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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光源對菇類生長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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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老師  李威震 

輔育教授  洪進雄教授(嘉義大學園藝學系) 

 

摘要 

    農業生產方式隨著科技日新月異，不使用傳統耕作方法的農家也

越來越多。近年來室內栽植的情況也有上升的趨勢，所以室內光源來

源便對作物生產也相當重要。除了採用自然光之外，人造光源在都市

叢林變顯得格外受到注意，而人造光源也隨之不斷進化和改良。一般

市面上所見的人造光源皆著重在光的強度，而忽略了內部其他的細節。

但對於作物的生長而言，光的波長、輻射熱等因素皆會對作物生長造

成影響。此計畫為研究光譜對於食用菌(可食用之蕈類)生長之影響，

並建立出一套食用菌的微氣候之培育環境及標準作業流程。  

根據初步與指導老師合作，使用T5&LED及CCFL燈管來進行鴻喜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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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實體生長，人類所見都是白光的色溫，但是發現其光譜組成確實

T5及CCFL燈管與LED相差甚多，也造成上次觀察到鴻喜菇生長速度也

所不同。 

在威震老師建議下，再進行以下細部實驗分析: 

(1)確認其生長外觀高度差異，是否還以其他差異及實際味道差異。 

(2)分析其使用不同燈具，以科學分析量化其成分差異。 

 

關鍵詞：鴻喜菇、LED、CCFL 

前言 

    此次實驗使用田口方法實驗設計來收集並培養食用菌生長時所

需要的人造光源分析。其他如溫度、濕度、空氣之微氣候條件以單一

優化來進行人造光源研究的分析和建構一個微氣候培養箱器材，進而

建立一個方便家庭使用培育食用菌的小農場。  

在了解了T5、LED及CCFL三種燈管對鴻喜菇生長的差異後，我們

入選了「全國國高中真菌學科學展覽遴選撫育活動」，有幸能得到嘉

義大學洪進雄 洪教授的指導，讓我們更加有實驗方向與切合自己要

探索的區域。針對接下來的實驗，將更用心的找出適合鴻喜菇的完美

條件，讓實驗更加圓滿。 

材料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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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一共分成兩個區塊: 

第一個區塊: 

針對不同的燈具做光譜分析，然後再以這些不同光譜的燈具，培養鴻

喜菇，觀察鴻喜菇的生長情形。 

第二區塊: 

以LED與CCFL燈管的燈泡密集度為變異，觀察其與鴻喜菇生長的差異

性做探討。 

1. 光譜分析與實際養菌 

(1) 收集資料：確認適當食用菌種，來驗證並建立微氣候的培育

環境。  

(2) 資料分析：找到穩定的食用菌包來源及其基本生長環境資料

和分析。  

(3) 進行試驗：建立一個有根據、簡單，且低成本的微氣候。  

(4) 關聯性分析：細部分析人造光源的光強度、光譜，與食用菌

生長關聯性。  

(5) 進行量化：微氣候培育環境的四項條件：光、溫度、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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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量化培育環境配方。  

(6) 驗證試驗：確認環境中的四項條件：光、溫度、濕度、空氣，

並量化其配方。  

2. 探討LEDwww180與CCFL兩種不同燈管對鴻喜菇的成長差異：  

(1)外觀差異試驗:  

(a)取樣數32瓶鴻喜菇分2組試驗加以比較 

(b)使用CCFL燈具與LED (WWW)-180燈具做為試驗之比較 

Note: LED (WWW) -180燈具說明，由指導洪教授建議使用較密集LED

可以避免其LED為發光點之光源問題，造成生長差異，所以特別使用

為180燈數密集之LED燈燈具來進行試驗。  

(2)成分差異試驗:  

(a)取樣數32瓶鴻喜菇分4組，試驗加以比較 

(b)使用CCFL燈具與LED (WWW)-180燈具& LED (WWB)-240燈具

&LED(WWB)-180燈 

Note: 此次成分差異試驗，同學互相討論後，認為增加不同LED燈具條

件，增加其試驗的相對比較性~ 

 

3. 試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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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2瓶鴻喜菇 

(2) CCFL燈具組 

(3) T5燈具組 

(4) LED (WWW)-180燈具組 

(5) 光度計 

(6) 無影罩攝影燈 X 2pcs (內建 45W5500K高演色燈炮 X 8pcs) 

(7) 黑色背景布  

(8) 白平衡濾鏡片  

(9) OLYMPUS Stylus 相機 (手動模式光圈F4.0快門

125 Zoom-50mm) 

(10) 雷射水平儀  

 

 

 

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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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LED燈管的光譜圖的曲線在藍光的部分較突出，也就是每一光子的相

對強度較高。而紅光及綠光的部分就顯得較微弱。 

 

 

 

