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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05 年 02 月 29 日 

中文摘要： 
動物園每日產生的動物排泄、落葉等等有機廢棄物，將這些廢棄物移出處

置，需耗費大量的清理運送成本，本計畫利用動物園每日產生的動物排泄、

落葉等等有機廢資材作為堆肥與飼育蚯蚓的材料，符合永續經營的概念，也

可節省廢棄物清理運送成本，增進動物福祉。實驗結果顯示，混菌與否對於

發酵速率、蚯蚓的後續利用，並無顯著差異，且蚯蚓可在發酵後的象糞中生

長。未來希望可繼續探討更快的發酵方法和更快可讓蚯蚓利用象糞的可能

性，協助台北市立動物園加速消化園內的動物糞便完成堆肥化，以達成資源

循環化的目標。 
此外，今年度所辦理的兩場環境教育活動，學員的反應熱烈，也成功使展

示箱的方式，展出蚯蚓，並以互動遊戲、學習單的方式與學員互動，透過實

際操作讓學員印象深刻，並以 DIY 蚓糞盆栽的方式，使環教精神得以延續，

並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 
Abstract： 

Recently, the major problem of the zoo is that the organic wastes produced by 
animals have not been effectively processed.  Removing those wastes needs to 
spend a lot of treatment costs.  In this study, the organic waste materials were used 
to breed earthworm for fitting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he transportation cost can also be sav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rate of fermentation was not influenced by the mixed culture. Furthermore, 
earthworms can be alive in elephant feces.  It is important to establish the fast 
fermentation for reduce the amount of elephant feces and residues of organic waste.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reduce fermentation time with adding bacteria, such as 
Bacillus subtilis.   

Two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ctivities have been hold in this study. The 
participants showed enthusiastic to learn the lesson.  The demo chamber with 
growing earthworm successfully displayed with interactive games and lectures.  
The participants did the activities by themselves and learned how to prepare 
vermicompost pot.   The spirit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an be continued and 
the entertainment for vegetables planting can b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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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104 環教 5 
計畫名稱：臺北市立動物園有機資材蚯蚓模組化處理與環境教育規劃計畫 
計畫主持人：國立宜蘭大學張章堂教授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

價值、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

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

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字為限） 

利用蚯蚓製成糞肥的作用，不但具有快速，另控制、省錢、節能和

零廢棄物的優點，且能有效將有機物和養分循環，目前蚯蚓養殖

(vermi-culture)及蚯蚓堆肥化  (vermi- composting) 多半著重在蚯蚓生物

量與蚓糞的品質，雖有少數的蚯蚓及蚓糞應用報告，而以蚯蚓處理動物

園的動物糞便在全球至少有了先例。本計劃已利用蚯蚓進行動物園相關

廢棄物的資源循環型處理，並評估蚯蚓是否能利用草食動物糞便及完成

蚓糞堆肥化。此兼具生產與資源循環的概念，動物園內的諸多廢棄物其

總量甚可觀，若能同時投資少許於此項目標，相信可帶動周遭諸如校外

教學及成為環境教育場所的典範，讓它的社會公益或公平性因而有更佳

的發揮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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