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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品名稱：製作生物性堆肥之木黴菌菌種 (TCT301)
二、研 發 者：蔡宜峰

三、前　　言：

　　所謂堆肥化作用即利用廣泛分佈於自然界之微生物，在控制的條件下，將廢

棄物中不穩定的有機組成分加以分解，轉換為安定的腐植質成份，即腐熟的堆

肥。微生物在堆肥化過程中，擔任有機物分解與堆肥穩定化之重要角色。不同的

堆積材料如能接種適當的微生物菌種，可以加速堆肥發酵。為達到最有效率之堆

肥化作用，除了添加適當的微生物菌種外，在堆積材料環境中，維持微生物最適

宜之生長條件，使微生物充分的活動與繁殖，亦能加強堆肥材料的發酵與分解。

為了增進堆肥材料發酵分解效率，針對不同有機物材料特性，施予適當的微生物

菌種，將是堆肥製作過程之重要步驟之一。其中有關於利用微生物菌種的關鍵機

制，應包括篩選出適當的微生物菌種、建立有效率的菌種培養繁殖方法與應用於

堆肥材料中的接種方法等。

四、產品特性：

　　木黴菌分離菌株TCT301是本場從農田土壤篩選出的新型本土有益微生物菌

種之一。在牛糞堆肥製作時，先調配適當的有機材料種類及用量，再配合接種適

量的木黴菌(TCT301)及調整水份含量至60%。於堆積後第2-3日，堆肥溫度可以

快速提高至60℃以上，且堆肥化過程中的臭味也明顯降低，腐熟時程估計可提早

4~6日，堆肥成品外觀顏色較深黑褐且鬆軟。腐熟牛糞堆肥的氮含量約2.51 %、

磷含量約1.27 %、鉀含量約2.70 %、鈣含量約1.59 %、鎂含量約1.67 %、鋅含量

約85 ppm、銅含量約32 ppm、pH值約7.27、EC值約6.87 dS/m2、有機質含量約

60.7 %，木黴菌數7.1×106 spore/g。由田間試驗結果顯示，應用於非洲菊、洋桔

梗、茭白筍、番茄等花卉及蔬果類栽培上，都具有增產與提升品質之效益。

五、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本技術已獲得中華民國發明專利，發明證書編號第Ⅰ295686號。並依據行

政院農業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申請獲准辦理技術移轉授

權。本項技術業於95年3月專屬授權移轉昔得有限公司。目前本技術已完成產品

正式量產及商品化，商品名稱為「木黴菌TCT301」，本產品採用0.5、1及3公斤

鋁箔包裝。 



 85

產品開發—生物性資材產品開發—生物性資材

858585858585

木黴菌分離菌株TCT301商品化包裝

木黴菌分離菌株TCT301純菌培養情形

利用木黴菌分離菌株TCT301製造堆肥現場之一

木黴菌分離菌株TCT301應用於番茄栽培，具有
增產增質之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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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品名稱：製作生物性堆肥之木黴菌菌種 (TCT103)
二、研 發 者：蔡宜峰

