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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素的定義 

日本的養生文化源遠流長，「酵素」一詞，是日本對用多種植物

原料經過長期醱酵後，獲得之醱酵食品統稱。故一般大眾認知裡，會

將「微生物醱酵產物」，當作「酵素」來解釋。上述說法，也並非全

錯，正確來說，因其為微生物體內原本所有，正常生理代謝過程帶出，

故「酵素」只是該醱酵產物所含的部分內容物而已。  

就學術正式定義而言，「酵素」即是「酶」（Enzyme）的一個別

名，他是一個蛋白質結構，能改變或加快化學反應速度（即具有催化

作用）的大分子生物催化物質，促使反應加快，或使本來不易發生的

反應順利進行。具可重複使用，因本身不參與反應，所以反應完畢，

回覆原狀，可繼續進行催化。只需少量酶便足夠，因為能重複使用，

催化效率頗高，故只需少量便已足夠。具有專一性，只會與一種性質

相似的物質起催化作用，所以每一種反應各有特定的酵素進行催化。

因其本質為一大分子的蛋白質，故易因高溫或酸鹼值而被破壞，受熱

質變，損傷不可逆。 

酶(酵素)在催化的反應中，反應物稱爲受質(例如澱粉)，生成的

物質稱爲產物(例如，葡萄糖)。「酵素」不參與質變，故其為一個催

化蛋白質，而非一產物產品(例如酵素飲品、酵素液肥等)，或許將該

產品稱為含酵素之飲品，或含酵素之液肥，就更容易理解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6%E5%AD%B8%E5%8F%8D%E6%87%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2%AC%E5%8C%96%E4%BD%9C%E7%94%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2%AC%E5%8C%96%E4%BD%9C%E7%94%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88%86%E5%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88%86%E5%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2%AC%E5%8C%96%E5%8A%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A%95%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A7%E7%89%A9_(%E5%8C%96%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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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酶(酵素)是在所有活的動、植物體內均可發現的物質，它是維

持細胞正常功能、消化食物、修復組織等必需的。幾乎所有生物細胞

內的代謝過程，都離不開「酶」(酵素)作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9%99%B3%E4%BB%A3%E8%AC%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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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酵素)的功能 

在說明酶(酵性)功能之前，需先建立一個重要觀念，動物的肌肉

細胞，或是植物的葉肉細肥，均是由蛋白質所建構而成，而組成蛋白

質的最小單位物質，稱之為胺基酸。又例如，五穀雜糧，主要成份是

澱粉，而組成澱粉的最小單位物質，稱之為葡萄糖。動物經過消化系

統，將吃入口的蛋白質(奶、蛋、魚、肉、豆類等)轉換成胺基酸，再

由腸胃道吸收，再轉換成肌肉等細胞，吃肉長肉的轉換過程。植物行

光合作用，由葉綠體產出葡萄糖，經由韌皮部運送至各器官合成組織

細胞，或轉換成澱粉，作為能量儲存(果實、種籽)。上述所提及之蛋

白質及澱粉都是大分子，胺基酸及葡萄糖就是小分子。簡單講，大分

子是由數個最小單位之小分子所組成，而動植物僅能對小分子進行吸

收，分子太大者，則不法傳遞利用。 

酶(酵素)主要功能為「水解作用」，「水解」即是將大分子轉換

(切斷鍵結)，變成小分子的一種自然的化學反應。例如白米、麵食、

饅頭等，在口腔內愈嚼愈甜，這正是唾液(澱粉分解酶)作用，將澱粉

(大分子)轉換成葡萄糖(小分子)，其甜味是來自葡萄糖，速度是相當

快速的。例如，臺灣原住民最有名的小米酒，傳統作法，是將小米咀

嚼後，裝瓶醱酵而成。例如，五穀酒釀造過程，別於糖釀酒(葡萄酒、

蜂蜜酒)，酵母菌無法直接利用澱粉，需先經過蒸煮、酒麴(澱粉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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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糖化分解後，所得之葡萄糖方可利於酵母菌生長利用，而醱酵

