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 研究動機 

民國 89年 7月 1日台北市率先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的制度，從認識分類方
式至落實資源回收一夕間變成大家生活中的大事，然而平日回收的都是一些無機

垃圾（如塑膠… 等），我們發現比較少人注意到的有機－也就是廚餘垃圾，也是
迫切需要回收及處理的。 
廚餘在未經處理時，都是直接拿到焚化爐去焚化，其中的大量水分對焚化爐

的損害不輕，所以想測試看看廚餘燃燒的狀況。 
將學校餐廳和家裡的廚餘分類，將其堆肥一段時間之後，再種植植物，是一

般在自己家中就可進行的處理工作。我們因此想要依照營養素將廚餘分類，比較

其堆出的肥料對植物生長的影響，並和化學肥料作對照比較。 
我們發現，在一般的廚餘堆肥過程中，常會添加微生物酵素促使廚餘分解。

但微生物酵素並不是很方便取得，於是我們找來一些日常生活常見，可能有助於

廚餘分解的「菌種試劑」，來比較其間對廚餘分解的影響，以落實達到「生活中

做環保」的目標。 

 
 

貳、 研究目的 

（一）探討廚餘以焚化方式處理的成效 
（二）比較不同種類廚餘堆肥、及堆肥種植蔬菜的成效 
（三）比較不同「菌種試劑」對廚餘分解的影響 

 
 

參、 文獻探討 

有關廚餘堆肥 
所謂廚餘，就是每個家庭每天製造出來的「有機」垃圾。包括剩菜剩飯，菜

葉果皮，魚骨肉骨，泡過的茶葉，堅果殼，中藥渣及其他可被為生物分解的有機

物。廚餘垃圾在處理前應儘可能將水分瀝去，同樣的，廚餘並不包括餿水，洗米

水或剩菜湯。 
由於中國人特殊的飲食習慣，每天製造出的廚餘量非常驚人，根據環保署「中

華民國台灣地區環境保護統計年報1992∼1999」資料顯示：一般垃圾之物理成分

中，廚餘類佔有比率在17.9∼25.7％之間，而每年產生 704,304公噸的果菜市場
廢棄物。 
若能善加利用將可減少對環境污染之衝擊。倘能善加利用，將廚餘及果菜市

場廢棄不用的菜葉和果皮殘渣等資源進行「堆肥化」處理，如此不但可解決有機

廢棄物污染環境的問題，維護生態環境，還可利用其所富含的有機物及養分，改



善土壤之理化性質，提高土壤肥力，增加作物生產與改善產品品質。由於有機廢

棄物的減量因而延長垃圾掩埋場使用年限若是利用焚化方式清除廚餘，其中所含

有的大量水分，會造成燃燒的不完全，減短焚化爐的使用年限。在目前掩埋場、

焚化爐日趨飽和且覓地不易的情況下，廚餘回收再利用，可減少民眾抗爭所導致

的社會成本支出，而能夠延長掩埋場的壽命及減低焚化爐的燃料成本，也間接減

少多餘的人力和運輸成本。 

 
前人的研究 

（一）農資中心的廚餘堆肥成效評估（1997） 
優點：提供作物生長所需之養分有機質肥料不僅含有氮、磷、鉀三要素，還

可結合硼、錳、鋅等微量營養元素及增進其溶解度，且營養成分緩慢釋出，作物

才能有效利用。促進土壤中有益微生物繁殖與活動，以抵抗有害病菌有機質分解

後，能提供土壤微生物生存所需之能量與養分，同時，經由微生物的活動，也可

加速有機質的分解，豐富土壤裡的養分。改善土壤結構施用有機質肥料能調節土

中之水分、養分、通氣性、熱量狀況，使土質疏鬆，利於耕作。有機質肥料中的

有機質能增強土壤保水、保肥和耐酸鹼的能力。有機質肥料腐解後，會產生酸性

物質，能促進植物種子發芽和根系生長。有機質能促進土壤和化肥中之礦物質養

分溶解，因而有助於作物吸收利用，提高肥料之利用率。 
缺點：施用較費人力，施用成本較高。單位面積施用量大，且須長期連續施

用才有效果。雖然組成成分種類多，但與化肥相比，營養含量卻較低，且屬遲效

性肥料，肥效較化肥慢。施用有機質肥料的地區，雜草較易滋長，須增加除草成

本，此外土壤病蟲害問題也較多。 
堆肥過程應依不同性質的廚餘作分類，才能確定施用的方法。大致上可分為

植物性及動物性兩種。 

 
 

