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菇類廢棄木屑堆肥保水性及種子發芽試驗之研究 

朱祐賢(1*)  林信輝(2) 

摘 要 

本研究為改善菇類廢棄木屑堆肥(或稱太空包資材)做為噴植基材常呈現表面乾裂、結殼和

吸水不佳等缺點，添加之輔助纖維材為棉、麻、稻稈及木質纖維，再依 1/50 和 1/200 不同添加

量分為 8 組配比進行試驗。試驗結果發現，添加輔助纖維材確實能有效降低水分損失，且可增

加噴植基材之保水力，反之，若其添加量過多將導致保水力下降，其中以輔助纖維材與太空包

資材之比例約為 1/200 較佳。此外，為了解不同配比的基材對種子發芽之影響，乃進行種子發

芽試驗，試驗結果得知，試驗組中「太空包資材+棉 1/200+CMC」之發芽率最高(81.75%)，其

次為對照組「太空包資材+CMC」(77.25%)，其他配比發芽率約為 69.25~73.25%，但各試驗組

與對照組均無明顯差異，即添加之輔助纖維材料對種子發芽率無顯著影響。但試驗中充分給水

與否則會影響種子的發芽勢及發芽率，即充分給水發芽率可提高約 10%~20%，並減少 2~3 天

之發芽所需歷程。 

(關鍵詞：噴植工法、菇類廢棄木屑堆肥、太空包、種子發芽試驗、保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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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loying mushroom cultivated Sawdust Waste (also known as waste cultivation bag material) 

as Hydroseeding Material has a number of disadvantages, for instance, often shows split on the 

surface, crusts and poor water absorption. For improving these shortcomings, several accessory fiber 

materials which are cotton, hemp, rice straw and wood fiber are added, and then carrying out the 

experiment by dividing into eight groups according to diverse proportion of addition, that is, the 

one-fiftieth (1/50) and the one-two-hundredth (1/200).It is obvious that water is hardly to be lost and 

water retention capacity of Hydroseeding Material is increased by adding accessory fiber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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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trary, excess additives may lead to a decrease in water retention capacity. It seems that the 

preferable proportion of accessory fiber materials and waste cultivation bag material is the one- 

two-hundredth (1/200). Furthermore, germination experiments are carried ou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vidence for the link between different ratio of materials and germination effects. The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trial group (waste cultivation bag materials, 1/200 cotton and CMC) has the maximum 

percentage germination (81.75%). The control group (waste cultivation bag materials and CMC) got 

the second place (77.25%) and the other is approximately 69.25~73.25%. However, it seems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i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It shows weak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essory fiber materials addition and germination experiments. Nevertheless, 

germination potential would be affected by supplying water adequately or not. The ermination rate 

raises about 10%~20%, and it reduce 2 to 3 days duration of germination. 

(Keyword : Hydroseeding methods, Mushroom Cultivated sawdust waste, Waste cultivation bag 

material, Seed germination experiment, Water holding capacity) 

