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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沙條廢棄物製造魚溶漿和魚粉養殖淡水大蝦之殼果

鄭森雄﹒黃登幅

Effects of Feeding Fish Soluble and Fish Meal Produced from 
Small Sharks Wastes on the Growth of Fresh Water Prawn 

Sen-Shyong JENG and Deng-Fwu HWANG 

(Received May, 1985) 

Small sharks wastes i. e., heads, tails, and viscera w巳re dried to fish meal and auto
dig的ted to fish soluble. It was d巳termined that the optimum condition for autodiges
tion of fish wastes was for 4 hours at pH 3.85. A basal diet was prepar巳d by using 
casein as the protein source, and supplemented with various ingredients.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fish m巴al and fish soluble w巳re added to the basal di巳t. The feeding 
effect of the diets on th巳 growth of the fresh water prawn 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 
was observ巴d. It was found that the supplement of fish soluble to the diet was effec
tive in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the prawn. One of the examples was that the body 
weight of the prawns which had been fed with the diet supplem巳ntedwith fish soluble 
was 1.28 times higlr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How巳ver， the supplement of 
fish meal was not as effective as that of fish soluble. 

緒 告

E這

小型鯊魚在畫灣總稱為沙條 ，其中包括日本灰般 (Galeorhinus japonicus) 、星貂做 (Mustelus

manozo) 、大口沙條蔽 (Negogaleus macrostoma) 、 瓦民扁頭般 (8ωliodon walbeehmi) 及紅肉雙醫

絞 (Sphyrma lewini) 之功絞等 ，其中以日本灰散之量為最多山。臺灣漁船捕獲之沙條，主要係供作

魚丸瓶(慷製品) 之原料，其量約{古董灣慷製品原料一半以上叫》。抄條經採肉後，所剩餘之聽渣為頭

、尾、良及內臟，其中魚翅和魚、皮仍供加工之用，因此沙條之廢棄物主要為內臟及頭尾，其量約佔全

魚之 35% 。依畫灣省漁業局漁業年報近七年之統計，童灣沙條之總漁獲量少者有 5，600 公咽，多者

有 1 萬 7，000 公噸(2) 。理論上，本省每年可得之沙條廢棄物約在 2，000 公噸以上。

沙慷鹿棄物中，含有多量之蛋白質，肝中含有單富之維生素A ，脂中含有多量之 steroIs 和 bile

acids' 很有利用價值間。但是這些廣東物因含有多量之細菌和蛋白分解酵素，所以也特別容易發生

腐敗。目前這些沙條廣東物多以簡單蒸煮、乾燥方法製成所謂魚粉，供作飼料，或直接作成肥料。

在臺禪，水產養殖業之面積與產量，年年增加，到 1983 年已增加至肘，497 公頃《肘。其中以蝦

、鰻魚之養殖增加最快。蝦頡養殖主要為草蝦 (Penaeus monodon) 和淡水大蝦 (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 。目前淡水大蝦之養殖發展極快，未來發展潛力甚大。但是現在淡水大蝦之養殖絕大多

數採粗放式，飼料依賴天然餌料，或以米慷配合人工飼料、下雜魚和魚漿等“'的，如欲大量養殖淡水

大蝦，人工配合飼料之開發，極為重要。

淡水犬眼之營養需求及人工飼料已有許多報告。 Watanabe(6) 以 ac巳tate-C14 探討淡水大蝦之必

需胺基酸 (essential amino acid) ，指出 histidine 、 arginine 、 methionine 、 leucine 、 isoleuci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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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ne 、 phenylalanine 為必需胺基酸。 Balazs et al.口，肘 'N巳W(9) 和 Clifford etal.(仙認為淚水

大蝦之蛋白需求量大約為 27~355右，但 Goodwin et al." 1> 指出其蛋白需求量隨蝦之成長而異。

MiIIikin et al. (山以人工飼料飼養淡水大蝦，指出最遍蛋白質量為 40克。可見淡水大蝦對飼料蛋白

質之需求量，因飼料成分來源不同而異，但大體在 27~40%之間， CIifford et aIYO) 指出，飼料中

醋頓與脂質之比列大於 3 ，對蝦之成長較佳。 Pair et al.( l3) 以人工飼料飼養淚水大蝦，發現其故果

比牛糞之臨酵物為佳。

富山等(14_19)指出，將魚體予以液化後，其液化物對鵑、植物、徵生物等之成長都有良好之促進欽

果。但魚體液化物對蝦類之故果如何，尚無資料可資參考。為提高沙條鹿棄物之利用，及養蝦飼料之

開發，本報告乃實驗沙條廢棄物之最適液化條件，將其製成魚溶漿，另外再以目前輩灣市面製造魚粉

之方法製造魚粉。再將此魚洽漿及魚粉添加各種成分，配成飼料，探討其飼養淡水大蝦之飼料故果。

原料與方法

一、沙條廢棄物:

自冷凍廠踩購巳冷凍 2~3 個月之抄條，取其頭、昆、自臟供作原料。

二、蝦苗:

購自屏東陸明水產公司，為 post-larvae 期，飼養於徵鹹水(比重: 1,006) ， 將 2，000 尾左右

之蝦苗取間實驗室後，將其放入淡水池中 (104X92X52 cm) ，最初一個月投與全蛋，即將蛋白蛋黃

加以等量之水， 攪拌均勾後，予以蒸詣，而得蒸蛋，將此燕蛋細碎養蝦。一個月後 ，改投基本飼料，

飼養 1~2 週後選擇大小逼中之蝦供實驗使用 o

三、魚溶漿之製造方法:

將原料以壓榨機攪悴，以不同 I函，不同溫度行自家消化，並定時取出接品， 過1慮。將鴻波以

100.C , 5 卦鐘加熱，破壞酵素 ， 而得魚溶漿 。

四、魚粉之製造 :

原料由冷凍廠採購後，當日郎委託捏一農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以高壓鍋爐 ( 5 kg/cm2 ) 燕誦，

再真空乾燥，最後以粉碎機粉碎 ， 同時加入 2ppm 之 BHT 混合，再裝袋備用。

五、各種化學性質之測定:

1. pH: 以 Delta model 1212 pH meter 測定。

2. 水分:以 AOAC 法〈圳，在乾燥爐中以 100.C 乾燥。

3. 脂肪:以 AOAC 法《圳，利用乙酷抽取。

4. 灰分: AOAC 法(20) ，以 525"~550.C 灰化測定。

5. 全氮 (total nitrogen, T-N) :以 Kjeldahal 法(20)測定。

6. 可溶性氮 (soluble nitrogen, S-N) :取一定樣品，加同量 10% TCA 溶液，混合靜置 30 分

後，以東洋 2 號濾紙過睹，取鴻波 5 ml ，依 Kjeldahal 法測定。

7. 蛋白質:將全氮乘以 6.25 而得。

8. 碳水化合物: 100~(水分+脂肪+蛋白質十灰卦)。

9. 揮發性鹽基態氮 (volatile basic nitrog凹， VBN) 、三甲基胺 (trimethyl amine, TMA) 

以山形誠之 Conway(2 1) 徵量擴散法測定。

六、飼料調配:

飼料調配共分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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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 基本飼料」組 (basal diet): 以富山(22)之草蝦配合飼料為基本飼料，其蛋白質之來源為

casein' 益為 405右， oi1之添加量為 9.8%' corn starch 為 40鬼， sa1t mix. 為 4路，其餘組合如

Table 1 所示。

Table 1. Førmulation and chemical analyses of the experimental diets 

一一 一一一[區iJ34「7一副司區I寸長心瓦立兩lBas五而前干了區孟idìet+-
",,""1 Ul \O L basal diet I l' 1011 111\0"1 Ul \O L I Fish mea且 I Fish soluble 

-一一一一_L__竺-J-J皇上L I 三竺一」 旦L一一|一 (約
Fish meal 70 20 

Fish soluble 一|一|一 3.0
(in dry wt.) 

Casein 40 40 28 .5 40 

Oil1 9.8 9.8 一 7.8 9.8 

Corn starch 40 

Salt mix.2 4.0 

Vit. mix.3 1.0 

Cholesterol 0.2 

AIginate 5.0 

Moisture 17.2 

Protein 34.5 

Lipid 5.2 

Ash 6.5 

Carbohydrate 34 .4 

Total 97.8 

判 Oil: soybean oil+fish oil (1: 1). 
科 Salt mix.: (g/100 g of dry feed) 

