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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菇類產業源遠流長，

栽培的方式廣泛而多元，

利用的介質包含段木、木

屑、稻草和廢棉，以太空

包、PP 材質塑膠瓶或是床
架式栽培，各種菇類各有

一套模式在生產運銷。自

五○年代政府大力推動洋

菇 (Agaricus bisporus) 產業
起，帶動了菇類產業鏈開始

活絡，整個產業發展至今其

年產值早已逾百億。隨著青

年農民與其他產業退休者的

投入，綜觀農糧署每年的栽

培量統計數據，現今以香

菇 (Lentinula edodes) 和金針
菇 (Flammulina velutipes)  栽
培量為數最多，年栽培總量

約為 2 億 1 千萬包和 1 億1 
千萬瓶，杏鮑菇  (Pleurotus 

eryngii) 年栽培量已高於 1 億 
3 千萬包，木耳 (Auricularia 

polytricha) 與秀珍菇 (P. sajor-

caju) 年栽培量合計也已超過
5千萬包，洋菇則有將近每年
10萬坪的栽培面積。
目前國內大宗生產菇類

除了洋菇是以稻草堆肥製成

床式栽培之外，其餘各種菇

類，凡是以太空包或 PP 塑膠
瓶生產者皆以木屑為主要栽

培原料，以往根據地球公民

協會估算，臺灣每年大約使

用 30 萬公噸以上木屑作為菇
類栽培基質，而現在菇類整

體栽培量也逐年增加中，加

上天災、環保議題等因素，

國內木屑來源亦趨緊縮，木

屑原料匱乏是遲早必須面臨

的問題。循環農業一直是世

界的潮流，在國外許多農業

廢棄物被拿來當作菇類栽培

的原料 (表一)，為了產業永
續並友善環境，必須開發利

用可供菇類生長之木屑替代

介質，而替代介質須容易取

得且能穩定供應，才能讓生

產穩定。能善加利用大宗農

業廢棄物於菇類栽培，對整

體菇類產業之永續經營，及

對環境資源之節約與循環再

利用都是相當重要的。

臺灣每年有近 140 萬噸的
廢棄稻稈產生，可是其中僅

有約 40 萬公噸用於大約 10 
萬坪的洋菇生產 (以 10 噸用
於 100 坪計算，10 萬坪需
要 10 萬公噸，如果以一年
生產至少 4 次計算，應該可
以用到 40 萬公噸)，其餘大
多都就地混拌或有部分違法

焚毀！水稻屬禾本科植物，

禾本科是世界上最為廣泛栽

培的糧食作物，水稻、小

麥、玉米等人類主食幾乎都

是禾本科植物，就連我們亞

洲人所喜愛的竹子也是禾本

科中竹亞科的成員，在筆者

以文獻搜尋及自 Discovery、

農業廢棄物
在菇類的實際應用案例

◎農試所／李瑋崧．陳美杏．呂昀陞

菇．類．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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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菇種與其可利用農業廢棄物對照

菇　　種 農業廢棄物 參考文獻

蠔菇 (Pleurotus ostreatus)

香蕉、咖啡果肉、甘蔗渣、豆渣 Stamets, 2000
棉籽殼 潘&陳, 1992
小麥稈、玉米稈、高粱稈及禾本科雜草 廖, 1988
桂竹屑、孟宗竹屑和麻竹屑 陳, 2014
板栗苞殼 覃&覃, 2008

金頂側耳 (P. citrinopileatus)
香蕉、咖啡果肉、甘蔗渣、豆渣 Stamets, 2000
小麥稈、玉米稈、高粱稈及禾本科雜草 廖, 1988
鋪地黍、狼尾草、玉米稈、蔗渣 Liang et al., 2011

鮑魚菇 (P. cystidiosus)
香蕉、咖啡果肉、甘蔗渣、豆渣 Stamets, 2000
小麥稈、玉米稈、高粱稈及禾本科雜草 廖, 1988

粉紅蠔菇 (P. djamor)
香蕉、咖啡果肉、甘蔗渣、豆渣 Stamets, 2000
小麥稈、玉米稈、高粱稈及禾本科雜草 廖, 1988

肺形側耳 (P. pulmonarius)
香蕉、咖啡果肉、甘蔗渣、豆渣 Stamets, 2000
小麥稈、玉米稈、高粱稈及禾本科雜草 廖, 1988

鳳尾菇、秀珍菇
(P. sajor-caju)

