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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資源回收是『節能減碳』重要方式之一，大家對其分類及執行方法，都已有

普遍認識，但對於『生廚餘回收』後之程序，想必大家都不熟悉，本研究即是針

對『生廚餘回收』如何製成有機堆肥，做一深入探討、進行研究。『生廚餘回收』

製成有機堆肥之成功關鍵技巧，在於其內容物及程序皆有嚴格之定義及規範，這

樣才能真正發酵成功，達到行政院農委會肥料登記許可標準。完成此獨立研究後，

加深我們對環保重要之認知，深具環保教育意義，也期待對學弟妹們有經驗傳承

之效果。 

 

 

 

 

 

 

 

 

 

 

 



壹、研究動機及目的 

一、研究動機： 

    每次我家花圃要換土或增加肥料，爸爸總是到花市去買培養土，很貴且效果

不怎麼理想(無助於開花和結果)，有些還會有一股味道。這令我不禁好奇想探討：

是否有無味道的培養土肥料呢？在一次拜訪臺南藏金閣(環保教育園區)時，看見

服務人員正在舉辦資源回收物兌換培養土活動，他們說這種培養土是環保局利用

廚餘自製的，無味道且肥料成份比市售的一般培養土高，價格也公道，他們(環保

局)是如何辦到的呢？現在就跟著我們和老師的腳步去一探究竟吧！ 

 

二、研究目的: 

(一)實地探訪生廚餘製作成有機堆肥的流程。                                     

(二)探討生廚餘所製成的有機肥與其他肥料之比較。 

(三)探討各式肥料對植物之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2013/1/12 PC Home新聞                                        

南市環保局得獎大滿貫，自產自創品牌有機肥有一套:尚介肥開賣啦! 

http://mypaper.PC home.com.tw/Christine1511/post/1323755190    

臺南市政府環保局 101年在全局同仁齊心努力下，不僅延續去年環保大豐收

的成果，而且再創 101高峰，各項考核均獲優等，而且自創品牌「尚介肥」肥料，

來自港仔西廚餘堆肥場生產的肥料已取得農委會肥料登記，並向經濟部申請商標

登記，今後可合法製造販賣，不僅能將大量廚餘回收再利用，並為市庫另闢財源，

開創綠色經濟。(註 1) 。 

環保局平均廚餘回收量約 184.62公噸/日。區隊所回收之廚餘，熟廚餘大部

分以招標方式變賣至合格之養豬畜牧場，經高溫蒸煮後做為養豬飼料，其餘收運

至安南區城西廚餘堆肥廠及新化區堆肥廠，經發酵、腐熟等過程製成有機培養土，

二廠每月約製成 43.26噸之有機培養土，原以資源回收物兌換方式供市民使用，

一年約節省垃圾處理費 1億 713萬 2，610元及約製成有機培養土 309噸，可節省

有機肥料約 309萬元及減碳量約達 138，818公噸。 

 

(註 1):2012/10月，臺南環保局港仔西廚餘堆肥廠製作之『尚介肥』有機堆

肥正式經行政院農委會肥料登記許可，可以商業販售，它是目前全國唯二獲得農

委會肥料登記證的資源回收有機堆肥。2011/11月臺中環保局南屯堆肥廠所生產

的:『就是肥』，是首張獲得農委會肥料登記證的資源回收有機堆肥，臺南港仔西

廚餘堆肥廠就是向他們取經並加以改善後成功。目前臺中(霧峰，豐原，石崗)，

臺南(新化，南化，東山)環保局堆肥廠所生產的有機堆肥，皆未具上市販售實力，

僅供民眾以資源回收物品兌換。 

http://mypaper.pc/


 