三、前　　言：

　　所謂堆肥化作用即利用廣泛分佈於自然界之微生物，在控制的條件下，將廢

棄物中不穩定的有機組成分加以分解，轉換為安定的腐植質成份，即腐熟的堆

肥。微生物在堆肥化過程中，擔任有機物分解與堆肥穩定化之重要角色。不同的

堆積材料如能接種適當的微生物菌種，可以加速堆肥發酵。為達到最有效率之堆

肥化作用，除了添加適當的微生物菌種外，在堆積材料環境中，維持微生物最適

宜之生長條件，使微生物充分的活動與繁殖，亦能加強堆肥材料的發酵與分解。

為了增進堆肥材料發酵分解效率，針對不同有機物材料特性，施予適當的微生物

菌種，將是堆肥製作過程之重要步驟之一。其中有關於利用微生物菌種的關鍵機

制，應包括篩選出適當的微生物菌種、建立有效率的菌種培養繁殖方法與應用於

堆肥材料中的接種方法等。

四、產品特性：

　　木黴菌分離菌株TCT103是本場從農田土壤篩選出的新型本土有益微生物菌

種之一。本菌種具有快速分解有機質之功能，並具有適應性頗廣的特性，可以促

進有機廢棄物分解，縮短堆肥腐熟時程。因此，本菌種頗適合應用在堆肥製作

上。木黴菌分離菌株(TCT103)應用在蔗渣木屑堆肥製作時，首先調配適當的有機

材料種類及用量，包括蔗渣、木屑及豆粕等有機材料，再配合接種適量的木黴菌

分離菌株(TCT103)及調整水份含量至60%。爾後堆肥溫度可以於2-3日內，快速

提高至60℃以上，且堆肥化過程中的臭味也明顯降低，腐熟時程估計可提早5~7
日，堆肥成品外觀顏色較深黑褐且鬆軟，腐熟堆肥的養分含量穩定，品質優良。

五、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本技術已獲得中華民國發明專利，發明證書編號第Ⅰ287535號。並依據行

政院農業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申請獲准辦理技術移轉授

權。本項技術業於95年3月專屬授權移轉福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本技術已

完成產品正式量產及商品化，商品名稱為「活麗送2號」，本產品採用500公克鋁

箔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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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黴菌分離菌株TCT103純菌培養情形

木黴菌分離菌株TCT103應用於彩色
海芋栽培，具有增產增質之效益

木黴菌分離菌株TCT103商品化包裝

利用木黴菌分離菌株TCT103製造堆肥現場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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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品名稱：製作生物性堆肥之液化澱粉芽孢桿菌種 (TCB428)
二、研 發 者：蔡宜峰

三、前　　言：

　　所謂堆肥化作用即利用廣泛分佈於自然界之微生物，在控制的條件下，將廢

棄物中不穩定的有機組成分加以分解，轉換為安定的腐植質成份，即腐熟的堆

肥。微生物在堆肥化過程中，擔任有機物分解與堆肥穩定化之重要角色。不同的

堆積材料如能接種適當的微生物菌種，可以加速堆肥發酵。為達到最有效率之堆

肥化作用，除了添加適當的微生物菌種外，在堆積材料環境中，維持微生物最適

宜之生長條件，使微生物充分的活動與繁殖，亦能加強堆肥材料的發酵與分解。

為了增進堆肥材料發酵分解效率，針對不同有機物材料特性，施予適當的微生物

菌種，將是堆肥製作過程之重要步驟之一。其中有關於利用微生物菌種的關鍵機

制，應包括篩選出適當的微生物菌種、建立有效率的菌種培養繁殖方法與應用於

堆肥材料中的接種方法等。

四、產品特性：

　　液化澱粉芽孢桿菌分離菌株(TCB428)是本場從農田土壤篩選出的新型本土

有益微生物菌種之一。本菌種具有快速分解有機質之功能，並具有適應性頗廣的

特性，可以促進有機廢棄物分解，縮短堆肥腐熟時程。因此，本菌種頗適合應用

在堆肥製作上。液化澱粉芽孢桿菌分離菌株(TCB428)應用在蔗渣木屑堆肥製作

時，首先調配適當的有機材料種類及用量，包括蔗渣、木屑及豆粕等有機材料，

再配合接種適量的液化澱粉芽孢桿菌分離菌株(TCB428)及調整水份含量至60%。

爾後堆肥溫度可以於2-3日內，快速提高至60℃以上，且堆肥化過程中的臭味也

明顯降低，腐熟時程估計可提早5~7日，堆肥成品外觀顏色較深黑褐且鬆軟，腐

熟堆肥的養分含量穩定，品質優良。

五、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本技術已獲得中華民國發明專利，發明證書編號第Ⅰ312366號。並依據行

政院農業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申請獲准辦理技術移轉授

權。本項技術業於95年3月專屬授權移轉福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本技術已

完成產品正式量產及商品化，商品名稱為「活麗送2號」，本產品採用500公克鋁

箔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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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澱粉芽孢桿菌分離菌株TCB428
純菌培養情形

液 化 澱 粉 芽 孢 桿 菌 分 離 菌 株
TCB428應用於葡萄栽培，具有增
產增質之效益

液化澱粉芽孢桿菌分離菌株TCB428商品化
包裝

利用液化澱粉芽孢桿菌分離菌株
TCB428製造堆肥現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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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品名稱：製作生物性堆肥之枯草桿菌種(TCB9407)
二、研 發 者：蔡宜峰

