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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歐美人多把香草做為家庭草藥或調理菜餚之用，因此多在廚房附近栽培，香草也因此有

廚房花園（Kitchen garden）之稱。本研究結合化學、電子、材料、農業及資源回收再利用的

概念，研究不同顏色的 LED 燈種植無農藥之蔬菜、香草植物及各種實用豆苗的可行性；同時

達到綠美化環境的目的。LED 光源比普通照明溫和，植物幼苗不易灼焦，不需冷卻風扇或驅

動器。觀察結果顯示：在綠色光線下的香草，長得較高，但葉片很小，根也淺；黃色燈光下

的植物較矮小，葉片看起來也毫無生機。而在紅色、藍色光下生長的香草長勢最好，不僅強

壯，根系也非常發達。藍色(470nm)和紅色(620nm)的 LED，剛好可以提供植物所需的光線，植

物的吸收比例佳，對光合作用影響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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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光是植物生長發育的基本因素之一，在之前的生物課本上有看過花農利用傳統燈泡來控

制花的生長速度，是藉由亮和暗來縮短花的生長時間，所以我們想單靠 LED 的光與能量是否

也能影響植物的生長呢？我們瀏覽了許多資訊後發現光質對植物的生長、形態建成、光合作

用、物質代謝以及基因表達均有調控作用，通過光質調節，能控制植株形態建成和生長發育。

光譜有很多不必要的波長，對植物生長的促進作用少，光會因為顏色、波長與能量會有所不

同，而影響植物的生長時間，所以我們選擇了不同顏色的 LED 燈管，並使用立體垂直架構種

植，觀察不同顏色的光是否會影響香草植物生長速度及增加植物產量。 

 

貳、研究目的 

一、探討 LED 種植香草植物不使用農藥、立體垂直架構種植的可行性。 

二、改變 LED 光源觀察顏色、照度及時間對香草生長的影響。 

三、推廣 LED 室內種植至一般家庭或校園。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表 1、設備器材單 
項目 器材名稱 規格 數量 項目 器材名稱 規格 數量 

1. 燒杯 500ml 5 個 9. 紅豆 可食用 1 包 

2. 燒杯 250ml 10 個 10. 綠豆 可食用 1 包 

3. LDE 燈 紅光 5 條 11. 迷迭香 幼株 30 株 

4. LDE 燈 綠光 5 條 12. 薄荷 幼株 30 株 

5. LDE 燈 藍光 5 條 13. 羅勒 幼株 30 株 

6. LDE 燈 白光 5 條 14. 香菜 幼株 30 株 

7. 培養土 椰殼纖維 1 包 15. 鋁箔  2 捲 

8. 豌豆 可食用 1 包 16. 鉻鐵架  2 組 

 

         
圖 1、硬體設備組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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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文獻探討 

    隨著半導體技術的飛速發展，各種波長的發光二極體（light emitting diode，LED）被開發

出來並被廣泛應用於各行業，近年來更廣泛應用於植物設施栽培中。 

   (一)LED 燈簡介 

       LED 並不是燈泡，它是"發光二極體 Light Emiting Doide 的縮寫，是半導體材料製成的

固態發光元件，透過三價與五價元素所組成的複合光源（如：磷化鎵(GaP)、砷化鎵 (GaAs)

等），發光原理是將電能轉換為光，也就是對化合物半導體施加電流，透過電子與電洞的

結合，過剩的能量會以光的形式釋出，達成發光的效果，屬於冷性發光，壽命長達十萬小

時以上。 

LED 電子元件早在 1962 年出現，早期只能夠發出低光度的紅光，及後發展出其他單

色光的版本，時至今日，能夠發出的光已經遍及可見光、紅外線及紫外線，光度亦提高到

相當高的程度。用途由初時的指示燈及顯示板等；隨著白光發光二極體的出現，近年逐漸

發展至被普遍用作照明用途。LED 優點如下： 

              1、在低光度下能量轉換效率高（電能轉換成光能的效率），即較省電，非常適合植

物在室內照光需求中使用。 

              2、反應時間短，可以達到很高的閃爍頻率；使用壽命長，且不因連續閃爍而影響其

壽命。 

              3、在安全的操作環境下可達到 10 萬小時的壽命；體積小，其本身體積可以造得非常

細小（小於 2mm）。 

              4、單色性強，由於是單一能級光出的光子，波長比較單一，能在不加濾光器下提供

多種單純的顏色；色域廣闊。。 

       

