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區執行低碳措施方法

主講人: 環保署認證環境 教 育 人 員
新北市低碳進階規劃師潘睿祥



「綠屋頂」 以建築物、構築物頂部
為載體，以植物為主體進行配置，是
多種屋頂種植方式的總稱。



薄層式綠屋頂：強調最節能減碳，
低維護管理。



庭園式綠屋頂



庭園式的空中花園：景觀效果佳，但設計
施作費時。



盆栽式的簡易綠屋頂















210元

長45cmX寬30cmX高35cm

230元

加八個接扣

450元 60cmX45cmX35cm 450元



800元3尺X2尺X0.7尺

雙層雙連通箱

650元

60cmX45cmX43cm

單層四連通加高三節(種菜免彎腰)

90cmX60cmX65cm 1200元

兩個四箱連通箱(共八箱)

6尺x2尺x0.7尺 1600元



通暢排水：避免落葉泥沙阻塞排水孔。



• （一）生物棲地、固定CO2。

• （二）隔熱降溫、截留雨水。

• （三）景觀美化、保護建築。

• （四）教育學習、運動休閒。

• （五）園藝生產、療癒復健。

綠屋頂的功能



• 生物棲地、固定CO2。



• 隔熱降溫、截留雨水。



• 景觀美化、保護建築。



• 教育學習、運動休閒。



人口：500人
屋頂農園設置成本：70萬
年收成：500人吃39天晚餐(菜)，

約500*39*30元=58.5萬
約1.2年回收設置成本

特色：降低食物里程，減少暴雨逕流，
降低溫度減少空調使用，
增進居民情感，不受颱風影響菜價

屋頂農園成效-潘睿祥社區

• 園藝生產、療癒復健。



200公分*200公分

厚3公分高12+12=24公分防腐鐵木板

過濾布

以帆布為阻根層

輕質土壤介質:發泡煉石500L
泥碳土600L
培養土240L
花土200L

使用3公分排水透氣墊、結構易排水
地面透氣、乾燥

製圖人:新北市低碳社區進階規劃師潘睿祥

綠屋頂設置要點



綠屋頂設置要點

排水層
用於改善介質的含水通
氣狀況，蓄存少量水分
並能迅速排出多餘水分，
有效緩解瞬時壓力而設
置的材料層。



綠屋頂設置要點

阻根防裂：避免根系強大的植物破壞建築結構。



綠屋頂設置要點

隔離過濾層
用於阻止介質進入排水層的材料層，一般採用既能
透水又能過濾的聚酯纖維不織布材料。



介質層
指滿足植物生長

條件要求，具有一定
的通氣排水性能、保
水能力和體積穩定的
輕質材料層。

綠屋頂設置要點



植栽層 種植植栽的表面層。

綠屋頂設置要點



生態效益：多選用蜜源或鳥餌植物。



回收雨水給水

自
來
水
補
給

回收水(澆灌用)

溢
水
管

回收雨水連結卜申

浮球開關設置桶

儲水備旱：利用水撲滿承接雨水，充分利用水資源。







魚菜共生，又稱養耕共生、複合式耕養，指的
是結合了水生動物中的糞便和水中的雜質分解
過濾，主取氨（尿素）成份供應給飼養箱上的
蔬菜，同時蔬菜的根系把飼養箱內的水淨化供
給水生動物使用，結合水產養殖與水耕栽培的
互利共生生態系統。



在飼養箱（池）中，可以養殖吳郭魚、錦鯉或寶石鱸
等魚種。池子的水帶有魚的排泄物，含有氮、氨等成
分，若直接排到河川、土壤，會造成環境的負擔；不
過，若拿這些廢水來種菜，反而提供蔬菜養分，而且
蔬菜淨化水質後又可以導回魚池再利用。這一套平衡
系統，能避免水質惡化，且形成魚幫菜、菜幫魚的良
性循環。
使用魚菜共生技術種植的蔬菜不需添加肥料和農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B3%E9%83%AD%E9%AD%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C%A6%E9%AF%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F%B6%E7%9F%B3%E9%B1%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2%A5%E6%96%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9C%E8%8D%AF


