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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土壤重金屬危害 
土壤重金屬污染嚴重性 
農田土壤污染的重金屬種類，實際
上主要是有顯著生物性毒性的重金
屬，比如：汞、鎘、鉛、鉻及類金
屬砷等。 

這些物質在土壤中的含量超標，將
導致短時間內土壤理化特性的改變，
而且很難恢復。同時，有通過生物
鏈威脅人體健康的可能。 

 

傳統整治方法瓶頸 
現行土壤重金屬污染整治方法，多
以強酸或化學螫合劑淋洗等方式處
理，此類方法，不但破壞土壤價值
(營養元素流失、微生物菌相及團
粒結構破壞等)，並造成環境的二
次污染，土壤將變成一片死寂，不
再利於耕種。而亡羊補牢之計，僅
能以後添加大量之有機質及化學肥
料，改善遭破壞之土壤結構與肥力。
然而，許多不可逆之條件已難再復
原。 

 



秋茂土壤重金屬 
微生物處理專業技術 

技術核心 
 技術主軸:土壤重金屬集富菌 
 步驟一:土壤重金屬集富菌→從土

壤或水中吸收重金屬為菌體蛋白
質成分 

 步驟二:蛋白質分解菌→分解土壤
重金集富菌(已吸附)，將重金屬轉
換成植物可吸收有機螯合態 

 步驟三:植物吸收有機螯態重金屬
→將土壤重金屬集富於植物體內 

 步驟 四:移除植物 
 

現行微生物集富重金屬瓶頸 
以微生物集富重金屬之研究逐漸受
到重視，各界研究顯示多數酵母菌
具有集富重金屬能力，因其集富能
力不足，及生長條件嚴苛等，多數
皆停留在實驗室測試階段，未有具
體集富後去除方案。 



秋茂土壤重金屬集富菌 
來源 
秋茂微生物應用研究團隊，於新發
現微生物菌(以下簡稱新菌)生技產
品研發過程中，意外發現，原培養
介質(液)中所含之某些重金屬，於
培菌後檢測，含量大幅下降或低於
偵測極限，推測該菌對於重金屬具
某程度之降解或富集能力，若能運
用於環境保護，針對於重金屬污染
問題解決，勢必可找到一個全新方
法。 

新菌背景 
新菌應是一耐酸型真菌，且
ORP:69mv，依理論推測，應是為
兼氣性厭氧 

一般微生物可生存的pH值為3 ~ 10，
嗜氧性細菌可生存的ORP值為
+200~+800 mV，厭氧性細菌則為-
700~ +100 mV之間，即好氧及厭
氧環境下均可生長。 

培養基 菌絲 溫度 pH 值 導電度 ORP 

液態 有菌絲 21.8(℃) 4.52 808.1(μS/cm) 69(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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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實驗設計 
以迴紋針(鐵(Fe)為主要原料，含少量銅(Cu)，鍍有鋅(Zn)、鎳(Ni)
等金屬做為防銹功能)為重金屬污染源，投入於20(g)原菌液中，給
予厭氧及好氧，二種(實驗組)培養環境，以新菌原菌液當對照組，
探討原菌液pH4.52或更酸性環境(微生物生長代謝產出有機酸)下 
• 第一，可否將重金屬溶出，又在何種條件(好氧/厭氧)下，重金
屬溶出能力較好? 

• 第二，再行離心、過濾固液分離，分成上澄液及菌體(菌絲)，分
別以ICP檢測其中金屬(Fe、Zn、Ni、Cu)含量，分析含量百分比，
探討新菌是否對某些重金屬具有富集作用? 

 



分析方法: 
以85%原菌液+15%玉米酵素(稀釋500倍)培養基，在厭
氧及好氧條件下，培養觀察並測試其增生率。 
實驗結果: 
如表所示，菌體(底渣)重量測試，對照組，取20(g)原菌液，
過濾乾燥後底渣重0.0255(g)，即水份佔(20-
0.0255)/20=99.87%，菌體僅佔0.13%。 
假設原菌液(對照組)底渣重為菌體菌絲飽合基準，厭氧及好
氧生長條件下，增生量(0.0269-0.021675=0.005225g)及
(0.0263-0.021675=0.005219g)，增生量約相同，且呈正相
關，目測觀察均有菌絲產生，說明兩種培養環境下，新菌
均可順利生長。而增生率分別僅多出原菌液對照組5%及
3%，推論其應屬飽和狀態。故此微生物菌應如推測是兼氣
性厭氧菌 
 

• 好&厭氧環境均正向增生 

• 兼氣性厭氧菌 

• 有菌絲產生 

基礎實驗結果 

培養  

條件 

坩鍋+濾紙

(g) 

坩鍋+濾紙 

+底渣(g) 

底渣重

(g) 

增生量

(g) 

增生比

(%) 

原菌液 

(對照組) 

35.0700 35.0955 0.0255 - - 

厭氧條件 22.4090 22.4359 0.0269 0.0014 5% 

好氧條件 23.2589 23.2852 0.0263 0.0008 3% 

 



