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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動物園 107 年動物認養保育計畫 

提案日期：106 年 10 月 11 日 

主 持 人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陳俊宏教授 

計畫編號 /名稱 
10705_以動物園區內蚯蚓處理動物糞便並增加友善環

境的可行性研究 

計 畫 期 程 107 年 02 月 13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 

計畫屬性 (可複

選 ) 

□族群管理___% □保育繁殖___% □域內保育___% 

□國際交流___% □動物醫療___% □照養管理___% 

■行為豐富化 15% ■教育推廣 70% ■人才培訓 15% 

□動物營養___% □其他：_________ 
 

經 費 需 求 認養經費 250,000 元 

計畫摘要 (需含

計畫目標、擬解

決問題、重要工

作 項 目 ) 

計畫目標：以動物園區內本土種蚯蚓來處理動物糞便，

所得的蚯蚓可用於動物飼養，糞土可供動物墊床及植物

栽種，並可幫助動物園開發環境教育資源。 

 

擬解決問題： 

評估並嘗試以動物園區之本土種蚯蚓將園內的動物

糞便堆肥和未處理糞便轉為蚓糞，成為動物飼養墊床和

植物生長的基材，而多餘的蚯蚓也可供動物食用。如此

，可減少糞便處理、植物肥料購買及動物飼料的經費，

一舉數得。 

動物園的糞便堆肥目前已經上了軌道，每日收集的

糞便經過既有堆肥過程，可用於園區內的植栽養護，也

可提供台北市多所國小做為植栽養護種植與環境教育

所需。但傳統堆肥法所需時間較長，且成品僅供植栽養

分之外，若配合蚯蚓養殖，除了養出的蚯蚓可供園區內

的鳥類、爬行類、或雜食性哺乳類食用外，由於蚓糞可

以吸收動物糞便氣味與水分，因此可做為飼養環境的墊

床，讓動物生活的環境更乾淨無臭，接近自然狀態。 

 

重要工作項目： 

1. 調查動物園園區內的蚯蚓種類及分布，協助動物園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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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蚯蚓地圖」。 

2. 依據數量與生態習性，從園區內的蚯蚓種類中選定適

合堆肥的本土種物種。 

3. 在動物園內尋找適合的場域與設施，以動物園現有的

動物糞便堆肥為主要養殖基材，建立初步的養殖系統

，待穩定後，評估該養殖系統的單位產能。 

4. 蚯蚓富含高蛋白，是很多野生動物的主要食物來源，

本計畫可協助以蚯蚓拓展動物食物來源的可行性研

究。 

5. 蚯蚓糞土可以吸收動物糞便氣味與水分，是極佳飼養

環境墊床材料，本計畫可協助提供新的墊床來改進飼

育環境。 

6. 在場域設施與人力允許條件下進行擴增評估。 

7. 增加環境教育的議題及作法。 

實施方法與步驟

（條列簡要述明

） 

1. 調查園區內蚯蚓：選定園區內幾處具有代表性的棲地

，以傳統挖掘法加上電擊法調查園區內蚯蚓種類及分

布。 

2. 製作「蚯蚓地圖」：協助動物園網管或資訊部門人員

，將調查結果放在動物園網頁內。 

3. 挑選園區內本土種且適合以糞便堆肥飼養的蚯蚓種

類進行人工飼養繁殖。並選定園區內接近糞便堆肥場

的適合場域，利用塑膠箱搭配棚架遮陰，以糞便堆肥

做為主要基材，再依擬飼養之蚯蚓的需求做環境變更

或調配。 

4. 每週觀察一至二次，記錄蚯蚓數量增長情形，評估動

物糞便的飼養效益(估算此養殖系統之單位產能：每

單位時間內每公斤動物糞便基材可產出多少蚯蚓個

體或總重）及堆肥生產效能。 

5. 與動物照養員及飼料調配員合作，以飼養或園區挖掘

的蚯蚓做為特定動物的餌料，評估以蚯蚓為食物來源

的可行性。 

6. 在糞土數量增加後，與動物飼養員合作，以糞土做為

飼養環境的墊床，評估改進飼育環境的效果。 

7. 估算現有場域、設施與可用人力，在條件允許下擴增

養殖規模。 

8. 提供具體資料或上課來協助教育推廣組進行以蚯蚓

為對象的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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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期 成 果 
（條列簡要述明

） 

1. 了解動物園園區蚯蚓相，並據此建立動物園「蚯蚓地

圖」。 

2. 選定蚯蚓種類與園區內適合場域，確定標準蚯蚓堆肥

作業流程，並為動物園建立初步蚯蚓養殖系統。 

3. 改善動物食物及飼育環境。 

4. 減少動物園部分經費(飼料或墊床等)支出。 

5. 增加環境交育資源。 

已參與計畫名稱

及合作機構 

相關專業團隊：■有  □無 

（註：國際交流及人才培訓計畫請簡介國際保育組織或

培訓參訪機構；其他類型計畫請簡介國內外進行類似工

作之專業團隊） 

 

建立合作平臺可行性： 

□否 

■是，團隊可與動物園飼育團隊及教育推廣組合作               

團隊成員在計畫

內之角色（擔任

之具體工作性質

、項目及範圍） 

1. 蚯蚓調查。 

2. 提供資料以利蚯蚓地圖製作。 

3. 挑選堆肥蚯蚓種類。 

4. 初步蚯蚓人工飼養，待運作順利並建立標準處理流程

後，可交接給園區員工或另請廠商經營。 

5. 與園區動物照養員及飼料調配員共同討論評估以蚯

蚓做為園區動物餌料的可行性 

 

投入計畫之工作

時數（每週平均

）或比率（%） 

每週平均二至三天 

相關專業經驗及

過去參與類似計

畫之研究成果 

1. 執行多年蚯蚓調查及建立台大蚯蚓地圖 

2. 執行科技部保種計畫，嘗試蚯蚓人工飼養 

3. 輔導民間業者以蚯蚓做為雞餌料及以蚓糞作為雞舍

墊料 

 

計畫優勢 

(可複選並說明) 

□創新性：                                      
■前瞻性：                                      
■獨特性：                                      
□國際競爭力：                                  
□核心保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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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園精進業務：                             
□其他：                                        

預期效益 

(可複選) 

可量化效益 

■增進動物福祉 

■改善圈養環境 

□提升醫療技術 

□保育教育推廣 

■提升動物園形象 

□保育臺灣本土物種 

□建立保育合作平臺 

■培訓專業人才 

□增加遊園人次 

■其他：   環境教育推廣                                      
 

不可量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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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無 

□文件    種 

□圖說    種 

□其他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jM8Z_D5-fWAhWBq5QKHUrmA3MQFgglMAA&url=http%3A%2F%2Fearthworm.zo.ntu.edu.tw%2FNTUearthworm%2FPlace%2FNTU_earthworm_nai.htm&usg=AOvVaw1TjOGuLYAI7W-gUIAHD3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