          圖 2、藍色、黃綠色，以及高亮度      圖 3、用氮化鎵（GaN）形成的 

             的紅色發光二極體等三者的頻            藍光發光二極體 

             譜特性曲線圖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4%85%E5%A4%96%E7%B7%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4%AB%E5%A4%96%E7%B7%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3%BD%E9%87%8F%E8%BD%89%E6%8F%9B%E6%95%88%E7%8E%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9%B2%E5%9F%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AE%E5%8C%96%E9%8E%B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7%8D%E5%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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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光二極體本身是單色光源，而自然界的白光（陽光）的光譜則是包含各種顏色，

所以 LED 不可能完全達到如自然光的效果。白光發光二極體是透過發出三源色的單色光

（藍、綠、紅）或以螢光劑把發光二極體發出的單色光轉化，使整體光譜含為含有三源

色的光譜，刺激人眼感光細胞，使人有看見白光的感覺。結合藍光發光二極體、紅光發

光二極體和綠光發光二極體便可做出白光發光二極體，這樣產生的白光發光二極體有較

廣的色域，而且效率較其他方法高。近年生產技術的改進下，越來越多產品採用這方法。 

     (二)香草植物簡介 

      1、什麼是香草？ 

         任何具有特殊香味的植物，而其根、莖、葉、花、果實及種子所含有之成分，可供

人類做為藥劑、食品、飲料、香水或美容之用。香草植物對人身心的助益頗多，具舒

緩安定的功效；可以入菜的優點，是它另一個迷人的地方。香草植物被人類利用的歷

史極早，不少物種在石器時代便開始栽種，就如中國神農嚐百草一般，許多香草很早

就被人類馴化利用。歐美人多把香草做為家庭草藥或調理菜餚之用，因此多在廚房附

近栽培，香草也因此有廚房花園（Kitchen garden）之稱，統計一般家庭常栽培之香草

中，香茅草和羅勒屬熱帶作物，而香蜂葉、迷迭香、薰衣草和百里香均屬溫帶作物，

較不耐夏季高溫，因此在台灣地區比較不易栽培。 

2、家庭適合種植的五種香草植物 

 

 （1）迷迭香： 

    又稱「海水之珠」，地中海沿岸叢生。迷迭香類似樟腦的味道，有安神和使人

愉悅的功效。飲食上多用來去除肉、魚腥味。種植要點：耐旱，需日照、排水良好。 

       （2）薰衣草： 

     類似傳統中藥的理氣藥，有安撫情緒功效及鎮定消炎功效。種植要點：排水良 

好、日照佳及涼爽。耐熱性差，開花期要遮陰。 

       （3）羅勒(九層塔)： 

     是一種平民香草，生長在地中海沿岸，氣味濃烈，具有抗菌安定功效。種植要

點：陽光充足或半日照。可耐寒。 

       （4）薄荷： 

    有鎮定安神功效，栽種容易，是最受歡迎的香草植物。種植要點：只要保持土

壤濕潤即可。半日照或陽光充足之地均可。 

       （5）百里香： 

   十字軍東征時，戰袍上繡的圖騰即是百里香。味道清淡，適宜烹調肉類。種植要

點：喜日照、排水通風良好。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9%B2%E5%9F%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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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設計： 

    本研究依目前市面上可購得之 LED 燈條為照射光源，並以白色光為對照光源。種植植物

以香草、豆苗及常見的葉菜類為主。 

 
圖 4、實驗設計流程 

 