三、前　　言：

　　縱觀人類文明發展，早在農業時代，人們已體認到回收自然資源再利用之妙

用，並巧妙地運用到農業生產上，例如將作物殘渣及禽畜類排泄物等有機廢棄物

回歸農田使用，化腐朽為神奇，以作為增進農田地力之手段。近年來，在環保意

識抬頭及體認到珍惜自然資源之重要性，有機廢棄物處理方向，已經有朝『資

源化』、『減量化』、『安全化』及『具經濟效益』等多元化策略加以利用的趨

勢。因此將有機廢棄物經由適當的堆肥化處理，製作轉化成高品質的有機質肥

料，正是最符合以上多元化處理的重要方法之一。本技術將針對家庭垃圾及廚餘

之有機廢棄物，探討如何利用堆肥化技術加以轉化製作成有機質肥料，且討論不

同的堆肥化模式之利用方式及適用範疇，以供不同社區、機構團體或個別家庭之

應用參考。

四、產品特性：

　　本技術成功將新型枯草桿菌種(TCB9407)菌種，應用於生物性堆肥製作，

主要材料包括稻殼、木屑、豆粕、米糠等。在接種枯草桿菌種(TCB9407)菌種

下，比不接菌處理可以顯著促進堆肥材料之分解，且臭味也明顯降低，不易滋

生蚊蠅，完熟的生物性堆肥外觀顏色較深黑褐，其枯草桿菌菌數約為107-8spore/
g，肥料成分含量穩定且品質較佳。由堆肥之養分含量分析結果顯示，試驗利

用枯草桿菌種分解完熟之堆肥氮含量約1.5-2.5%、磷含量約0.5-1.5%、鉀含量

約2.0-3.0%、有機質含量約60-70%。綜合以上結果顯示，利用新型枯草桿菌種

(TCB9407)菌種，應用於稻殼、木屑、豆粕、米糠等堆肥材料製作，可以促進有

機材料之分解發酵，而製作出品質穩定優良的堆肥，且施用於農田土壤中，亦有

增進土壤肥力，改善土壤理化特性，以及改良土壤微生物相之功效。

五、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本技術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申請獲

准辦理技術移轉授權。本項技術業於96年2月專屬授權移轉綠世紀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目前本技術已完成產品正式量產及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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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堆肥產品應用於彩色甜椒栽培

生物性堆肥產品應用於草莓栽培

利用枯草桿菌種(TCB9407)製作生物性堆
肥情形之一

利用枯草桿菌種(TCB9407)製作生物性堆
肥情形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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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品名稱：新型生物性稻殼堆肥

