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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栽培中經常使用塑膠穴盤進行育苗

作業，若缺乏有效再利用，將造成大量塑膠

廢棄物的產生，也增加生產成本，多數育苗

業者或栽培者在移植後會選擇回收穴盤重複

使用，然而，未經有效地殺菌處理之再利用穴

盤，常容易引發育苗過程發生病害，若嚴重更

可能導致病害蔓延而得不償失；採用正確的

處理方法，不但降低穴盤殘存的微生物，更減

少穴盤耗損。為此，本文特別說明不同回收次

數及不同堆置時間之穴盤所含微生物檢測結

果差異；提供改良版之次氯酸鈉 (漂白水) 消
毒法，僅需較低濃度溶液與較短時間處理的

殺菌操作，也特別說明廢液處理要訣；並介紹

環保的熱水殺菌之簡易方法，除提供蔬菜育

苗者參考應用，也期望有助於維護環境永續

及達到減少資源浪費之成效。

一、 回收穴盤經短暫儲放之微生物
消長

依前人研究，回收穴盤之微生物數量，除

與穴盤清潔及保持乾燥程度有關，也受存放

環境乾濕程度影響；維持乾燥有助於減少微

生物數量，但回收穴盤再次受潮或污染，微生

物數量仍會再增殖。已知許多苗期病原菌可

殘存回收穴盤，係起因於穴盤附著的育苗介

質及植物殘體受到汙染。故育苗穴盤的回收

流程，務必注重去除附著於穴盤的舊介質及

植物殘體、採正反堆疊以保持通風乾燥，也可

文／圖 ■   張為斌、郭明池、謝明憲

蔬菜育苗穴盤再利用
之簡易殺菌技術

1  育苗過後產生大量育苗穴盤，需妥善處理方能
有效再利用

2  穴盤中殘存介質、殘根及葉片植體，易導致微生物
殘存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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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微生物滋生；然而再利用前若未經殺菌

處理，僅藉由堆置乾燥或曝曬方式，對於降低

微生物殘留數量之成效仍然有限，恐增加穴

盤再利用時之苗期病原菌危害風險。

(一) 回收穴盤經短暫儲放或日曬對微生物 
消長之影響

為評估戶外日曬與堆置對於再利用穴盤

之微生物殘留的影響，經選用4種不同來源的
穴盤，計分為 A.新穴盤、B.使用一次穴盤、

C.使用二次穴盤及D.使用二次後再經戶外堆置
一個月之穴盤，前述四種穴盤於挑選後各於

戶外置放0、7、14及21天進行曝曬，於各時間

點抽樣，以肉汁瓊脂培養基 (NA) (細菌偏好)、
馬鈴薯葡萄糖培養基 (PDA) (真菌偏好)、蛋白
凍葡萄糖玫瑰紅瓊脂培養基 (真菌選擇性培養
基) 及疫病菌與腐霉病菌選擇性培養基進行不
同類型微生物之培養檢測，檢測結果普遍以

