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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酵素製作與應用 

報告人:林繹勝 組長 

▲農場動物的增加(甲烷.沼氣)                                       ▲化學肥料(氧化氮) 

▲冷凍劑(氯氟烴)(破壞臭氧層的CFC)                 ▲砍伐森林(減少氧氣量) 

環保酵素的起源 

環保酵素(ECO Enzyme /Garbage Enzyme)源
起於泰國健康之家創辦人，樂素昆‧普潘翁
博士(Dr.Rosukon Poompanvong) 經過30多年
來對酵素的研究所發明，其利用黑糖、水、
果皮菜渣發酵而成。 

從環保酵素分解而得的臭氧(O3)有殺菌的功
能，能夠幫助增加空氣中氧的含量，減少空
氣中的廢氣和毒氣。 

台灣環保酵素推廣協會發起人為康寶燕老師 

垃圾酵素的頭號支持者 : 
溫秀枝醫師 (一名馬來西亞自然療法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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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環保酵素所需器具 
1.容器－  

   請選擇5~10公升以上的塑膠容器，因為環保酵素釀  

   造需1~3個月以上，時間不算短，若容器選擇太小， 

   不符合經濟效益。另外環保酵素在發酵過程中會產生 

   二氧化碳，所以選擇塑膠容器，容積較有彈性，即 

   便忘記讓氣體流出，也不易發生氣爆。而選擇瓶口較 

   大的容器，未來要將環保酵素分裝成瓶會比較容易。  

2.貼紙－  

   用來標註釀造日期，以免放置過久而忘記發酵天數。  

3.長筷子－  

   視容器大小選擇長度，用來攪拌環保酵素之用。  

環保酵素所需的材料 
1.水－  

用來溶解黑糖，做成黑糖水後，用來發酵果皮菜渣。  

2.黑糖－  

黑糖具有豐富的礦物質，是酵素發酵的重要元素之一，
請勿選用白糖或黃糖，其經過精緻化，礦物質較少不易
酵素發酵。  

3.果皮菜渣－  

豐富的維生素是酵素發酵的重要元素之一，選擇用菜渣
製作酵素，酵素味道會偏像酸菜味，選擇用水果製作酵
素，味道會比較清香具有水果味。請將果皮菜渣撕碎成
越小塊越好，如此易於發酵。  

製作環保酵素的比率 

黑糖        
Black Sugar 

新鮮果皮       
Kitchen Waste 

水                      
Water 

釀製三個月 Fermentation for 3 months 

:  l 

:  3 

: 1 0  

比率範例說明 

酵素的比率  比率 Kg Kg Kg 

糖（黑糖、黄糖
或糖蜜） 

: 1 1 Kg 300g 10 Kg 

鲜垃圾（蔬菜、
水果皮等） 

: 3 3 Kg 900g 30 kg 

水 : 10 10 Kg 3 Kg 100 Kg 

環保酵素的製作方法1 

1. 將塑膠容器裝滿六成的生水。 
2. 水的十分之一的量就是所需黑糖或黃砂糖的 
   量。將糖倒入水中，輕輕攪勻，使融化。 
3. 水的十分之三的量就是所需生鮮蔬果廚餘的 
   量。將蔬果廚餘放進糖水中，輕輕攪勻。務 
   使所有蔬果廚餘都浸於水中。 
4. 將塑膠瓶蓋旋緊，並於瓶身註明日期。置於 
   陰涼、通風之處。(容器内留一些空间，以 
   防止酵素發酵时溢出容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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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製作過程中的第一個月會有氣體產生，每 
  天將瓶蓋旋鬆一次，並立刻關緊。以釋出因 
  發酵而膨脹的氣體。 
6.一個月之後應該就不會再有膨脹的氣體(塑 
  膠瓶不再鼓起)。繼續靜置至三個月期滿即 
  可。 
7.不時把浮在液面上的垃圾按下去，使其浸泡 
  在液体中。 