圖 1.臺南環保局『尚介肥』獲行政院農委會肥料登記許可證。 

二、2012/12/25 自由時報                                                                                                                                    

崑濱伯代言 台南環局自製有機肥「尚介肥」將上市。環保局自創品牌「尚介

肥」有機堆肥，量產上市，元月十三日起在安南區的台南地區農會（原市農會）

及仁德台糖嘉年華購物中心開賣。環保局推出自創品牌的「尚介肥」有機堆肥，

並請來無米樂崑濱伯代言，為慶祝首賣會，元月十三日開賣當天將買一送一。崑

濱伯說，去年一、二期的稻作就是使用「尚介肥」有機堆肥，「稻米產量雖然少

了二、三成，但品質佳、售價更好，不用收成那麼多，比起傳統的還小賺一些，

可說省工『擱』輕鬆。」他說，這主要是傳統化肥的氮肥高達廿％，稻作植株葉

子大，但易有病蟲害，而「尚介肥」是有機肥，氮肥只佔二％，葉子小，但根系

強壯，少病蟲害，稻米品質更佳。環保局長張皇珍表示，「尚介肥」是該局所屬

的港仔西（城西）廚餘堆肥場生產製造，肥料品質符合農糧署標準，今年十月十

七日正式取得農糧署核發肥料登記證，為建立自我品牌，已向智慧財產局申請專

利。她說，城西堆肥舊場於十年前運轉量產，經專家協助不斷改善達到合格標準，

因原設計產量不敷使用，去年委外建立堆肥新場操作標準作業流程，新場正式用

「港仔西廚餘堆肥廠」為製造工廠，並自創品牌「尚介肥」以商品化經營。 

根據以上文獻：我們更進一步前往實地訪查有機培養土的製作過程。 

 

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針對研究目的一： 

(一)上網查閱資料：目前全國及臺南市有哪幾處堆肥製作場。 

(二)向臺南市環保局提出申請：參觀港仔西生廚餘堆肥製作場(城西焚化爐)。 

(三)參訪環保局城西焚化爐(生廚餘堆肥製作場)，實地訪問工作人員，詳細瞭

解實際回收製作流程。 

二、針對研究目的二、三： 

(一)實際購買市售各式堆肥(培養土)栽種種子，驗證環保局堆肥之發芽率。 



 

肆、結果與討論 

一、生廚餘製成有機堆肥程序:    

 

圖 2.堆肥製作流程圖。(細節搭配說明請見:圖 3→圖 35)。 

 

(一)靜置:(重點:1.生廚餘種類認識，2.為何要靜置原因瞭解) 

台南市環保局生廚餘回收車載回收取的「生廚餘」，先將之倒至「靜置區」

一天，以利降低其中之「含水量」。 

 

生廚餘第一天含水量約佔 90%，靜置一天後，將會降低含水量並節省副資材

的使用量。因為叔叔告訴我們水分過多時，不利於培養土的發酵，因此水分應控

制在 65％以下。而副資材是用來吸收生廚餘的水分，若是生廚餘水分降低了，

相對的就可以減少副資材的使用量。 

  

副資材可以增加生廚餘的孔隙，有利於發酵。而且太多或太少都將會大大

影響發酵成果，目前城西堆肥廠使用比例約 3:1 (也就是 3份生廚餘，添加 1份

副資材)為最佳發酵狀態。 

 

生廚餘種類多元，包含:茶葉渣、生菜葉、果皮，不可含熟食及動物內臟,

油脂。 



   

圖 3.環保局生廚餘回收車載回收取之生廚餘倒至靜置區。 

 

 

 

 

 

生廚餘種類越多元，將來製成培養土後所內含的氮磷鉀肥料成份比例越高。其

中:氮(有利葉菜類生長，例如：菠菜)、磷(有利植物開花)、鉀(有利結果實，例

如：水稻)。 

 

圖 6.靜置區放置一天，生廚餘以小山貓堆車，運送至下一站:進料槽。 

 

 

圖 5.生廚餘種類多元，包含:茶葉

渣、生菜葉、果皮，不可含熟食及

動物內臟,油脂。 

圖 4.生廚餘倒至靜置區，放置一天，   

透過水氣自然蒸發，將生廚餘的 

含水量大幅降低。 

 



(二)破碎、混合副資材:(生廚餘在靜置區放置一天後) 

步驟一：先將生廚餘送入進料槽，經過人工撿拾平台，挑選出雜物(例如 

：骨頭、塑膠袋、金屬物)，再送入破碎機(滾刀式破碎)，縮小生廚餘體積。 

步驟二：同時將木屑(以下稱為副資材)送入進料槽。 

步驟三：在混合攪拌槽中進行攪和，將生廚餘和副資材混合均勻。 

步驟四：混合均勻的生廚餘和副資材就可以送至發酵槽進行發酵。 

 

 

