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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效微生物群（Effective Microorganisms，EM）
，係由日本琉球大學比嘉照夫教授於
1982 年研製的一種新型複合微生物菌劑，比嘉教授利用特殊發酵工藝，把一般傳統上不
太可能共存的好氧性和厭氧性微生物依特定比例混合，目前 EM 菌共收集 10 屬 80 餘種
厭氧性及好氧性微生物，透過發酵將上述微生物混合培養，在發酵過程中益生菌分泌產
生有效活性物，菌液內會形成一個增殖和共生關係，具備高活性和穩定的微生態結構。
微生物的種類或比例不同，是決定環境狀態的主要因素。例如農田，當腐敗性微生物佔
優勢時，土地的品質就會變差，植物容易生病或遭受蟲災。而在蘇生性微生物佔優勢時，
植物則可健康生長。這種現象稱為環境的“微生物相”。微生物可以使食物發酵（乳酸
菌，酵母菌）或腐敗（肉毒桿菌，大腸桿菌）；可以使水變得清澈或污染；可以利用來
治病或成為致病的原因。也就是說對於環境、植物、動物及人體來說，微生物有有害和
有益之分。我們把對環境、植物、動物和人體有益而無害的微生物稱之為有用微生物。
而 EM 主要組成菌群為乳酸菌、酵母菌、真菌、放線菌及光合成菌就是一種複合有用的
微生物群，已大量成功應用於醫學、農業種植、畜牧養殖、水產、河川淨化及環保等領
域中。由於 EM-1 價格高昂，每公升約在 700 元左右，嚴重影響 EM 推廣時程，本研究
特著手研發 EM 活性液發酵設備，並成功維持 EM 環境益生菌一定品質下、PH 值在 3.5
以下，將 EM 環境益生菌擴大成 50 倍甚至百倍的 EM 活性液，有效降低成本，利於應用
推廣，目前本研究之產品已成功應用於本校、宏國大樓及台北凱薩飯店使用。
關鍵詞：有效微生物群、環境益生菌、活性液、發酵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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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probiotics active liquid production equipmen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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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ffective Microorganisms (EM), a new type of compound microbial agentdeveloped by
Professor TeruoHiga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 Ryukyus in Japan in1982. Professor TeruoHiga
uses a special fermentation process to treat theaerobics that are generally not likely to coexist.
Anaerobic microorganisms aremixed according to a certain proportion. At present, EM
bacteria collects morethan 80 kinds of anaerobic and aerobic microorganisms from 10 genera,
and theabove microorganisms are mixed and cultured by fermentation. During
thefermentation process, probiotics secrete effective active substances, and thebacterial liquid
is produced. It will form a proliferative and symbiotic relationshipwith a highly active and
stable micro-ecological structure. The type or proportionof microorganisms is the main factor
determining the state of the environment.For example, in farmland, when spoilage
microorganisms predominate, thequality of the land deteriorates, and plants are prone to
illness or insect damage.When the biomicrobes predominate, the plants can grow healthily.
Thisphenomenon is called the "microbial phase" of the environment. Microorganismscan
ferment foods (lactic acid bacteria, yeast) or spoilage (botulinum, Escherichiacoli); can make
water clear or contaminated; can be used to treat or become acause of disease. That is to say,
microbes have harmful and beneficial effects onthe environment, plants, animals and human
body. We refer to microorganismsthat are beneficial to the environment, plants, animals and
humans as usefulmicroorganisms. The main constituent bacteria of EM are lactic acid
bacteria,yeast, fungi, actinomycetes and photosynthetic bacteria, which are a kind ofuseful
microbial group. They have been successfully used in medicine,agricultural planting, animal
husbandry, aquatic products, river purification and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owever,Due to
the high price of EM-1, about 700 NTD per liter,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the EM promotion
schedule, this study specially developed EM active liquid fermentation equipment, and
successfully maintained the EM environment probiotics under certain quality, PH value below
3.5, The EM environment probiotics are expanded into 50 times or even 100 times EM active
liquid, which effectively reduces the cost and facilitates application promotion. At present, the
products of this research have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HungKuoDe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ungKuo Building and Caesar Park Taipei.
Keywords:Effective Microorganisms(EM), environmental probiotics, active liquid,
fermentation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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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ＥＭ含有 10 屬 80 多種有用微生物，因此如何讓它們共生是ＥＭ技術的關鍵，比嘉教授通過引
入光合成菌初步解決了這個共生問題。光合成菌有非常獨特的能量利用系統，在沒有化學能的
狀態下能直接利用光和熱，在有或無氧氣的狀態下生存，分解有機物製成糖分，從而消除某一
種微生物的分泌物或代謝物對另一種有用微生物的毒性，同時給其他的有用微生物提供了營養
物質，營造出不同種類有用微生物的共生環境。每種有用微生物都有自己的反應系統。例如，
乳酸菌能將蛋白質分解成氨基酸，同時分泌乳酸抑制有害細菌的繁殖；酵母菌能分解澱粉和蛋
白質；真菌能分泌多種有益的生物活性物質；放線菌能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繁殖；光合成菌能利
用代謝廢物製成營養物質以及分解有害的有機物質等。ＥＭ是一個龐大的有用微生物反應系統，
因此對植物，動物和人體具有多方面的功效和強大的抗氧化力。
本研究受善園生態科技有限公司委託，研發生產之環境益生菌產品的發酵設備，並進行生
產品質監測。相關工作內容包含負責設計研發製造環境益生菌產品生產設備，並能進行拆卸、
運送、組裝、人員培訓、試產及後續維護等工作，另外也負責環境益生菌原料及產品的品質監
控，供善園生態科技有限公司正常發送應用。每週一次到廠檢測﹕(1)檢測方法: PH 酸鹼度計、
鼻聞、目視；(2)檢測項目: PH 值及氣味；(3)其他應善園公司要求且無須委外辦理之檢測項目，
需委外辦理之檢測項目由宏國德霖科技大學自行辦理。產品驗收：按善園生態科技有限公司制
定的產品品質標準驗收；充填體積數量及包裝完整性檢測。