二、步驟： 

  (一)育苗：選擇一般家庭常用的迷迭香、薄荷、香菜、辣椒及羅勒為種植目標。 

  (二)將植物放置於架上，並將 LDE 燈設置在適當的地方，最後蓋上黑布確認不會受到陽光

的影響，之後每 2 天澆一次水，觀察生長狀況並拍照記錄。 

  (三)每隔 10 天，量測植株高度、根的生長情形及葉子的寬度變化。。 

  (四)選擇碗豆、綠豆及小白菜重複上述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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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育苗及照光過程 

 

三、輕鋼架 LED 配電圖 

    研究所需硬體部分由本組人員自行架設，相關設計配設內容如圖 7 所示。 

 

圖 6、LED 配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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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LED 燈具有耐衝擊、不易破碎、不含汞、無污染、廢棄物可回收利用、使用壽命是普通

光源的數十倍等特強的耐用性，這些顯著的特徵，使 LED 十分適合應用於室內環境中的植物

栽培。市售的多款 LED 燈波長正好與植物光合成和光形態建成的光譜範圍吻合，本研究直接

以市面常見的 LED 燈條作為冷光源近距離地照射植物，並設計組裝多層栽培立體組合系統，

使植栽生長空間小型化，大大提高空間的利用效率。 

 

一、觀察結果 

    實驗一：LED 光源與香草植物生長關係 

 

    研究結果：依LED照度顏色分別為混合光、綠光、藍光、紅光、黃光、白光。 

與在白色光LED下照射的香草植物作為比較，在綠光線下的香草，長得不高，

葉片很小，根也淺；黃色燈光下的植物也較矮小，葉片看起來也毫無生機。

而在紅色、藍色光下生長的香草長勢最好，不僅強壯，根系也非常發達（如

圖7）。圖8為白光 LED 光譜分析圖，經過觀察，植物生長燈的紅光和藍光

的波長更適合香草與蔬菜的生長、開花、結果。 

 

 

        圖7、不同LED燈光源香草植物生長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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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白光 LED 光譜分析圖 

 

    實驗二：LED 光源與豆苗生長關係 

 

    研究結果：依LED照度顏色分別為混合光、綠光、藍光、紅光、黃光、白光。 

與在白色光LED下照射的豆苗作為比較，光線的變化對豆苗的生長的生長影響無

顯著的差異。 

 

    

圖9、綠豆生長觀察 

 

    

圖10、豌豆生長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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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三：LED 光源與白菜生長關係 

 

    研究結果：依LED照度顏色分別為綠光、藍光、紅光、橙光、白光、混合光。 

              與在白色光 LED 下照射的白菜作為比較，在橙色光線下的香草，長的較矮小，  

根也淺；綠色燈光下的白蔡生長較受限制、葉片看起來也小。而在紅色、藍

色光下生長的白菜生長最好，莖葉強壯、根系也較發達（如圖 7）。 

     

     

圖 11、白菜照光生長情形 

 

實驗四：LED 光源對植物生長環境溫度與相對濕度影響 

 

研究結果：LED 光源比普通照明溫和，植物幼苗不易灼焦，不需冷卻風扇或驅動器。 

 

 

圖 12、光源直射不需加裝色散熱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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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五：不同種類燈管對電力成本影響 

    光合光量子通量密度、光照週期和光譜分佈對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形態建成起重要作用。

傳統電光源對植物的生物能效極低、發熱量大，光照用電約占整個電費成本的 65％，是植物

室內中最高的非人力成本之一。本研究裝置預估電費將可縮減為傳統電光源的 3 分之 1～4 分

之 1，而豆苗生長所需的天數也可縮短大約 5％～10％。 

 

研究結果：一般所稱光源效率，為每消耗1瓦(W)之電力所發光之光束(單位：流明Lm)。表2

是各種光源之效率。由該表可得同樣耗電一瓦之電力，白熾燈所生之光束為15流

明，普通型日光燈為75流明，三波長日光燈則可達95流明，LED則可達125流明。

因此若在同一空間內，要求相同輸出光束下使用日光燈，比採用白熾燈泡，約可

節省四分之三的耗電；LED則節省三分之一的耗電。 

 

