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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提出“產品計測學”的概念，以咖啡杯外形為例，探討產品造

形計測及分析的操作模式，以此作為智慧型產品資料庫的基礎。此資料

庫可適度地輔助消費者所需要的產品。 

 

關鍵詞：咖啡杯、造形分析、產品計測學、智慧型資料庫 

 

Author A, Professor, Depar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Far East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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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concept of productometry, with coffee cups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product forms. 

 

Keywords: coffee cup, form analysis, productometry, intelligent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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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草花類由於其色彩豐富種類多樣，近年來大量

利用在公園景觀、遊樂園、道路、機關極家庭。因

此，草花的需求量逐年持續增加，在消費者大量需

求草花苗支現況下，如何生產高品質的草花苗已成

為重要的課題。 

草花苗的生產必須經過育苗及移植的生育過

程，傳統的土播苗生產再取苗時，由種植田直接拔

取幼苗，易造成根部傷害，使得移植後地上部生長

有停滯期，而導致移植障礙[1]；在 1970 年代由歐

洲研發之穴盤具有發芽後幼苗生長快速均一、育苗

期縮短、單位面積生產次數增加等優點、並有利於

機械育苗、易於操作搬運等多項特點[2]，因此，利

用盤穴進行育苗已成為歐美國家蔬菜及花卉種苗

生產之最主要方式[3]。………….有關該方面的研

究報告國內還不多。 

本試驗利用大波斯菊、孔雀草及一串紅等三種

常見的花壇草花，初步探討穴盤播種後不同移植時

期對其生長及開花之影響，以提昇穴盤苗之品質，

供作商業生產之參考。 

 

二、材料與方法 

本試驗使用大波斯菊（Cosmos bipinnatus 

Cav.）…………….。 

利用本科精密溫室進行育苗作業，將種子先播

種……………所得的資料利用鄧肯多變方分析。 

 

 

 

 

 

 

 

 

 

 

三、結  果 

(一)不同苗齡的植株移植後株高之表現 

(二)不同苗齡的植株移植後達到最高所需日樹之調

查 

(三)不同苗齡的植株移植後到花日數之調查 

 

四、結  論 

由於穴盤苗生長快速，因此生長過中環境因素

對其影響很大，對於穴盤苗的移植，過早或過晚皆

對植株生育造成不良的影響，本實驗結果得知，大

波斯菊以苗齡 10 天的植株、孔雀草以苗齡 21 天的

植株生育表現為株高最高且到花日數最短；而一串

紅方面，以苗齡 21 天的植株移植，達最高朱株高

之生長表現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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