貳、研究動機與目的
由於 EM-1 價格高昂，每公升約在 700 元左右，嚴重影響 EM 推廣時程，因此善園生態科技
有限公司特委託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EM 應用研發中心著手研發環境益生菌活性液發酵設備，期
能維持環境益生菌一定品質下，將環境益生菌擴大成 50 倍甚至百倍的環境益生菌活性液，有效
降低成本，利於應用推廣。同時為維護環境益生菌產品質量控管，以利環境益生菌各項應用及
推廣，也委由本校 EM 應用研究發展中心進行環境益生菌產品之監製。

181

德霖學報「第 33 期」

叁、文獻探討
有益微生物群 (effective microorganisms, EM)，是日本國立琉球大學比嘉照夫(TeruoHiga)教
授於 1982 年研發而成。EM 有益微生物群主要含有乳酸菌群、酵母群及光合菌群等，是對人
類和自然界都友善的微生物所聚集而成，現在已有 100 多個國家在各個領域應用當中，如農業、
畜牧、水產養殖、環保、建築、水質淨化、醫療保健、寵物、災害應對、日常生活等。ＥＭ含
有 10 屬 80 多種有用微生物，其中光合成菌有非常獨特的能量利用系統，在沒有化學能的狀態
下能直接利用光和熱，在有或無氧氣狀態下生存，分解有機物製成糖分，從而消除某一種不良
微生物分泌物或代謝物對另一種有用微生物的毒性，同時給其他有用微生物提供了營養物質，
營造出不同種類有用微生物的共生環境，光合細菌如果能夠增殖，其它有益微生物也會增殖。
光合成菌也可將土壤中的硫化氫和碳氫化合物中的氫分離出來，使有害物變為無害物，肥沃土
壤、促進動植物生長。每種有用微生物都有自己的反應系統。例如，乳酸菌能將蛋白質分解成
氨基酸，同時分泌乳酸抑制有害細菌的繁殖；酵母菌能分解澱粉和蛋白質，可將糖類、胺基酸
及其它有機物質，通過發酵，產生促進細胞分裂的活性物質，生產其它有效微生物增殖所需要
的食物；真菌能分泌多種有益生物活性物質，從光合細菌中獲取胺基酸、氮素等作為基質，產
生出各種抗生物質、維生素及酶，可以直接殺死病原菌；放線菌能抑制有害微生物繁殖，能和
其他微生物共存，尤其對土壤中酯的生成有良好效果，且因酒精生成力強，能防止產生蛆和其
他害蟲，消除惡臭；光合成菌能利用代謝廢物製成營養物質以及分解有害的有機物質等。EM 是
一個龐大的有用微生物反應系統，因此對環境、植物，動物和人體，都具有多方面的功效和強
大的抗氧化力。健康土壤和潔淨的水是通過其內部微生物群的多樣性和平衡來維持。例如，當
土壤中微生物的平衡被破壞時，土壤將變得貧瘠並且作物將不能很好地生長。然而，如果天然
微生物被激活，土壤條件將得到改善。當土壤微生物學處於平衡狀態時，植物健康更能抵抗由
疾病或有害昆蟲等引起的損害。在受污染的河流中，在退化環境中無法生存的物種會被消滅，
生態系統會逐漸退化。相反，如果微生物具多樣性，自然的淨化能力就會被強化，水就會清澈。
EM 可以解決以上所面臨的問題，原因是 EM 恢復了生態系統中微生物的健康平衡，從而提高
了其自淨能力。土壤微生物主要功能有物質循環、淨化環境，及減緩溫室氣體效應，而在植物
栽培上則具有植物養分供應、土壤物理性改善、病原菌抑制、促進植物生長等功能。生物科技
是當代新興科技，利用生物程序、生物細胞或其代謝物質來製造產品，在傳統與近代的生物技
術之中，又以微生物之研究為主，而微生物應用於培育植物上，又可分為微生物肥料及有機栽
培，其中微生物肥料，如固氮菌、溶磷菌、菌根菌等，是一種能與植物共生的土壤有益微生物，
幫助植物吸收礦物營養及水分等，達到節省肥料，促進植物生長，提高產量。而有機栽培是指
在培育植物過程中，不使用化肥、農藥及生長激素，而是利用微生物使有機質分解、發酵，形
成良好的有機堆肥。在一般苗圃中的苗木，因為根部附近土壤缺乏有益微生物，常於出栽後無
法克服當地的惡劣環境而產生造林失敗。而使用化肥，容易引起植栽污染、土壤傷害及生態系
統遭到破壞。同一土地經長期多次栽培植物，加上過多的化肥與農藥使用，導致土壤性狀及結
構改變，致使土壤逐漸酸化、鹽化等，而肥料和農藥在土壤中累積的殘留物也使土壤逐漸劣化。
對於林業發展，開發林木微生物肥料是相當重要的，微生物肥料易於施用並可防止土壤劣化。
微生物促進植物養分吸收的機制有，物質代謝、物質形態轉變、物質儲藏與釋出，以及物質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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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與收集等，而施用微生物肥料於土壤時，可促進土壤有機物分解，使未腐堆肥及家畜糞便快
速腐熟利用，促使土壤保水能力佳而成團粒，降低植物災害及強化根部對土壤養分的吸收；噴
於植物的地上部，則可促進植物生長、增進植物葉部光合作用，提高碳水化合物含量，提高品
質，固定空氣中的氮素，降低病蟲害，減少農藥施用等。因此在土壤的形成、有機物的分解、
養分供給與苗木生長，微生物均擔任重要角色，因此微生物應用已是現代育林的重要技術。EM