前 言 

噴植工法所使用之混合資材種類繁多，

可概分為纖維資材、肥料資材、土壤改良劑、

黏著劑、保水劑、種子及其他資材，其中纖

維資材可視為替代土壤之材料，故其用量佔

噴植資材之混合配比最多。良好的纖維資材

可改變表層土壤之團粒構造及增加有機質成

分，將裸露坡面經噴植覆蓋後對植物種子的

發芽作用有顯著提升，基材之保水力、肥力

及孔隙度也直接影響到植物種子的發芽率和

存活率(水保局，2006)。 

選擇良好之纖維材料，除須考慮其物理

性、化學性與生物性外，亦應考量本土化

(localization)之施作流程與供給一致性 (Cull，

1981)，此外，將有機廢棄物堆積，其物理、

化學及生物特性皆可獲得改善而且趨於穩定

(Lohr el ta. 1984a)；在美國、以色列、西班牙

等 地 ， Bilderback el ta. (1982) 、

Hicklenton(1983) 、 Lohr el ta. (1984a) 、

Kelly(1989)、Chen el ta. (1988)與 Trochoulias 

el ta. (1990)，將當地有機廢棄物作為容器栽

培介質進行研究，如樹皮、葡萄果渣和橄欖

果渣、甘蔗渣、花生殼、木屑及菇類廢棄木

屑堆肥等，上述栽培介質皆可完全取代或部

分取代泥炭苔，且具有良好之栽培效果。因

此，若能充分利用有機廢棄物作為噴植介質，

如菇類廢棄木屑堆肥(以下簡稱太空包資材，

主要成分為鋸木屑及米糠或麵麩混合而成)，

其具有節省成本及減少污染等優點。目前國

內菇蕈類年產量近 8 萬公噸(農委會，2003)，

而農業生產後所廢棄之太空包資材產量甚大，

故可視為本土化材料。其具有取材容易、質

地輕、搬運方便及單價低等優點，故成為目

前最常使用之噴植纖維材料。 

崩塌地噴植工法之植生基材配方多以太

空包資材+高分子聚合物(保水劑) 並混和草

木本植物種子為主，然其受限於坡度、坡向、

水分含量、日照量及濕度等綜合環境因素，

可能有固結收縮、二次吸水不佳及種子不易

發芽等問題。故本研究以改善噴植基材之缺

點及不同水分處理與發芽率之影響為主。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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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以太空包資材為主要之基材，再添加棉、

麻、稻稈及木質纖維等輔助纖維材料和保水

劑。隨之，針對噴植後易產生固結收縮以及

太空包資材可能會對種子發芽造成障礙之問

題，進行保水性試驗和種子發芽試驗，並於

種子發芽試驗以兩種水分處理，藉以探討基

材之改善效益以及完工後之養護工作，進而

達成快速坡面綠化之目標。 

研究材料與方法 

一、研究流程 

本研究針對崩塌地治理區進行噴植基材之現

場調查，藉以瞭解噴植基材組成及其配比。

室內研究部分除蒐集彙整太空包資材之相關

文獻資料及進行配比改善試驗，並包括太空

包資材之基本特性解析、噴植基材組成分析

及種子發芽試驗。研究流程如圖 1。 

圖 1 試驗研究流程圖 

Figure 1. Flow chart of methodology. 

二、試驗材料 

(一)太空包資材 

1.用途：太空包資材可作為改善不良土壤之

資材，進而增加水分含量及保存養分並改良

土壤的物理性。 

2.特性：香菇採收後，其為廢棄之太空包資

材，經堆肥發酵後成為纖維材料。主要的成

份為 95%的天然木屑，並與米糠、玉米粉及

麥粉等五種穀類有機物混和，材料先堆積四

星期後製成香菇堆肥。 

3.太空包資材之生產流程(如圖 2) 

 (二)保水劑：高分子聚合物 CMC (cellellose  

methyl  carboxylen) (以下簡稱 CMC) 

1.用途：用以保護噴植基材及土壤表層之黏

著劑。 

2.特性：為高分子化合物之糊精，製作方式

為鹼纖維素與氯醋酸鈉反應合成。無色、無

味、無毒、水溶性的粉末或微粒之有機液體。

不溶於有機液體，可與重金屬鹽形成透明強

韌之薄膜，不易溶於水且不受有機物影響，

其膠體性質優於天然親質子性膠體，並且有

觸變性質，亦可當做電解質。pH 值介於

6.5-8.0 抗張強度 8000-15000 psi，1% 溶液黏

度 5-2000 cps，和其醚化的程度有關。 

(三)種子資材 

1.用途﹕目前臺灣地區主要應用之品系為肯

特基 31F 及律柏草，為邊坡覆蓋用草種。種

子發芽率甚高，適用於中高海拔地區之一般

噴播種子及果園覆蓋材料，以提高邊坡之穩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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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太空包資材之來源及製造過程 

Figure 2. Source and manufacturing process of waste cultivation bag. 