28.8 

17.7 

1.0 

0.2 

5.0 

15.6 

33.7 

6.9 

15.6 

24.0 

97.0 

28.8 40 40 

1.0 

0.2 

5.0 

12.1 

33.9 

8.2 

16.2 

25.9 

1.0 

0.2 

5.0 

15.7 

34.0 

7.8 

7.2 

34.6 

|99.3 

4.0 

1.0 

0.2 

5. 。

16.3 

34.9 

6.9 

6.7 

34 .4 

K2HP04 1.0; Ca3(P04)2 1. 1; NaH2P04 0.4; MgS0407H20 1.5; FeSO,o7H20 0.05; MnS040.01. 
科 Vit. mix.: (gm/100 g of dry feed) 

p-aminobenzoic acid 5; pyridoxineoHCl 6; biotin 0. 2; ribo f1avin 4; inositol 200; thiamin-HCl 
月 niacin 20 ; menadione 2; Ca-pantothenate 30; a-carotene 4.8 ; a ,.tocopherol 10; ascorbic acid 
500; cyanocobalamine 0.04; folic acid 0'4; calciferol 0.6; choline-HCI 300. 

2. r 魚粉飼料」組 (fish meal diet): 將基本飼料之蛋白質(原為 casein) 改為魚粉(添加

70%) ，未加 oil , corn starch 輩出 40%改為 28.8路，未添加 sa1t mix. 。如此則其化學組成，除

灰分含量稍高，為 16.2%外，其餘蛋白質、脂質、碳水化合物則接近基本飼料組。

3. r 修正基本飼料 J 組 (modifi巳d basal diet) 為與「魚蛤飼料 J 組相比，乃將基本飼料之

salt mix. 0 由 4%增為 17.7結， corn starch 由 40克降為 28.85右。

4. r 基本飼料+魚盼 J 組 (basal diet + fish meal)將「基本飼料 J 組之 casein 由 405右降為

28.5克，但添加 20%魚粉，如此蛋白質之百分比，與其他組相同，皆為 34% 。另外， oi1之添加由

9.8%改為 7.85右，使其較接近「基本飼料」組。

5. r 基本飼料+魚浩提」組 (basal diet+fish soluble) 將「基本飼料」添加 35玄之魚溶挨

(乾重) ，其餘不變。

上述五組飼料之組成，如 Table 1 所示。 casein 、魚盼、魚溶漿之一位組成，如 Table 2 所示

。魚溶漿係調節 pH 7.0 後，才加入飼料。各種飼料配好後，成型、飼料成圓條狀，直徑1.5 mm' 

浸入 5% CaCb 治波一下，取出風乾之。飼料乾操後，裝入塑膠瓶肘存於一15士 IO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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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I巳 2. Chemical analyses of casein，如h meaI and fish soh.ible made fron:i 

smaIl sharks wastes 

Casein Fish meal Fish soluble Sanl0!e .l-.l,:) U .lUvtU 

J!~v (%) (%)%) 

Moisture 

Protein 
Lipid 

6.2 

86.9 
1.0 

7.2 

49.6 
14.8 

77.8 

11.2 

8.1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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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聲蝦試驗:

1. r 集中飼養 J 試驗:以固錐形之水液池 (150 i!) ， 飼養淡水大蝦，每一組( 每一池)共放養

100 尾，共分五組 。採流水式養殖( 7](流量約 2 i!/hr) ，並裝有加熱及打氣設價。 7](溫保持 26土 20C

。投餌量最初為蝦重之 5克，以後每二星期減少 0.5路。投餌方式，依摩(4)和鄭(23)等之見，每日分二

次投餌，早上投全宜之 ];5 '儕晚投其餘鈍。每隔二星期測蝦之成長，及調整飼料投量。

2. r 分隔飼養 」試驗:在實驗室以 75X50X52cm 故璃水族箱飼養淡水大蝦。 7](族箱以有孔壓

克力板，分隔成 20 格。故每一水族箱共放養尾 20 蝦。每一尾蝦之空間約為 15X 2.5 X52 cm 。壓

克力板挖有多數約 O.5 cm 小孔，以便水龍流通，雜物及餘餌則由小孔流出。採流水式(I.e/hr) 飼

養，並裝有加織和打氣設備， 7](溫控制在 26士 20C 。投餌量約為蝦重之 35右，每日投餌二次。投餌入

每一小格。同集中飼養之法，早上投全量之花，傍晚投姑。由實驗得知，此等投餌壘，餘餌甚少。

另外，並每隔二星期測蝦之成長並調整飼料投壘。

八、蝦和飼料關係之測定法:

1.全長 (totaI Iength) :由蝦額頭至尾怕 o

2. 體長 (body Iength) : 由蝦眼柄至尾柄 。

3. 體重 (body weight) :以精密天平測之 o

4. 飼料係數 ( Feed conversion factor)(24) : 

一 飼育期間中投餌盈
- 1î布爾藺草福董壘-

5. 掙藍藍 (Net production) : 

=蝦在某一時期之平均重量×存活率

結果與討論

一、沙條廢棄物製成魚溶漿之自家消化條件:

1.自家消化與腐敗之界限:

魚頸廢棄物液化過程中 'pH 與溫度會影響酵業作用與細菌繁殖速卒，若僚件控制不當，容易造

成魚溶漿之腐敗。為知沙慷廢棄物之自家消化與腐敗之界限，乃將沙條廢棄物以 25 g 為一試樣，分

成數組，在 25~600C 間以不同 pH 使其自家消化 24 小時，最後以官能評判腐敗與否，結果如

Fíg, 1 昕示。郎沙條鹿棄物之自家消化受 pH 與溫度 (T) 之綜合影響。自家消化之安全線為 pH=

0.06 (T-35)+4.5'此結果與富山口5)液化鱷魚之結果鎮似。但與鱷魚之不同，為在同一溫度下沙條安

全按化既需之 pH 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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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Etrect of pH and temperature 011 the safety autodigestio11 of small shark wasles. 
<Autodigestio11 without spoilage, 0; with spoiIage; X; with doubtful spoilage, @; 
temperature, T) 

2. 自家消化條件之最遍溫度:

在安全之自家消化條件中， 25"C (室溫)所需能源較少， 50o~60oC 消化最快 ，乃以 25"C 及

500C ，將沙條廢棄物行自家消化，並分析其製成魚溶漿後之品質。以每 25 g 沙條廢棄物為一試樣，

分成數組，調以不同 pH 使其自家消化 24 小時。結果如 Table 3 和 Table 4 所示。由 Table 3 

知道在鈞。C 下， 魚溶漿可溶性氮對全氮之百分比在 69.0~87.5%之間。由 Table 4 可知在 50.C

下魚溶漿之可溶性氮含量都在 90%以上(除最初 pH 4.6 作用之條件外)。整體而言，沙條鹿棄物

製成魚溶漿在 50.C 自家消化，其可溶性氮含量較高，但生成之 VBN 與 TMA 含量亦較高。在

鈞。C 自家消化下 ，其可溶性氮含量較低，但 VBN 與 TMA 含量亦較少。為得較高之可溶性氣，

Table 3. The effect of the degree of autodig的tion of smal1 shark wastes after 
setting at 25 0 C for 24 hours 

Initial pH 3. 55 4.00 4 .45 4.60 

Final pH 4. 25 4. 55 4.90 5.60 

Soluble nitro~ 一一一一-一一些~(%)Total nitrogen 

VBN (mg%) 

TMA (mg%) (:;;;l2平 ltolt:2
87.5 69.6 

61.4 

80.0 76.0 

2.48 

Table 4. The effect of pH on the degr巳e of autodigestion of small shark 
wastes after s巳tting at 50.C for 24 hours 

Initial pH 3.05 3.35 

Final pH 4.05 4.20 

等提謊言語(%) I 93.9 I 94.6 

VBN (mg%) 55.5 、 7 1. 6

TMA (mg%) 8.28 9.59 

Spo i1age 

3.85 

4.45 

97.7 

73.6 

6.97 

96.9 68.2 

144 104 

8.55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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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以 500C ，最初 pH 為 3.肘，消化 24 小時之條件較佳。

3. 自家消化之最適時間:

為知在 500C , pH 3.85 之消化條件下，需多少時即能得到較高宜之可溶性氮'乃以 25 g 原料

為一試樣，在不同時間取出部分樣品測其品質。結果如 Fig.2 所示，自家消化只要4 小時，魚溶漿

之可溶性氮與全氮之比~p達 90%以上，而 YBN 與 TMA 含量亦少。綜合以上實驗，可知在溫度

500 C , pH -3.肘，自家消化時間 4 小時所製成之魚浩漿品質最佳。以下魚溶漿之製造，皆以此條件行

之。

CJ) 
。』

V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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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門
U

門
U(op) 

• 
ρo r25 

<1 ~ 
|叩|玄

彷0至卡15 ;!三
31 3 

ID 1 ID 

~30 三~5 王三

24 o 4 8 12 16 
Time (hrs) 

