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煅燒牡蠣殼粉在水產養殖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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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台灣在水產養殖產業上雖然有優異的成果，但是在養殖與加工
過程中不可避免的會對於環境資源產生嚴重的耗損，同時生產過程
中的廢棄物也會造成環境污染的困擾。長期以來，我國的水產養殖
產業一直忽視這樣的環境成本，但是在如何永續經營以及節能減碳
的潮流中，如何降低產業生產過程中不必要的資源浪費，以及針對
生產過程中每個環節產生的廢棄物進行回收利用便成為未來產業
發展重要的思考方向，這樣的概念不但可以有效降低生產成本，更
可以為整體產業的發展帶來新的契機。過去對於水產養殖產業的廢
棄物，主要的考量在於如何清除以減低對於環境的危害，但是隨著
當前觀念的改變，這些過去棄之如敝屣的廢棄物，如果能夠透過適
當的處理，不但可以降低水產養殖產業生產的成本，更可以轉變成
為高價值的副產物以提供其他產業應用，不但達到永續經營的目
的，也創造更多的商品價值。
根據農委會民國 101 年漁業副產物再利用之現況調查及推廣研
究計畫的結果發現，在我國許多漁業廢棄物處理的產業當中，以牡
蠣殼處理的相關產業最為興盛。主要的原因在於國人對於牡蠣的需
求量極大，加上市場上銷售產品又以剝殼的牡蠣為大宗，所以加工
過程當中產生的牡蠣殼數量非常可觀。根據保守估計，全台灣每年
約生產 3 萬 5 千噸的牡蠣，換而言之每一年最起碼就有超過 16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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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噸的牡蠣殼成為漁業廢棄物。傳統上這些廢棄的牡蠣殼雖然可以
當成飼料中的添加物，或是作為農業上改良土壤，或是做為肥料等
用途。但是整體而言再利用的數量並不高，加上相關處理與運送費
用高昂，所以這些堆積如山的牡蠣殼不但成為加工業者的困擾，這
些堆積在養殖區域內的牡蠣殼更衍生了許多許嚴重的環境衛生問
題。
根據目前的研究顯示：牡蠣殼的成分主要由鈣及其他金屬如
鈉、鎂、鉀…等所組成，其中鈣含量更高達牡蠣殼乾重之 37.4%。
這些鈣主要以碳酸鈣的形式存在，功能在於提供牡蠣高強度的外殼
以保護柔弱的身體。在顯微鏡下可以發現，牡蠣殼為多孔隙的材質
結構，許多文獻中也證明這樣的結構其具有耐熱、耐壓、不易變形
且比重大於水的性質。由於這些特性使得牡蠣殼具有廣泛應用空
間，甚至在醫藥應用上也具有重要的角色。在中醫的領域中認為牡
蠣殼粉具有良好的鎮靜安神、止咳化淤等功能。在西醫上，由牡蠣
殼粉中萃取出的鈣亦可作為制酸劑。近年來更有許多研究發現牡蠣
殼粉可以用於農業堆肥、濾材、水質改良劑等領域，而且經過煅燒
之後，其物理性的結構更接近於活性碳的標準，且對於防菌與防黴
的效果非常優異。
近年來許多水產養殖業者也開始使用煅燒過的牡蠣殼粉來進
行穩定水質的工作，由於經過 800°C 高溫煅燒過的牡蠣殼其內的碳
酸鈣會因為高溫變為氧化鈣。這與水產養殖業者常用的石灰主要成
分相似，可以作為水質穩定的輔助工作，同時由於煅燒過的牡蠣殼
粉表面具有大量的孔徑，更可以作為有益微生物的菌床，協助穩定
養殖水體中的菌相。因為這樣的因素，煅燒牡蠣殼粉已經成為水產
養殖業者重要的水質穩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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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牡蠣殼粉對水質的影響
(1) 牡蠣殼粉可以提高水體緩衝能力