二、研 發 者：蔡宜峰

三、前　　言：

　　一般農業廢棄物均兼具污染性及資源性，如妥為處理，將能轉化為農業生產

系統中的養分源(氮、磷、鉀)及能源(碳)，因此將農業廢棄物回歸于農田，不僅

合乎資源再利用的自然法則，而且也是現今消納如此大量有機廢棄物之重要方向

之一。然而施用未腐熟的有機物，容易造成土壤過度還原性及釋出毒性物質等問

題，因此有機廢棄物需經過適當的堆肥化處理以除去不良有機成分及毒性物質等

限制作物生長的因子。所謂堆肥化作用即利用廣泛分佈於自然界之微生物，在控

制的條件下，將廢棄物中不穩定的有機組成分加以分解，轉換為安定的腐植質成

份，即腐熟的堆肥。在堆肥化過程中，有機物基質中所含碳水化合物會迅速被微

生物作用而分解，同時微生物之增殖必須吸收氮、磷等營養成份以合成微生物體

質(biomass)，所以堆肥化前有機物基質中應含有豐富的營養要素成份，並需將各

種成份調整至較適宜比例範圍內，以利於微生物進行堆肥化作用。

四、產品特性：

　　本項產學合作計畫廠商為保證責任雲林縣油車合作農場，研發利用稻殼為

主要原料，配合米糠、油粕類等次要材料，將以上堆肥材料依用量比率混合均

勻，再取用適量木黴菌，菌數約每克含109 孢子，先加水稀釋200倍成菌懸液，

將菌稀釋液混入堆肥材料中，最後將堆肥材料水份含量調整至60%，爾後堆肥溫

度可以於2-3日內，快速提高至60℃以上，且堆肥化過程中的臭味也明顯降低，

腐熟時程估計可提早5~7日，堆肥成品外觀顏色較深黑褐且鬆軟，腐熟堆肥的養

分含量穩定，品質優良。由生物性稻殼堆肥之養分含量分析結果顯示，利用木黴

菌接種之稻殼堆肥氮含量約1.63%、磷約0.44%、鉀約1.16%、鈣約1.89%、鎂約

0.88%、鋅約55ppm、銅約17ppm。

五、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本技術已獲得中華民國發明專利，發明證書編號第Ⅰ287534號。並依據行

政院農業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申請獲准辦理技術移轉授

權。本項技術業於97年10月非專屬授權移轉保證責任雲林縣油車合作農場。目前

本技術已完成產品正式量產及商品化，商品名稱為「藻菌」有機質肥料，本產品

採用25公斤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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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生物性稻殼堆肥商品
化包裝

新型生物性稻殼堆肥應用於鳳梨栽培，具有增產增質
之效益

新型生物性稻殼堆肥製作情形之二

新型生物性稻殼堆肥製作情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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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品名稱：新型生物性蔗渣木屑堆肥

二、研 發 者：蔡宜峰

三、前　　言：

　　土壤為作物生產的基礎，其永續經營管理無疑是最重要的一環，然而台灣農

業土壤由於長期施用化肥，面臨土壤理化性質惡化，生物相及土壤生態失衡等問

題。此外，農業廢棄物包括禽畜排泄物、蔗渣、稻草及稻殼等大宗生物質量未能

妥善利用，常以燃燒或掩埋等方式處理，不僅浪費資源，也造成環境污染，如能

將之資源化作為有機肥循環利用不僅有助於改善土壤生態，也有助於建立永續農

業經營模式。堆肥製作主要是把有機廢棄物予以適當堆積，在控制條件下，利用

微生物作用，將有機材料分解發酵，轉變為有機質肥料。有機材料在適當的條件

下堆積發酵，可以縮短有機物分解的時間，而生產出物理性狀均一，化學成分穩

定的高品質有機質肥料。

四、產品特性：

　　本項產學合作計畫廠商為福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研發利用蔗渣及太空包廢

木屑為主要原料，配合米糠、豆粕類等次要材料，將以上堆肥材料依用量比率

混合均勻，再取用適量木黴菌及液化澱粉芽孢桿菌，菌數每毫升約109 有效活菌

數，先加水稀釋200倍成菌懸液，將菌稀釋液混入堆肥材料中，最後將堆肥材料

水份含量調整至60%，而後進行堆積製作成腐熟堆肥。本技術可提早堆肥腐熟時

間約5~7日，肥料成品外觀顏色較深黑褐且穩定優良。由新型生物性蔗渣木屑堆

肥之養分含量分析結果顯示，利用木黴菌接種之蔗渣木屑堆肥氮含量約2.13%、

磷含量約0.98%、鉀含量約1.81%、鈣含量約1.03%、鎂含量約0.78%、鋅含量約

98ppm、銅含量約27ppm。

五、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本技術已獲得中華民國發明專利，發明證書編號第Ⅰ229064號。並依據行

政院農業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申請獲准辦理技術移轉授

權。本項技術業於92年12月專屬授權移轉福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本技術已

完成產品正式量產及商品化，商品名稱為「大自然基肥」有機質肥料，本產品採

用25公斤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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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生物性蔗渣木屑堆肥應用於
玫瑰栽培

新型生物性蔗渣木屑堆肥商品
化包裝

新型生物性蔗渣木屑堆肥製造現場之二

新型生物性蔗渣木屑堆肥製造現
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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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品名稱：新型生物性牛糞堆肥