      表2、常用燈管光源效率 

光源種類 各類光源的效率 

LED(18G/B5050條燈) 125（Lm/W） 

石英鹵素燈(50WJC型) 18（Lm/W） 

日光燈泡(含安定器) 50（Lm/W） 

水銀燈(200W營光) 63（Lm/W） 

普通型日光燈(FL40) 75（Lm/W） 

複金屬燈(250W) 75（Lm/W） 

PL型日光燈(FL40-Ex) 80（Lm/W） 

三波長日光燈管(FL40-Ex) 95（Lm/W） 

 

三波長日光燈管

PL型日光燈複金屬燈普通型日光燈

水銀燈

日光燈泡

石英鹵素燈

LED

0

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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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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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圖 13、光源效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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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光對植物生長的作用是促進植物葉綠素吸收二氧化碳和水等養份，並合成碳水化合物。

觀察結果發現：藍光區和紅光區十分接近植物光合作用的效率曲線，是植物生長的最佳光源；

藍色有利於植物葉片生長，而紅色則有利於植物開花與結果。 

    本組成員架構的 3D 立體 LED 光照系統在實務上的應用有三個方面：第一、在日照量少

或日照時間短的時候作為植物光合作用的補充照明；第二、可作為植物光週期、光形態建成

的誘導照明；第三、適合居住在大樓或空間較狹窄的民眾在家種植香料植物之用。針對本組

研究結果，進行結果討論如下： 

 

一、LED 光源對對香草植物生長影響： 

 

   (一)光譜範圍對植物生理的影響: 

 

1、280 ~ 315nm ：對形態與生理過程的影響極小。 

       2、315 ~ 400nnm ：葉綠素吸收少，影響光周期效應，阻止莖伸長。 

       3、400 ~ 520nm（藍）：葉綠素與類胡蘿蔔素吸收比例最大，對光合作用影響最大。 

       4、520 ~ 610nm ：色素的吸收率不高。 

       5、610 ~ 720nm（紅）：對光合作用與光周期效應有顯著影響。 

       6、720 ~ 1000nm ：吸收率低，刺激細胞延長，影響開花與種子發芽＞1000nm 轉換成

為熱量。 

 

 

 

圖 14、光線光譜與植物光合作用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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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陽光譜與植物之成長關係：最適合植物生長的波長範圍為紅、藍光，介於 400 nm 及

700nm 頻譜，屬於可見光區。 

 

 
 

圖 15、光線光譜頻率分布 

 

（三）A.B.C.級紫外線對植物之成長影響 

    1、在 7%的紫外線中又可分為三級不同之波長（均對植物有不同的影響） 

    2、C 級紫外線(200~280nm)：佔 3%，對大多數植物都有害。 

    3、B 級紫外線(280~320nm)：佔 9%，對大多數植物都有害。 

    4、A 級紫外線(320~380nm)：佔 88%，對植物有益，可使植物的葉片加厚且具有殺菌作用。  

 

二、香草植物的種植與生長期觀察: 

        香草是活的植物，因此栽培時必須時時加以照顧才能生長良好，照顧時，要先觀察

植物的狀況再採取適當的作法，例如澆水時要等土壤稍微乾後再澆水，以免根部窒息而

死，適度的乾燥有助於植株發育，收穫或修剪時，不要一次剪太多以免刺激太大新芽長不

出來而死。在快速生長的時期，用一些有機肥放在土壤表面，澆水時肥分滲入根部吸收有

助於生長發育良好。只要隨時注意它的生長狀況，每個人都可以試著在家中種植，增加生

活情趣。 

（一）不需使用農藥 

          在蟲害方面，香草即含有特殊的氣味，這些氣味對某些害蟲而言，本身即有忌避

作用，但還是有一些害蟲照樣會啃食葉片，如羅勒的某些品種會有夜盜蟲，此時寧可

費一點心力以手抓除，或用防蟲網罩住隔離。病害的防治則以預防勝於治療，方法是

不要使用栽培過的舊土去種香草，因為內藏的病原菌會成為感染源，另外就是在合適

的環境或季節栽培香草，如此植株強壯自然可抵抗病害的侵襲。記得新鮮香草使用時

都是生食或短暫加熱而已，含有農藥成分的話對健康會有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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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草的利用 