牡蠣殼粉穩定水質的原理跟石灰相似，但是實際使用上卻有著
截然不同的想法。一般來說石灰是一種可以快速改變水體酸鹼值的
產物，但是牡蠣殼粉卻不同，由於牡蠣殼粉結構緻密，所以其中的
氧化鈣溶解的速度非常緩慢，即使投入大量的牡蠣殼粉，也沒有辦
法快速改變水質。但是因為牡蠣殼粉有這種緩慢釋放的特性，所以
是一種可以長期使用提高水體緩衝能力的產品。一般來說使用牡蠣
殼粉之後水體內的 pH 值雖然沒有明顯的改變，但是長期觀察下來
發現，整體養殖期間養殖水體的酸鹼度會比沒有使用牡蠣殼粉的來
的穩定。在透過台西沿海文蛤養殖場內的研究數據可以發現：在每
分地使用牡蠣殼粉 250 公斤的條件下，3 週以後使用牡蠣殼粉的實
驗組與對照組產生顯著差異（圖一）
。使用牡蠣殼粉的實驗組在前
3 週與沒有使用牡蠣殼粉的對照組在 pH 的差異上並沒有顯著不
同，但是在為期 7 週的實驗裡可以發現，使用牡蠣殼粉的實驗組水
體內的 pH 值明顯比對照組穩定。
(2) 牡蠣殼粉可以穩定底土的氧化還原電位

除了水質是影響水產養殖成果的重要關鍵，養殖池底土的氧化
還原電位也是非常重要的環境指標。由於台灣的水產養殖環境多半
屬於半硬池或土池養殖，底泥或是底土的穩定與否直接影響到養殖
生物與水質。由於長期飼養的結果，許多養殖池底土的狀況都非常
惡劣。雖然這樣的困擾可以透過整池、曬池、使用石灰…等方法改
善，但是事實上效果並無法持久。為了瞭解牡蠣殼粉對於底土穩定
的功效，選定鰻魚養殖場作為評估的對象，在兩塊三分地的土池進
行研究，結果發現：在每分地使用 250 公斤煅燒牡蠣殼粉的實驗組
經過兩個月之後，底土下方 20 公分深處的氧化還原電位由實驗前
的-82 mV 提升到 29 mV（圖二）
。這樣的結果顯示使用煅燒牡蠣殼
粉長期而言的確有穩定底土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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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牡蠣殼粉與有益微生物的配合

由於煅燒牡蠣殼粉具有多孔徑的特性，加上其溶解速度緩慢，
非常適合水產養殖過程中作為有益微生物著床。目前養殖現場使用
有益微生物的模式主要是以每隔固定時間添加為主，這樣的模式雖
然有簡單方便的好處，但是有益微生物並無法長期存活在養殖環境
中。如果可以延長使用有益微生物的頻率，又能夠保持有益微生物
對水質穩定的功效，將可有效降低使用成本。目前在文蛤養殖現場
的研究結果發現，在每分地使用 3 公升 109 CFU/ml 光合菌的條件
下，水體中的光合菌在第 10 天便無法檢測，但是如果配合牡蠣殼
粉，則要到第 16 天之後才無法測出（圖三）
。這樣的結果顯示使用
牡蠣殼粉的確可以作為有益微生物的菌床，而且有效降低業者使用
有益微生物的頻度與成本。

三、 煅燒牡蠣殼粉使用模式
即使煅燒牡蠣殼粉具有非常好穩定水質的效果，但是並不代表
就沒有任何使用上的限制和缺點。根據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使用
牡蠣殼粉所需要有正確的觀念與模式主要有下面幾項：
(1) 牡蠣殼粉無法取代石灰

使用牡蠣殼粉與石灰特性的不同，雖然有相似的組成成份，但
是使用時機卻截然不同。一般而言使用石灰效果快速，但是無法持
久，而牡蠣殼粉則正好相反，需要長時間才可以看到效果，但是使
用 1 次在半年內均有顯著穩定水質的功效。所以並不是說使用牡蠣
殼粉之後就不需要石灰進行水質處理，使用牡蠣殼粉是一種安全、
穩定、緩慢漸進的水質管理模式。目前研究結果發現一分地的養殖
面積每半年使用 1 次煅燒牡蠣殼粉是效果最佳的使用條件。
煅燒牡蠣殼粉具有大量的孔徑，雖然可以加速牡蠣殼中碳酸鈣
溶解的速度，在學理上評估的確可以有效穩定水質，但是在現場的
分析卻發現，不論酸鹼度的穩定與底泥氧化還原的穩定，使用牡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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殼粉均需要超過 3 週的使用後才可以看得出成效（圖一，圖二），
比起目前業者習慣使用石灰進行水質處理明顯緩慢太多，所以牡蠣
殼粉並不能作為石灰的替代品。
(2) 不是所有的水產養殖產業都適合使用煅燒牡蠣殼粉