二、研 發 者：蔡宜峰

三、前　　言：

　　一般農業廢棄物均兼具污染性及資源性，如妥為處理，將能轉化為農業生產

系統中的養分源(氮、磷、鉀)及能源(碳)，因此將農業廢棄物回歸于農田，不僅

合乎資源再利用的自然法則，而且也是現今消納如此大量有機廢棄物之重要方向

之一。然而施用未腐熟的有機物，容易造成土壤過度還原性及釋出毒性物質等問

題，因此有機廢棄物需經過適當的堆肥化處理以除去不良有機成分及毒性物質等

限制作物生長的因子。所謂堆肥化作用即利用廣泛分佈於自然界之微生物，在控

制的條件下，將廢棄物中不穩定的有機組成分加以分解，轉換為安定的腐植質成

份，即腐熟的堆肥。在堆肥化過程中，有機物基質中所含碳水化合物會迅速被微

生物作用而分解，同時微生物之增殖必須吸收氮、磷等營養成份以合成微生物體

質(biomass)，所以堆肥化前有機物基質中應含有豐富的營養要素成份，並需將各

種成份調整至較適宜比例範圍內，以利於微生物進行堆肥化作用。

四、產品特性：

　　本項產學合作計畫廠商為昔得有限公司，研發利用牛糞為主要原料，配合米

糠、豆粕類等次要材料，將以上有機材料依用量比率混合均勻，再取用適量木黴

菌，菌數約每克含109 孢子，先加水稀釋200倍成菌懸液，將菌稀釋液混入有機

材料中，最後將堆肥材料水份含量調整至60%，爾後堆肥溫度可以於2-3日內，

快速提高至60℃以上，且堆肥化過程中的臭味也明顯降低，腐熟時程估計可提早

5~7日，牛糞堆肥成品外觀顏色較深黑褐且鬆軟，腐熟堆肥的養分含量穩定，品

質優良。由生物性牛糞堆肥之養分含量分析結果顯示，利用木黴菌接種之牛糞堆

肥成品之氮含量約1.66%、磷含量約1.21%、鉀含量約1.88%、鈣含量約1.80%、

鎂含量約0.87%、有機質含量約62%。

五、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本技術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申請獲

准辦理技術移轉授權。本項技術業於94年4月非專屬授權移轉昔得有限公司。目

前本技術已完成產品正式量產及商品化，商品名稱為昔得「301牛糞堆肥」有機

質肥料，本產品採用25公斤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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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生物性牛糞堆肥應用於有機空心菜栽培

新型生物性牛糞堆肥應用於巨峰
葡萄栽培

新型生物性牛糞堆肥製作情形之二

新型生物性牛糞堆肥製作情形之一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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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品名稱：新型牛糞堆肥介質

二、研 發 者：蔡宜峰

三、前　　言：

　　一般農業廢棄物均兼具污染性及資源性，如妥為處理，將能轉化為農業生產

系統中的養分源(氮、磷、鉀)及能源(碳)，因此將農業廢棄物回歸于農田，不僅

合乎資源再利用的自然法則，而且也是現今消納如此大量有機廢棄物之重要方向

之一。然而施用未腐熟的有機物，容易造成土壤過度還原性及釋出毒性物質等問

題，因此有機廢棄物需經過適當的堆肥化處理以除去不良有機成分及毒性物質等

限制作物生長的因子。所謂堆肥化作用即利用廣泛分佈於自然界之微生物，在控

制的條件下，將廢棄物中不穩定的有機組成分加以分解，轉換為安定的腐植質成

份，即腐熟的堆肥。在堆肥化過程中，有機物基質中所含碳水化合物會迅速被微

生物作用而分解，同時微生物之增殖必須吸收氮、磷等營養成份以合成微生物體

質(biomass)，所以堆肥化前有機物基質中應含有豐富的營養要素成份，並需將堆

肥化前有機物基質中各種成份調整至較適宜比例範圍內，以利於微生物進行堆肥

化作用。

四、產品特性：

　　本項產學合作計畫廠商為田酪股份有限公司，研發利用牛糞為主要原料，配

合稻殼、木屑等次要材料，將以上有機材料依用量比率混合均勻，再取用適量

木黴菌，菌數約每克含109 孢子，先加水稀釋200倍成菌懸液，將菌稀釋液混入

有機材料中，最後將堆肥材料水份含量調整至60%，爾後堆肥溫度可以於2-3日
內，快速提高至60℃以上，且堆肥化過程中的臭味也明顯降低，腐熟時程估計

可提早5~7日，堆肥介質成品外觀顏色較深黑褐且鬆軟，腐熟堆肥的養分含量穩

定，品質優良。由生物性牛糞堆肥介質之養分含量分析結果顯示，利用木黴菌接

種之牛糞堆肥介質成品之氮含量約0.52%、磷含量約0.24%、鉀含量約0.61%、鈣

含量約0.85%、鎂含量約0.28%、有機質含量約63%。

五、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本技術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申請

