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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動物園  107 年度動物認養保育計畫成果報告 
日期：108 年 2 月 28 日 

中文摘要： 
臺北市立動物園每個月產出的有機質廢棄物（含動物排遺與植物性資材）總量約在 68 公噸左

右，藉由傳統好氧堆肥法，目前已可穩定將有機質廢棄物在半年內轉為腐熟堆肥。除了傳統好

氧堆肥法外，蚯蚓堆肥法藉由已被人類大量養殖來處理有機質廢棄物之堆肥蚯蚓，將有機質廢
棄物吞食、消化並排出，轉為性質穩定、可供再利用之蚓糞，亦為近年來處理動物排遺等有機

質廢棄物之重要方法。對臺北市立動物園而言，若能改以蚯蚓堆肥法處理有機質廢棄物，可能

減少目前好氧堆肥所需之時間和人力，所產出的有機質堆肥亦可擁有更高的肥力與價值。此外

，臺北市立動物園園區內的堆肥場以及野地中，勢必也存在台灣本土的表層型植食性蚯蚓種類

，有待進一步開發利用。因此，本計畫目標為評估並嘗試以動物園區之本土種蚯蚓來處理園區

內以糞便為主之有機質廢棄物，並將其轉為可作為有機質肥料之蚓糞。本計畫於動物園內進行
春秋兩季蚯蚓相調查，結果發現 3 科 5 屬 14 種已知蚯蚓種類，並自其中選擇表層型植食性、

在動物園堆肥場周圍大量出現的掘穴環爪蚓，進行後續處理動物糞便堆肥之養殖實驗。實驗結

果顯示，於一個月的處理期間，100 克的掘穴環爪蚓能夠在 2 公斤的動物園動物糞便堆肥中生

長良好，雖然掘穴環爪蚓具有一定能力處理動物糞便堆肥，但處理後之動物糞便堆肥性質並未

大幅轉為疏鬆細碎，乾燥後也難以進行後續篩分。反觀做為對照組且體型較大的尤金真蚓，以
相同份量的蚯蚓處理相同重量的動物糞便基材，一個月的處理期間便能將動物糞便堆肥性質大

幅轉為細碎且疏鬆的蚓糞，因而得以將處理後的基材篩分處理。然而，即使尤金真蚓處理後之

動物糞便堆肥能夠藉由篩分，將性質細碎化的蚓糞、粗纖維、以及在基材中的蚯蚓分開，篩分

過程中卻發現尤金真蚓大多與粗纖維交雜而不易揀出，且粗纖維更經常穿過篩網並堵塞網目造

成困擾。此外，篩分後篩下的細碎蚓糞產物僅佔總基材重量之 37.5%，顯然動物園糞便堆肥基
材中的植物粗長纖維比例過高，導致蚓糞生產率過低。因此，考量到動物園動物的飼料組成與

糞便堆肥的特性，本計畫認為蚯蚓堆肥法相較動物園現行的傳統好氧堆肥法，難有明顯處理上

的優勢。 
 
Abstract： 
The total amount of organic waste (including animal excretion and plant materials) produced in 
Taipei Zoo is about 68 tons per month. With the traditional aerobic composting method, organic 
waste can be stably transferred within half a year. Comparing to the traditional aerobic composting 
method, vermicomposting method uses compost earthworms to convert organic waste into stable and 
reusable earthworm casting. For Taipei Zoo, vermicomposting may reduce the time and manpower 
required for the current aerobic composting, and the casting produced will have higher fertility and 
value. Accordingly,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is to attempt to treat organic wastes by vermicomposting 
method with local earthworm species in the zoo area and turn the manure earthworm casting that can 
be used as organic fertilizer. The earthworm survey in this project was carried out in spring and 
autumn in the zoo area, and 14 known species in 5 families, 5 genera was recoded. Among these 
species, Perionyx excavatus, a composting earthworm, was selected for the subsequent experiments 
to treat the zoo manure. It is shown that despite the fact that 100 g of P. excavatus grew well in 2 kg 
of zoo manure during the one-month treatment period, the earthworms were not able to turn the 
manure into loose and finely divided casting, and no subsequent screening can be carried out. On the 
other hand, Eudrilus eugeniae, another compost earthworm with bigger size, was able to turn the 
same weight of zoo manure into casting during the one-month treatment period. However, although 
the manure treated by E. eugeniae can be screened, the coarse fibers in zoo manure which entangled 
the earthworms and blocked the screen meshes easily became a difficult issue. Moreover, the ca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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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after screening was only 37.5% of the total weight. It is obvious that the coarse fiber was the 
major in the zoo manure, resulting in low productivity of earthworm casting. In conclusion, 
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zoo manure, vermicomposting method may not be suitable to 
treat zoo manure than the traditional aerobic composting method currently used in the zoo. 

關鍵詞 Keywords： 
糞便堆肥；好氧堆肥法；蚯蚓堆肥法；堆肥蚯蚓；掘穴環爪蚓；尤金真蚓 
Manure; aerobic composting; vermicomposting; compost earthworm; Perionyx excavatus; 
Eudrilus eugeni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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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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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主持人：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陳俊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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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已進行園區蚯蚓相調查，並且從中選出適合用來處理動物糞便堆肥

之原生蚯蚓種類掘穴環爪蚓，除以掘穴環爪蚓進行實驗外，更另外以體型較大

的堆肥蚯蚓尤金真蚓進行實驗以茲比較，並提出結論與建議，因此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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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之蚯蚓相調查乃首次於園區內進行，因此可提供動物園重要的園區生

物資源之資訊，動物園除可將之做為環境教育之教案資源，亦可藉此資料在

未來發展成動物園蚯蚓地圖。此外，本計畫亦是首次選用原生的堆肥蚯蚓掘

穴環爪蚓評估處理動物園動物糞便之可行性，且本計畫的實驗規模遠較過去

所知研究更為貼近業界模式，換言之即所得的結果更加實際。根據本計畫結

果，目前現行的傳統好氧堆肥法應為最適切且簡單的處理方法，且未來若要

改變動物園動物糞便堆肥的處理方式，勢必需要因應其特性才可能順利達成

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