2.特性：高狐草發芽時間短且發芽率高，為

水土保持上常用的植物。 

三、太空包資材之物化特性檢測 

理想的植生介質應具備通氣性佳、保水

力強、質地輕、陽離子交換能力高(保肥力高)、

適當的碳氮比、中性 pH 值、低導電度、無

病蟲源、無毒性、及穩定、耐衝擊、操作方

便、價格便宜及材料取得容易等因素(林立航，

2006)。目前運用於崩塌地噴植之太空包資材，

係混合各種菇類廢棄之太空包資材，其成分、

來源並不固定，故本研究隨機採集堆置於石

門水庫集水區道路旁之太空包資材，由國立

中興大學土壤調查中心分析其物理及化學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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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分析項目為(1)保水力、(2)腐熟度、(3)

酸鹼值、(4)導電度、(5)陽離子交換容量、(6)

碳氮比、(7)全氮、(8)全磷酐、(9)全氧化鉀、

(10)有機質。 

表 1 太空包資材之分析項目及分析方法 

Table 1. Items analysis and analysis methods of waste cultivation bag material. 

分析項目 分析方法 

保水力 
使用加熱減量法，將適量樣品以一定的溫度及時間之加熱條件下進行測
定，由乾燥後所造成之水分損失量，即可計算出水分含量。 

腐熟度 
先將樣品施以培育處理，再進行種子發芽試驗，其發芽率須達 80%(含)
以上，即為腐熟。 

酸鹼值 
(pH 值) 

將樣品與試劑水混合後，利用 pH 值檢測器測定樣品之酸鹼值（pH 值）。

導電度 
(EC) 

導電度之測定需要用標準導電度溶液先行校正導電度計後，再測定水樣
之導電度。 

陽離子交換容量 
(CEC) 

樣品與過量中性醋酸銨溶液進行混合，使銨離子和土壤中交換性陽離子
進行交換，隨之，測定已交換銨離子含量，再由剩餘之銨離子含量計算
出土壤中交換性陽離子容量。 

四、試驗項目與方法 

(一)保水力試驗 

將太空包資材+輔助纖維材料混合後，利

用壓力鍋試驗測定其之水分特性曲線。 

1.壓力鍋試驗材料配比 

(1)選定麻、棉、稻稈、木質纖維四種纖維材

料作為輔助材料。 

(2)本次試驗加入混合的纖維材料有棉、麻、

稻稈、木質纖維，混合資材的部分共有 8 種

組合(如表 2)。 

2.保水力試驗分析方法 

(1)瓷板飽和：將多孔瓷板置入沸水中滾煮 30

分鐘，或直接浸於水中 24 小時以上，以排出

其孔隙內之空氣。 

(2)土體水分飽和：將擾動土壤（＜2 mm）裝

入壓力盒並利用毛細現象將黏著劑填充於土

壤中，裝置定水頭設備，令水頭與多孔瓷板

頂端同高，使銅環中的土壤慢慢達到水分飽

和，飽和後蓋上蓋子。 

(3)檢視空壓機之壓力計，確定其鋼瓶內是否

餘有高壓，確定沒有殘餘後，鬆開放水螺栓，

小心傾置空壓機，將其內餘水排出，以免鋼

瓶生鏽腐蝕。鎖緊放水螺栓，插上電源，啟

動左側開關，空壓機開始充氣，達固定壓力

後自行停止，爾後使用過程中，當壓力小於

某一程度時，空壓機會自行充氣，並自行停

止。 

(4)將飽和後之壓力盒秤全重，然後置入壓力

鍋內之瓷板上，下方再墊以濾紙，以防止排

水時土粒阻塞多孔瓷板之孔隙。 

(5)蓋上壓力鍋蓋，施以固定壓力，待達衡重

後秤壓力盒全重，再增加壓力。秤重前需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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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瓷板上是否有氣泡，若有要以針筒注入蒸

餾水以排出氣泡。 

(6)重複測出施加不同壓力下之壓力盒重（最

大壓力達 15 bar），加壓完後將土柱取出於

105 ℃烘乾 24 小時，並秤重。 

(7)用Wo代入Wi計算可得飽和時之含水量，

將施加之壓力以水柱高（cm）表示，並取對

數值為橫座標，體積含水量為縱座標，即可

繪出土壤水分特性曲線。 

體積水分含量 %  

Wo：水分飽和時壓力盒之全重 

Wi：施加 i 壓力時，壓力盒之恒重 

W：除去土柱後，壓力盒之空重 

Ws：105℃烘乾之土柱重 

V：銅環之容積 

(二)種子發芽試驗 

1.種子發芽試驗材料配比 

經由壓力鍋試驗後優選出 3 組不同處理

之方式，再加入總量 1/200 的 CMC 配比進行

種子發芽試驗，試驗材料配比如表 3 所示。 

表 2 保水力試驗材料配比 

Table 2. The multiple materials of moisture holding capacity. 

