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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池作水主要作用

源，剛進滿新水後，其水色會有數次轉變，最
常見之現象為先偏褐色系後，再逐漸轉變成綠

在傳統魚池作水步驟對整體養殖過程的

色系，其原因為新進水中，因矽藻類數量常較

影響相當大，攸關整個養殖期的成敗關鍵，舉

佔優勢，加上其繁殖速度較快，但因其繁殖速

個簡單例子，在台南地區全雌性烏魚養殖每年

度快，過度繁生容易因繁殖過盛導致大量死亡

之 4 ~ 5 月會有部分業者養殖烏魚陸續出現死

（倒藻），而後逐漸被生長較為穩定之綠藻類

亡現象，而這個時期正好處於是烏魚遷養換池

所取代。在藻類繁殖過盛，產生大量死亡之過

後不久，養殖期間並不很長，照理不致於會有

程中，會導致池中水質惡化與不穩定現象，進

水質惡化等大問題產生，但由於整池作水不夠

而影響養殖池中之生物，甚至造成死亡或泛

徹底，便急於放養新苗或搬遷魚隻進入養殖，

池，此現象最常發生於室外魚苗繁殖業者，養

由於魚池生態系統尚未穩定平衡，再加上飼料

殖池放養之魚苗，常因池中藻相不穩定或轉

投餵管理不當，造成污染，在做水期不足之情

變，導致魚苗暴斃。

況下導致氨及亞硝酸等有毒物質迅速累積，造

而養殖池若以地下水源或有添加地下水

成池魚陸續會有死亡之現象，探究其根本原因

作為魚池進注水源時，更易造成水質不穩定，

主要為水質惡化，導致寄生蟲病害或病原細菌

尤其地下水源常含有高量之氨或亞硝酸及其

易發生感染造成死亡，若能即時針對水質改善

他重金屬等有毒物質，因此需要較長時間的淨

處理其情況便可獲得改善。因此魚池水質管理

化與生物作用、代謝分解有毒物質。以地下水

是養殖成否之主要關鍵，而魚池作水更是養殖

作為魚池進水源，放養魚、蝦苗前若做水期不

成敗之第一關卡。

足，水質尚未穩定，常造成存活率不高之現

傳統魚池作水的主要目的用意為何，可大
致分別如下：

一、穩定水質，達到養殖池之生態穩定
平衡
在室外大面積的魚池，若以海水為取水

象；有個案例為白蝦苗中育成業者，以地下水
源培育白蝦寸苗，初期因作水期時間不夠，水
質不穩定條件並不是良好，其中亞硝酸尚存
0.3 ppm，結果其蝦苗育成至寸苗之活存率僅
接近 2 成，經改善作水與水質條件穩定後，其
寸苗育成率則提高至 8 ~ 9 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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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水與管理觀念要點

