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第 69 號

49

提高蚓糞堆肥製作效率之因子探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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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潘佳辰、黃瑞彰、江汶錦。2017。提高蚓糞堆肥製作效率之因子探討。臺南區農業改良

場研究彙報 69：49-56。
本研究針對菇包與甘藷下腳料混合比例、堆置高度、甘藷下腳料粗細程度、蚓糞水分含

量及篩網大小進行試驗。試驗結果顯示，菇包與甘藷下腳料混合比例以 1：1 較佳，但仍需

經過 3 週堆肥化處理。堆置高度較高，堆肥溫度較容易累積，而不利蚯蚓生長，故若是以快

速處理廢棄物為目的，則建議將餵食高度維持 3 公分。不論是甘藷下腳料或是蔬果廢棄物，

粗細程度對蚯蚓取食影響皆呈現顆粒越細，蚯蚓取食越有效率。蚓糞堆肥含水量於 40％及

篩網網目為 4.5 及 3.5 mm 較容易將蚯蚓與蚓糞堆肥分離。

現有技術： 部分業者已導入機械進行蚓糞採收。

創新內容： 以食料前處理、堆肥高度及蚓糞堆肥含水量做為提高效率的因子，並將結

果以數據化呈現。

對產業影響： 本研究數據可作為機械化蚓糞生產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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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臺灣每年產出 2000 多萬噸之農業廢棄物，若充分利用可使大量資源物回歸農田。據知

名甘藷產銷業者表示每年 11 月至隔年 6 月為甘藷生產旺季。排除具商品價值之甘藷，於生

產期間，平均每天產出 36 噸之下腳料（每年約 8,640 公噸）。蚓糞堆肥化為廢棄物處理的

一環，原理為利用蚯蚓和微生物共同作用將農業廢棄物轉換為有機質肥料 (1)。國內蚓糞堆肥

生產業者近年已逐漸導入機械，以提高蚓糞堆肥採收效率。針對搭配蚓糞堆肥機械化生產條

件之研究於國內並不多見 (3)。若為提高蚓糞製作效率，可由餵食餌料之調製以及蚓糞堆肥收

集之條件設定著手。本研究擬針對菇包與甘藷下腳料混合比例、堆置高度、甘藷下腳料粗細

程度、蚓糞堆肥水分含量及篩網大小進行試驗，以作為發展高效率蚓糞堆肥生產及機械化蚓

糞堆肥製作之參考資料。

試驗材料

1. 試驗期間：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9 月。

2. 試驗地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試驗溫室。

3. 蚯蚓來源：購自南投名間蚯蚓養殖業者，品種包含歐洲紅蚯蚓和印度藍蚯蚓。

4. 廢棄物來源廢棄

4.1. 菇包來源：取自嘉義中埔處理廢棄太空包業者，主要以生產黑木耳所得之太空包廢

棄物。

4.2. 蔬菜及瓜果類廢棄物來源：本場試驗研究之蔬果廢棄物。

4.3. 甘藷下腳料來源：臺南市新化區甘藷產銷班之甘藷下腳料。

5. 飼養箱尺寸及蚯蚓投入量：

5.1. 試驗方法 3.1 及 4.1 所使用之飼養箱尺寸為長寬高為 42 × 31 × 11 公分。每箱約 10 隻

活體蚯蚓。

5.2. 其餘試驗所使用之飼養箱尺寸長寬高分別為為 58 × 39 × 19 公分。箱體底部鑽四個孔

以利排水。每箱約 200 公克活體蚯蚓。

試驗方法

1. 菇包與甘藷下腳料混合比例（菇包 : 下腳料）：

每箱菇包及甘藷下腳料總重為 10 公斤，依據菇包及甘藷下腳料混合比例 1：1、1：
1.5 及 1：3（w/w）秤取重量，混和同時調整水分至 60 ～ 70％。由於本研究目的為快速

處裡下腳料，故於混合後加入蚯蚓進行蚓糞堆肥化處理，並觀察蚯蚓生長狀況，觀察時

間 3 週。

2. 堆置高度：

已知菇包及甘藷下腳料混合比例為 1：1，本試驗利用前述飼養箱將混合比例 1：1
之混合物堆置高度 3、6、9 及 12 公分，埋入連續式溫度記錄器觀察溫度變化，觀察時間

1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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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腳料粗細程度對蚯蚓取食影響：