在環保事業應用上，由於地球隨著人類科技迅速發展，各種污染也迅速散佈。大都市動輒數百
萬人口群聚，產生大量廢棄物，為了響應垃圾減量，資源再利用，並且不產生戴奧辛以及產生
污染，取之於大地，用之於大地，許多廢棄物其實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改善傳統掩埋堆肥所產
生的缺點，場地需較大，所需時間久(約 3-6 個月)，過程中有機廢棄物容易孳生臭味、蚊蠅及
污水，造成二次污染，且其產物品質低劣，市場接受度不高，無法取代現有的化肥，且其所產
生的無機垃圾需再處理或掩埋，有機堆肥可將蔬菜、果皮、羽毛、肉類殘渣破碎後，加入適量
EM 活性液，經密閉醱酵槽後，以脫水機烘乾，再用造粒機製成粒狀肥料。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是一種再生系統，藉由減緩、封閉與縮小物質與能量循環，使得資源的投入與廢棄、
排放達成減量化的目標，是一個可永續發展、零浪費，並可與我們所處的環境和所擁有的資源
共生的想法。EM 廣泛被使用正是落實循環經濟的最佳途徑。有益微生物群在國內尚在初期發
展階段，雖市場有限，配合永續農業發展，應仍有成長空間。EM 雖然有眾多好處，如不需使
用化學肥料或農藥、改善及肥沃土壤、具分解除臭的功能、讓水質變澄淨、讓物品不易腐敗、
創造抗氧化環境、避免髒亂防止蟑鼠滋生等，但由於 EM·1(EM 的基本產品)價格高昂，每公升
約在 700 元左右，嚴重影響 EM 推廣時程，因此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EM 應用研發中心著手研
發 EM 活性液醱酵設備，期能維持 EM 環境益生菌一定品質下，將 EM 環境益生菌擴大成 50 倍
甚至百倍的 EM 活性液，有效降低成本，利於應用推廣。EM 活性液醱酵設備未來若開發成功，
將可透過技術移轉程序，由相關業者投資量產普遍供應，才能普及並落實於產業。同時為維護
EM 環境益生菌產品質量控管，以利 EM 環境益生菌各項應用及推廣，也委由本校 EM 應用研
究發展中心進行 EM 環境益生菌產品之監製。本研究預計研發生產之 EM 環境益生菌產品的全
自動醱酵設備，也進行生產品質監測。相關工作內容包含負責設計研發製造 EM 環境益生菌產
品生產設備，並能進行拆卸、運送、組裝、人員培訓、試產及後續維護等工作，生產過程中也
負責 EM 環境益生菌原料及產品的品質監控。每週一次檢測﹕(1)檢測方法: PH 酸鹼度計、鼻聞、
目視、顯微鏡；(2)檢測項目: PH 值、氣味、色度、菌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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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構設計
一、環境益生菌活性液醱酵設備
環境益生菌活性液醱酵設備結構設計如圖 1 所示，內含醱酵桶、循環攪拌馬達、加熱溫控
系統等。生產活性液之原料為有益微生物菌種(EM-1)、糖蜜與水；有益微生物菌種初期來自
EMRO(EM Research Organization)、糖蜜來自台灣彰化某農場、水源則為自來水透過活性碳罐
除氯或曝氣除氯。發酵桶具有自動控溫功能(約 40℃)；自動攪拌功能；自動控壓(排氣)功能；並
能即時壓力與溫度；並有多項保護功能，如防止空燒、漏電及溫度、壓力過高等；操作簡單。
自動控壓(排氣)功能；並能即時顯示壓力與溫度；取料則只需打開龍頭開關即可。
操作程序順序設計如下：
1. 注水：關閉 BDEF 打開 CGA
2. 滿水：沒聽到排氣吱吱聲後，關閉 GA
3. 升水溫：打開加熱系統使水溫升至 38 度 C
4. 計量洩水：打開 EGF，計量容器盛水至[EM-1+糖蜜+100CC]容積後，關 FG
5. 盛裝[EM-1+糖蜜]：在漏斗內添加計量[EM-1+糖蜜]
6. 添加[EM-1+糖蜜]：打開 B，讓[EM-1+糖蜜]完全流入管內，關閉 B
7. 清洗漏斗：打開 F 盛水關 F，再倒入漏斗刷洗，再打開 B 流入後關閉 B
8. 攪拌：打開 PUMP10 分鐘後關閉
9. 養菌：開啟自動恆溫攪拌系統電源三天(持溫 38 度 C、每隔 2 小時攪拌 15 分鐘)
10. PH 值檢測：打開 F 少許，盛裝活性液，檢測 PH 值，再倒回漏斗，開 B 流入後關 B
11. 活性液判定：若 PH 值 OK，執行下一程序 12；若 PH 值不正確，再重新執行 9.10.，但時間
可適度調整
12. 裝桶：若 PH 值 OK，先執行程序 7 攪拌，再將軟管插入 30 加侖桶內，關 C 開 D 再打開 PUMP，
直到滿桶關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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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圖 1 環境益生菌活性液醱酵設備結構設計