圖 7. 生廚餘進料槽+(滾刀式)破碎機。 

  

圖 8.環保局人員教授我們回收流程。 



 

 

 

 

  

 

 

 

 

 

 

圖 9.挑高、寬敞通風的生廚餘處理場

所，有利發酵流程，且不受下雨天限制。 

 

圖 10.撿拾平台，左右各站 2人，挑出塑

膠袋，金屬物(以免硬物傷到破碎機器)。 

 

圖 11.廚餘雜物撿拾完畢後，經輸送帶，

送至破碎機。 

 

圖 12.副資材(木屑)由此堆積場以小山

貓推車補充到進料斗。 

圖 13.此為副資材(木屑)進料斗。 

 

圖 14.廚餘經破碎後，至混合攪拌槽與副

資材混合。 



 

 

圖 15.8個堆置槽。 

 

(三)發酵、熟成: 

經攪拌且混合過副資材之廚餘，必需經過 8個槽之處理(靜置，翻攪)，才能發

酵、熟成。以下一一介紹。 

1.第一發酵槽:  

第一槽之溫度會達到約 30℃~40℃.每一槽的底部都有 5根加壓空氣之氣管，以

每小時送風 15分鐘的打氣頻率，供給生廚餘堆肥的好氧菌用來發酵，生廚餘堆

中以好厭氧菌並存(註 2)。槽內除了 5根加壓空氣之氣管外，亦有排水管，每日

會排水 1次，可以適時排出多餘水份。再加上每週會以鏟裝機翻攪三次，以利

發酵腐熟。顆粒:塊狀居多，味道:濃酸，濕度:高。 

(註 2): 好氧菌:木黴菌。厭氧菌:放射性菌。(當在打氣送風時，屬於好氧菌在

作用，因為內含送入的氧氣；當沒有送風時，屬於厭氧菌作用，因為培養土內

部反應造成缺氧)。#1~#3槽:細菌數>黴菌數，#4~#8槽:黴菌數>細菌數。 

(因為前三槽溫度高、水份、養分多，造成細菌數>黴菌數，後三槽則反之)。 

 

   

圖 16.第一發酵槽:顏色偏白(有混副資材)，尚有生廚餘(水果渣)味道。 

 



  

圖 17.教官介紹打氣進槽用之馬達。馬達有 Timer計時控制(work 15mins/hr)。 

 

   

圖 18.馬達屬於戶外型，不怕日曬雨淋。圖 19.各槽皆有排水裝置。 

 

2.第二發酵槽:發酵天數 7天，七天後送至第三發酵槽。 

溫度會達約 40℃~50℃，每小時送風一次 15分鐘，每日排廢水 1次，每週鏟裝

機翻攪二次，以利發酵腐熟)。顆粒:塊狀居多，味道:濃酸，濕度:高。 

  

圖 20.第二發酵槽顏色較第一槽為深，溫度會達約 40℃~50℃。 

 
 
 



3.第三發酵槽:發酵天數 7天，七天後送至第四發酵槽。 

溫度會達約 50℃~60℃℃.(每小時送風一次 15分鐘)，每日排廢水 1次，每週鏟

裝機翻攪二次，以利發酵腐熟)。顆粒:塊狀少許，味道:淡酸，濕度:中高。 

  

圖 21.第三發酵槽顏色較第二槽為深，溫度會達約 50℃~60℃。 

 

4.第四發酵槽:發酵天數 7天，七天後送至第五發酵槽。 

溫度會達約 60℃~70℃.(每小時送風一次 15分鐘)，每日排廢水 1次，每週鏟裝

機翻攪一次，以利發酵腐熟)。顆粒:塊狀少許，味道:淡酸，濕度:中。 

  

圖 22.第四發酵槽顏色較第三槽為深，溫度會達約 60℃~70℃。 

 
5.第五發酵槽:發酵天數 7天，七天後送至第六發酵槽。 

溫度會達約 70℃->60℃.(每小時送風一次 15分鐘)，每日排廢水 1次，每週鏟

裝機翻攪一次，以利發酵腐熟)。顆粒:散狀，味道:微酸，濕度:中。 

  

圖 23.第五發酵槽顏色漸漸轉白，溫度會達約 70℃->60℃。 



 