3.1 蔬果廢棄物依處理方式分為打碎及切塊（片）。打碎處理為利用桌上型果汁機處理

蔬菜及瓜果類廢棄物，取廢棄物約 200 公克並添加 100 毫升自來水，充分打碎後連

同汁液備用。切塊（片）處理則是將瓜類廢棄物切成長及寬約 1.5 公分，蔬菜廢棄物

則是長及寬約 1 公分後備用。飼養箱加入 2.5 公斤菇包後，分別加入蚯蚓及已處理之

蔬果廢棄物，開始觀察蚯蚓族群變化，每處理 3 重複。觀察時間 65 天。

3.2 利用大型打碎機（木筆機械有限公司，型號：MP-307L），以 10、8、6 及 4 片刀片

處理下腳料。下腳料處理完畢後，各取 200 ～ 300 公克，置於飼養盒中，觀察蚯蚓

取食狀況，觀察時間約 21 天。

4. 採收效率：

4.1 利用菇包及瓜果類廢棄物養殖蚯蚓，並調整菇包水分為 40、60 和 70％，於試驗結束

後以密林塑膠盒（孔徑大小約 1 平方公分）過篩，收集粗顆粒及細顆粒，分析蚯蚓

重量變化率及細粗比，公式如下：

蚯蚓重量變化率＝（試驗後蚯蚓重－試驗前蚯蚓重）/ 試驗前蚯蚓重。

細粗比＝細顆粒重量 / 粗顆粒重量。

4.2 本試驗利用水平震盪機進行採收效率測試，觀察項目為蚯蚓及蚓糞堆肥是否能透

過篩網大小進行分離，方便收集蚓糞堆肥。選擇篩網之網目大小為 7.5、4.5 及 3.5 
mm。

結果與討論

1. 菇包與甘藷下腳料混合比例

國外曾以製作甘藷粉之甘藷副產物（thippi）(4)，作為試驗材料。本次所使用之甘

藷下腳料為不具有商品價值之產物。菇包與甘藷下腳料測試比例為 1：1、1：1.5 及 1：
3。試驗當時為求縮短蚓糞堆肥製作時間，加快下腳料之消耗，於菇包及下腳料混合後，

即加入蚯蚓。根據第一週觀察結果，混合比例 1：3 之處理於添加蚯蚓後之 3 小時出現

蚯蚓死亡現象。觀察混合物溫度變化，比例 1：3 者正處於發酵產熱（堆肥溫度約 38 ～

40℃），已超過蚯蚓可容忍之 30℃，故造成蚯蚓死亡。1：3 比例之配方至第 3 週才可投

入蚯蚓，而 1：1.5 及 1：1 則於第一週即可投入蚯蚓。由於冬季進行試驗時環境溫度較

低使發酵作用並不明顯，於夏季以 1：1 進行試驗，發現仍有明顯的溫度提升。由此二現

象得知，於混合後建議先觀察溫度是否超過蚯蚓可容忍之溫度至少一天，若超過蚯蚓可

容忍之溫度，建議於食料混合後應堆置至少 3 週以上，並於第 1 週進行翻堆及調整水分。

2. 堆置高度

廢棄物於製作蚓糞堆肥前，若資材氨濃度過高或會發酵產生高溫，通常先預堆一段

時間。詹於 2014 年表示預堆三週的豬糞與廢菇包混合物之處理有較高的幼蚯蚓數 (2)。然

而於甘藷生產期間，平均每天產出 36 噸之下腳料，若能縮短堆肥過程，可以加速甘藷下

腳料處理速度。本試驗觀察堆置高度 3、6、9 及 12 公分之溫度變化（圖 1）。結果顯示，

預堆高度 3 公分之處理於觀察期間無明顯的溫度變化，且溫度低於室溫。其餘處理在 5
天後，與室溫變化相似，一週後溫度較室溫低。關於製作蚓糞堆肥之場域溫度，建議應

維持在 28℃以下，較適合蚯蚓生長。由此觀察結果可以預測未來若是以床式或鋪地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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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蚓糞堆肥，可以透過定期薄施下腳料混合物，供蚯蚓連續取食，然而為加速處理速度，

則需要足夠面積的養殖場規模，方可處理大量廢棄物，故建議先於堆肥區經至少三週發

酵後，再裝箱進行蚓糞生產。本試驗使用之蚓糞箱，由於各箱獨立，如需每箱定期薄施

廢棄物，恐會過度消耗人力及時間。

圖 1. 不同高度之堆肥溫度變化

Fig. 1. The compost temperature change in different compost height

表 1. 瓜果及蔬菜類廢棄物經切塊及磨碎處理對蚯蚓總數及重量之影響

Table1. The effect of cutting into pieces (C) or smashed (S) of melon (M) and vegetable (V) waste 
on the number and total weight of earthworm

20150428 20150626 Increasing times
---Number of earthworm/ pot---

Used mushroom sawdust (UMS) 10 48.3 ± 17.6 4.8
UMS + CM 10 40.3 ± 3.1 4.0
UMS + SM 10 53 ± 21.7 5.3
UMS + CV 10 74.3 ± 14.7 7.4
UMS + SV 10 129.3 ± 48.7 12.9