獲准辦理技術移轉授權。本項技術業於94年8月非專屬授權移轉田酪股份有限公

司。目前本技術已完成產品正式量產及商品化，商品名稱為「豐田1號」有機質

肥料，本產品採用25公斤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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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糞堆肥介質應用於小胡瓜栽培，具有增產增
質之效益

新型牛糞堆肥介質製作情形之一

新型牛糞堆肥介質商品化包裝

新型牛糞堆肥介質製作情形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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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品名稱：有機高效肥

二、研 發 者：蔡宜峰

三、前　　言：

　　當腐熟堆肥被施入土壤中，堆肥中的主要肥料成分必須再經由土壤微生物的

分解，無法立即迅速被分解釋出，或是無法配合短期作物養分吸收特性之需求，

因此堆肥的肥分利用效率常常被農友有所質疑。事實上，依據堆肥的功能性及栽

培作物之生長需求可以歸納出堆肥應具有的成分特性，其中(a)以改善土壤物理

性者，要以腐植化木質素為主。(b)以速效供應養分者，要以微生物體(biomass)

為主，並調整養分比率。(c)以長期供應養分並改善土壤理化性質者，需兼顧微

生物體、腐植化木質素量比及各種養分含量均衡值。(d)以改良土壤為目的者，

應視土壤不良因子而調製不同有機組成份，以引發相異環境因子或抑制不良因子

之目的。(e)以栽培介質為目標則腐植化木質素相對量亦較高，但養分成份亦需

計算。因此，依據農業廢棄物的成份特性加以分析與歸納，並酌以選擇區域性有

機資材種類及考量經濟效益為主，依據生產目標如作物種類，推算其養分需求，

再調配出堆肥製作材料之最佳配方，如此就能夠將堆肥的功能性及栽培作物之生

長需求相互搭配，創造出栽培作物最大的效益。

四、產品特性：

　　利用高肥分有機材料製成，其一置入桶中加水發酵可製作成有機液肥，其二

加適量水(60%)發酵可製作成有機固態肥，兩者以供應養分為主，以培養有益菌

為輔。一般於作物生育期間作追肥(有機固態肥)及土壤灌注(有機液肥)使用，可

供應速效養分，並能培育適當有益菌種，兼具土壤改良功能。

　　一般可依據有機材料成分含量，調製成高氮、高磷及高鉀成分之多種養分配

方的有機高效肥。材料調配妥後，分別選擇製作成有機液肥或有機固態肥，當材

料分解且無明顯臭味時，即可酌量使用。有機高效肥主要功能在於速效性有機態

養分的提供，包括高氮配方、高磷鉀配方、氮磷鉀平均配方。次要功能在於土壤

微生物相之改良，可培育優勢的有益微生物相，具有根圈保護作用、促進有機質

分解、減緩連作障礙等效益。

五、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目前委由台盛有機農場製作有機高效肥，並於該有機農場生產品質優良的有

機蔬果，行銷遍及台灣各大超市。本技術使用純植物性有機材料配方，以及接種

綜合有益微生物菌種等，產製成純有機的肥料產品，並符合行政院農業委員會頒

定之「有機農產品生產基準」。台盛有機農場應用於該農場內有機蔬果栽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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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卓著，包括有機葉菜類、小胡瓜、苦瓜、絲瓜、番茄、甜椒、胡蘿蔔等有機蔬

果類栽培上，都具有增產與增質之效益。本項技術業於96年3月非專屬授權移轉

彰化縣永靖鄉農會。

有機高效肥應用於有機番茄栽培

液態有機高效肥製造情形

有機高效肥應用於有機蔬菜栽培

固態有機高效肥製造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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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品名稱：新型中改三號蔬果栽培介質