成酒。例如，蚯蚓糞肥，可說是現今農業最佳有機肥，姑且把蚯蚓比

擬為較大隻的微生物，有機廢棄資材，在蚯蚓進食過程，經其消化系

統的“蛋白酶”、“脂肪酶”、“纖維酶”、“蚓激酶”和“澱粉酶”

作用下，迅速分解，轉化成為自身或易於其他生物利用的營養物質，

經排泄後成。也因蚓糞是由多種酶(酵素)反應作用而成，充分將有機

廢棄資材，各形式大營養分子(澱粉、蛋白質、脂肪、纖維等)之營養

成分細切出來，蚓糞展現之價值，在於內含微量元素氮、磷、鉀、鈣、

鎂及鐵等，且 pH值中性並含腐植酸、有機質及 18種氨基酸和上述各

類酵素，因小分子養分充足且易利用，做多種益菌如分解菌、消化菌、

除臭菌、蚓激酶、真菌、放射菌、纖維分解菌、澱粉分解菌、氮氧化

菌、氮固定菌、磷溶解菌等益菌相，豐富而起，另含有至少兩株拮抗

微生物（球孢鏈黴菌和丁香苷鏈黴菌），對土傳真菌植物病害有一定

的拮抗作用，除能提高植物光合作用、保苗、壯苗、抗病蟲害和抑制

有害菌和土傳病害，還可明顯改善土壤結構，提高肥力和徹底解決土

壤板結問題，這也正是為何以酵素工藝種得之蔬果，更為健康、產量

更高、更有風味、甜度高而不膩，有更高品質的原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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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酵素)廣泛用途 

酶(酵素)的最早運用於食物之保存，例如，釀酒工藝(五穀酒、

水果酒及優酪乳酒等)，釀醬工藝(老陳醋、醬油及味啉等)，醬菜工

藝(酸菜、泡菜及醃瓜等)。 

在工業和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的應用也非常廣泛(詳如下表)，例

如，藥廠用特定的合成酶來合成抗生素，洗衣粉中添加酶能加速附著

在衣物上的蛋白質、澱粉或脂肪漬的分解，嫩肉粉中加入木瓜蛋白酶

能將蛋白質分解爲稍小的分子，使肉的口感更嫩滑。 

食物料理習慣，高溫破壞蔬果本身所含酵素，加上人體年齡增

長，生活環境污染及生活習慣偏差等，均使人體自發酵素失衡，隨著

保健意識高漲，健康研究趨使，萃得蔬果本身所含豐富的酶(酵素)，

例如，木瓜酵素，鳳梨酵素、檸檬酵素等，由外補充體內不足，儼然

成為一種必要用途。研究指出，該酵素包含調節體內環境，抗炎作用，

抗菌作用，分解作用，淨化血液作用及細肥新生等，治病的六大作用。 

隨著環保意識抬頭，將新鮮蔬果廚餘製成環保酵素，成為全民運

動，小至環境清潔、蚊蟲驅趕，大至河川整治，可謂之為環境萬靈丹。

隨著有機農業興起，上述的環保酵素很快被引用於農業用途，病蟲防

治、土壤改良、豐富土壤菌相及例如牛奶肥等肥效酵素興起。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A%97%E7%94%9F%E7%B4%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4%97%E8%A1%A3%E7%B2%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B%8B%E7%99%BD%E8%B4%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80%E7%B2%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4%82%E8%82%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B%A9%E8%82%89%E7%B2%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A8%E7%93%9C%E8%9B%8B%E7%99%BD%E9%85%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A8%E7%93%9C%E8%9B%8B%E7%99%BD%E9%85%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86%E5%A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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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酶(酵素)應用領域及用途 

應用領域 酶 用途 

生物燃料

工業 

纖維素酶 將纖維素分解可通過發酵轉化爲纖維素乙醇的糖[88] 

木質酶 對準備用於生物燃料生產的生物質進行預處理[88] 

