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C. 動物房管理範例 

MA3029A 養殖室日常管理 

(1) Daily 

 進行任何接觸到魚缸的動作前，確保手部清潔 

 使用鹽度計測量各魚缸海水比重，加入適量已曝氣淡水調整

海水比重至 1.022-1.024(可參考缸壁上膠帶標示之水位線) 

 清點各缸魚隻數目並觀察每隻魚健康狀態(行為、活動力、反

應) 

 檢查各缸過濾、蛋白機運作是否正常 

 檢查冷氣機運作是否正常 

 使用過的任何用具確實清洗、晾乾後歸位 

 

(2) Once every two days  

 掃地後拖地 

 餵魚：於黃昏時間，退冰適量蝦子後，剪去額角和螯足，依照

各魚隻適合之餌料大小選擇蝦子並投餵(絲鰭圓天竺鯛不適

用此項，見下一事項)   



 

 

▲ 務必確定餵食的蝦子皆被攝食，不可有殘餌 

 餵食絲鰭圓天竺鯛：於黃昏時間，退冰適量赤尾青蝦或豐年

蝦，以滴管吸取後緩緩注入缸中餵食  

 

(3) Once every three days 

 蛋白機換缸 

      (大蛋白機順序：2→3→9)  

      (中蛋白機順序：0→1→7&8)  

      (小蛋白機順序：5→6) 

(4) Weekly 

 星期一時，依各缸大小，將適量硝化菌倒至小量杯後，均勻倒

入過濾槽內 

(硝化菌：海水=1ml：40L) 

 用菜瓜布刷洗缸壁，除去藻類 

 

(5) Once every three months 

 抽出原缸內水量之 1/5 後，加入新海水(先確認新海水鹽度和

原缸相同) 

魚缸

代號 

0 1 2 3 4 5 6 7&8 9 10 11 

硝化

菌量

(ml) 

1.9 1.9 1.9 1.9 0.4 1.0 0.6 1.7 2.0 1.0 0.6 



 

 

MA3029-A養殖室停電處理 

停電時: 

 打開窗戶，保持通風 

 拉起窗簾，避免陽光直射(溫度上升，水中溶氧量會降低) 

 將沉水馬達、外掛馬達、蛋白機電源開關關掉 

 使用乾電池式空氣幫浦連接風管和氣泡石打氣，幫浦放置位置

務必高於水位(避免無電力時，水倒抽)。若幫浦出風量高，可

使用分氣閥調節 

 每小時確認魚隻狀態和幫浦打氣狀況 

 

復電時: 

 關閉窗戶，窗簾復位，開啟冷氣至 26℃ 

 將沉水馬達、外掛馬達、蛋白機電源一一開啟 

 將乾電池式空氣幫浦收起，放回原處 

 確認魚隻狀態和各缸過濾、打氣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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