二、研 發 者：蔡宜峰

三、前　　言：

　　夏季蔬菜栽培時，因容易遭遇高溫、多雨、多颱風及病蟲害發生猖獗等天然

因子影響，致使栽培管理不易，農民栽培夏季蔬菜常冒極大之風險，成為夏季蔬

菜生產之限制因子。此外，一些病原菌如土棲性病原菌，在夏季高溫多濕的環境

下極易發生，尤其以十字花科、茄科及葫蘆科的作物最容易被感染，成為夏季蔬

菜生產之另一限制因子。為改善上述問題，農民於夏季栽培果菜時多使用進口的

「有機介質袋」以改善之。惟進口介質因成本偏高且缺乏配套之管理方法，目前

需求研發本土有機介質，並探討建立適宜之應用技術，推廣農民應用參考，減輕

農民購買進口介質的負擔，並提高農民收益。本研究針對瓜果類及葉菜類等作物

之不同生育及養分吸收特性，由台灣地區較大宗有機廢棄物做為材料，經由適當

的材料調配、添加有益微生物與堆肥化作用，已可調配出適用瓜果類作物之本土

有機介質，並探討建立適宜之應用技術，推廣農民應用參考。

四、產品特性：

　　本項產學合作計畫廠商為福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本技術採用台灣地區較大

宗且常見的太空包廢木屑、稻殼等農業有機材料，並配合接種台中場自行篩選的

本土有益微生物（木黴菌、枯草桿菌），經由適當的標準作業流程，產出的有機

栽培介質具有物理性、化學性穩定，且含有豐富的有益微生物菌群，是品質優

良的本土有機栽培介質之一。本技術產品為蔬果、花卉、盆栽介質耕專用栽培介

質。經田間實作結果顯示，本介質產品試驗發芽率極佳，可達到90﹪水準以上。

經栽種小胡瓜、蕃茄、玫瑰等作物，均可獲得頗佳的產量與品質。產品pH值6.0-
7.5，有機質含量高，可緩效供應作物生長所需營養，配合追肥施用效果更佳。

五、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本技術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申請獲

准辦理技術移轉授權。本項技術業於96年4月非專屬授權移轉福壽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目前本技術已完成產品正式量產及商品化，商品名稱為福壽牌「蔬果栽培

介質」，本產品適用於蔬菜、果菜、花卉介質耕栽培及盆花類、觀葉植物等盆栽

栽植。 



 103

產品開發—生物性資材產品開發—生物性資材

101010101010333333

新型中改三號蔬果介質製作情形之一

新型中改三號蔬果介質製作情形之二

新型中改三號蔬果介質應用於甜瓜栽培

新型中改三號蔬果介質應用於番茄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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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品名稱：新型生物性有機營養液菌肥

二、研 發 者：陳俊位、高德錚、蔡宜峰

三、前　　言：

　　現今台灣作物栽培因長期超量使用化學肥料，造成土壤鹽份累積、酸化導致

連作障礙產生，農作物因此發生生理障礙，作物無法正常生長，產量低下，影響

農民收益甚鉅。為克服此問題使用有機質肥料、有機資材、種植綠肥、施用有益

微生物及進一步地使用生物性堆肥及有機液菌肥等為可行之方法。有機液菌肥在

本場之前試驗已開發多種配方，並結合木黴菌及枯草桿菌等微生物進行發酵，田

間試驗研究初步發現可促進植物生長、與根系共生協助養分吸收、防治病虫害及

改善作物生長環境等功效，並有促進作物抗病機制反應產生之能力。本場現已開

發相關液肥配方並結合所篩選之木黴菌進行其製劑化產品發展及添加於有機液肥

中之標準化作業流程，以生產提供農友田間栽培時應用。

四、產品特性：

　　本技術成功研發出利用黃豆抽出物，並配合接種有益微生物製作出『新型生

物性有機營養液菌肥』，可以穩定並提升肥效與成份，確保液肥之品質安全。研

製成的有機營養液菌肥成品不僅物理化學特性優良且穩定，並含有高單位之氮、

磷、鉀、鈣、鎂等巨量元素及鐵、錳、鋅、銅、硼等微量元素和有益微生物木黴

菌及枯草桿菌等，其中每毫升液菌肥中含有效菌數高達十萬個孢子以上，兼具微

生物肥料之功效，田間實際應用發現除可促進植物生長提昇產量品質外，並能與

作物根系共生協助養分吸收，減少病蟲害危害及改善作物生長環境，並有促進作

物抗病機制反應產生之能力等功效，且成品價廉質優，為農友作物栽培上可利用

之一新型有機微生物肥料。

五、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目前本產品已在中部地區推廣，用新型有益微生物木黴菌結合有機資材成功