肆、 研究方法及過程 

實驗步驟： 
（一）準備菌種試劑 

用微生物分解酵素以外的四種試劑，配成以下幾種不同比例的新試劑 

1. 單一試劑：每一種皆取 5ml。 

1 優酪乳 1 

2 優酪乳 2 
3 多多 

4 醋 

5 酵素 

 



2. 兩種試劑：每種取 2.5ml，共 5ml。 

6 優酪乳 1+優酪乳 

7 優酪乳 1+多多 
8 優酪乳 1+醋 

9 優酪乳 2+多多 

10 優酪乳 2+醋 
11 多多+醋 

 
3. 三種試劑：每種取 1.6ml，共約 5ml。 

12 優酪乳 1+優酪乳 2 +多多 
13 優酪乳 1+優酪乳 2 +醋 

14 優酪乳 1+多多+醋 

15 優酪乳 2 +多多+醋 
 
4. 四種試劑：每種取 1.25ml，共 5ml。 

16 優酪乳 1+優酪乳 2 +多多+醋 
 
（二）進行試驗 

1. 配製步驟（一）中的 16種試劑至三倍份量。 
2. 將上一步驟中所配置的三份量試劑分別倒入裝有飯、菜、肉的三個培養
皿中（各一份）。 

3. 另取三個培養皿分別只放飯、菜、肉，作為對照組（見照片一）。 
4. 定期觀察並記錄分解情形。（分解時間 3月 16日至 4月 16日，共 31天） 

 
 

伍、 研究結果 

實驗一 廚餘燃燒的成效 
（一）實驗過程中發現，火在廢紙及塑膠袋完全燃燒後即熄滅，但廚餘沒有什麼

被燒焦、破碎的痕跡。 
（二）加入去漬油之後，燃燒時火很旺，但是在油燒完之後，火立刻熄滅，我們

發現廚餘僅部分有些微的焦黑，仍然沒有達到預期的結果，廚餘還是保持

原本的型態，跟沒燃燒之前一樣。 
（三）在以本生燈直接燃燒廚餘的實驗中（本試驗中使用的廚餘為一顆水餃）。

我們發現，水餃必須要本生燈不斷的燃燒至脫水狀態，顏色漸漸變黑、近

似碳的狀態後，才會起火自行燃燒（也就是不必本生燈的加熱），燃燒結

束後變成白色、易碎的東西，粉碎之後就是灰燼。 

 