 處理名稱 輔助材添加量(g) 太空包資材添加量(g) 總量(g) 

處理 1 太空包資材+棉 1/200 5 995 1000 

處理 2 太空包資材+麻 1/200 5 995 1000 

處理 3 太空包資材+稻稈 1/200 5 995 1000 

處理 4 太空包資材+木質纖維 1/200 5 995 1000 

處理 5 太空包資材+棉 1/50 20 980 1000 

處理 6 太空包資材+麻 1/50 20 980 1000 

處理 7 太空包資材+稻稈 1/50 20 980 1000 

處理 8 太空包資材+木質纖維 1/50 20 980 1000 

表 3 種子發芽試驗材料配比 

Table 3. The multiple materials of germination experiment. 

 處理名稱 
輔助材 

添加量(g)

CMC 

添加量(g)

太空包資材 

添加量(g) 
總量(g) 

處理 1 太空包資材+棉 1/200+CMC 5 5 990 1000 

處理 2 太空包資材+稻稈 1/200+CMC 5 5 990 1000 

處理 3 太空包資材+稻稈 1/50+CMC 20 5 975 1000 

處理 4 對照組(太空包資材+CMC) - 5 99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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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種子發芽試驗分析方法 

為瞭解供試植物種子本身之發芽率及種

子搭配不同處理後之發芽情形，本試驗選取

噴植工法常搭配之種子（高狐草），作為供試

植物種子，依國際種子學會(ISTA)制訂之國

際種子檢查規則及其附文進行種子發芽試驗，

每一試驗均取四重複。 

發芽率(germination percentage)：係指在

指定的期限和條件下，正常發芽種子數目之

比率。發芽勢（germination potential）：則為

記錄每日種子於試驗樣品中發芽之數目，而

求其發芽速率。此為決定種子的最大發芽潛

能，用於不同批種子品質之比較及估算田間

播種之價值。 

發芽率 %  

發芽勢  

A=發芽種子 

N=供試種子總數 

T=發芽時間（日） 

n=試驗後天數 

(1)經水分特性曲線選出了 3 種配比(棉 5 g、

稻稈 5 g、稻稈 20 g)進行種子發芽試驗。 

(2)將不同資材混合的配比與高狐草種子各

100 顆加入塑膠水管中進行試驗，塑膠管得

之尺寸為 10 cm × 5 cm ( D × H )，並於塑膠管

底部鋪上紗布。 

(3)將裝有機基材與種子的容器移置於生長箱

中，控制每日光照時數為 12 小時，有效日照

量 750(μmol / m-2 × s-1)，溫度控制白天為

30 °C、晚上為 25 °C，相對濕度 

60-80％。 

(4)試驗過程中，於每個發芽皿中以噴霧式噴

槍添加水分保持表面之濕潤，每日早上 10 時

添加固定水量 10 ml。 

(5)觀測期間為 99 年 7 月 16 日至 99 年 7 月

30日(共 14天)進行添加水分之種子發芽試驗，

於每日下午 4 時進行觀測，記錄發芽數量，

每一試驗各四重複。 

(6)於 99 年 7 月 31 日至 8 月 14 日(共 14 天)

進行不添加水分之種子發芽試驗，每日下午

4 時進行觀測，記錄發芽數量，每一試驗各

四重複。 

結果與討論 

一、太空包資材物化特性分析 

將太空包資材檢測之結果、一般土壤特

性與肥力分級標準及植生工程客土材料適用

性之評估依據做比較，比對後發現檢測項目

中之酸鹼值 pH和導電度EC皆為不良的情況

(酸鹼值 pH 為 4.82 偏酸、導電度 EC 含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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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高)，較不利於種子的發芽及植物生長。 

依據太空包資材檢測結果，本研究建議

太空包資材與種子資材混合時，可加入土壤

改良劑(例如石灰)，提高 pH 值，並利用水洗

方式降低含鹽量使導電度 EC 達到標準，對

種子發芽及植物存活將有一定幅度的提升。 

表 4 太空包資材特性 

Table 4. The examinational report for properties of waste cultivation bag material. 