使用二次且堆置一個月之穴盤含菌量最高，新

穴盤含菌量最低，此結果表示回收穴盤即使

經過曝曬堆置，其微生物殘留風險仍高於新

穴盤。

(二) 回收穴盤經日曬後減損再利用次數
育苗穴盤的回收再利用流程中若長期堆

置於戶外曝曬，穴盤塑膠脆化所致破損率相

當高，經調查穴盤回收後若經曝曬，第2次再
利用時，多數穴盤已出現破損問題；當第3次
再利用，已極易因破損而不堪使用。故穴盤經

長時間於陽光下曝曬，不但未達微生物防除效

果，反而降低了育苗穴盤的再利用次數。

二、 應用次氯酸鈉於回收穴盤之 
快速殺菌措施

次氯酸鈉 (氯系漂白水) 廣泛應用於環境
或各種器械清潔殺菌用途，雖有相關研究證

實它可應用於育苗穴盤的殺菌，然而因推薦高

濃度或過長浸泡時間處理方式，不僅成本偏

高，且不易推廣應用，使用後的廢液處理，亦

為推廣應用此方法的主要障礙之一。

以往研究曾推薦再利用穴盤以100 ppm 
(0.01%) 及500 ppm (0.05%) 次氯酸鈉水溶液

3  以不同培養基檢測廢棄穴盤微生物殘留量，右
上：蛋白凍葡萄糖玫瑰紅瓊脂培養基 (真菌選擇
性培養基) ；右下：肉汁瓊脂培養基 (NA) (細菌偏
好)；左上疫病菌與腐霉病菌選擇性培養基；左
下：馬鈴薯葡萄糖培養基 (PDA) (真菌偏好)

4  長時間曝曬後穴盤易劣化破損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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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泡24小時後晾乾的條件下，即採用低濃度

但較長時間處理，也可有效降低病原菌濃度；

另也有推薦以6%、3%及1.5%次氯酸鈉水溶液
浸泡2分鐘，並自然乾燥24小時，即採用高濃

度但較短時間的處理條件，亦可有效殺菌且

不影響甘藍種子發芽率。

為顧及操作便利性、安全性及後續廢液

處理合理性，經重新評估以較低濃度的500 
ppm次氯酸鈉稀釋溶液 (例如，使用5%漂白水
以水稀釋100倍) 進行處理，確認該濃度下殺

菌所需的必要時間，並利用餘氯測試劑檢測方

法，建立用畢廢液有效餘氯含量簡易判斷方

法，以求符合實際推廣應用的簡便需求。

(一) 使用次氯酸鈉殺菌之成效
為契合產業實務運作，使用殘留微生物

較高的2次回收穴盤作為殺菌效果測試，以

500 ppm次氯酸鈉稀釋溶液分別浸泡 A.5分
鐘、B.30分鐘、C.1小時、D.12小時及E.無處理
對照，浸泡後於陰涼處自然乾燥，利用2種培
養基 (NA及PDA)分別進行微生物培養檢測，在

NA培養基 (細菌偏好) 檢測結果中，無處理對

照組平均含菌量為每毫升41,750個菌落，各處

理組殺菌比率可達到97.3-99.2%，以PDA培養
基 (真菌偏好) 檢測亦有相同趨勢。此結果顯

示，浸泡5分鐘即可得良好殺菌效果，且時間

延長對殺菌效果提升之效益有限。

依據上述結果可知， 500 ppm的次氯酸
鈉稀釋溶液於短時間內即 (5分鐘) 可有效除滅
回收穴盤上的殘留微生物，也免除以往使用低

濃度次氯酸鈉水溶液殺菌處理之耗時問題。

(二) 廢液的合理處置方法
次氯酸鈉水溶液的殺菌作用主要來自於

水解後的次氯酸，殺菌用的次氯酸鈉水溶液

之次氯酸濃度較高，使用後應於通風處靜置，

建議應待其分解後或加水稀釋後再行移除。

為降低廢液對環境不良影響及降低處理成

本，使用次氯酸鈉稀釋液殺菌時，建議配製後

避免久放，可於短時間內重複使用，減少廢液

的生成數量。基於次氯酸鈉之殺菌關鍵物為

次氯酸或次氯酸根離子，也稱為「自由有效餘

氯」，在放流水標準中，自由有效餘氯的容許

值為2.0毫克/每公升 (ppm)。為確保自由有效
餘氯降至安全範圍，可利用餘氯測試劑以比色

法進行簡易檢測。

5  以次氯酸鈉稀釋溶液浸泡不同時間之穴盤以NA
培養基 (細菌偏好) 進行微生物培養後檢測殺菌
成效

6  以次氯酸鈉稀釋溶液浸泡不同時間之穴盤以PDA
培養基 (真菌偏好) 進行微生物培養後檢測殺菌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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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常見水中餘氯檢測方式有餘氯測