棉籽殼 潘&陳, 1992

布袋蓮
Murugesan et al., 1995
Nageswaran et al., 2003

小麥稈、玉米稈、高粱稈及禾本科雜草 廖, 1988
玉米稈、蔗渣 Liang et al., 2011
稻草 Li et al., 2012
板栗苞殼 覃氏等, 2008

杏鮑菇 (P. eryngii) 鋪地黍、玉米稈、稻草 Liang et al., 2011

靈芝 (Ganoderma lucidum)
香蕉、咖啡果肉、甘蔗渣、豆渣 Stamets, 2000
板栗苞殼 覃氏等, 2008

香菇 (Lentinula edodes)
甘蔗渣 Stamets, 2000
芒萁、蘆竹、蘆葦、五節芒、象草 Lin, 2005
象草粉 韋, 2009

羊肚菌 (Morchella esculenta) 豆渣 Stamets, 2000
金針菇 (Flammulina 
velutipes) 甘蔗渣、棉籽殼 潘&陳, 1992

猴頭菇 (Hericium erinaceus) 甘蔗渣 潘&陳, 1992

木耳 (Auricularia polytricha)
甘蔗渣 潘&陳, 1992
鋪地黍、玉米稈、蔗渣 Liang et al., 2011

草菇 (Volvariella volvacea) 棉籽殼 潘&陳,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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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 t i o n a l  G e o g r a p h y  或 
Youtube 等多媒體所探究而得
的資訊，這些禾本科作物的

草稈或其他長纖維類的農業

廢棄物，在臺灣以外的許多

國家都將之先以巴士德滅菌 
(Pasteurization) 或其他簡易方
式消毒後，再以混拌大量菌

種的方式裝填至塑膠袋中栽

培菇類。

不過從所獲得的資訊中，

並未提及各種材料需要進行

什麼樣的裁切或預處理步

驟，例如「椰纖」 (即椰子的
coir pith，大馬一帶稱椰糠) 
我們以往僅從文獻得知它可

用來種菇也能用來當植物的

土壤替代物，但是截至筆者

最近從馬來西亞FB網友的分
享才知道，椰纖要到能包裝

上市給人種花種草要大致有

七個步驟，靜置 (軟化椰殼，
約放一年)、分解 (把椰殼撥
開成小塊)、發酵 (分解不穩
定部分，約一年半左右)、清
洗  (把椰殼中的鹽分、雜質
洗掉)、曬乾 (去除水分)、篩
分  (用篩網機按長度大小分
開)、壓縮 (壓縮成塊方便運
送)，這些前置作業耗時約需