實驗二 廚餘堆肥 
（一）廚餘的分解情形： 

1. 澱粉(飯、麵)：土壤表面形成一層薄薄的白黴菌，飯粒本身變乾而且體
積縮小了，一層飯（上下夾著土）的兩面有糊化的現象，但是中間仍然

看得出飯顆粒的形狀(沒有完全分解)。（見照片二） 

2. 生的蛋白質(肉、蛋)：表面有一點點的白黴菌，大部分呈現乾燥，質地
柔軟的狀態，並沒有完全被分解。 

3. 熟的蛋白質(肉、蛋)：有很多蛆、蛹、小圓蟲，還有蒼蠅飛出。部分廚
餘有分解，呈糊狀。 

4. 生的纖維素(菜、果皮)：廚餘幾乎都分解了，只剩黃色的碎屑。土有凹
陷的情形，而且顏色變深了。 

5. 熟的纖維素(菜)：土中的廚餘完全分解了，幾乎看不見原貌。土有向下
凹陷的情形，而且變得比較濕、比較黑。（見照片三） 

6. 鈣質(骨頭、蛋殼)：出現一些很小的蛆。廚餘中的蛋殼看不出變化，骨
頭變薄、變脆。 

7. 綜合（綜合以上所有材料）：有很多蛆和蛹，連封套上也有。廚餘除了變
小外、變乾之外，幾乎沒有變化，而且非常的臭。（見照片四） 

8. 碎狀的綜合：一部份廚餘成糊狀結塊，但其他部分都沒有分解完全。土
有一點凹陷，有一點臭味。 

9. 桶底（只有熟纖維素、生纖維素和熟蛋白質的有）流出的汁液，呈深褐
色，有強烈刺鼻惡臭。 

 
（二）種植蔬菜結果（見照片五、六） 

1. 從小白菜的生長高度評估，生纖維素的效果最佳﹔其次的綜合、化肥、
生蛋白質跟鈣質都差不多，再來是熟蛋白質>澱粉>熟纖維素>碎綜合。
（詳見表一、圖一） 

2. 以小白菜葉寬評估，生纖維素廚餘的堆肥效果最好，在實驗結束時，葉
面明顯比其他寬。其次依序為鈣質>綜合>碎綜合>化肥>澱粉>熟纖維素
>生蛋白質=熟蛋白質。（詳見附表二、圖二，見照片七、八） 

3. 空心菜的生長速度隨時間增加，而且高矮差距頗大，最高的遠高於其他
植株 6~15公分。其高度依次為碎綜合>熟纖維素>澱粉>鈣質>生纖維素
>綜合>熟蛋白質>生蛋白質。（詳見附表三、圖三） 

4. 以空心菜葉片數來評估，熟蛋白質堆肥的最多，而且與其他盆植株的生
長曲線完全不同，生長速度非常快﹔其次為生蛋白質>碎綜合>澱粉>鈣
質=生纖維素>綜合>熟纖維素。（詳見附表四、圖四，見照片九、十） 

5. 以空心菜葉長評估，其生長長度依序為鈣質>澱粉>綜合>熟蛋白質>碎
綜合>熟纖維素>生蛋白質>生纖維素。（詳見附表五、圖五） 

 



（三）種植綠豆結果（詳見照片十一、十二、十三） 

1. 以綠豆的莖長來比較，以綜合堆肥的效果最好，在種植後期生長曲線突
然陡升。其次依序為化肥>熟蛋白質>對照組>鈣質=熟纖維素>生蛋白質
>碎綜合>生纖維素>澱粉。除了綜合堆肥在後期突然拔高之外，整體差
異不大，惟鈣質、生纖維素等的生長速度在後半期中漸趨緩慢。（詳見

附表六、圖六） 

2. 葉長及葉寬方面，結果差不多。表現最好的是鈣質、化肥、熟蛋白質和
生纖維素，幾乎是不分上下。其他依序是碎綜合>生蛋白質>熟纖維素.>
澱粉=對照組=綜合。（詳見附表七∼八、圖七∼八） 

3. 複葉的結果與前面（葉）有很大的不同。鈣質和生纖維素落到後面，熟
纖維素效果反而變好﹔熟纖維素、化肥與熟蛋白質最好，其他是鈣質>
對照組>碎綜合>澱粉>生蛋白質>生纖維素>綜合。（詳見附表九∼十、
圖九∼十） 

 
實驗三 菌種試劑結果 
（一）以廚餘的分類評估 

澱粉質（代號詳見附表十一）： 

1. 酵素的表現最好，幾乎完全分解，呈現稀泥狀。（見照片十四） 
2. 除了醋含量較低的 A14和 A16產生變化外，其他所有加了醋的
都沒有變化。 

3. 除１。２項中提到的之外，其他均有發霉情形出現。 
纖維素（代號詳見附表十二）： 

1. 部分實驗組的菜葉「變很薄」，表示已經分解的差不多了。（見照
片十五）觀察其中所含試劑，除 B14外，皆包含有優酪乳 2（B2、
B6、B10、B12、B14、B15、B16）。 