試液及餘氯檢測試紙，餘氯測試液有OTD (或
稱OTO) 及DPD兩種不同餘氯測試劑可應用，

但因OTD在2013年7月被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國際癌症研究所列為第二級B類致癌物，故不

推薦使用。合理廢液排放檢測步驟為取出定

量的廢液樣本後加入數滴DPD試劑 (依測試劑
包裝說明)，當溶液中含有有效餘氯時會呈現
深淺不同的顏色變化 (DPD試劑呈粉紅色至紅
色)，判斷溶液顏色變化的深淺時，可使用試

劑所附之比色卡或比色器，以比色法進行簡

易的有效餘氯濃度檢測，確認無虞後再排放，

始符合環境保護目標。

(三) 使用次氯酸鈉殺菌之關鍵步驟與要訣
1. 穴盤回收後將殘餘介質與土壤清除，減少

微生物初始殘存數量。

2. 置於通風乾燥的陰涼處儲存備用，避免陽

光直射延長穴盤使用壽命，乾燥環境可防

止微生物孳生。

3. 穴盤殺菌浸泡前，應以交錯堆疊或正反堆

疊增加孔隙，使次氯酸鈉稀釋溶液完全接

觸穴盤，確保殺菌效果，也利於處理後搬

取。

4. 於穴盤使用前，以坊間漂白水 (次氯酸鈉濃
度6%) 稀釋100倍，約600 ppm次氯酸鈉稀
釋溶液進行殺菌，維持次氯酸鈉稀釋溶液

於500ppm以上，浸泡回收穴盤5分鐘，待殺

菌作業後再使用，可有效降低穴盤微生物

殘留風險。

5. 使用後次氯酸鈉稀釋溶液應於通風處靜置
待其自然消退，或加水稀釋至低濃度，移除

前利用餘氯測試劑 (DPD) 確認廢液餘氯濃
度低於放流水標準 (2.0 ppm) 始得移除。

(四) 操作應注意事項
為維護人員操作安全及避免環境汙染，

次氯酸鈉稀釋溶液使用時應注意下列使用事

項：

1. 市售漂白水所含次氯酸鈉含量不盡相同，

7  DPD餘氯測定液與瓶身所附的粉紅色色卡 (左) 及OTD餘氯測定液與瓶身所附的橘黃色色卡 (右)
8  DPD餘氯測定液配合色卡以比色法進行水樣餘氯測試，水樣餘氯超過10ppm以上 (右試管)，經稀釋後降至低濃度 (左試管)
9  餘氯檢測試紙，有不同濃度範圍可選擇，高濃度試紙 (0-500 ppm) 可供測試有效餘氯含量確保殺菌效果；  
低濃度試紙 (0-20 ppm) 可供測試有效餘氯殘存量確認移除廢液濃度

8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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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確認標示濃度後換算正確稀釋倍數，以