三年 ，而看其狀態，也大概
得要到此階段或至少半成品

狀態才能用來當菇類栽培的

原料！若是不了解原物料的

性質而貿然採用，可能會發

生許多問題而導致失敗的結

果，正如國內菇類 (洋菇外)
長久以來都利用木屑栽培，

一旦改使用纖維較長的原

料，極容易發生糾纏拌料機

軸承的情況，因而一直未使

用木屑以外基質。

禾本科或其他長纖維類

的農業廢棄物要在國內應

用，必得先解決纖維過長的

問題，否則無法自動化。在

中國是將這類的農業廢棄物

磨成粉，充當米糠或麥麩等

輔料用。農試所將稻草切割

至約 1 公分長度，也成功完
成自動拌料，並利用太空包

壓包機將稻草與其他材料混

合裝填入塑膠袋中，完全克

服拌料時纖維糾結的問題，

也順利以慣行方式接種混合

了稻草的太空包，並栽培出

產量優於全木屑種植的秀珍

菇，在一○二年發表了《稻

草在秀珍菇栽培之應用》，

證明只要有適合的前處理方

式，使用具長纖維的農業廢

棄物進行自動化菇類栽培，

是無障礙的。

其實菇類生長和產生子

實體也只不過是一連串的

能量轉換，是依賴菌絲所分

泌水解酶和氧化酶來降解轉

化像是纖維素 (cellulose) 、
半纖維素 (hemicellulose) 和
木質素 (lignin) 等植物主要
組成分子成為可吸收之小分

子，加以吸收利用。不同

的菇類品種對於營養的需求

會有差異，草菇 (Volvariella 

volvacea) 能在新鮮或未發酵
的植物殘體生長，洋菇則嗜

好發酵腐熟好的堆肥，有些

菇類適應生長的範圍較廣，

如原本生長於闊葉腐木的蠔

菇類 (oyster mushrooms) ，
在穀物秸稈、玉米芯、種子

殼、咖啡廢料、甘蔗渣、紙

和紙漿的副產品及其他材料

都能生長良好；在農村中的

廢紙類不少，像是紙箱或用

以避免撞擊所墊用的紙類，

筆者亦曾以報紙和各種廢紙

組合進行過秀珍菇栽培。

而根據二○一五年劉氏等

人《農業廢棄物與其再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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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分類，農業廢棄物主

要可分生物性與非生物性

二類，非生物性農業廢棄物

在充分的分類後，大都能回

收再製成不同面貌的再生產

品，而生物性廢棄物有農

產廢棄物 (採收後之殘體)、
漁業廢棄物 (牡蠣殼等)、畜
產廢棄物  (糞、毛、骨、血
等)、批發市場廢棄物(作物
殘體) 和食品加工廢棄物 (蔬
果殘體、酒粕、魚骨、魚

尾、廢內臟、等等)，植物類
的廢棄物有纖維素、半纖維

素或木質素可做主料，禽畜

糞便可作堆肥，牡蠣殼可做

蚵殼粉調節覆土性質和替代

碳酸鈣用，蔬果殘體和酒粕

類可以做營養物添加在栽培

介質中，大部分都能拿來種

菇。

使用各種農業廢棄物前

還須做不同程度的粉碎，以

利攪拌混料，而粉碎前須乾

燥處理，為了讓這些介質容

易吸水，製作太空包前做適

當的堆積也是必然的。以筆

者利用稻草作製作太空包為

例，乾稻草含水量約 11％，
本身的吸水能力不佳，初次

製作為補足栽培基質含水量

到 65％，導致添加的水分被
米糠、粉頭等輔料吸收，輔

料大量吸水後成黏稠糊狀，

殺菌接種後因輔料黏稠而大

為降低了基質透氣性，導致

菌絲生長受阻甚至死亡，之

後調整製作方法，增加稻草

先行浸泡吸水的步驟始修正

此錯誤。大量製作時，可將

所需稻草在三天前進行假堆

軟化。

其實包含木屑在內，植

物的體組織都含有細胞壁、

角質或臘等疏水性構造，

這些成分僅有構成方式或是

數量上的差異。所以傳統

上，新木屑會將之堆積數週

或數月再使用，即使急迫要

用木屑，仍會建議先弄濕堆

積至少 2∼3 天讓水分吸入
再用。製作洋菇堆肥時，稻

草也會先做假堆使其軟化較

易吸水。故使用農業廢棄物

時，即使已將之打碎成木屑

一般，也要依個別性質做不

同前置作業，材質堅硬如竹

屑，建議比照木屑堆積數週

或數月，就像前面提到的椰

纖製作更需要三年的時間，

不同的原料有不同的處理原

則，如草類即可先泡軟  (假
堆，如切碎後是以麻布袋

收集可直接整袋丟入水中吸

水 )，瀝掉多餘水分後和整
體配方一起計算含水量再使

用。

雖然國外不乏報導指出蔗

渣是非常有效益的菇類栽培

介質，但是臺灣蔗糖生產的

量已大不如前，蔗糖的生產

集中在每年十二月至翌年的

四至五月，蔗渣不易分解，

纖維又長，因此需要堆積

及粉碎處理，才能成為菇類

穩定的生產原料。目前國內

仍有大量水稻種植，每年產

生的稻草幾乎都超過 140 萬
噸，臺灣生產的洋菇、草

菇、杏鮑菇、秀珍菇、蠔

菇、玉米菇 (金頂側耳)、夏
季鮑魚菇等都是可純粹用稻

草栽培的菇類，實驗也證明

稻草是可以使用在自動化機

械設備中的，此外，我們臺

灣的竹材也是一個潛力股，

竹林間需疏伐老舊竹子，這

些被疏伐的竹子也是令人頭

痛的農業廢棄物，應能開發

作為竹屑來種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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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多年來不斷嘗試利用