分析項目 代表意義 測值(單位) 備註 

保水力 土壤水分保持的能力 81 % 保水力受土壤孔隙構造影響。

腐熟度 為植物養份的來源之一 94 ％ 

如未腐熟，會因醱酵作用之持

續進行,而造成根部缺氧腐爛

並釋放出有毒物質。 

酸鹼值(pH) 
不同植物適合生長之 pH

值範圍不同 
4.82 

一般植物喜生長於土壤 pH 值

6.5 左右 

導電度(EC) 表示介質鹽類濃度的高低 4.24 mS/cm

純水不導電的，EC 值為 0，但

如含鹽類濃度越高，其導電度

也越高，對植物的鹽害也越大

陽離子交換容量 

(CEC) 
保肥力的指標 49.5 cmol/kg

通常以每 100g 乾介質中含多

少毫當量(milliequivalent , me)

的陰離子電荷來表示陽離子交

換能力(CEC)數值。 

碳氮比 (N/C) 有機粒子分解的指標 52.3 碳氮比越高分解速度越慢 

全氮 (N) 植物生理作用之重要成份 1.04 ％ - 

全磷酐 代謝作用的重要元素 0.589 ％ - 

全氧化鉀 影響作物光合作用之調節 0.303 ％ - 

有機質 肥料中有機物的含量 93.6 % - 

附註：檢測單位為國立中興大學土壤調查中心 

二、保水力試驗結果分析 

土壤中田間容水量的提升對植物之生長

發芽有著重要的關係，尤其種子發芽時需有

適當的水分，此一需水量在噴植初期全仰賴

土壤之田間容水量來提供。 

試驗混合資材的部分共有 8 種組合，本

研究將資材總量固定為 1000 g，加入混合的

纖維材料有棉、麻、稻稈及纖維，將其試驗

結果與太空包資材不加任何纖維材料的結果

相比較，得出混合棉 1/200、稻稈 1/200、稻

稈 1/50 有較佳的水分特性曲線(圖 3、圖 4)，

此 3 種配比將用於後面的種子發芽試驗中。 

本試驗分別添加了 5 g及 20 g的纖維材，

其結果顯示添加 5 g 纖維材的水分特性曲線

優於添加 20 g 纖維材的水分特性曲線。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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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結果表示微量的纖維材有助於增加太空包

資材之保水力，並能降低水分的損失，反之，

其添加過量則會造成保水力下降，其中以纖

維材與太空包資材的比例約為 1/200 較為適

當。 

三、種子發芽試驗結果分析 

(一)充分給水之種子發芽試驗 

本次發芽試驗結果如表 5 所示，發芽率

最高的是「太空包資材+棉 1/200+CMC」，發

芽率達到 81.75%，其次為本次試驗的對照組

「太空包資材+CMC」，發芽率為 77.25%，會

採用此對照組之原因為崩塌地以噴植工法進

行邊坡整治之植生基材配方多以太空包資材

+高分子聚合物(CMC) 混合草木本植物種子

為主，而「太空包資材+稻稈 1/200+CMC」

和「太空包資材+稻稈 1/50+CMC」這兩種配

比的發芽率為 69%和 73%皆低於對照組。 

將其結果經由 T 檢定做比較，有添加纖

維材的發芽率和無纖維材的發芽率並無明顯

差異。由結果可得知添加輔助纖維材並不會

對種子的發芽造成影響。 

(二)不再加水之種子發芽試驗 

在充分給水之發芽試驗後，進行不再加

水之發芽試驗，生長箱的日照時數、白天和

夜晚的溫度以及相對濕度都和先前的試驗條

件相同，唯一的不同就是不在基材表面噴灑

水分，較能符合現地施工條件。 

而此次試驗結果如表 6 所示，發芽率最

高的是「*太空包資材+棉 1/200+CMC」發芽

率為 62.75%；其次為「*太空包資材+稻稈

1/50+CMC」，發芽率為 62.25%，再來是「*

太空包資材+稻稈 1/200+CMC」以及「*對照

組」。將其結果經由 T 檢定做比較，皆無顯著

差異。 

表 5 不同處裡之發芽率及發芽勢(充分飽和) 

Table 5. Percentage germination and germination energy various treatment (Saturation).  