由於目前國內煅燒牡蠣殼業者普遍沒有進行牡蠣殼的“去
鹽＂處理，使得牡蠣殼粉並不適合對鹽度非常敏感的淡水養殖生
物。一般來說海水養殖生物與對鹽度耐受性較高的養殖環境比較適
合牡蠣殼粉使用。此外由於牡蠣殼粉並不能快速溶於水，會在池底
堆積緩慢分解，所以容易在養殖池中水流緩慢處堆積。但是顆粒較
粗的牡蠣殼粉可能會影響到人工操作，所以在使用上需要特別注意
顆粒的適當性。
(3) 牡蠣殼粉應該在整池之後使用

根據現場調查分析發現，使用牡蠣殼粉的最佳時機是在完成池
塘整理之後，放水之前的時間。這個時間不但方便操作，也可以使
水質更穩定，減少入魚階段養殖生物的緊迫。此外針對許多漏水嚴
重的砂質環境養殖場而言，提早使用大量的牡蠣殼粉更可以減少養
殖池漏水的現象，降低養殖成本。
(4) 牡蠣殼粉使用的成本評估

使用牡蠣殼粉目前在水產養殖上的評估，相較於石灰，雖然價
錢高而且用量多，但是以 6 個月的狀況來看，沒有使用牡蠣殼粉的
文蛤養殖業者如果每 2 週使用 1 次石灰，每分地估計花費僅 2,000
餘元；有使用牡蠣殼粉的狀況下，光是牡蠣殼粉的費用就將近 3,000
元；如果就整體養殖階段來看，使用牡蠣殼粉的養殖環境不論在水
質與藻相的穩定都遠比使用石灰來的優異，加上養成率有顯著的提
高，所以即使成本上稍微提高，就整體利潤而言卻是相對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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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牡蠣殼粉未來在不同產業的應用
除了穩定養殖池內水質之外，事實上牡蠣殼粉在不同產業上均
有良好的應用性。以目前而言煅燒牡蠣殼粉的主要應用範圍是在農
業上，特別是針對蔬果栽培當中將牡蠣殼粉作為微量元素補充與土
壤改良產品，其成效非常優異，加上牡蠣殼粉可以平衡土壤酸鹼
值，所以廣受農民喜愛。目前國內業者所生產的相關產品除了國內
農民廣泛使用以外，甚至外銷馬來西亞等國家。
經過研磨的牡蠣殼粉更是家禽飼料內的重要添加物，可以有效
補充蛋雞足夠的鈣質，提高雞蛋的品質。此外由於牡蠣殼中含有珍
珠層蛋白質與大量的碳酸鈣，雖然萃取成本較高，但是目前已廣受
美容化妝品業者重視。此外牡蠣殼更可以作為高效能的過濾材料，
提高飲用水品質。
將過去視之為垃圾的牡蠣殼轉變成可以應用於多種產業的重
要原料，這樣的過程不但有效降低廢棄牡蠣殼對環境的污染，更可
以使參與研發生產的相關產業賺取利潤，同時減低牡蠣殼加工業者
的困擾。這樣的產業模式是一種循環共生的綠色產業鏈，也是我國
未來水產養殖產業或者其他相關產業重要的指標之一。

本研究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101 農科-11.3.2-漁-F1(1)】
計畫補助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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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圖)

圖一. 文蛤養殖場在使用牡蠣殼粉後 7 週池水酸鹼度的觀察，結果顯示使用
牡蠣殼粉 3 週之後實驗組的水質相較於對照組而言較為穩定。

圖二：鰻魚養殖池在使用牡蠣殼粉兩個月後底土氧化還原電為的比較，結果
顯示，使用牡蠣殼粉的實驗組在兩個月後氧化還原電為明顯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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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文蛤養殖場中使用牡蠣殼粉對於光合菌的影響，在使用牡蠣殼粉的養殖
池添加有益微生物後可以發現在使用光合菌後第 16 天，水體中才無法
篩檢出光合菌。而在沒有使用牡蠣殼粉的對照組中發現第 10 天之後就
無法篩檢出光合菌。這個結果證明使用牡蠣殼粉可以延長光合菌在文蛤
養殖池中的存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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