         香草的利用方式有好幾種，可以泡茶、沐浴、廚房料理調味、驅蟲、佈置環境及觀

賞等等，而其主要的利用方式可歸納為下列四類： 

   1、香草精油 

          目前流行的芳香療法所使用之芳香精油大多由香草萃取而得，一公噸的薰衣草約

只能製造 3 公升的精油，1 公斤的玫瑰精油需要 3 至 4 公噸的玫塊花，由此可見香精之

提煉相當昂貴。精油的成份可以透過鼻子和皮膚進入人體，而香味訊息傳達到大腦而

促使腦部發出訊號，達到身心治療的效果。精油也被添加於沐浴精、洗髮精等清潔用

品，而許多高價的化粧品也少不了天然精油。 

2、食物調理 

          食物調理常常講究色香味，而香草便提供了食物之色香味，義大利人所喜愛的藥

草利口酒便是由香草所泡製。因為酒精是極佳的溶劑，所以香草的精油及營養物質很

容易被酒精萃取出來。中國人也常使用中藥泡酒。新鮮香草也逐漸被利用於食物調理，

法國與義大利的料理便利用了許多新鮮香草或香精。 

3、花草茶 

          以香草製成之茶飲稱之為香草茶，許多人喜愛香草茶特殊之香味及風味，當然許

多香草具有醫療效果，因此有不少養生茶的開發利用，西洋人所開發之薰衣草茶或鼠

尾草茶便有舒緩情緒的功能。由於香草不含咖啡因以及單寧酸，對於喝茶或咖啡會睡

不著睡的人，不失為另一最佳選擇。 

    光有神奇的力量，對植物的光合作用、生長發育、形態建成和物質代謝等都有調控作用，

LED 燈對香草植物生長的影響光譜中紅光與藍光對植物形態建成、調節植株高度等都具有重

要影響，因此對室內種植而言光源顏色是一個重要評價參數。紅、藍光 LED 組合可以通過增

加淨光合速率以提高植物的生長和發育是因為紅光與藍光的光譜能量分佈與葉綠素吸收光譜

一致。 

 

陸、結論 

   21 世紀將是生態農業的世紀，而物理農業是實現生態農業的主要途徑之一，在眾多的

物理學科知識中，光學在其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學者認為“光的世紀”即將來

臨。如何在太陽光照不足情況下調控特定人造光源對綠色植物實施不同“光肥”，促進作物

生長發育，還可以達到增產、高效、優質、抗病、無公害的目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ㄧ、使用立體垂直架構可讓種植面積增加。 
二、不同顏色的 LED 燈種植無農藥、低硝酸鹽含量之香草植物可推廣至一般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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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同輸出光束下使用日光燈，比採用白熾燈泡，約可節省四分之三的耗電；LED 則節

省三分之一的耗電 
四、LED 光源比普通照明溫和，植物幼苗不易灼焦，不需冷卻風扇或驅動器。 

五、有農地的人並不多，本設計可給民眾在自己家裡就可種植香草、豆苗食用，可享用完

全無毒蔬菜又可綠化家庭環境，增進空氣清新，有一舉多得的好處。 

六、輕鋼架配備 LED 植物生長燈，耗電儘 20W，相當於一個省電燈泡的用電，安裝可吸收

二氧化碳並產生氧氣的室內。可提供多種純正單色光和複合光譜，針對不同植物不同

生長時期所需的光譜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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