--- Weight of earthworm, g/ pot---
Used mushroom sawdust (UMS) 5 ± 0.4 6.3 ± 1.4 1.3
UMS + CM 5.3 ± 0.4 9.6 ± 6.0 1.8
UMS + SM 5.2 ± 0.9 13.3 ± 2.5 2.6
UMS + CV 4.1 ± 0.5 16.3 ± 3.7 4.0
UMS +SV 4.4 ± 0.4 30.7 ± 10.6 7.0

3. 廢棄物粗細程度對蚯蚓取食影響

(1) 利用桌上型果汁機處理蔬菜及瓜果類廢棄物，再添加於菇包廢棄物中，觀察磨碎與切

塊對蚯蚓生長影響。於飼養箱中添加菇包 2.5 kg，瓜及菜每重複添加 200 g（粉碎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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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另添加 100 mL 水以利粉碎）。試驗結果顯示，不論添加瓜果類或是蔬菜類廢棄物，

經磨碎處理後，蚯蚓總數及總重皆有提升，且以蔬菜類之蚯蚓總數及重量提升效果較

佳。

(2) 為大量處理甘藷下腳料，添購大型切碎機以利快速處理廢棄物，且將切碎機刀片數調

整為 10、8、6 及 4 枚，將下腳料切碎並觀察蚯蚓取食情形。利用大型切碎機處理下

腳料時，直接將下腳料投入進料口，並於出料口收集備用。結果顯示，經刀片數 10
與 8 片處理後之下腳料明顯細緻（圖 2），經觀察結果顯示，10 片刀片所處理之甘藷

下腳料，於 5 ～ 7 天可被蚯蚓取食，下腳料若成片狀或是塊狀，被蚯蚓取食時程會延

長至 3週以上。由於蚯蚓不具有牙齒，添加食料時，建議使食料之細緻程度越細越好。

6 pieces of blades

10 pieces of blades 8 pieces of blades

4 pieces of blades

圖 2. 以 10、8、6 及 4 枚刀片處理之甘藷下腳料粗細程度

Fig. 2. The sizes of wasted potato root deris by cutting machine (MP-307L) with different number 
of blades

4. 採收效率

蚓糞堆肥採收為生產過程中較為費時費力的階段，許多業者已利用為機械採收，然

而採收時的水分含量及篩網大小可能為採收效率的影響因子，故透過下列試驗，找出較

為適當的條件：

(1) 利用菇包作為飼養介質並投入 200 公克瓜類廢棄物做為營養來源，調整水分至 40、
60 和 70％。試驗結束後，除觀察蚯蚓生長狀況，更加以密林盒過篩以收集蚓糞堆肥。

試驗進行時，每週視情況調整水分及添加食料，以維持蚯蚓生長。表 2 顯示，水分

含量低於 60％時，蚯蚓總重量即出現負成長的現象，水分於 40％時，減少的比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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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而當水分維持於 70％時，蚯蚓總重則有提高的現象。試驗結束後，試驗結束後

以密林塑膠盒（孔徑大小約 1 平方公分），以人力水平震盪後，通過篩網者歸類為

「細」、留於篩網上者歸為「粗」，兩者重量（公克）之比值為細粗比。結果顯示水

分 40％、60％及 70％之處理，細粗比分別約為 8.9、2.4 及 1.6，粗細比隨著水分增高

而遞減。現場觀察為水分含量較高時，顆粒間容易形成大顆粒，故顆粒不容易通過篩

孔，故若利用菇包製作蚓糞堆肥，初期應將水分調整至 70 ～ 80％，使蚯蚓生長無虞，

於中期預備採收時逐漸控制水分，使水分逐漸降至 40 ～ 50％，以提高採收效率。

表 2. 調整蚓糞水分含量對蚯蚓重量變化及採收難易度之影響

Table 2. The effects of water content (W) in vermicomposting on earthworm weight and 
vermicompost harvested

Water content,
%

Change rate of 
earthworm weight1

Fine/Coarse2

UMS (W60%) 54 ± 4.7 -0.1 ± 0.6 3.2 ± 1.2
UMS (W40%) + 200 g melon waste 42.9 ± 6.2 -0.8 ± 0.3 8.9 ± 1.1
UMS (W60%) + 200 g melon waste 64.3 ± 3.3 -0.2 ± 0.3 2.4 ± 1.3
UMS (W70%) + 200 g melon waste 73.4 ± 7.6 1.3 ± 1.7 1.6 ± 0.1
1 (Finished earthworm weight- initiated earthworm weight) / initiated earthworm weight.
2 Fine vermicompost (g) / coarse vermicompost (g).