20 

Fig. 2. Effect of time on the degree of autodigestion of small shark wastes at 50oC, 
pH 3.85. (S-N: soluble nitrogen, T-N: total nitrogen) 

Fig.2 中， YBN 之量與消化時間成正比， TMA 含量之變化較少。清7./((26)曾說明‘鯊魚 YBN

主要係來自 NH3 ' 此 NH3 乃因鯊魚含有多量之尿素，受尿素卦解酵素之作用而來 ，此酵素即使在

冷凍條件下可能亦作用之。由本實驗之結果，可推測鯊魚之尿素分解酵素，不但在低溫下作用，在

pH 3.85 之條件下 ，亦相當活躍。鯊魚雖然也含有多量之 TMAO ，但由此結果可推測在 pH 3.85 

條件下，鯊魚卦解 TMAO 成 TMA 之酵素，但乎不太作用。

二、淡水大蝦之飼養實驗:

蝦之成長，可以全長、體長或體重變化來表示 ， 為知三者者之關係'乃於實驗中 ，測定 600 尾蝦

大小不同蝦之全長 、體長與體重 。結果 ，全長 (y) 和體重 (X) 之關係方程式為 Y=2.7731 +2.1185X 

-0.2157X2 (p<O.OI) 。體長 ( Y) 和體重 (X) 之關係方程式為 Y=2.1289+ 1.5781X一0.1665X2 (p< 

0.01) 。體長 ( Y) 和全長 (X) 之關係方程式為 Y=0.153+0.723X (r=0.999) 。因測定體重較方便

，本實驗以測定體重表示蝦之成長情形。

如前言所述，目前淡水大蝦配合飼料之研究雖已不少，但尚無完全人工配合飼料。斑節蝦(2 7)

(P. japonicus) 、草蝦(22) ，皆以 casein 做為蛋白源，以探討各種配合飼料之故果。本試驗乃暫以富

山(22)之草蝦人工飼料做為基準，配成五種不同飼料，飼養淡水大蝦，此五組試驗組為「基本飼料」

、「修正基本飼料」、「魚粉飼料」、「基本飼料+魚粉」和「基本飼料十魚溶漿」組。其飼養結果

為:

1. r 集中飼養」試驗

a. 蝦之活存率:由 Fig. 3-a 可知，蝦飼養 2 週後， r修正基本飼料」組與「魚粉飼料」組之活

存率各為 13%和 95玄，但其他三組之活存率則皆在 755皆以上。至 8 週後， r基本飼料」、「基本飼

料+魚溶漿」、「基本飼料+魚粉」等 3 組之活存率尚有 72% ， 605右，及 50% 0 r修正基本飼料」

、 「魚紛飼料」與其他三組飼料，主要之不間，在於灰分較高，為 155右(見 Table 1) , r修正基

本飼料J 與「魚盼飼料」二組，蝦之活存率較低之理由，可能係因其灰分之含量高於 155百所致。由

每日觀察蝦之生長情況，知「基本飼料」、「基本飼料+魚溶漿J 和「基本飼料+魚粉」等三組飼料

，養蝦八星期之活存率各為 725右， 605右，及 505玄之原因乃由蝦相互接食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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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Effects of diets on the growth of Macrobrachium rosellbergii when the prawns were 
reared together. At first 100 prawns were reared in each group in a 150 g aquarium 
with a continuous flow of tap watcr at a rate of about 2e/hr. 
a. survival ratc in each group. 
b. nct production (total weight of a11 the survived prawns) in each group. 
c. mean士SD body weight of the survived prawns in each group. 

b. 掙產量 (N巳t production) :在實際養殖場中，昕注意者為養殖一般時間後，其淨崖量如何，

因此乃秤量所有活存蝦之重，而得其淨產量，結果如 Fig. 3-b 所示。不同飼料飼養蝦之結果，掙產

量與飼養期成直線之關係。由 Fig. 3-b 得知， r基本飼料+魚溶漿J 之浮產量為最初蝦重之 4.5倍

, r基本飼料+魚粉」為 3.2 倍， r基本飼料J 約為 3.1 倍。可見就淨產量而言，以「基本飼料十

魚溶漿」飼養蝦之結果較佳。「基本飼料+魚粉J 其次， r 基本飼料」較差。

c. 蝦之個體變化:

由 Fig. 3-c 可知，蝦飼養八星期後， r 基本飼料+魚溶漿 J 組和「基本飼料+魚粉」組之個體

增重暈顯著的大於「基本飼料 J 組 (p<O.01) ， 其增重皆約為「基本飼料」組之 2 倍。由此可見「基



Vol. 12, No. 1, 1985 71 

木飼料+魚潛漿」和「基本飼料+魚粉 J 飼料養蝦之結果故「基本飼料」為佳。但「基本飼料+魚樁

漿 J 和「基本飼料+魚粉」兩組蝦之個體增重量，直到八星期時尚無差異 (p<0.05) 。

d. 飼料故果之良杏，可依飼料係數判定。為知三組飼料對蝦飼料故果，乃由蝦之增重量和投餌

量求得飼料係數，由結果得知「基本飼料+魚浩漿」組之飼料係數為1.36; r 基本飼料+魚粉」組之

飼料係數為 2.10; r 基本飼料 J 之飼料係數為 2.1 6 。

2. r 分隔飼養 J 試驗:

a. 蝦之活存率:為避免在實驗過程中，淡水大蝦之主食，乃將蝦一尾一尾分隔飼養六星期。結

果發現，不同三組(各 20 尾)蝦之活存率均為 100% 。

b. 蝦之成長:由 Fig.4 可知，蝦飼養三星期後， r 基本飼料+魚溶漿 J 組之體重顯著的大於

「基本飼料+魚粉」組 (p<O.OI )。飼養四星期後， r 基本飼料 」 組之體重顯著的大於「基本飼料十

魚粉 J 組 (p<O.Ol )。飼養六星期後， r 基本飼料+魚溶漿」組之體重顯著的大於「基本飼料料」組

(p<0.05) ， 如以 「基本飼料」組之平均體重為 1 ，則「基本飼料+舟、樁漿 J 組為 1.28 倍， r 基本飼

料+魚粉」組為 0.7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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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Effects of diets on the growth of 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 when the prawns were 
reared separately. In each group, 20 prawns were reared in a 19Sß aquarium with 
a continuous flow of tap water at a rate of about lßjhr. The survival rate was 
100%,. The bar represents themean :tSD of 20 prawns. 

c. 飼料係數: r 基本飼料」、「基本飼料+魚浩蝶: J 和「基本飼料+魚粉」等三組之飼料係數

各為1.26 , 0.91 ，及 2.62 。

由上述「集中飼養 J 和 r:分隔飼養」得知，不論是集中飼養說分隔飼養，以「基本飼料+魚溶

漿 J 飼養淚水大蝦之成長放果最佳。

主、以沙條廢棄物配製聲蝦飼料定可行性

由以上之實驗可知，為利用沙條鹿棄物製成飼料，將其先于自家消化，以消化波(即魚檔娛)添

加入配合飼料中，效果最佳。「基本飼料+魚溶漿」組與「基本飼料 J 組之差別，僅為添加 3克乾重

之魚溶蹺，但飼養 6 週後蝦之體重竟增加為1.28 倍。由 Table 1 可知，此 3克乾重之魚溶漿所增

加之蛋白質只為 0.43右，脂肪僅為1.73右。由量而言，所增加之營養素並不甚多，是否魚滄漿中含有

攝餌促進物質，或其他因素，有待進一步研究。叉，在「基本飼料」組中，蛋白質來源為 casein'

是否可用魚樁漿取代部份蛋白質，為一頗饒興趣之研究，將進一步採討。

將沙條廢棄物以一般市面製造方法，直接製成魚粉，將其作為飼料必積十分注意，因為此魚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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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甚高之灰分 (27.7%) ，為利用沙條廢棄物作為飼料，似以經液化成為魚樁漿再使用，較為妥當。

摘要

為充分利用小型鯊魚 o少條)之鹿棄物，乃將其製成魚粉及魚溶漿，實驗飼養淡水大蝦之故果。

由實驗得知，以沙條廢棄物為原料，製成魚游漿之最適條件為 pH 3.肘 '50.C' 自家消化4 小時。以

casein 為蛋白質來源，添加各種成分而配成基本飼料。將上述魚粉及魚溶漿以不同比例添加入基本

飼料，飼養淡水大蝦。實驗後，發現添加魚溶漿入基本飼料後，可有放地促進淡水大蝦之成長。其中

之一例為飼養 6 週後，添加 3克乾重魚游漿入基本飼料之實驗組，其體重為未添加者之1.28 倍。以

沙條廢棄物製成魚粉添加入基本飼料者，教果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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