 處理名稱 發芽率(%) 發芽勢(Day-1) 

處理 1 太空包資材+棉 1/200+CMC 81.75 19.18 

處理 2 太空包資材+稻稈 1/200+CMC 69.25 17.77 

處理 3 太空包資材+稻稈 1/50+CMC 73.25 18.48 

處理 4 對照組(太空包資材+CMC) 77.25 18.23 

表 6 不同處理之發芽率及發芽勢(不再加水) 

Table 6. Percentage germination and germination energy various treatments (no more water). 

 處理名稱 發芽率(%) 發芽勢(Day-1) 

處理 1 *太空包資材+棉 1/200+CMC 62.75 13.77 

處理 2 *太空包資材+稻稈 1/200+CMC 60.00 13.53 

處理 3 *太空包資材+稻稈 1/50+CMC 62.25 13.40 

處理 4 *對照組(太空包資材+CMC) 58.25 13.94 



水土保持學報43(1) : 69 – 82 (2011) 
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 43 (1) : 67 - 80(2011) 

78 
 

 

圖 3 添加 1/200(5 g)纖維材料後之水分特性曲線圖 

Figure 3. The water characteristic curve which added 1/200(5g) fiber material. 

 

圖 4 添加 1/50(20 g)纖維材料後之水分特性曲線圖 

Figure 4. The water characteristic curve which added 1/50(20g) fiber material. 

(三)充分給水與不再加水之發芽試驗比較 

將不添加水分之發芽試驗與添加水分之

發芽試驗做比較，繪製出累積發芽率與每日

發芽數量之比較圖，不再加水之發芽率約為

60%，低於充分給水之發芽率約為 75%；在

每日發芽數量這張圖中可以發現充分給水之

發芽試驗於第三日開始發芽，第四日及第五

日為發芽之高峰，而不再加水之發芽試驗於

第五日才開始發芽，在第六日時達到高峰，

兩者的高峰發芽數量為平均為 23 顆和 19

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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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不同資材配比及水分處理之種子發芽率 

Figure 5. Percentage germination result with various ratios of materials and water process. 

 

圖 6 高狐草於不同資材配比處理之累積發芽率(充分給水與不再加水) 

Figure 6. Accumulate percentage germination of Festuca arundinacea Schreb with various ratios of 

materials and treatments (with water and without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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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高狐草於不同資材配比處理之每日發芽數量(充分給水與不再加水) 

Figure 7. The quantity of germination per day of Festuca arundinacea Schreb with various ratios of 

materials and treatments (with water and without water ). 

結論與建議 

1. 將太空包資材檢測之結果、一般土壤特

性與肥力分級標準及植生工程客土材

料適用性之評估依據做比較，比對後發

現檢測項目中之酸鹼值 pH 和導電度

EC 皆為不良的情況(酸鹼值 pH 為 4.82

偏酸、導電度 EC 含鹽量太高)，較不利

於種子的發芽及植物生長。 

2. 保水力試驗結果顯示添加輔助纖維材

確實能有效的降低水分損失，增加基材

之保水力，其添加的量不宜過多，反之，

其添加過量則會造成保水力下降，其中

以輔助纖維材與太空包資材的比例約

為 1/200 較為適當。 

3. 種子發芽試驗經由 T 檢定做分析其結

果均無顯著差異的，所以可以推論添加

纖維材並不會對種子發芽造成影響。 

4. 將不再給水與充分給水分兩者之發芽

試驗做比較，繪製出累積發芽率與每日

發芽數量之比較圖，不再給水發芽率

(60%)低於充分給水發芽率(75%)。由累

積發芽率曲線得知充分給水約降低發

芽所需時間 2-3 天。 

5. 藉由此試驗，建議施工單位於施工完成

後的兩個星期，進行坡面維護與灑水之

工作，以提高種子發芽率，亦加速植物

生長，達到坡面植生覆蓋及保護土壤免

於沖蝕的效果。 

6. 噴植基材大量使用太空包資材作為纖

維材料，建議斟酌考量檢核碳氮比、腐

熟度、pH 值、電導度等物化特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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