魚菜共生 運作模式

購入魚苗 硝化池
(調整水質)

開始種植蔬菜

約8週後

植物可收成魚長大後，大小魚分槽
大魚可收成，
最大可高達一公斤以上



養殖門市養殖工廠

餐廳 消費者

養殖工廠提供技術與魚苗給
養殖門市，消費者可透過
APP向養殖門市購買新鮮的
魚，餐廳也可就近向養殖門
市購買，以確保魚類品質。

系統架構



自給自足：吃到新鮮、安心的蔬菜和魚。

生產高效：系統是自給自足，循環一旦
形成，種植成本就是魚食。

節約用水：土地高效利用，並節省水資源
利於環境保護。



魚順利成長

排泄物

NH4氨

化學式便便尿

硝化菌

魚

菜



NO3
硝酸鹽NH4氨 硝化菌

硝化菌 是一種細菌

菌類大自然都存在
有些人去水族箱買硝化菌、沒這必要
新系統不會很多硝化菌、因為是菌類、
會很快繁殖、這系統很快建立起來。



NO3
硝酸鹽

NH4氨硝化菌

H2O水 O2氧

硝化細菌需要附著在底
質上，通常集體生活並
凝聚成團而形成凝菌膠
團。它們所需要的銨源，
靠擴散作用或水流運送，
屬於被動式供應養份。



一般多運用發泡煉石、當作附著的地方。
發泡煉石是一種多孔材質、硝化菌可以在
發泡煉石順利附著、是最普遍採用。



K1是一種生化材料、是多孔
的表面質、也是一種過濾材、
比發泡煉石好、提供硝化菌
附著、硝化菌是一種靜態菌、
不動時呼吸養份較少、K1需
打氣造成水流、硝化菌跟著
動、就會很多養分經過硝化
菌身上。



1kg=400

K1慮材體積
20*20*20cm立方體

K1用量為水體的一半

K1會浮在水面、須靠打氣機、一開始浮力很大不
會滾動、須一星期後、附著後、才開始順利滾動。
K1一般是廢水處理廠在用的、算是非常專業的物
質、所以用k1當硝化菌培養的材質、效果很好。
硝化菌培養起來了、NH4-NO3系統培養大約需一個
月時間。

硝化池



沉澱池

水問題PH值 台灣自來水PH值7.5以上偏鹼性

太高了不適合植物-營養作用

魚菜共生需經常檢測水質PH值
6.5左右

PH值如何調整是很重要的、沉澱、就很多營養份
植物會吸收的很少、PH值控制不當養在多的魚也
是枉然。
PH值一般是放化學元素調整水質。
一般作魚菜共生、講究生態平衡、所以使用自然
調整法則、魚、菜、達到生態平衡。其實大自然
界就是一種生態平衡、山川河流、在森林裡很多
洛葉、會腐蝕流到河裡、很多營養帶到河裡、讓
魚長得很好。



種植場所

露天100%

網室80%

溫室60%

陽光不充裕時、溫室容易造成硝
酸鹽過量。
硝酸鹽、光合作用不完整、會產
生殘留問題。



第四層：水氣耕—種植香草
利用LED燈(照明時間為16H/日)與魚的糞便當肥料種植

第三層：黑棉過濾層，可種植仙人掌或香草植物
（移除含氮物質的植物濾床）

第二層：養殖魚苗或小魚

第一層：養殖大魚
因大魚活動力較強，故兩個槽中間連結有較大空間。

省空間:   可採高樓層疊式架體，耕作面積可
擴大數倍至數十倍，易於管理。



氣溫：

栽培非季節性蔬菜則在夏天需遮陰，冬天需加人工照
明才可順利生產。

受氣候影響較小：

不受颱風、暴雨、酸雨、乾旱，可控制改善低溫及酷
熱和低濕度。可依原訂計畫生產及供給數量較不受氣
候影響。



光的營造

植物生長最主要是光合作用、光需作妥善規劃。
光-空曠這種光線最理想、射取光線、社區、座北朝南是最理
想的、可以放南處、朝東只有半天、朝西只有半天。

植物燈一般以紅藍為主、R紅光、運用在於開花結果、B藍
光植物生長特別需要、一般紅藍比8:1、葉菜類藍光比例需
多一點、很多場所、環境無法改變、可以用LED補光、較省
電、大致上12-16小時、植物和人一樣、需休息。



