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研究題目:陽台型溫室功能探討

專題學生:簡紹全.陳俊傑
一、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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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利用萬能科技大學環境工程系所設置的陽台型溫室，探討室內植物及水生
動物生長環境及生長情形。在秋、冬、春等三個季節中，每週定期測量，獲知1. 溫
室內的環境條件變化（包括空氣品質、水池水質）；2.溫室外的環境條件變化（包括
溫度及濕度），以與溫室內比較；3. 觀察溫室內生物的生長（包括水生植物、水生
動物、及植栽）。
該溫室因具有1. 強制通風、水霧噴灑的氣溫調功能，2.魚池水的過濾裝置，3.
環境監控與回饋裝置，可較室外更能保持溫室適合植物、水生生物的生長環境。研究
結果亦顯示，水池養殖鱸魚的密度可達約8條/m2，經一年半後，體長可超過30 cm；
適合種植的植物超過20種，且生長良好。溫室種植植物確實可提升空氣品質，例如室
外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為390 ppm（NOAA，2015），本研究中的溫室二氧化碳濃度
則可低至250 ppm。
陽台型溫室結合養殖與淨化空氣品質的功能，不僅環保又可擴增建築物的利用
。

狀鱗片。

二、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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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有許多無法種植農作物的地區，如沙漠地、寒冷氣候或乾燥的區域，便
可以使用室內栽種的方式―溫室。
因為溫室可以隔絕這種惡劣的環境，讓農作物可以在這種地區也能長很好，但
成本較高，通常用於種植高經濟作物，台灣也有用溫室來種植作物，如王女小番茄
，它是一種高經濟作物，用溫室就可以提升作物的品質，降低作物的災害風險性，
因為全球氣候的變遷，會改變原有的環境，必定也會影響影野生生物的生長，,所以
，發展溫室種植作物或養殖動物有其重要性，溫室未必需要很大的面積，若為了能
夠普及，建築物的陽台也可作為溫室。
故本研究利用萬能科技大學環境工程系（以下本系）設置的陽台型溫室，探討
在此類小型溫室中種植的植物、水生動植物等的生長及調節溫濕度的功能。

三、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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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研究方法
溫室配置有植物、淨水設備、溫溼度控制器、水池、監測設備、設備主機溫室
內空氣環境的調控方法為：
1. 通風：溫室內有設置窗戶產生對流達到一定通風，視需要以風扇強制 通風。
(4)強制
2. 噴灑水霧：當室溫高於35℃時，會啟動灑水噴霧，讓溫室內保持一定的濕度不會
過於悶熱。
3. 種植植物：種植植物吸收空氣中的CO2，有效降低二氧化碳濃度，達到好的空氣品
質。
溫室裡的水池水質的控制方法是利用曝氣、濾水槽循環，經由設備檢測
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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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觀察方法
1. 觀察溫室內的環境條件變化：
每週觀察2天（週一與週五），每天分早、中、晚三個時段分別記錄。
(1) 空氣品質：以溫室內建的監測器，記錄空氣品質（溫度、濕度、二氧化碳濃
度）
(2) 水池水質：以溫室內建的監測器，記錄水中溫度、溶氧、酸鹼值、氧化還原
電位；另以硝酸鹽/亞硝酸鹽試紙測定水中該二類成份的濃度。
2. 觀察溫室外的環境條件變化：
以手提式溫/濕度計測定溫室外的溫度及濕度，以與溫室內比較。
3. 觀察溫室內生物的生長：
(1)水生植物：與圖鑑比對，建立溫室內水生植物的資料，包括中文名稱、學名、
科屬、別稱、型態株高、葉、花、果實種子、繁殖方式等等，並觀察其生長數量
變化。
(2)水生動物：將水池裡的魚抓出來測量大小及長度
(3)植栽：研究方法與水生植物相同。

日期

圖圖一 溫室配置圖

四、結果與討論
4.1 植物觀察結果
本研究調查溫室內的植物如圖二。植物生長非常好，多種色彩增加溫室內美觀
。本系陽台型溫室中種植的植物種類包括春羽、海羽、樹蕨、吊蘭、觀音宗竹、石
蓮花、天章、蕾絲公主、迷迭香、海豚花、白鶴羽、山蘇、鹿角蕨、木瓜樹、十二
卷類 蘆薈、黃金葛、垂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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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室內環境監測結果

表一 本研究分季節的環境監測結果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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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

7.1

DO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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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溫室內植物種類與特性

4.2動植物觀察結果
水池中的的魚為加州鱸、七星鱸、鯉魚（僅一條）等三種，合計44條。以該水池的大
小（約6 m2）而言，此養殖密度（約8條/m2）相當高。飼養一年半後，取出大、中、小條
魚測量其體長，加州鱸為大52.2 cm、中38.5 cm、小32.3 cm，平均為101.4cm；七星鱸為
大62.2 cm、中43.7 cm、小38.2 cm，平均為cm。
鱸魚生性兇猛，會追逐捕食小魚，能適應低水溫。生命力強，在水中迴游迅速，相當
健康。
水池中的植物有金魚藻、田字草、及未知名水草，生長茂密，大約可覆蓋水池面積約
三分之一。生長情形良好，植株隨時間逐漸繁衍擴展，需要適度摘除，如此也可以淨化水
質。

濕度

本研究監測結果發現各類環境品質變動範圍如下：溫度為25.2至36.4℃、濕度為10.4至
96.25%、CO2為254至430 ppm、溶氧為7.85至12.4mg/l、pH為5.29至7.88、NO2小於100 mg/L、
NO3小於5 mg/L、風速59.4至78.4(m/s)

第五章 結論
溫室種植植物確實可提升空氣品質，本研究中的溫室二氧化碳濃度則大多時候皆低於400
ppm，且可低至250 ppm。陽台型溫室結合養殖與淨化空氣品質的功能，不僅環保也可擴增建築
物的利用。這專題學到了許多東西，也了解溫室內時常的變化及溫室內魚的生長條件，及研究
溫室內一年四季的平均溫度及濕度範圍，了解植物的名稱及生長特性，非常棒的專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