生物洗滌

劑 

蛋白酶、澱粉

酶、脂肪酶 

洗衣或清洗餐具時去除蛋白質、澱粉、脂肪或油漬[89] 

甘露聚糖酶 去除食物食品汙漬[89] 

釀酒業 澱粉酶、葡聚

糖酶、蛋白酶 

從麥芽中分解多醣及蛋白質[90]:150–9 

β-葡聚醣酶 提高麥汁和啤酒過濾特徵
[90]:545

 

澱粉葡糖苷酶

及支鏈澱粉酶 

製作低熱量啤酒及調整發酵特性[90]:575 

乙醯乳酸脫羧

酶（ALDC） 

利用減少丁二酮形成來提昇發酵效率[91] 

烹飪用 木瓜蛋白酶 使肉變嫰，容易烹飪[92] 

乳品業 凝乳酶 在乳酪生產過程中酸化蛋白質[93] 

脂酶 製作卡芒貝爾乳酪及像羅克福乾酪之類的藍乾酪[94] 

食品加工 澱粉酶 從澱粉製造醣類，例如製作高果糖玉米糖漿[95] 

蛋白酶 降低麵粉中的蛋白質比例，例如用在餅乾製造中
[96]
 

胰蛋白酶 製作防過敏的嬰兒食品[96] 

纖維素酶、果

膠酶 

澄清果汁[97] 

分子生物

學 

核酸酶、聚合

酶、DNA連接酶 

藉助限制性核酸內切酶以及 PCR技術產生重組

DNA[1]:6.2 

造紙業 木聚糖酶、半

纖維素酶及木

質素過氧化物

酶 

從木漿中移除木質素[98] 

個人護理 蛋白酶 清除隱形眼鏡上的蛋白質，防止感染。[99] 

澱粉工業 澱粉酶 將澱粉轉換成葡萄糖及各種糖漿[10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7%89%A9%E7%87%83%E6%96%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7%89%A9%E7%87%83%E6%96%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4%E7%BB%B4%E7%B4%A0%E9%85%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96%E7%B6%AD%E7%B4%A0%E4%B9%99%E9%86%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5%B6#cite_note-cheng-88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C%A8%E8%B3%AA%E9%85%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7%89%A9%E8%B4%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5%B6#cite_note-cheng-88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4%9F%E7%89%A9%E6%B4%97%E6%BB%8C%E5%8A%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4%9F%E7%89%A9%E6%B4%97%E6%BB%8C%E5%8A%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B%8B%E7%99%BD%E9%85%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E%B1%E7%B2%89%E9%85%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E%B1%E7%B2%89%E9%85%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4%82%E9%85%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5%B6#cite_note-Kirk-8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4%98%E9%9C%B2%E8%81%9A%E7%B3%96%E9%85%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5%B6#cite_note-Kirk-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5%BF%E9%85%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80%E7%B2%89%E9%85%B6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1%A1%E8%81%9A%E7%B3%96%E9%85%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1%A1%E8%81%9A%E7%B3%96%E9%85%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B%8B%E7%99%BD%E9%85%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A%A6%E8%8A%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5%B6#cite_note-briggs-90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CE%92-%E8%91%A1%E8%81%9A%E9%86%A3%E9%85%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A%A6%E6%B1%8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5%B6#cite_note-briggs-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80%E7%B2%89%E9%85%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80%E7%B2%89%E9%85%B6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4%AF%E9%93%BE%E6%B7%80%E7%B2%89%E9%85%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5%A4%E9%85%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5%B6#cite_note-briggs-90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9%99%E9%85%B0%E4%B9%B3%E9%85%B8%E8%84%AB%E7%BE%A7%E9%85%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9%99%E9%85%B0%E4%B9%B3%E9%85%B8%E8%84%AB%E7%BE%A7%E9%85%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1%E4%BA%8C%E9%85%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5%B6#cite_note-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3%B9%E9%A5%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A8%E7%93%9C%E8%9B%8B%E7%99%BD%E9%85%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5%B6#cite_note-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B3%E5%93%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9D%E4%B9%B3%E9%85%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B6%E9%85%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5%B8%E5%8C%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5%B6#cite_note-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4%82%E9%85%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A1%E8%8A%92%E8%B4%9D%E5%B0%94%E5%A5%B6%E9%85%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5%85%8B%E7%A6%8F%E5%B9%B2%E9%85%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7%8D%E4%B9%BE%E9%85%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7%8D%E4%B9%BE%E9%85%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3%9F%E5%93%81%E5%8A%A0%E5%B7%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80%E7%B2%89%E9%85%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80%E7%B2%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6%9E%9C%E7%B3%96%E7%8E%89%E7%B1%B3%E7%B3%96%E6%BC%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6%9E%9C%E7%B3%96%E7%8E%89%E7%B1%B3%E7%B3%96%E6%BC%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B%8B%E7%99%BD%E9%85%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A2%E7%B2%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4%85%E4%B9%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5%B6#cite_note-GMOdatabase-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3%B0%E8%9B%8B%E7%99%BD%E9%85%B6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8%B2%E8%BF%87%E6%95%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5%B6#cite_note-GMOdatabase-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4%E7%BB%B4%E7%B4%A0%E9%85%B6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E%9C%E8%83%B6%E9%85%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E%9C%E8%83%B6%E9%85%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C%E6%B1%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C%E6%B1%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86%E5%AD%90%E7%94%9F%E7%89%A9%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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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微生物)與酶(酵素)的關係 