二、多台環境益生菌活性液醱酵設備與緩衝桶配置
農民、環保業者等使用境益生菌活性液一般是無分季節的，為了達到邊生產邊使用的目的，本
研究也設計了四台環境益生菌活性液發酵設備與緩衝桶的配置，如圖 2 所示。多台環境益生菌
活性液醱酵設備類似於單機操作程序，只是多了緩衝桶設計，可方便滿足隨時取用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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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四台環境益生菌活性液發酵設備與緩衝桶配置圖(mm)

三、雙桶式環境益生菌活性液醱酵設備
雙桶式環境益生菌活性液醱酵設備結構設計如圖 3、4 所示，內含醱酵桶與儲存桶，滿足農
戶使用活性液可一邊製作(右邊)、一邊儲存(左邊)隨時都可取用。生產活性液之原料為有益微生
物菌種(EM-1)、糖蜜與水；有益微生物菌種初期一樣是來自 EMRO、糖蜜來自台灣彰化某農場、
水源則為自來水透過活性碳罐除氯或曝氣除氯。發酵桶具有自動控溫功能(約 40℃)；自動攪拌
功能；自動控壓(排氣)功能；並能即時顯示液位、PH 值、壓力與溫度；並有多項保護功能，如
防止空燒、漏電及溫度、壓力過高等；操作簡單為按鍵式操作。存液桶則具有自動攪拌功能；
自動控壓(排氣)功能；並能即時顯示液位、PH 值、壓力與溫度；取料則只需打開龍頭開關即可。
外觀尺寸（mm）初期訂為寬 1450 ×深 700 ×高 1150+100(輪)+205(漏斗)
自動設備操作程序說明：
1. 填料：按下此按鈕後，桶內開始注水 1 分鐘，待填料綠燈亮起，操作者即可將煮沸過的糖蜜
(放涼後)與 EM-1 倒入漏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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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注水醱酵：按下此按鈕後，桶內開始注水直到滿桶，待滿桶燈亮起，自動開啟加熱電源、PUMP
每兩個小時運轉 15 分鐘，七日後關閉加熱系統，完成醱酵之綠燈亮起，PUMP 則仍保持每
兩個小時循環 15 分鐘。
3. 轉移：按下此按鈕後，系統會自動偵測儲存桶之桶內是否已達低水位，若已達低水位，則系
統開始將醱酵桶內的液體抽送至存液桶中，直到存液桶內液體已滿桶為止。
4. 取料：放好空桶後，轉開取料開關即可，操作者可不定時多次取料，待無活性液流出後，空
桶指示燈自動亮起！