6.第六發酵槽:發酵天數 7天，七天後送至第七，第八靜置回溫槽。 

溫度約從 60℃->40℃.(每小時送風一次 15分鐘)，每日排廢水 1次，每週鏟裝

機翻攪一次，以利發酵腐熟).顆粒:散狀，味道:無味，濕度:中低。 

  

圖 24.第六發酵槽顏色漸漸轉白，溫度約從 60℃->40℃。 

 

7.第七靜置回溫槽:溫度(常溫)。顆粒:散狀，味道:無味，濕度:低。 

  

圖 25.第七發酵槽顏色漸漸轉白，溫度(常溫)。 

8.第八靜置回溫槽:溫度(常溫)。顆粒:散狀，味道:無味，濕度:低。 

   

圖 26. 第八靜置回溫槽:顏色轉白，溫度(常溫)。 

 

 



9.曝曬: 

當溫度回溫至 40℃以下發酵腐熟程度時，即可將有機培養土曝曬乾，以利粉碎

機粉碎後包裝。自生廚餘製作原料堆肥迄發酵腐熟為有機培養土，時程約 35~42

天。 

  

圖 27.各槽皆有溫度計 monitor各槽發酵進度之溫度變化。 

 

  

圖 28.教官說明發酵秘訣(水與氣)。   圖 29.教官取第八槽樣品給各學員親聞，
聞起來已無發酵味道。 

 

圖 30.學員們記錄與發問，並提出問題與教官討論。 

 



10.包裝成袋販售: 

曝曬後，將熟成之堆肥移至包裝機器區(搖篩、封裝)。  

 

 
 

 

 

 

 

 

 

 

  

圖 35.城西垃圾焚化廠廠區綠化，即是使用自家廚餘堆肥，植物生長綠意盎然。 

 

 

圖 31.曝曬完畢之廚餘堆肥在此經由

半自動化機器包裝成袋販售。 

 

 

圖 32.曝曬完畢之廚餘堆肥先以小山

貓堆車送進斗槽。 

 

圖 33.經輸送帶，進入篩選筒 

(去除硬物)。 

 

圖 34.封裝成袋，準備販售。(廚餘

變黃金，節能減碳，又可減少焚化

處理)。 

 

經輸送帶，進入篩選筒 

(去除硬物)。 

 



二、市售堆肥成份比較: 

 

    

圖 36.南市環保局:尚介肥。 

 

   

圖 37.加興農業:樺藝。         圖 38. YCH 培養介質。 



   

圖 39.臺中新社宏揚:花卉美。 

三、四家堆肥實種結果比較: 

自行購買 4家堆肥，實際栽種葉菜類(蕹菜)(註 3)，觀察發牙率及生長進度比較: 

(註 3).蕹菜，別名竹葉菜、空心菜、通心菜、蓊菜、藤菜等。為旋花科牽牛屬

一年生或多年生蔓性草本植物，蕹菜種子發芽始溫在 15℃以上。種苗期生長適

溫 20～25℃，10℃以下生長受阻；莖葉生長適溫 25～35℃，能耐 40℃的高溫。

蕹菜喜較高的空氣濕度和濕潤的土壤。一般以播種至初收約 60天。 

(一)100%堆肥，栽種葉菜類(蕹菜):  

 

圖 40.100%堆肥，栽種蕹菜 49天照片。 

 



(二)50%堆肥+50%原土，栽種葉菜類(蕹菜): 

 

圖 41.50%堆肥+50%原土，栽種蕹菜 35天照片。 

 



伍、結論:   

                                                                 一、

有機堆肥之益處: 

此次瞭解到完整的生廚餘堆肥製作方式及流程，並發現資源回對地球永續

之重要，如果要以煤油燃燒處理這些生廚餘，將花費更多成本並造成更多臭氧

污染，因生廚餘含水量高，需加重油高溫燃燒(>800℃)，才不會產生戴奧辛。

2014/9/19新聞報導，台北市廚餘原委由苗栗工廠處理，因該工廠被勒令停工，

導致目前台北市環保局對這些廚餘，無容量可以處理，恐堆積成問題。這是我

們台南市不會遇到的問題，我們要感恩台南市環保局的領班叔叔們，辛苦研究

探討生廚餘堆肥之製作，讓我們除了無後顧之憂，也發揮節能減碳之功效，又

替市府賺進販售有機堆肥之獲利，一舉三得。                                                               

二、有機堆肥之重點: 