在醱酵工藝裡，例如，釀酒、醬油、酵素飲品或是農業酵素液態

肥料，人們仍舊存在著不少疑惑，喝下去的是菌還是酵素。 

答案應該二種都是，菌(微生物)與人體、動物及蚯蚓，一樣都是

生物，一樣都是細胞組成，只是個體大小區別而已，所有的生物生理

活動，都離不開酶(酵素)。如上開提及，微生物與蚯蚓生理代謝雷同，

微生物體內亦存在各式各樣的酶(酵素)，一樣在吃著有機廢棄資材，

同時透過體內酶(酵素)消化細化所有養份，除釋出胞外胞內酶(酵素)

外，另又產生其他代謝副產物(抗生素、生長激素及分解酵素等)，因

此，才發展出利用微生物培養，來提取抗生素及功能性酶(酵素)等工

藝。 

菌(微生物)與酶(酵素)是密不可分的，以釀造五穀酒工藝而論，

酵母菌無法直接利用澱粉，需先經過蒸煮、酒麴(澱粉分解酶)，糖化

分解後，所得之葡萄糖方可利於酵母菌生長利用，而醱酵成酒。續上

論，為何蔬果加糖不加菌就造醱酵液。一般的作法，糖:廚餘蔬菜水

果:水=1:3:10，3~6個月後自然醱酵成酵素液。其原因在於，微生物

本身也是需要小分子營養才可生長代謝，而蔬果本身就含有豐富的酶

(酵素)，例如，木瓜酵素，鳳梨酵素、檸檬酵素等。以鳳梨酵素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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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植物“莖部”所含酵素最為豐富，因此在萃取工藝中，多以莖為原

料，少量以果實。 

故整個醱酵生態鏈應該是，大分子→酶(酵素)→小分子→微生物

成長代謝→更多的酶(酵素)。另亦有直接五穀直接加入蔗糖進行酒精

釀造工法，這也說明瞭，無論酵素飲品，或是農業環保酵素，為何都

選擇「糖」(小分子)當碳源，跳過澱粉分解過程，來快速養起微生物，

再由微生物體內的酶來分解其他基材之原因所在。 

 

