種溶於水中很不穩定的陰
離子，有毒性，在未汙染的水中自然
濃度很低，如濃度過高及異常，通常

圖 3 實際水質檢測

為水域生態惡化的表徵。

水中溶氧量 溶氧量為每公升以分子
狀態溶解於水中的量，其數值可以做
為水汙染程度的指標，水中的溶氧量
主要受溫度、大氣壓力、微生物作用
控制。一般水體必須保持一定的溶氧
量水準，才能夠維持良好的生長環

含氮化物須要另外依照商用試劑及光
度計測量其濃度。(圖 4)

境，當溶氧量太低時，會見大量池魚
浮頭，也會見到大量的藻類浮渣由綠
轉棕色甚至白灰色甚至死亡。
水中含氮化物 環境水中所含氮的化
合物，主要為總氨(和銨鹽)、硝酸鹽、
亞硝酸鹽和其他有機氮化物，各種形

圖 4 水中含氮化物檢驗

其他的水質檢測
這裡就僅只介紹
本所現有的檢測方式，是較必須也簡
易完成。但除了上述的幾項檢測之
外，還可以做的水質分析，將在後稍
做介紹。

結

果[1,4]

現場水質檢測結果如表一。
水溫 比正常值偏高，但由於是上午
11 時 30 分採樣，當日室外溫度約
32℃，也處於陽光直射的時間，所以水
溫也會略高。
水色及透明度 呈綠褐色，且能見度

2mg/l 就會危及生命。雖然因為水溫較
高的關係，溶氧量可能會稍微低一
點，但不致於會有到非常顯著的差
別，所以應該是本身水質的溶氧量就
不高。
酸鹼值 水質偏弱酸性，但還在合理
的範圍內，應使水中酸鹼值再升高些
為佳。
含氮化物 總氨-氮及硝酸均小於危險
值，而亞硝酸-氮濃度均高於一般養殖
用水的標準。

高。
溶氧量 低，一般溶氧量小於 5 mg/l
就需要注意魚群的活動性了，而小於

表一、卓溪鄉淡水鱸魚養殖場水質檢測，2011.8.2。
參考值

檢驗結果

18-25℃ [4]

26.2℃
綠褐色

溶氧(mg/l)
酸鹼值(pH)

> 30[4]
> 5[4]
6.5-8.5[4]

130 cm
4.36

硝酸-氮(NO3-N) (mg/l)

< 10[1,4]

水溫
水色
透明度

亞硝酸-氮(NO2-N) (mg/l)

+

總氨-氮(NH4 -N) (mg/l)

< 0.1[4]

< 0.5[4]

6.5
入水口
出水口
水池中央
池底水
入水口
出水口
水池中央
池底水
入水口
出水口
水池中央
池底水

< 0.5
< 0.5
< 0.5
< 0.5
0.139
0.112
0.147
0.200
< 0.010
< 0.010
< 0.010
< 0.010

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八七）環署水字
第○○三九一五九號令修正發布，水質以一級水產用水標準做參考。[2]

討

論

在此養殖場的水質檢測報告中，針對
一些異常值，可以從以下幾點做為水
質改善的根據：
1. 維持水中的 pH 值，可能為池塘養
殖一段時間後，因為魚的排泄物及
殘存飼料而汙染水質，定期灑沸石
粉可以改善池底的底質，且沸石粉
有吸附汙物的作用，比石灰更有
效，但石灰有較強維持酸鹼的能
力，在有下雨的情況下使用較佳
[3]。

早晚各一次外，改善水質的方法，
可以從每 20-30 天更換水做起，並
投予硝化菌，使具有毒性的亞硝酸
菌代謝成不具毒性的硝酸鹽類，但
硝化菌本身的生存環境條件好
氧，要保持一定的溶氧量，且必須
提供其附著的基質，如和沸石粉並
用，才可得到較佳的效果。[3,5]
4. 該場水透明度過高，正常透明度為
30-60cm，但該場透明度已達
130cm，建議拆除黑色網布增加日
光照射，促進藻類生長，亦可以減
少含氮化合物及增加氧氣量。[4]

2. 增加水中的溶氧量，觀察場內的設
備，僅有幾條水柱由上將水流下
來；因為此場面積不大，建議放置

5. 其他水產消毒劑的應用，此場畜主
表示曾經因為去除水黴菌而使用
福馬林，而平常使用的消毒劑為

2 個水車來增加打氣量，並促進水
的流動量，且夏季外界溫度較高，
尤其是正中午的時候陽光直射，容
易使表層水溫迅速增高，但下層的

BKC。我們在去現場看的時候發現
此場使用的 BKC 消毒劑並未標示
任何廠商及核可證明，而且魚場在
使用的劑量上看起來沒有照指示

水溫仍然低，產生溫度躍層，上面
的氧氣不太容易進入中下層的
水，所以要盡量使水體有流動[3,4]。
3. 減少亞硝酸鹽的含量，在檢驗結果
中發現，各處取樣亞硝酸鹽的濃度
都偏高，表水池本身含量即有濃度

的稀釋濃度使用，很有可能會造成
魚群的死亡，因此教導農民如何正
確使用消毒藥劑及動物用藥物是
很重要的。
6. 其他的分析水質[4,6]，檢驗項目如
下：

偏高的情形，通常最有可能的原因

硫化氫 池中的硫化氫基本上不允許
存在，濃度若在 0.3-0.5mg/l 以下還可
生存，大於 1mg/l 會使魚快速死亡，較

為水中的生物密度過高，或是殘餘
的飼料過多。在和養殖場主人詢問
平常餵飼情形後，認為過剩的餵飼
造成殘餌，使水質惡化為最有可能
的原因，因為飼主每天餵飼三次，
早上六點、中午十二點及晚上六
點，有機會造成在飼料還沒有被吃
完的狀況下，又添加新的飼料，而
且在中午的時，魚群餵飼的狀況比
較不佳，剩下的飼料會過多並沉到
池底。除了建議將餵飼時間分開到

酸的水硫化氫含量較多。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平衡系統的管力
包含鹼度、硬度與 pH 值三方面，適度
的二氧化碳有助於行光合作用，通常
池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少於 5 mg/l。
總鹼度 總鹼度指水中鹼的濃度總
和，來自碳酸離子、重碳酸離子、氫
氧離子等，鹼度稍微增加可增加光合
作用所需二氧化碳的利用率，但增加

太多大部分的重金屬離子容易形成氫
氧化物沉澱。一般建議範圍為
50-150mg/l。
總硬度 水中所含的二價陽離子總
和，總水硬度範圍與總鹼度相似，也
在 50-15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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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蓮的一個月的實習除了好山好水
好好玩之外，吃了好多好吃的東西，
在防疫所的日子也很充實，接觸了很
多平常不太容易遇到的現場採血、打
疫苗等等的工作，但是花蓮實在好大!
每次出去都要做好久的車唷!還有鑑定
股病理切片製作、釣菌、解剖，很有
收穫很愉快，這裡的人兒也很可愛，
來花蓮防疫所實習時在太開心了，不
愧是抽籤很搶手的實習地點：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