(2) 菇包及甘藷下腳料混合比例 1：1，經 10 天堆置後，開始進行第一批蚓糞堆肥製作，

蚓糞堆肥化過程中並未額外加水，經 4 週後水分降至 53％，將蚓糞堆肥取出以過篩

機過篩。本試驗以利用網目大小為 7.5、4.5 及 3.5 mm 之篩網進行比較。觀察項目包

含蚓糞堆肥過篩速度及蚯蚓過篩程度。結果顯示，4.5 與 3.5 mm 網目處理可將蚯蚓與

蚓糞堆肥分離，而 3.5 mm 可以得到較細成品；7.5 mm 篩網會使得大多數蚓糞堆肥及

蚯蚓同時落到下方收集袋中，故若以水平式過篩機採收，建議以使用 4.5 mm 與 3.5 
mm 較合適。後續製作 100 公斤菇包及甘藷下腳料混合物時，利用 4.5 mm 篩網進行

蚓糞堆肥採收，單人約需 3 小時。

結論及建議

本試驗目標為加速下腳料處理速率，所得結果以提供機械化生產蚓糞堆肥之用，試驗結

果顯示：

1. 太空菇包及甘藷下腳料混合比為 1：1 較適當。若是以現行規模養殖蚯蚓而言，建議先將

混合物堆肥處理至少 3 週後再導入蚯蚓製作蚓糞堆肥。

2. 透過縮短堆肥時間以加速蚓糞生產流程，勢必面臨堆肥化溫度上升，影響蚯蚓生長，本

結果顯示，堆置厚度 3 公分，於冬季試驗時溫度無明顯上升且適合蚯蚓生長。此結果可

做為後續蚓糞採收箱研發之重要參考參數。

3. 收集蚓糞成品時，水分控制在 40 ～ 50％可使採收效果提升。若以水平式過篩機採收，

則建議以孔徑 4.5 mm 與 3.5 mm 者較佳。



提高蚓糞堆肥製作效率之因子探討

55

4. 由於本次試驗為小型試驗，若需要放大，則需考量建地及建築物成本，並做場區全盤規

劃包括堆肥區、蚯蚓繁殖區、預堆區、成品後製區、成品堆置區等 (5)。建立規模化生產，

必需以方便及省工為原則，故勢必導入機械化或半機械化生產模式。

5. 臺南場蚓糞堆肥研究方向朝向提高蚓糞生產效率，對於蚓糞製備之蚯蚓品種選擇、食料

前處理、食料配方、投料方式、養殖模式及採收方式均已投入試驗研究。結合各項指標

所累積之試驗經驗及參考國外經驗，目前已著手研發連續式蚓糞採收箱，期望能作為未

來國內蚓糞自動化生產的基石。

致　　謝

感謝中興大學陳仁炫教授指導蚯蚓養殖相關知識。感謝本場土壤肥料研究室於蚓糞製作

過程中之化學分析及蚓糞製作上的協助。

引用文獻

1. 黃瑞彰、江汶錦、潘佳辰、王瓊慧。2015。點糞成金蚓糞堆肥介紹。臺南區農業專訊第

91 期。

2. 詹明泓。2014。不同預堆時間之豬糞與菇類養殖廢棄包的混合物對蚯蚓生長及蚓糞堆肥

的影響。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所碩士論文。

3. 王銘宏。2012。蚓糞自動採集系統開發與設計。國立臺南大學機電系統工程研究所碩士

論文。

4. Li, X.. 2011 Rural organic waste treatmenr system design and analysis-based on 
vermicomposting technology. The science thesis of master degree of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tockholm.

5. Nedunchezhiyan, M., S. K. Jata, G. Byju, and S. S. Veena. 2011. Effect of tuber crop wastes/
byproducts on nutritional and microbial composition of vermicomposts and duration of the 
vermicomposting process. Journal of Botany. Vol: 2011.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第 69 號

56

Evaluate the factors to increase vermicomposting 

efficiency1

Pan, C. C., J. C. Huang and W. J. Jiang2

Abstract
The research aimed at the ratio of used mushroom sawdust (UMS) and used sweet potato deris 

(WSPD), the height of pre-composting, different size of WSPD, the water content and sieve size on 
the efficiency of vermicompost production. The ratio of UMS and WSPD were better for earthworm 
growth at 1 : 1. However, the medium is suggested be composted for 3 weeks before feeding to the 
earthworm. The temperature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ing height of compost pile. High temperature 
was not good for earthworm growth. It was better to maintain the height of compost at 3 cm in 
order to consume WSPD quickly. The size of earthworm food was the smaller the better, no matter 
vegetable or fruit waste was in this study. The water content at 40% with sieve size 4.5 and 3.5mm 
was the best condition to harvest vermicompost.

What is already known on this subject?
Harvesting vermicompost with machine was introduced by some commercial producers to 
improve production efficiency.
What are the new finding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in this study were food pretreatment, compost 
height and vermicompost water content.
What is the expected impact on this field?
The results in this research could be used as a reference in the mechanization production of 
vermicomo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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