酶(酵素)於農業用途優勢 

菌(微生物)與酶(酵素)雖是密不可分的，但酶(酵素)更具有促成

或加快水解反應速度之功能，又具可重複使用，只需少量便已足夠，

且無需考量碳氮比例，氧氣條件等。但其亦存有專一性及環境限制

性，故僅需選擇適當酶(酵素)種，及控制好反應條件，即可有效且快

速將所備資材，備製成所求用途。 

若能與微生物搭配結合，必定事半功倍。土壤微生物相本就豐

富，僅是因化肥及農藥，將其適合的生長環境破壞，若能供予適合之

微生物相，補充適合微生物生長之營養，再由酶(酵素)功能，將土壤

不適條件解除，平衡土壤環境，土壤菌相正向發展，作物研正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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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茂農業酵素液肥運用經驗 

 早期台灣農業轟動一時的「牛奶液肥」，即是秋茂以鳳梨皮、過

期牛奶、蔗糖及乳酸飲料醱酵製得，因鳳梨酵素的催化下，將牛奶之

蛋白質、脂肪、維生素等，快速分解析出，再以乳酸菌之作用，將其

醱酵成高蛋白素，高維生素，高鐵高鈣等微量元素，高乳酸、醋酸之

酵素液肥。該牛奶液肥特色，維生素、乳酸及醋酸等，有極強之殺菌

功能，加上高蛋白素，相當有助於植物根系之發展及抗病，高鐵高鈣

等微量元素，使光合作用效果更佳，果實更為碩大、甜蜜、紮實。在

此基礎上，更延伸現有之甜菜根開根酵素、玊米酵素細肥分裂素、微

量元素植物酵素、高蛋白酵素及蘆薈保水酵素等。 

 

酶(酵素)可延伸於農業的更多發展 

一、較僅單純使用微生物醱酵之酵素肥，更省時且更有效。 

二、緩解豆餅類有機肥，油脂包覆根系之危害。 

三、緩解雞糞等禽畜糞，土壤中厭氧醱酵產生之毒害。 

四、可有效降低(55℃)有機肥高溫(100℃)快速醱酵之溫度，降

低耗能。 

五、更有效分解秸杆等不易分解之纖維質有機質。 

六、更有效解決畜牧業環境污染問題(例如、惡臭、病死雞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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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農業運用之酶(酵素)種類 

一、蛋白分解酶，例如 “木瓜蛋白酶”及“鳳梨蛋白酶”，主

要針對蛋白質、脂肪等，可運用於，骨粉、羽毛粉、奶粉、大豆粉等

高蛋白基材，快速醱酵成營養胺基酸。更可利用於雞糞等，難有效分

解之處理上，快速且完整的，將其醱酵成完全性高之有機肥。 

二、澱粉分解酶，可將麵粉、馬鈴薯粉等，快速有效糖化，供土

壤微生物碳源，亦有助於有機肥快速醱酵熟成。 

三、纖維分解酶，可用於加速秸桿及綠肥等農業廢棄物快速分解

利用。 

 

液態酵素肥酶(酵素)種選擇評估 

液態酵素醱酵工藝，均以黑糖、蔗糖或糖蜜為主要碳源，故澱粉

分解酶使用時機不多，高纖維資材亦不多，主要以高蛋白材料為主，

故選以蛋白酶之實用性較高，其中「木瓜蛋白酶」較鳳梨蛋白酶操作

條件更為寬鬆，操作上對更具親民性。 

木瓜蛋白酶操作條件 

木瓜蛋白酶最佳溫度是 50~60℃，最佳的溫度必然受作用時間的

影響，較短的作用時間必須有較高的最適溫度，較長的作用時間必須

有較低的最適作用溫度，這是木瓜蛋白酶與其他酶類的共同特點。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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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蛋白酶的有效作用溫度範圍是 20~80℃。這個溫度範圍既適合木瓜

乳汁生產粗酶的溫度，也適合木瓜蛋白酶在一定條件下的活性反應作

用。超過 80℃時，木瓜蛋白酶活性會下降，當溫度升到 90℃時木瓜

蛋白酶會鈍化。 

木瓜蛋白酶可進行催化反應的 pH作用範圍是 3.5~9，最適 pH範

圍是 5~7。在中性或偏鹼性時亦有作用，耐熱性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