2. B10中，雖然優酪乳 2和醋的比例相同，但蔬菜還是順利的被分
解。 

蛋白質（代號詳見附表十三）：  

1. 分解效果最好的大多有糊化的趨向（C1、C3、C5、C9、C11、
C15）。而優酪乳 1、優酪乳 2、多多和酵素的效果差不多。 

2. 實驗初期的發霉情況到後來皆消失，且變成黏糊的膏狀物。（見
照片十六） 

3. 被蛆吃光的組別為 C2、C12、C17；部分吃光的是 C5。（見照片
十七） 

 

（二）以不同試劑比較： 

1. 有添加優酪乳 1、優酪乳 2、多多的實驗組均發霉了。（見照片十八、十
九） 



2. 醋的實驗組除了 A13、A14、A16、B15、C13、C16（皆為綜合試劑）
之外，大多無變化跡象。 

3. 單一試劑和綜合試劑之間的差異不明顯。 
 
 

陸、 討論 

（一）燃燒實驗 

1. 我們的實驗結果卻推翻了大眾一般的認知，覺得廚餘是一種有機垃圾，
所以一定能夠順利的焚燒。實驗過程中卻發現廚餘難以燃燒，除了表面

可以瀝除的汁水外，食物結構中包含的水分是最大的影響因素。 

2. 無論有沒有加入燃料（去漬油）燃燒，都得到相同的結果，廚餘本身無
法點著（僅燒盡塑膠及紙張），推測可能的原因是廚餘中含的水分太多，

使溫度無法持續穩定地上升。 

3. 此裝置的確無法完全模擬焚化爐的實際情況（燃燒量大、時間長、溫度
高...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廚餘垃圾與紙張或塑膠垃圾的燃燒情形
絕對不同，可能需要更多的燃料，更長的時間才能焚毀。然而廚餘佔約