T5燈管的光譜圖在紅光、綠光、藍光部分，分布平均。此燈管為螢光

燈管，屬熱陰極燈管，產生之溫度較高，比起CCFL，對於鴻喜菇的生

長燈管較為不利。 

LED 燈管光譜分析 

T5 燈管光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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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FL燈管的光譜圖在紅光、綠光，藍光部分分布平均。此燈管為螢光

燈管，屬冷陰極燈管，產生之溫度較低，對於鴻喜菇的生長更加有利。  

 

 

 

接受T5燈管照射的食用菌(在上圖中)，與其他食用菌相較下，

菇柄長度屬中間值。接受CCFL燈管照射的食用菌(在上圖中)，與其他

食用菌相較下菇柄便顯得高出許多。接受LED燈管照射的食用菌(在上

圖中)，與其他食用菌相較下菇柄便顯得短小，因此明顯影響菇類生

CCFL 燈管光譜分析 

不同光源對鴻喜菇生長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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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高度。 

第二部分 

 

 

 

 

 

生長燈具形式: CCFL 位置編號: 001(左中 02 架/02 層) 

 

 

生長燈具形式: CCFL 位置編號: 001(左中 02 架/02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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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燈具形式: CCFL 總重量(含箱):12.68 公斤 

生長燈具形式:LED180PCS 總重量(含箱):12.37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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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數值方式分析  

測試項目 單位 LED3w-180 CCFL 

熱量 

(calories) 
大卡 31.61 32.08 

水分 

(Moisture) 
公克/100g 91.87 91.69 

粗灰分 

(Ash) 
公克/100g 0.54 0.71 

粗蛋白 

(Crude Protein) 
公克/100g 2.18 2.35 

粗脂肪 

(Crude Fat) 
公克/100g 0.31 0.33 

碳水化合物 

(Carbohydrate) 
公克/100g 5.34 4.92 

粗纖維 

(Crude Fiber) 
公克/100g 0.41 0.46 

菇類多醣體 

(Polysaccharides) 
公克/100g 0.36 0.3 

現場主管查訪結果 



 

 

 11 

 

百分比值方式分析-實驗組/純量平均值 

測試項目 LED3w-180 CCFL 

熱量 

(calories) 
-2.30% -0.84% 

水分 

(Moisture) 
0.21% 0.01% 

粗灰分 

(Ash) 
-18.80% 6.77% 

粗蛋白 

(Crude Protein) 
-6.74% 0.53% 

粗脂肪 

(Crude Fat) 
-13.89% -8.33% 

碳水化合物 

(Carbohydrate) 
6.48% -1.89% 

粗纖維 

(Crude Fiber) 
-7.87% 3.37% 

菇類多醣體 

(Polysaccharides) 
10.77% -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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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第一部分 

人類眼睛所見光線的顏色和照明器材製造商及所蒐集的食用菌文獻

資料僅限於光的強度。但現在人造光源非常多樣，已不只是從前大家

所使用的照明設備，根據所查詢食用菌的生長資料皆僅關注「光強度」

這部份，但若只關注「光強度」則不會考慮燈具之光譜及輻射熱問題，

即使強度相同，其食用菌的生長狀況也會不盡相同。因此初步分析各

種省電燈具內在光譜會有極大差異，也顯著影響菇類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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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1. 外觀差異實驗結論: 

外觀生長平均度是明顯的差異，可以看出使用CCFL效果較佳，也

就是如此其資深人員評比時，LED少了兩個優的原因，所以也許

解決其LED的均勻度及改變其既有的生長條件，也許LED將來也是

一個不錯的植物培育人工光源。 

 

2. 基本成分分析結論: 

比較基本成份之差異，若單看純量結果比較則相差不多，但若使

用百分比分析數據則有明顯差異(多醣體、粗灰分)，造成這般結果的

原因很有可能是設備的精準度造成。所以這次基本成分分析所獲得結

論，我們進行討論後，對於使用LED燈具與CCFL燈具對於鴻喜菇生長

差異不大. 

我們也與這次進行成分分析的蔡教授討論，蔡教授也給我們建議

是，可能因為時間及經費關係，所以菇類許多成分尚未分析，如要分

析LED燈具與CCFL所造成的影響，還是需要更嚴謹及多樣機能性成分

分析，才可以確認其LED燈具與CCF所造成成分差異，畢竟根據我們之

前分析LED的光譜與自然界差異甚多，所以需要應該要更多的數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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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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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與建議事項 

    經過這半年的研究與實驗，我們對光線與鴻喜菇生長的差異有了

另外一層的心得，也讓我們大開眼界，LED燈或許能有不同於一般的

表現，令人興奮也讓人更想再進一步研究下去。 

    但時間總是悄悄溜過，半年的輔育計畫悄悄溜過了，未來如果還

有機會，我們依舊會努力的真對這個區塊做更多精密的研究。 

    在此感謝嘉義大學洪教授的陪伴與指導，再次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