環保酵素的製作方法2 
發酵過程 

第一天 一個月後 

二個月後 三個月後 

收 成 

發酵完成 過 濾 

裝罐待用 殘 渣 

釀製完後的垃圾渣可以曬乾攪碎後埋在土
裏作肥料，或繼續留在缸底和下次的鮮垃
圾再次釀製環保酵素。 

殘渣的利用 

注意事項(一) 

1.避免選用玻璃或金屬等無法膨脹的容器。 

2.鮮垃圾包括蔬菜渣、果皮等，但注意必須為未

煮過的新鮮蔬果或植物。 

3.液體呈現黑色時，表示不成功，但只須再加入

同樣分量的黑糖，重新發酵 3 個月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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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若一時無法收集足夠分量的鮮垃圾，可繼

續加入鮮垃圾，而3個月的期限由最後一次

加入日當天算起。 

5.發酵6個月以上的酵素最好，發酵期越久，

效果越好。環保酵素不會過期，越陳越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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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二) 

file:///E:/VIDEO_TS/VTS_03_1.V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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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切勿放置冰箱，因為低溫會使酵素的活性降低。 

7.活用發酵後留下的垃圾渣 : 

※可以拿來曬乾、攪碎後埋在土裡當肥料。 

※攪碎後加入黑糖倒入馬桶淨化糞池。 

※可繼續留在缸底， 加入新的鮮垃圾再次再次

釀製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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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三) 
8.保住大氣層  

 如果所有的人都把家裡的垃圾轉化為環保

酵素並善於利用，不僅能大大減少毒害環

境及另地球增溫的廢氣，同時還能製造出

能降低室溫效應及修補大氣層的臭氧 

你我都能綠化地球 ， 暖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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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四) 

環保酵素好處(一) 
‧省錢 

–化廚餘為 DIY 環保清潔劑， 

  節省家庭開銷。 

‧多用途 

–家居生活好幫手天然清潔劑、空氣淨化劑、

除蟲劑、洗衣劑、護膚品、汽車保養劑、

有機肥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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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垃圾污染 

–丟棄的廚餘會釋放甲院廢氣，比二氧化碳

導致地球暖化的程度高 2l 倍。 

‧淨化廢氣、增加空氣含氧量 

–有除臭功能，可消除香煙氣昧、汽車廢氣、

家居噴劑的毒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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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酵素好處(二) 

‧淨化下水道 

–用遁的環保醇素最後流到下水道，能淨化

河流與海洋。 

‧防蟲劑 

–天然除蟲劑 ( 可減少蚊子、畫畫蠅、蟑螂

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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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酵素好處(三) 

‧減少害茵 

–能分解和消毒有害微生物和徽菌。 

‧防水管堵塞 

–可疏通馬桶或水槽。 

‧可降低EMF指數  

–降低冷氣機、電腦或電視機所釋放的電磁波。 

  (指數原是55至60  ~   降到1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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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酵素好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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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園藝或農作：加水稀釋1000倍，可用作天然除蟲、
除草劑和有機肥料，並可刺激植物賀爾蒙，改善蔬
果品質和增加產量。連續將環保酵素澆在土地上3
個月，可改善土質，讓土地重現生機。 

2.家用清潔劑：可使用環保酵素摻入洗髮精、沐浴露、
洗碗劑和洗衣水等，可減少化學成份。 

  （比率：1份環保酵素：1份洗條劑：10份清水。） 
3.清洗蔬菜水果：加入30毫升或兩湯匙環保酵素在1
公升清水裏，浸泡45分鐘。 

環保酵素的應用(一) 

4.清潔地板：加入30毫升或兩湯匙環保酵素在抹地水 
  中，可清洗和消毒地板。 
5.汽車保養：加入30毫升或兩湯匙環保酵素在汽車水 
  箱裏，可降低引擎溫度。 
6.當洗碗液：一份酵素、一份清潔劑加十份水，倒入 
  溶器中，可多次使用。 
7.當抹地液：一至兩瓶蓋酵素，倒入半桶水。 
8.當洗衣液：四至五瓶蓋的酵素，洗衣粉量減少。 

9.澆花、澆菜：一瓶蓋的酵素，加入1.5公升的水。 

環保酵素的應用(二) 

學校推動歷程 

感 謝 聆 聽         
敬 請 指 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