液溫水環境：

最適宜之水耕液溫度為25℃，魚菜共生是密閉式循環
系統、所以會碰到下雨問題、改變水濃度、所以植床
需作防雨措施、運用種植管、較有遮蔽。

水質 水溫

魚-對水質、水溫、特別敏感、盡量不要去變動、要調
整回來、需要很多時間、和精神
水的變動、蒸發問題、葉片散發水份、水會減少、建
議運用自動補水系統、經常用自來水、含氯殺菌、硝
化菌一併殺死、循環系統破壞、需很長時間復原。



減少植物病原菌的來源：

水耕栽培的基質及材料可以減少植物病菌的危害。
(一般水耕栽培初次種植時病蟲害較少，但經多次種
植後需要加強環境的管理；否則，病蟲害也會和自然
田間一樣的嚴重或更嚴重。)

補水：

雨水最好、只要不是酸雨。



種植槽



A B C

讓A桶的水流到B桶->C桶

魚菜共生”系統相關原理說明之連通管原理

省水:

因土耕大部份的水都流失掉,吸收很少，耕栽種可比
土耕栽種省90~95%的灌溉用水，採收清洗也比傳統
土耕省大量的用水。









開始進水 與出水孔等水位 開始排水 排出所有水直到吸入空氣

魚菜共生”系統相關原理說明之簡易潮
汐開關與虹吸原理

http://4.bp.blogspot.com/-M65K2X8_vVY/TpD3BTySWAI/AAAAAAAAFvU/1pwHTHWRb_Q/s1600/sa01.jpg
http://4.bp.blogspot.com/-M65K2X8_vVY/TpD3BTySWAI/AAAAAAAAFvU/1pwHTHWRb_Q/s1600/sa01.jpg
http://2.bp.blogspot.com/-qLssiWwSNzM/TpD3Bu5mgFI/AAAAAAAAFvY/xsulk4D6rDI/s1600/sa02.jpg
http://2.bp.blogspot.com/-qLssiWwSNzM/TpD3Bu5mgFI/AAAAAAAAFvY/xsulk4D6rDI/s1600/sa02.jpg
http://1.bp.blogspot.com/-WahJZHJ5vOg/TpD3CMI3P9I/AAAAAAAAFvc/vWHYuKXVHs4/s1600/sa03.jpg
http://1.bp.blogspot.com/-WahJZHJ5vOg/TpD3CMI3P9I/AAAAAAAAFvc/vWHYuKXVHs4/s1600/sa03.jpg
http://2.bp.blogspot.com/-mCkiOFRz6EM/TpD3AUS5xYI/AAAAAAAAFvQ/iGNx_dUUzJM/s1600/sa04.jpg
http://2.bp.blogspot.com/-mCkiOFRz6EM/TpD3AUS5xYI/AAAAAAAAFvQ/iGNx_dUUzJM/s1600/sa04.jpg


種植槽

虹吸鍾

養殖魚槽連通管沉澱池硝化池深水馬達

發泡煉石

製圖人:新北市低碳社區進階規劃師潘睿祥

陽光 空氣



免除草 少蟲害

免翻土 免施肥

免灌溉 少腰背痛

省人力 省能源

減碳 隨時天然施肥

認證 系統可大可小

如同土耕美味

省時省人力:

可節省時間及人力，如不用耕耘翻土、除草、施肥、
澆水、噴灑農藥，採收乾淨容易，包裝方便



萵苣與紫羅勒
以魚菜水氣耕所種植的
結果，萵苣採收時總長
可達到40公分，紫羅勒
單片亦可達長度10公分，
且香氣十足。



保新鮮度高：

水耕蔬菜水份充足，採收後保存水分及鮮度時間可比
傳統種植長2~3倍,對於賣場銷售的折損退貨率是非常
低的。

口感佳：

水耕植物工廠所生產的蔬菜纖維質較細,水份較足,甜
度較高,脆度口感佳,最適合做生食,如生菜沙拉,夾土
司及搭配做燒烤肉等。

生菌數低：

以生吃為主的生菜類，生菌數是重要的指標，因此水
耕就比土耕更有優勢。



生產工廠

雲端 養殖門市

POS系統生產資料庫

消費者網際網路

電子商務伺服器
網際網路

餐廳

水耕蔬菜能提供給連鎖餐廳穩定的貨源及價格、高安全性、
高品質的蔬菜；讓餐廳業者對於食材的品質能更有效的掌控，
並對消費者有更安全的保障，也才能提升品牌形象。

貨源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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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的蔬菜需要
好的土壤與肥料



維護管理：必須有持續性的維護。

施肥
可採取控水控肥措施或生長抑制技術，控制植
物過快生長，降低建築荷載和管護成本。



土壤物理性

土壤構造

良好的土
壤具有團
粒結構，
具有通氣
性及保水
性。

土壤是綠化的根基

好的土壤是植物成長茁壯的關鍵



團粒(固體物)
由微生物、有機
質和細小土粒聚
合而成、為鬆散
而不規則的構造
有機質含量約5%
最理想。。

孔隙(水分與空氣)
出現在鬆散的團
狀構造內、以及
團粒與團粒間的
接合處、當中水
分與空氣各半、
可減緩土壤肥份
的流失。

理想的土壤通常含有50%的固體、與50%的孔隙、孔
隙中水與空氣各佔一半、孔隙的存在除了保存水分
與空氣(因植物根部也需要呼吸外、還能減緩土壤肥
份的流失。



廚餘是什麼? 
日常生活產生的垃圾中，往往含有極高比例的「廚餘」，包括
剩飯菜、菜葉、果皮、食物殘渣等物質，約佔一般家庭垃圾的
2~3成。以往農村社會，收集餿水餵豬是一極為普遍的行為，
但是在都市化越來越發達的社區，容易形成髒亂的收集行為，
將逐漸無法見容於現代社會



堆肥是如何形成
堆肥之所以會形成、就是有機材料在堆置過程中、

透過微生物的分解作用、會讓有機質材料發酵熟成、

轉化為鬆軟的有機肥料。

堆肥
顧名思義就是將有機物(堆置)後所得到的(肥料)。



生產 生活

生態

融合低碳社區三生循環產業

循環

一、循環即再生減少對環境負荷，實現以良性

循環為基礎的經濟社會系統，降低污染，

降溫地球，再生利用的社會系統。

二、共生：維持並推動恢復生態系統確保人類

與大自然共生，廚餘、有機，追求人類與

大自然永續發展。

三、參與：在公平的責任分擔下，實現一個可

自主積極參與環保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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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長所需的微量元素鈣、鎂、鈉、錳、等



堆肥方式 好氧式堆肥 厭氧式堆肥

菌種別 好氧菌 厭氧菌

操作空間或器材使
用方式

開放式空間式箱桶操作過
程中會散發些許氣味也可
能會招引昆蟲(麻袋式除外)