開發出功能性生物液態製劑及生物性堆肥，在水稻栽培上之應用已有極顯著之效

益。田間試驗結果發現本製劑可促進水稻秧苗生長、協助根系養分吸收、增加分

蘗數及有效穗數，提昇產量與品質，並有抗倒伏及促使孕穗期一致性之效果，能

減少化學肥料之用量。此外在田間使用上尚可減少稻熱病、紋枯病及水稻白葉枯

病之發生與危害，可減少作物農藥使用過量及殘留問題，持續使用將能減少農藥

使用量，除減輕環境污染壓力外，並能增加消費者對農產品安全性的信心。本項

技術業於97年12月非專屬授權移轉全自然農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產品商

品名稱為全自然「珍珠有機生長肥」，採用20公升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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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101010555555

新型生物性有機營養液菌肥產品新型生物性有機營養液菌肥可應用於田間水
稻栽培管理

功能性有機液菌肥及堆肥施用後水稻抽穗
性一致

功能性有機液菌肥施用後可提高水稻
抗病能力能減少病害危害及農藥使用

功能性有機液菌肥施用方便省
工省時

運用木黴菌可製造品質優良的功能性有機液菌肥有

功能性有機液菌肥及堆肥施用後水稻抽穗

新型生物性有機營養液菌肥產品新型生物性有機營養液菌肥可應用於田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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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品名稱：新型生物性廚餘堆肥菌種

二、研 發 者：蔡宜峰

三、前　　言：

　　縱觀人類文明發展，早在農業時代，人們已體認到回收自然資源再利用之妙

用，並巧妙地運用到農業生產上，例如將作物殘渣及禽畜類排泄物等有機廢棄物

回歸農田使用，化腐朽為神奇，以作為增進農田地力之手段。近年來，在環保意

識抬頭及體認到珍惜自然資源之重要性，有機廢棄物處理方向，已經有朝『資

源化』、『減量化』、『安全化』及『具經濟效益』等多元化策略加以利用的趨

勢。因此將有機廢棄物經由適當的堆肥化處理，製作轉化成高品質的有機質肥

料，正是最符合以上多元化處理的重要方法之一。本技術將針對家庭垃圾及廚餘

之有機廢棄物，探討如何利用堆肥化技術加以轉化製作成有機質肥料，且討論不

同的堆肥化模式之利用方式及適用範疇，以供不同社區、機構團體或個別家庭之

應用參考。

四、產品特性：

　　本技術成功將新型木黴菌(Trichoderma  sp.)菌種研製成家庭廚餘堆肥菌種，

主要材料包括稻殼、木屑、豆粕、米糠等。在家庭廚餘中接種木黴菌菌種下，比

不接菌處理可以顯著促進家庭廚餘材料之分解，且臭味也明顯降低，不易滋生

蚊蠅，完熟的家庭廚餘堆肥外觀顏色較深黑褐，品質較佳。由廚餘堆肥之養分

含量分析結果顯示，試驗利用木黴菌菌種分解完熟之廚餘堆肥氮含量約1.21%、

磷含量約0.41%、鉀含量約1.91%、鈣含量約1.60%、鎂含量約0.52%、鋅含量約

45ppm、銅含量約8ppm。綜合以上結果顯示，利用新型木黴菌(Trichoderma  sp.)
菌種，接種於稻殼、木屑、豆粕、米糠等材料，可以製作出適宜家庭廚餘堆肥之

菌種，其木黴菌菌數約為106spore/g。且此種廚餘堆肥菌種可以將家庭廚餘加以

分解發酵，而製作出品質穩定優良的廚餘堆肥。

五、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本技術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申請獲

准辦理技術移轉授權。本項技術業於93年12月非專屬授權移轉台中市農會。目前

本技術已完成產品正式量產及商品化，商品名稱為「廚餘堆肥菌種」，本產品採

用3和20公斤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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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101010777777

廚餘堆肥製作時排出及收集肥水情形

廚餘堆肥製作時排出及收集肥水情形

廚餘堆肥製作時添加適量菌種情形

廚餘堆肥製作時之有機材料收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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