二、培育養殖物所需之餌料生物
在傳統的淺坪式虱目魚養殖放養前先行

從事養殖事業管理之執行者，首重有良好

進水施肥後，會先經過一段時間的底藻培養

之養殖經營觀念，以下為幾項管理上的要點：

期，以繁殖生產虱目魚所要攝食之餌料生物。
然而魚池通常有一定的基礎生產力，淺坪式虱

一、養殖場設置必需建立蓄水池

目魚養殖及充分利用魚持的基礎生產力之最
佳典範，所以一般魚池於作水期應注重於將基

蓄水池在整體養殖場而言，對外是一個緩

礎生產力轉換培育養殖對象所需要之餌料，儘

衝區，可經作水達成上述穩定水質、平衡生

量於作水期培育養殖生物所必要之餌料生

態，以及阻絕外源病原生物入侵，起病害防治

物；例如在草蝦養殖池作水期可專門培育蝦苗

之作用，許多的病原生物可在蓄水池中淨化作

所需之餌料生物橈腳類、底棲生物多毛類等，

水過程或藥物使用將之消滅清除；對內則可維

又如在石斑魚苗的孵化培育魚池作水期，則可

繫整體養殖場之正常運作，提供魚池流換水作

預先培育魚苗所需之初期餌料生物如輪蟲

用，穩定或改善養殖池之水質狀況。對一個養

等。充分利用魚池基礎生產力，在做水期間來

殖場而言蓄水池之存在與功能相當值得重視。

培育養殖對象所需求的餌料生物，以提高魚蝦
苗放養時的適應存活效果，理應是做水時之重
大課題。

三、病害防治作用

二、適時輪養或休養
為避免養殖環境因過度使用造成魚池中
累積有害物質、病原生物等，導致養殖生物產
生危害，影響養殖成果效益，輪養或休養之觀

由寄生蟲學概念來看，寄生蟲存活大多需

念在水產養殖產業中應該受到提倡執行，在一

要宿主存在，作水期間無養殖生物充當宿主存

養殖池中不該一味不斷從事蝦類養殖或一再

在，可阻斷對養殖生物寄生性病原的發生。引

進行同類相近魚種養殖，此結果易造成環境破

用開放性水源，通常會攜帶許多病原生物進入

壞，更嚴重為病害病原長期循環累積導致養殖

魚池中，若魚池中有養殖生物存在，則相互感

困難，在蝦類養殖池中若有病害發生，而未充

染機率增高可能迅速爆發病害，利用作水期間

分休養進行清理整池消除病毒病原工作，便貿

容易進行清除、消滅有害病原生物之工作。以

然繼續從事蝦類養殖其結果只有重蹈失敗之

卵圓鞭毛蟲為例，蟲體常隨開放性水源被引進

結果。

魚池，初期數量一定不多，但在養殖池中有高
密度之宿主生物存在，蟲體繁殖速率與再感染

三、需建立良好之防疫觀念

機率提高，族群數量迅速增加，最常造成鯛
類、黃臘鯵等之嚴重感染暴斃，但若引進水源

近來在水產養殖生物中不斷出現嚴重性

先經淨化作水，去除病原生物後再進行養殖工

之病毒性疾病感染、並爆發大量流行，最早發

作，則可避免感染之風險，又如蝦類養殖引進

現為蝦類病毒性疾病的發生，結果造成蝦類養

外來水源時，很可能有攜帶導致蝦病之病毒

殖業一蹶不振。如石斑魚類之虹彩病毒、神經

原，可先行消毒去除病毒原後、經淨化作水，

壞死病毒在石斑魚育苗業和成魚養殖業上造

水質穩定後再行放養蝦苗，則可降低蝦類病毒

成存活率偏低，影響產業發展。而影響最嚴重

性疾病感染之機會。

者為九孔之病毒性疾病流行，不僅造成九孔養
殖之大量死亡，更甚造成九孔苗繁殖業者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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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九孔幼苗，導致產業受阻。然而病毒性疾

除蝦病原弧菌與病毒所產生的病害問題。唯有

病之傳播與流行通常經由管理者之疏失，對抗

徹底從養殖環境改善，製造有利於有益微生物

病毒性疾病在無良策之情況下，如何建立防疫

適合之環境條件，自然形成有利之微生物菌群

觀念做好防疫工作就顯格外重要。

之絕對優勢，完全阻斷病原弧菌之生存空間，
可有效防止弧菌病害之發生。由實例調查檢結

四、少用化學藥劑、抗生素等藥物

果病變蝦池可檢測到大量病原弧菌，而養殖良
好之蝦池環境中幾乎檢測不到病原弧菌。作法

從事養殖改用生物製劑或有益菌來進行

首先為養殖環境完全徹底之破壞，利用大量有

疾病預防與水質改善等工作，水產養殖大量使

機物質(下雜魚、魚粉、糞肥、米糠等等)於池

用藥物來控制病害，結果細菌抗藥性及藥物殘

中發酵分解，產生大量有機活菌，繼之光合

留所造成的污染日益嚴重，破壞養殖環境中自

細、硝化細菌因應而生，利用這些環境淨化微

然微生物生態系統的平衡。應提倡生態養殖模

生物群改善所破壞之環境、水質，如此俟環境

式即是在養殖水體環境中加入有益微生物來

水質改善後再放養蝦苗，環境水體中有機活

調節和改善養殖生態環境，控制和減少水產生

菌、光合細菌、硝化細菌族群除能抑制病原弧

物病害的發生，達到養殖管理與疾病害防治之

菌外，亦能適時分解水中污染物 (飼料殘餌、

目的。

蝦類排泄物等)有效改善水質與底質。

養殖管理者具備良好觀念後縮應從事養
殖管理事項至少應：

二、蝦體抗病能力之增強

(一) 放養前確實做好清池工作,並且要有足
夠期間之作水期使養殖池水質、生態平
衡穩定。
(二) 控制好放養的魚種與數量。
(三) 控制飼料投放之數量、並選擇優質飼料
以減少有機物質之殘留。
(四) 確實監測水質、隨時因應改善。
(五) 每日觀察養殖生物攝食與健康狀況。
(六) 注重落實防疫工作。

蝦類若要對抗病毒性疾病，應該要從增強
蝦體本身免疫抗病能力著手，這是目前最為大
家熱烈探討研究之問題，從許多免疫賦活物質
（例如 Glucan、Vit. C、多醣類物質等等）對
蝦類免疫活性之增強效果以及疫苗之開發應
用等方面，已獲得初步的效果，但仍無法實際
應用在蝦類養殖上。增強蝦免疫抗病力之最方
便、最簡單、最有效的方法為充分有效利用蝦
池中之天然餌料生物（藻類、橈腳類、底棲生
物、蚊蟲幼生、多毛類等等）。上述於池中大