可密閉的空間或箱桶操作過
程，較不會散發難聞氣時，
也不會招引昆蟲

操作堆肥難易度 簡單 複雜操作不當易產生惡臭

堆肥發酵熟成速度 較快（約1～3個月） 較慢（約半年到一年）一
個月既有液態肥

堆肥成品差別 較乾燥纖維質高且鬆軟的
有機肥

1.潮濕的有機肥
2.液態肥

完熟時的酸鹼度 中性 偏酸

特 性
露天的落葉堆肥，需適時
使用工具進行翻堆工作來
幫忙通氣增加溫度

市售的廚餘桶、廚餘投入
後，需加蓋密封隔絕空氣
進入、適當加入材料

堆肥促進材料 黃豆渣、米糠、木屑粉、稻殼、咖啡渣、茶葉渣、培
養土

堆肥創造永續循環生生不息系統



堆肥材料混合比例計算
了解各種堆肥材料的碳氮比(C:N ratio),小心計劃材料的混合比例能促進有機物
之分解。 一般最適合堆肥的碳氮比為25-30:1。

常用堆肥材料碳氮比(只供参考)：

堆肥的物料 碳氮比 堆肥的物料 碳氮比

木糠 400-500:1 果皮及果心 30:1

紙碎 150:1 紅蘿蔔 27:1

報紙 150:1 野草 25:1

紙張 150:1 草木灰 23:1

樹皮 125:1 咖啡渣 20:1

稻草 100:1 草碎 20:1

枯草 80:1 海藻 19:1

松針 66:1 白飯 15:1

粟米穗軸 60:1 洋蔥和辣椒 15:1

乾樹葉 60:1 菜莢 12:1

新鮮樹葉 45:1 蕃茄 12:1

豆莢 30:1 豆渣 5:1



這個碳氮比(C:N ratio)比標準的25-30:1為
高,含太多碳或太少氮,故應加些含氮比較高
的物料如菜莢。

例一﹕
堆肥料 碳氮比
一份草碎 20 : 1
兩份乾樹葉 60 : 1

碳﹕(20+60+60)=140
氮﹕(1+1+1)=3
∴碳氮比=140:3 or ≒47:1

7-8cm的土

草碎

乾樹葉
乾樹葉

平台

蓋子蓋緊

液體肥料



這個碳氮比(C:N ratio)與標準的25-30:1吻合,
在其他條件合適下,物料將能迅速被分解。
你還可以到碳氮比遊戲練習一番。

例二﹕
堆肥料 碳氮比
一份水果 30 : 1
一份新鮮樹葉 45 : 1
一份菜莢 12 : 1

碳﹕(30+45+12)=87
氮﹕(1+1+1)=3
∴碳氮比=87:3 or =29:1

蓋子蓋緊

液體肥料

平台

7-8cm的土
乾樹葉

水果類

菜莢

http://elearning.qcobass.edu.hk/~club7004/compost/data/game.swf


液體肥料

蓋子蓋緊

7-8cm的土

落葉

瀝乾的果皮

菜莢材料

平台



每日收集社區的剩餘葉菜，菜渣、果皮等，依碳氮比放入廚餘桶中。
（必須盡量瀝乾水分）



陸續堆放剩碳氮比或促進材，直到堆滿整個桶子後，進行封桶，為期三個月。



堆肥促進材

簡單的說就是在堆肥過程中所
添加的、可加速堆肥發酵、熟
成的材料、在前面所介紹可以
用來堆肥的材料中、有許多可
以當成堆肥促進材”每一種材
料都有不同的功能。



增加好氧菌

米糠 豆柏

提供好氧菌食物、讓好氧菌在初期能
夠大量繁殖、因此使用量不需很多。



調節濕度、幫助通氣

培養土稻殼 落葉 咖啡渣

粗糠 椰土 枯枝 茶葉渣

這些材料體積大、孔隙多、會保水、但又
不會吸收過多水分、因此具有調節堆肥濕
度功能、此外膨鬆的體積能幫助空氣流
通 、加速好氧菌作用。



加速發酵、分解臭味

菌種 完熟堆肥

直接提供大量微生物來加速發酵分解、
並多數具有分解臭味功能。



堆肥桶至八～九分滿後密封，設置位置陰涼通風處為最佳。



封桶期間，約每七天可由堆肥桶下方的水龍頭裝置，流洩出液體肥使用。



一、社區案例：3月初，準
備6桶60公升堆肥桶，底下
依次放 7公分土，5公分果
菜渣，2公分木屑粉，2公分
稻殼為1層共5層。
二、4月15日收集液態肥
1800cc，5月10日收集液態
肥2100cc， 6月5日收集液態
肥2000cc。