圖 3 雙筒式環境益生菌活性液醱酵設備結構設計(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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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雙筒式環境益生菌活性液醱酵設備結構設計 3D 圖

188

環境益生菌活性液生產設備開發

本研究開發環境益生菌活性液生產設備所需材料如下表所示：
表 1 環境益生菌活性液生產設備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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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發製作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成功完成開發環境益生菌活性液生產設備，結果如圖 5 所示。

圖 5 本研究開發之環境益生菌活性液生產設備
本研究活性液生產過程剪影如圖 6 所示。

圖 6 活性液生產過程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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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 EM 環境益生菌活性液生產品質穩定，氣味正常，近 40 次生產環境益生菌活性液
皆以擴大 50 倍 EM·1 為條件，7 天後活性液產品之 PH 酸鹼度值統計資料如表 2 所示，PH 值均
約在 3.1-3.4 左右如圖 7 PH 酸鹼度計顯示。
表 2 近 40 次生產環境益生菌活性液 PH 值統計資料
生產批次

PH 值

生產批次

PH 值

生產批次

PH 值

生產批次

PH 值

1

3.14

11

3.24

21

3.18

31

3.26

2

3.15

12

3.18

22

3.26

32

3.21

3

3.23

13

3.24

23

3.15

33

3.27

4

3.33

14

3.34

24

3.15

34

3.18

5

3.25

15

3.11

25

3.26

35

3.12

6

3.36

16

3.18

26

3.31

36

3.1

7

3.15

17

3.15

27

3.26

37

3.14

8

3.26

18

3.18

28

3.24

38

3.17

9

3.18

19

3.38

29

3.19

39

3.23

10

3.26

20

3.21

30

3.14

40

3.2

圖 7 PH 酸鹼度計

191

均值

3.22

德霖學報「第 33 期」

台灣土壤有機質含量普遍偏低、酸性土壤居多，致土壤中所含植物營養要素之有效性受到
很大的限制，如土壤中磷與鐵、鋁、鈣等結合成不溶解性物質等。本研究成功開發一台全自動
EM 活性液生產設備，經過 5-7 天醱酵可有效使環境益生菌增量百倍，將可有效降低有益微生
物成本，推廣應用於農業，替代部分化肥維護土壤，紓緩農業對環境的衝擊，對我國農業永續
發展將有很大的助益。
目前本研究所遭遇的問題是有益微生物群種源供應問題，本研究目前推廣之 EM 有益微生
物群種源初期係向日本 EMRO 購買，但因限於經費，供應數量有限，無法推廣普及，妨礙有機
農業發展。未來活性液醱酵設備研發，將透過技術移轉，由相關業者投資量產普遍供應，才能
普及並落實於產業。有益微生物群在國內尚在初期發展階段，雖市場有限，配合永續農業之發
展，應有成長之空間。另外，微生物肥料是活的微生物，非肉眼所能見，其菌數、活性與肥效
實非一般實驗室所能辨識，因此必須委由本校餐旅系營養學教授檢驗：單位體積菌種數要達到
一定標準；菌的活性要高，活躍的微生物才能適應環境發揮作用，達到共生現象；適應性要高，
微生物對不同土壤環境及作物適應問題；雜菌要少，活性液生產過程中需防止雜菌進入，以免
品質劣化。

柒、結論
本研究成功研發 EM 活性液發酵設備，達到填料、密閉、溫控、壓控、攪拌等時序功能，
生產的環境益生菌活性液能維持正常品質，無異味且 PH 值在 3.5 以下，將 EM 環境益生菌擴大
成 50 倍甚至百倍的 EM 活性液，有效降低成本，利於應用推廣，目前本研究之產品已成功應用
於本校、宏國大樓及台北凱薩飯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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