確保殺菌效果。

2. 漂白水稀釋與使用時應於陰涼通風環境下
操作。

3. 避免使用金屬或玻璃容器進行配置或盛
裝，以免造成容器損壞，相關容器應清楚標

示避免一般人員誤飲或接觸。

4. 稀釋時僅可使用清水，避免使用熱水或參

雜其他清潔用品，尤其避免酸性物質如鹽

酸，以免產生化學反應造成有害物質釋出；

為避免對人體造成刺激與傷害，操作時應

佩戴手套及口罩等防護措施。

5. 為確保殺菌效力，稀釋後應於8小時內利用
完畢。

三、 應用熱水於回收穴盤之環保 
殺菌措施

高溫為環保有效的殺菌措施，降溫後即

無藥劑殘留與環境汙染疑慮，若有熱水產製

設備，以熱水浸泡做為殺菌措施為一可行方

案，例如若具備太陽能熱水器產製熱水，因可

節省能源消耗，更推薦此法做為回收穴盤的

殺菌措施。

根據前人研究，以蒸汽殺菌進行土壤植

物病原菌防除試驗中，蒸氣釋出20分鐘後，可

水平及垂直地滲透到20.3公分處，溫度在土壤

中分布均勻，溫度條件為60～80℃時，30分
鐘可殺死大部分的植物病原。考量穴盤殺菌

直接浸泡熱水可快速達到目標溫度及其應用

性，以不同溫度熱水浸泡穴盤10分鐘後自然
乾燥，進行微生物殘留檢測測試，確認熱水處

理對於回收穴盤具有顯著殺菌效果。

(一) 使用熱水殺菌之成效
同樣為契合產業實務運作，利用殘留微

生物較高的2次回收穴盤進行測試，分別將穴

盤以 A.30℃、B.40℃、C.50℃及D.60℃不同

溫度清水浸泡10分鐘作處理，並與E.無處理之
穴盤作為對照。以2種培養基 (NA及PDA) 進行

11  正反堆疊 (左) 保持大量空隙促使熱水或次氯酸鈉稀釋溶液
有效接觸穴盤，較占空間但空隙大可維持穴盤通風乾燥，
利於處理後快速搬取；交錯堆疊 (右) 保持空隙促使熱水或
次氯酸鈉稀釋溶液有效接觸穴盤，並兼顧空間運用，增加
一次處理穴盤數量

10利用次氯酸鈉
稀釋溶液處理穴
盤時應於通風陰
涼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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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培養檢測，在NA培養基 (細菌偏好) 檢
測結果中，無處理對照組平均含菌量為每毫

升25,667個菌落；30℃及40℃處理組，檢測

菌量各增加為對照組之237%及350%；50℃

及60℃處理殺菌有效比率分別為85.6%及
96.5%，PDA培養基 (真菌偏好) 檢測結果亦有
相同趨勢。

此結果顯示，利用熱水浸泡作為殺菌方

法時，在10分鐘的浸泡時間中，溫度須提升至

50℃以上才具較佳殺菌效果，隨著溫度提升

至60℃殺菌效果更佳，假如處理時溫度不足

反而易導致微生物大量滋長。

(二) 使用熱水殺菌之關鍵步驟與要訣
1. 有關回收穴盤處置及浸泡要求要點，與次

氯酸殺菌之關鍵步驟要訣二、(三)要點1～3
相同。

2. 穴盤使用前利用熱水進行殺菌作業，建議

使60℃以上熱水進行浸泡，並以溫度計監

控溫度變化，確保水溫維持於50℃以上達

10分鐘，確保有效降低穴盤微生物殘留風

險。

3. 熱水應待其冷卻後再行傾倒。

(三) 操作應注意事項
利用熱水殺菌最大的好處是以高溫作為

殺菌處理，冷卻後無藥劑殘留與環境污染疑

慮，廢水可直接排除，唯操作時須注意人員安

全，避免接觸高溫熱水及鍋爐造成傷害。

結語

依據試驗結果，育苗穴盤回收後於戶外

堆置曝曬無助於微生物滅除，反而降低穴盤

使用壽命，建議於穴盤回收時，為減少微生

物殘存及避免影響後續殺菌成效，首先務必

清除殘存土壤及介質，再置於陰涼通風處避

免陽光直接曝曬而損及穴盤壽命，於重複使

用前利用50～60℃以上熱水浸泡10分鐘或以
500ppm次氯酸鈉稀釋溶液浸泡5分鐘進行殺
菌，穴盤浸泡時，穴盤應以交錯堆疊或正反堆

疊增加孔隙促使熱水或次氯酸鈉稀釋溶液有

效接觸穴盤，確保殺菌效果，也利於處理後快

速搬取。使用者可視設備及需求選擇不同殺

菌方法，建立符合自身場域需求之回收穴盤處

理流程，利於有效降低回收穴盤微生物汙染

風險，落實育苗穴盤再利用，減少塑膠廢棄物

的產生，環保又省錢。

12  不同溫度熱水以NA培養基 (細菌偏好) 進行微生物
培養後檢測殺菌成效

13  不同溫度熱水以PDA培養基 (真菌偏好) 進行微生物
培養後檢測殺菌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