三、每cc液態肥,以5比
1水稀釋，例如6月5日
收集液態肥2400cc，
加水稀釋後成為
12000cc ，PH值約4.5-

5.5左右，若每棵樹澆
肥需150cc則可約澆肥
80棵樹。



液能肥可運用社區綠美化澆灌施肥



每桶60公升堆肥，剩約30公升，若每棵樹需1.5公升堆
肥則30*6＝180公升堆肥，約可施肥50棵大型樹木

堆肥成品的酸鹼度測試
將適量固體肥料溶於水中，然後以廣用試紙檢測結果，
其 pH 值
約為 8～9，呈現弱鹼性，最佳的堆肥應為中性到弱鹼性。
故以酸鹼值的標準來看，所使用的堆肥是合格的。開桶
取出固體肥料，並日曬一天以上，乾燥以利使用與保存。



好氧式堆肥法、特性、操作方便、無臭、發酵快

讓廚餘與空氣充分接觸的好氧式堆肥、不但比
較不會有臭味、操作還更方便堆肥熟成速度也
快。



社區之落葉，建議與廚餘合併製作堆肥。
配合社區人力值得推動之方向。成品可供土壤改
良，社區綠美化用或運用廚餘有機質。

落葉堆肥與一般廚餘堆肥之差異性

‧含水量低‧性質蓬鬆，體積大‧籤維質偏高，含氮
量不足，較不易生物分解‧較不易發臭。





發酵控制；定期翻堆
‧提供發酵所需空氣 。
‧充份之攪拌混和。
‧水份去除。
‧維持發酵溫度。
‧翻堆最適狀況；1﹒5m高，平
錐形。



翻堆建議；
翻堆若不足；水份不易去除，厭氧化。
‧翻堆太多次；溫度不易保持。
‧翻堆量大或高；勤翻堆，堆積量小，少翻堆。
‧前期多翻堆，後期少翻堆。
‧前期翻堆目的在提供氧氣，加速水份脫除。
‧後期及靜堆區，翻堆目的在加速nh3脫除及降溫。
=>應以水份，溫度變化決定翻堆頻率。



頂樓堆肥製作



好氧式城市型堆肥法準備材料



加入4公分土
壤可支撐袋
底
再加入落葉
或雜草

加入廚餘或
堆肥稻殼木
屑粉或促進
材

加入廚餘或
堆肥稻殼木
屑粉或促進
材

將袋子放在
兩塊磚塊上
，直到完熟
期間要加水
保持潮濕

好氧式城市型堆肥法步驟作法



一、感官鑑定法：在廚餘堆肥生產現場,依序做
簡略的判定腐熟狀況。
(一) 外觀、顏色：顆粒構造明顯，看不出原材料

型態黑褐色，溼溼的。
(二) 手感：水分不多的情況下、用手握緊不會黏

成一團 很容易弄、不黏手。
(三)嗅感：用手抓一把,略近鼻孔，嗅不到啊摩尼

亞味，有泥土的香氣。
(四) 其他：開桶的堆肥，時間已經達到三個月的

基本要求，但是在固肥中還是可以
看到許多尚未分解的東西，例如龍眼
殼、龍眼種子、樹枝、骨頭甚至是
西瓜皮。

堆肥成品的腐熟度測試：



基肥：

耕作前、或堆肥以1:3或1:5的比例混入土中、
提供植物生長初期的養分稱之為(基肥)