一般垃圾的百分之二十五，對於我們焚化爐的影響甚鉅，因此對於廚餘

的處理我們不得不多加用心。 

 
（二）堆肥實驗 

1. 實驗結果以纖維質（蔬菜果皮類）最容易被分解，最後多變成類腐植質
（黑色），幾乎已經跟土壤混合而難以分辨，且分解過程中所釋放出的

水分使得土壤呈現凹陷。 

2. 除了纖維質類有完全分解之外，其他都還需更長的堆肥時間。每一層的
廚餘，都是先從與土壤和酵素接觸的兩面開始分解，所以中心部位未呈

現變化﹔或者是變為一整塊混合的糊狀物，因此我們假設若將其與土混

合攪拌，在密封存放幾個月，應會有更理想的效果。 

3. 令人驚訝的是，鈣質的分解情況極好，經過 57天後，原本是一大塊的
骨頭，都碎裂成好幾小塊﹔原本小塊的骨頭，都變成薄片。所以大家原

本不期待有結果的鈣質類，其實也是可以分解的。（不過蛋殼的分解速

度顯然慢了許多） 

4. 碎狀綜合類堆肥分解的情形明顯比沒有經過絞碎處理的要好，部分已經
變成糊狀，而綜合類的堆肥就幾乎沒有變化。 

5. 特廚餘分類的方式堆肥效果也比全部混合為佳。與綜合類堆肥方式來比
較，發現混在一起的時候，有些分解的慢的（如蛋白質、澱粉類）會直

接影響到其他分解速度快的廚餘（如纖維素），造成整體速度趨緩。 

6. 實驗過程為期約兩個月，尚有許多部分未被分解，理論上應該要讓廚餘



完全被分解後才可以使用，所以此實驗只能代表堆肥兩個月的情況。堆

久一些是否效果更好，則有待進一步的調查。 

 
（三）堆肥種植蔬菜與綠豆 

1. 堆肥種植實驗歷時 36天，由參考資料得知我們所採用的兩種蔬菜，皆
約一個月的時間就可以收成，以實際用途上而言，不需要考慮植物開花

結果後的情形。 

2. 種植過程中，部分植株（小白菜）遭蟲害，然而是在種植後期才發生，
所以造成的差異不甚明顯。 

3. 採用的土為培植土，故已具有某種程度的肥力，因此結果之間的差異不
明顯。 

4. 發現各種植物的不同部位（如葉長、葉寬、高...等）所需要的養分不同，
所以造成同一種堆肥的在各部位所呈現的成效好壞不一致。依此分開比

較。 

 
（四）菌種試劑實驗 

1. 因為考慮其元素成分之差異，所以把澱粉質（飯），纖維素（菜），蛋白
質（蛋肉）分開，以控制變因，想比較相同的菌種試劑對於不同物質分

解的影響。 

2. 蛋白質的實驗組中，有些生出了蛆，可能與所採用的食物不潔有關。蛆
的出現，吃掉了部分實驗組的廚餘，使變因增加，而無法判斷其分解結

果。所以在此取其他沒有受蛆影響的組別加以討論。 

3. 在為期三週的觀察中，菜與肉都明顯的呈現出變爛、變薄的狀態，故可
知道其已被分解﹔然而直到觀察結束，飯只有採用酵素的可以明顯看出

被分解。 

4. 我們知道，黴菌也是一種分解者，因此過程中的發霉也是一種分解的現
象。雖然表面看來長滿了各種黴菌，好像沒有什麼大變化，但事實上在

4我們結束實驗清理培養皿時發現，盤底的飯都被分解而呈糊狀﹔推測
因是菌絲伸入飯中漸漸分解所致。若是實驗時間加長，我們認為分解的

成效會更明顯。 

5. 發現添加了醋的對照組，都比較不容易被分解。經資料指出：醋有殺菌，
抑菌的功效，有些保存食物的方法即是用醋。而食物分解，正是需要菌

類的幫助，因此要分解食物，加醋是不可行的方法。不過在 B10（優酪
乳 2+醋）中，雖然優２和多多的比例相同，但菜還是順利的分解。由
此可以看出優２對菜的分解能力大於醋抑菌、殺菌的功效。這情況同樣

的也在某一些綜合試劑中被發現（A13、A14、A16、B15、C13、C16）。 
 
 



柒、 結論 

1. 從培養皿的實驗可知道，除了採用微生物分解酵素，優酪乳也是一個相
當不錯的選擇。 

2. 堆肥處理時，應注意先將廚餘絞碎且大約地分類後，僅可能分別堆放，
或者至少不同的種類分不同層堆，以減少分解不完全的情況發生。 

3. 廚餘分解的完全與否，與利用於種植的成效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4. 堆肥過程中應注意蒼蠅等蟲類的干擾，以避免生蛆。 
5. 廚餘因其結構中含有大量水分所以不易燃燒，應儘量避免利用焚化此一
途徑。 

6. 雖然廚餘堆肥的肥力可能不及化肥，但已可增加某種程度的肥力，以環
保的觀點來看，還是一個值得推行的方法。 

 
 

捌、 展望 

本次實驗中有許多不完整、不精確的地方。因為在我們整個研究過程中，紀

錄沒有很一定的判斷標準，而導致準確度不夠，這是需要改進的地方。 
在堆肥種菜的實驗中，我們所採用的是培植土，所以土壤本身已經有肥力。

可能是因此，各個蔬菜的生長，並沒有非常明顯的差異。往後如果想再深入探討

的話，也許採用肥力較不足的土壤來種植，能得到更有力結果。 
我們未針對堆肥實驗過程中所產生的汁液做進一步的分析，未來將可以以此

作為研究主題，進行實驗，能夠對廚餘堆肥有全面的了解。 
但是我們在這些缺失中反而發現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在培養皿的實驗中，

肉的部分實驗組因長出蛆而影響了我們實驗的結果討論，卻發現利用「分解者」

（細菌、真菌），並不是處理廚餘唯一方法，「清除者」（蛆...等）說不定是更加
符合經濟效益的另一途徑，可利用各種清除者不同的習性來處理不同的廚餘。 
我們還了解到，其實可以用日常生活中的東西來分解廚餘，及各種廚餘堆肥對不

同植物的生長影響，衷心希望往後以能更有效、更妥善地處理廚餘的問題，但我

們目前了解的只是粗淺的部分，真正要能完善處理，還需要更多更多的研究。因

為廚餘於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項大問題，所一希望更多人來關心、重視此問題，並

期待以後還能發展出其他處理廚餘的方式，營造更美好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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