蝦類養殖作水重點與管理

量添加有機物質，除培養大量微生物群外，相
形地提高池中生物量產能，微生物代謝產物為

蝦類養殖目前面臨的兩大主題：

一、環境微生物問題

藻類吸收利用，微生物及藻類被浮游動物利
用，浮游動物再被較大型底棲性動物利用，形
成之食物鍊關係提供蝦豐富而且多樣性之天

目前草蝦養殖病變大量死亡主要因素為

然餌料生物，健全池蝦之體質，增加抗病能

白點病毒與弧菌混合感染，從養殖環境要消滅

力。其作法為確保天然餌料之充分有效利用，

控制病毒並非易事，但控制弧菌顯然比較容

應注意防止雜魚雜蝦的產生以及適當的放養

易。現行添加光合細菌或有機活菌以及其他有

量。

益微生物來拮抗抑制養殖環境中弧菌數量防

由上述之理念，蝦池作水之重點應為生態

治病害效果並不十分完全有效，仍無法完全根

環境之破壞及重建，改變環境微生物相，及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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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生物的培育與保存利用，因此由以上結果我

石斑魚苗育苗作水重點與管理

們建議操作模式流程：
水產種苗大量生產最大之改變是在於將
育苗工作推展至室外田間池方式進行，造成近
十年來石斑魚苗在台灣地區大量生產，形成水
蓄水，鹽度維持 30 ppt 以內

產養殖業之一項新興事業，自嘉義地區以南至
屏東枋寮等各沿海地帶育苗場紛紛林立，然而
各育苗場仍存在許多問題如養殖管理技術未

徹底清除雜魚、蝦

能確立、魚苗產量未能穩定、魚苗品質無法提
升等。一個育苗場首先第一要件為水源水質，
以能取得潔淨之海水最佳。第二點為育苗場之
規劃配置，除該有的魚苗池外，蓄水淨化池和

添加大量有機物質
（1500 ~ 2000 公斤/公頃）

餌料生物培育池必須具備。第三點為餌料生物
系統必須建立，並且育苗池與餌料生物池的面
積比例要適當，確保育苗過程中輪蟲與橈腳類
等餌料生物的供應充足。第四點為供氧系統設

長期發酵培養微生物群，以及利用微生物作用
淨化水質，為期至少 3 個月以上

施，初期石斑魚苗不適強水流所以必須具備鼓
風機供氧。第五點孵化系統需完善，受精卵孵
化過程應避免高溫與強日照。第六點養殖管理
技術，從進水水質之掌控、做水期、進魚卵、

放養蝦苗，密度 10~20 萬/公頃

孵化過程、飼育、水質監控、病害防治以及防
疫工作等多須小心謹慎操作，其中最重要部份
為餌料之管理控制，適當的投飼、保持水質穩

初期不投飼人工飼料，放養 20 天後再開始投
飼。約 75 ~ 100 天可達上市體型 30 尾/斤

定。室外田間池育苗最大的優點在於利用基礎
生產力、池中餌料生物之多樣性以及大面積可
生產大量魚苗，再則充足的餌料生物供應可縮
短育苗時間、提升魚苗品質，然而仍有其極大

放養中、後期固定期間添加有益菌，監測水質
如有不良應及時應變改善，確實做好養殖管理

之隱憂存在，即室外育苗受天候因素影響極
大，再則更為嚴重性之問題為防疫工作執行困
難，易爆發病毒性病害大流行。
了解石斑魚室外育苗後，其作水重點應為
池水中魚苗有害生物（大型饒腳類、有害角毛
藻類）之去除、以及初期餌料生物之建立。
所以將育苗場組成條件與操作流程簡略圖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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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現場調查結果亦可獲得證實，有定期施用
沸石粉之烏魚養殖場其水質NO2- 含量總平均

全雌性烏魚養殖每年春夏與秋冬季節交

為 0.366 ± 0.033 ppm，優於未使用者之總平均

替之際，便出現罹病率升高之現象。調查結果

量 1.139 ± 0.095 ppm，故在養殖水質管理上定

水質不良為主要因素，其中以亞硝酸過度累積

期使用沸石粉有助於提升養殖池之自淨作

超過 1 ppm 以上最為嚴重，死亡率相對較

用、改善水質，預防病害之發生。由於全雌性

高。為改善此問題曾進行許多試驗，其結果顯

烏魚養殖飼料投飼較多，養殖池生物量也較

示沸石粉對於淨化水質有相當作用存在，而其

高，相對含氮廢物易累積轉換成有毒物質氨及

作用乃利用沸石粉之多孔性質，提供硝酸菌附

亞硝酸危害池魚，因此其作水重點為養殖池硝

著增殖之效果，大量培育出硝酸菌增加亞硝酸

化作用能力之提升，此外應設置蓄水池以淨化

代謝去除效率，保持水質優良。由全雌性烏魚

水質做為流換水所需並可阻絕病原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