追肥：

植物生長中期、鬆散撒佈方式、施用於土面
或花盆盆面。

禮肥：

埋於樹冠邊緣的正下方、建議可環狀挖洞點
播、投放時間:秋末、春初時。



生廚餘請勿直接放在植物的根部
以免植物肥傷

熟成堆肥直接種植物、會造成肥
傷





好氧式城市型堆肥法完熟後運用綠屋頂及有機農園施肥翻土增加土壤及團粒





準備工作挖
一個直徑
30cm深30cm
的洞，

將好氧式
堆肥所有
熟成材料
倒入洞中

重新整理，
依落葉雜草
廚餘堆肥稻
殼木屑促進
材，依序完
備覆土

中央部位稍
為堆高一點
，將麻布袋
覆蓋表面，
更好是兩邊
壓磚頭避免
風吹走

好氧式城市型堆肥法返送埋進土壤的方式儲存



乾熱消毒：
將土壤於入80℃之烘箱內烘烤，利用高溫將病原茵殺死，處
理時間必須超過12小時以上。

濕熱消毒：
將100 ℃之熱蒸氣灌入土壤中，利用高溫殺菌，土壤維持高
溫之時間必須超過30分鐘。

曝曬法：
將土壤覆蓋透明塑膠布後，利用陽光曝曬一段時間再種植，
亦可達到土壤消毒之目的。

土壤處理:病蟲害防治



運用社區回收廚餘 堆肥增加土壤有機質使生物活躍
成長，植物因此能吸收到充足的養分與微量元素效
益增加，產量增加，提高種植興趣，更能永續發展。



堆肥運用延伸，利用回收果皮，經處理運用酒精製作環
保洗碗清潔劑，由管理委員會統一販售，所得購買綠屋
頂有機農園器材。提昇擴展性，一般一年可賣出31188元
整，以200戶一年可回收860公斤果皮，製作後之果皮再
運用於廚餘堆肥，分解熟成回歸土壤變成有機肥，整個
循環過程，所有居民親歷體驗，對資源回收，廚餘堆肥
再利用，學到資源回收價值觀與環保意義，由自己作起
大家一起動起來。



酒精90%
300 CC 酒精 + 調水 80CC+ 果皮 = 原液

原液 200 CC + 發泡劑 150 CC + 開水 650 CC

酒精75%
300 CC 酒精 + 果皮 = 原液
原液 200 CC + 發泡劑 150 CC + 開水 650 CC

天然洗碗精1比500稀釋運用有機菜
園噴灑防止病蟲害。

天然洗碗精



植物病害:生理障礙

營養不平衡植株易發生嚴重病害缺乏營養容易造成生不
良，出現營養缺乏症狀，產量減少及品質降低等現象

營養過剩則容易造成作物的營養生長過於旺盛，而
延遲開花結果導致減產，甚至出現營養過剩症狀
等毒害現象，嚴重者更可造成土壤肥力失衡及連
作障礙等現象。



貫徹“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的
防治方針，採取無毒害、無污染
或低污染的防治措施，嚴禁使用
劇毒化學藥劑和有機氯、有機汞
化學農藥，對入侵之有害植物宜
採用手工拔除的方式清除。

有害生物控制



病蟲害栽培防治:網室耕作



病蟲害栽培防治:輪作

輪作時，土壤應先曬置一段時間，減少病蟲害的生長



病蟲害栽培防治:間作





蚯蚓的運動和排泄物對改
善土壤的質量非常有益，
可使土壤的透氣性保持良
好，使土壤保持健康狀態，
對農業有非常重要作用。 病蟲害生物防治

http://www.flickr.com/photos/zozoyoyo/2575967364/
http://www.flickr.com/photos/zozoyoyo/2575967364/