生廚餘堆肥發酵過程，首重:水與氣。這是專家們多年研究之共同心得。

副資材(木屑):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它除了可以吸收多餘水份，並可調整適

當孔隙，有利幫助發酵進行。例如，學校落葉堆肥幫助校樹成長之效果不佳，

即是因為落葉堆疊，無適當孔隙及水份控制，無利發酵進行所致。其餘重點歸

納如下: 

(一)堆肥化材料 

1.易腐熟之材料選定：含有充分有機物質之垃圾才適合堆肥處理，混入之玻

璃、塑膠等異物及不適合堆肥化之物質應先予去除。 

2.適當之材料顆粒尺寸：一般最適宜的堆肥原料尺寸為2.5~7.5cm，粒徑太

大分解慢，粒徑太小造成空氣供應不足。 

(二)發酵條件 

1.微生物：一般有機物堆肥原料中含充分的微生物，不需特別添加微生物，

若有微生物不足之虞，則可於堆肥原料中混入腐熟堆肥。 

2.水份：好氧性堆肥化時以50~60﹪為最佳，而一般生垃圾含水量通常在

40~65﹪範圍。水份太高，因易為厭氧狀態，不利於發酵作用；水份太低，

則不利於微生物分解有機物。 

(三)碳氮比（C/N）：堆肥原料的碳氮比應調整為20~35 最適當。 

(四)溫度：發酵之過程，最少應有三天以上達到 60℃以上的發酵溫度。堆肥

發酵初期為中溫期，中期為高溫期，末期則降至中溫，最後至常溫。一般

的堆肥發酵法，在堆積後的第一天溫度可達50℃，2~3 天後升至60℃，最

高可達73~75℃，可藉以殺滅病原菌、寄生蟲卵及蒼蠅卵等。 

(五)PH 值：堆肥的分解微生物喜好微鹼性，故應維持偏微鹼性，即約7.5~8.5。 

(六)空氣：一般堆肥化過程，為好氧性微生物分解有機物，故需供給充分之氧

氣。送風空氣量因其發酵形式、堆肥材質及含水量不同而有別。 

(七)翻堆：為使水份及溫度能均勻混合，發酵的過程中需經常翻堆，其頻率因

視操作種類而定。 

 

臺南環保局的叔叔經驗:夏季(發酵快)，約35~40 days製成有機堆肥。 



冬季(發酵慢)，約42~47 days製成有機堆肥。 

 

 

 

圖 42.有機堆肥製作秘訣(口訣)。 

三、有機堆肥之成效: 

經過實際栽植比較，環保局廚餘有機堆肥在”發芽率”皆是 100%，結果與

環保局官方公告數據相同(註 4)。生長高度在有標示成份之廠牌中列第二名，成

績斐然。(本次試驗使用的 item#3，#4培養土，未標示成份，廠商恐有添加化

學成份)。                                                                  

(註 4):台南市環保局為確認城西廚餘堆肥廠堆肥操作條件的穩定性及堆肥成品

的品質，環保局 97年及 98年委託嘉南藥理科技大學，99年委託南台灣環境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堆肥成品檢測，驗證結果 PH值介於 8.3-8.8之間，顯示堆

肥過程已充分醱酵，成品腐熟完全無酸敗的情形，另外碳氮比（℃/N）介於

14.7~15.1之間、氮、磷、鉀含量分別介於 2.73~2.88%、0.56~0.66%、1.01~1.36%，

皆符合農委會農糧署雜項堆肥之規範。另為測試堆肥的腐熟度，以綠豆之種子

測試堆肥之腐熟度發芽率達 94~100%，以苜蓿芽種子測試發芽率達 97.3 %，以

小白菜種子測試發芽率達 92.0~98.1%。 

 

四、有機堆肥之應用: 

環保局廚餘有機堆肥在有機質項目含量達 88%最高，對台灣傳統一年二期之

水稻休耕期時，農民將泥土與有機肥混合吸收後，對稻田本質改善佳，成本低(環

保局與農會簽約，一包 20Kg才 70元)，相較於一般有機堆肥便宜約 2/3，純粹

有機，又經檢驗合格，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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