農業廢棄物生產菇類，如圖

1 和圖 2 就是我們使用稻草
替代木屑以及使用廢紙製成

太空包培養秀珍菇的試驗，

遇有熱心環保的農友我們也

會鼓勵他們應用大宗農業廢

棄物，努力學習以農業廢棄

物種菇，圖 3 即為筆者所輔
導位於平溪的農場以竹屑和

稻草等農業廢棄物所製香菇

太空包，菌絲經轉色後出菇

的情形。圖 4 則是該農場收
集香菇太空包的「黑包」回

收滅菌後，重新接種蠔菇菌

種再出菇的狀況。圖 5 的木
耳生產也是利用該農場提供

的回收原料製成的太空包，

圖 6 則是該農場目前主力菇
種蠔菇，利用稻草、咖啡渣

等原料回收製成的栽培基質

所生產，該農場的理想是利

用農業廢棄物生產菇類，採

收後的廢基質再做為堆肥回

歸農田，農作採收後的農業

廢棄物再拿來種菇，如此永

續循環再生利用。為此，還

特地來上過農民學院菇類栽

培訓練班，並購置了一系列

無菌操作設備和大型滅菌設

備，目前除生產菇類外，還

利用他們養菇的廢料進行蚯

蚓養殖，對環保相當的熱衷。

此外，筆者也和畜產試驗

所合作開發利用畜產廢棄物-
牛糞來種植菇，目前我們鎖

定栽培成長量最為快速的杏

鮑菇來做試驗，在以牛糞取

代了部分的木屑後的出菇情

形如圖 7 所示，杏鮑菇的菇
體也是相當優美潔白，口感

和甜味都絲毫不受影響。圖

8則是筆者輔導南投竹山鎮
的農友利用稻草製作太空包

所生產的秀珍菇，不過還未

量產。在環保種菇的推廣，

我們是持正面開放的態度，

只要有需要輔導筆者都會盡

其所能協助，而表一也是我

們所整理出來可以用作菇類

栽培的一個農業廢棄物列

表。其實回收農業廢棄物再

利用來栽培菇類以減少環境

污染，不僅是環保事業，更

是賺錢的事業，若能產業化

地收取農業廢棄物再製成適

於機械化製包、製瓶的木屑

替代介質，對環境的永續發

展以及農業維持生態的角色

扮演都是十分有助益的。菇

類原本就是自然環境的分解

者，將這個角色位階在農業

產業中發展為農業廢棄物的

回收再生廠，是適得其所恰

如其分，利用農業廢棄物能

讓我國菇類生產成本下降，

提升與他國菇業之競爭力，

更可促成無廢棄物的農村

呀！

←圖1. 利用稻草取代一半木屑栽培之
秀珍菇出菇情形

↓圖2. 使用各類廢紙經過碎紙機之後
組合製作的秀珍菇太空包出菇情形



55農業世界雜誌／2017／03月／403期

4. 筆者輔導平溪的農場，收集香菇
黑包重新滅菌再接種蠔菇之菇包
出菇情形

圖說：3. 筆者輔導位於平溪之農場，使用竹屑和稻草等農業廢棄物製成香菇
太空包之走菌、轉色與出菇情形，配方仍在研究中，期待可以翻轉
香菇必須使用木屑之現況

3 4

5 7

6 8

5. 利用竹屑等農業廢棄物製成 
太空包栽培木耳之生長情形

6. 筆者輔導平溪的農場以稻草、
咖啡渣等農業廢棄物生產蠔菇

7. 筆者與畜產試驗所合作以處理
過之牛糞取代部分木屑栽培杏
鮑菇之出菇情形

8. 筆者輔導竹山鎮農友以稻草製
作太空包生產秀珍菇之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