病蟲害生物防治









夜來香、薰衣草、七里香、食蟲植物（如豬籠草
等）、逐蠅梅、驅蚊草、紫茉莉、萬壽菊、茉莉花、
杜鵑花、米蘭、丁香、薄荷或玫瑰等，蚊子因不堪
忍受它們的氣味而躲避。

病蟲害生物防治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9C%E6%9D%A5%E9%A6%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6%B0%E8%A1%A3%E8%8D%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3%E9%87%8C%E9%A6%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3%9F%E8%99%AB%E6%A4%8D%E7%89%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C%AA%E7%AC%BC%E8%8D%89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0%90%E8%9D%87%E6%A2%85&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9%B1%E8%9A%8A%E8%8D%8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4%AB%E8%8C%89%E8%8E%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7%E5%AF%BF%E8%8F%8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C%89%E8%8E%89%E8%8A%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9C%E9%B9%83%E8%8A%B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1%B3%E5%85%B0_%EF%BC%88%E6%A4%8D%E7%89%A9%EF%BC%8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1%E9%A6%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6%84%E8%8D%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AB%E7%91%B0


病蟲害物理防治



肥皂水防治法:

肥皂水防治法原理:肥皂水具有殺蟲效果、是因為肥
皂具有一種活性界面性質簡單來說可以破壞蟲體本
身防水成以即使蟲體被悶死。
肥皂水製作方法:
使用肥皂絲較好溶解、加入100倍左右肥皂完全溶解
並且已可以產生泡沫為最佳狀態、濃度不要太濃。
肥皂使用方法；
用製作好的肥皂水、對植物噴傻10分鐘、至30分鐘
再以清洗植株、避免殘留的肥皂水、主要避免濃度
過高的肥皂水傷害植株、而清洗所留下的肥皂水本
身對植株本身傷害很低。

病蟲害物理防治



菸葉防治法:

煙葉防治-蚜蟲、紅蜘蛛、粉虱、卷葉蟲
取菸葉100g、加清水3000g、浸泡24h、
浸泡中反覆搓柔數次、撈出剩渣、過濾
、煮沸半小時後過濾、將過濾的水加
0.1-0%-0.2%的中性洗衣粉、充分攪拌後
、既可噴灑、因其中含煙鹼、可治蚜蟲
、紅蜘蛛、粉虱、卷葉蟲、及其他多種
食葉害蟲。

病蟲害天然資材防
治法



大蒜防治法:

大蒜防治法:將大蒜搗碎、榨出汁
液、加清水10倍後、既可噴灑、
可防治介殼蟲、紅蜘蛛、蚜蟲灰
霉病、將汁液倒入土中可防治蚯
蚓、線蟲。

病蟲害天然資
材防治法



辣椒水可防治-紅蜘蛛、蚜蟲和白
粉虱
取干紅椒100h、以朝天椒等辣味
重的品種為佳、加清水煮沸10min-

15min、過濾後噴灑植株可防治紅
蜘蛛、蚜蟲和白粉虱等害蟲。

辣椒水防治法:

病蟲害天然資材
防治法



花椒水防治法:

花椒水防治粉虱、蚜蟲、螟蟲
取花椒100g、加清水500g煮
20min-30min、過濾、在加3000g-
4000g的水稀釋、噴灑植株、可防
治粉虱、蚜蟲、介殼蟲、螟蟲、
葉蟬等。

病蟲害天然資材
防治法



取生薑搗成泥狀，加水20倍浸泡12小
時，過濾後用濾液噴灑可防治葉斑病、
煤汙病、腐爛病、黑斑病等，也可防
治蚜蟲、紅蜘蛛和潛葉蟲。

病蟲害天然資材
防治法

生薑液防治法:



設施維護

（1）定期檢查屋頂排水系統的通暢情況，

及時清理枯枝落葉，防止排水口堵塞。
（2）景觀設施應定期檢查，消除安全隱患。
（3）樹木固定措施和周邊護欄應經常檢查，

防止脫落。
養管人員養護作業時應採取必要的安全措

施。
養護應選擇不影響周圍居民作息的時間進

行；養護不得亂丟雜物、枯枝，工完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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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管理:教育性、符合教育的目的且有效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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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 聆 聽
敬請指教

潘 睿 祥
E-mail:rueishiang1055@yahoo.com.tw

E-mail: asdf890592@yahoo.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