分析方法: 
以迴紋針為主要原料，為重金屬污染源，投入於
20(g)原菌液中，給予厭氧及好氧，二種(實驗組)
培養環境，以新菌原菌液當對照組 
實驗結果: 
如圖所示，不論新菌於厭氧或好氧條件下，培養
液中(上澄液+菌體)重金屬含量均呈正向增加，重
金屬增量比值(實驗組/對照組)，除好氧條件下的
金屬鐵(Fe)高於厭氧條件外，其餘均在厭氧條件
下，有著較高的重金屬增加量。說明新菌於培養
過程中，可將重金屬溶出，其中無論好氧或是厭
氧條件下，金屬鐵(Fe)增量均為最多，又以好氧
條件下的10.5倍最多，擬鐵為迴紋針的主要且最
多的組成成份，或新菌生長需有較多元素鐵。其
餘金屬(Cu、Zn、Ni)在厭氧條件下，增加量也可
高達2~3倍(2.14~2.97)，均比在好氧條件下，重
金屬溶出能力更好。 

 

• 培養過程中，可將重金屬溶出 

• 金屬(Cu、Zn、Ni)在厭氧條件下，增加
量也可高達2~3倍(2.14~2.97)，均比在好
氧條件下，重金屬溶出能力更好。 

 

基礎實驗結果 

Fe Zn Ni Cu

厭氧條件 4.71 2.31 2.97 2.14

好氧條件 10.50 0.89 0.34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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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屬增量比值 



分析方法: 
過濾分離上澄液及菌體，再以硝酸消化分析各別重
金屬含量 
實驗結果: 
如圖所示，圖一中所增量之重金屬，絕大部份富集
於菌體中，其中金屬銅(Cu)，無論於原菌液中，或
厭氧及好氧條件增量下，其全部(100%)均由菌體所
包含，僅極低量(低於ICP偵測極限)於上澄液中。金
屬鋅(Zn)於菌體中含量百分比亦可大於
90%(92.9%~94.3%)以上之高包含量，金屬鐵(Fe)
則有大於75%(76.7%~80.7%)之包含量。金屬鎳(Ni)
於好氧條件下包含量不最低41.1%，厭氧條件下則
仍有66.3%含量百分比。分別以ICP檢測其中金屬
(Fe、Zn、Ni、Cu)含量，分析含量百分比，說明新
菌是否對重金屬(Fe、Zn、Ni、Cu)均具有富集作
用。 

新菌是否對重金屬(Fe、Zn、Ni、Cu)均具
有富集作用。 

基礎實驗結果 



結論 
1.於厭氧及好氧培養條件下，細胞增生量均呈正向增加，且有明顯菌絲產生，故新菌應是一兼
氣性厭氧嗜酸性真菌，若如預期對重金屬具降解或富集作用時，厭氧及好氧條件均可操作，使
用環境不受限制狀態下，運用限制條件降低，實用性更寬更廣。 
2.菌體僅佔培養液0.13%，若如預期對重金屬具降解或富集作用時，將可達到重金屬濃縮目的，
對於日後的重金屬有害廢棄物固化埯埋或重金屬回收等，土地需求、操作成本及技術要求，均
可大幅降低成本，簡化操作條件。 
3.不論新菌於厭氧或好氧條件下，培養液中(上澄液+菌體)重金屬含量均呈正向增加，說明新菌
培養時，且將重金屬溶出之能力，說明對於受重金屬污染之土壤，於不外加化學藥劑(酸劑或螫
合劑)的情況下，新菌有能力將土壤中重金屬溶出再轉換利用。 
4.培養液之上澄液及菌體相較之下，絕大部份重金屬是富集於菌體中，其中又以金屬銅(Cu)，無
論於原菌液中，或厭氧及好氧條件增量下，其全部(100%)均由菌體所包含，其他金屬亦有
41.1%~94.3%高比例之重金屬含量。說明新菌菌體確實有重金屬富集作用，故未來運用發展，
僅要將極少體積(0.13%培養液)之富集重金屬之菌體過濾分離，即可達到無二次污染及副作用之
重金屬污染處理。 
 



後續研究 
新微生物生長條件參數之建立→支持後續研究、系統規劃設計。 
新微生物作用性能初階研究測試→已確認微生物去除重金屬可行性之
研究方向。 
在許多文獻中，多數微生物被認為可用於各種金屬物種的生物吸附或
吸收，例如由其細胞壁存在的官能團的多樣性，可與不同金屬離子產
生不同鍵結。在生物吸附過程中，主要反應機制為化學反應作用，非
代謝作用，因金屬離子聚集於微生物體表面，可有效去除有害金屬。 
為有效提高生物質體反應效率，需先了解新微生物之最佳生長條件，
不同生物質體之最佳反應環境不同，其操作pH值、金屬離子類型、離
子濃度、生物吸附劑濃度、溶液體積、溫度及反應時間等，亦需要進
行測試了解之參數因子。 
 



願景&展望 
一、新微生物對土壤中重金屬富集能力之研究→重金屬污染土壤整治規劃，農田復
育。 
微生物修復重金屬污染土壤的主要機理是通過微生物作用於土壤中的重金屬進行固
定、移動或轉化降解，促使有毒有害物質降低毒性，以達到生物修復土壤的目的。 
秋茂環境生態暨微量分析研究室，收集有台灣重金屬污染之土壤樣品寶貴資源，進
階將選以該實際土壤樣品，投入培養液中，配合生長條件參數研究成果，進行新微
生物擴大培養，模擬重金屬污染土壤現址離地處理模式，研究新微生物溶出土壤固
定之重金屬能力，再者，研究新微生物螫合重金屬，形成更強鍵結之有機螫合態，
吸收或吸附於生物體，取代過去化學強酸強鹼溶液處理方法垢病，降低二次處理成
本，降低二次污染風險，降低土壤質地及營養破壞問題，僅需以「水」當溶劑，將
富集重金屬之微生物淋洗出分離後，再行固液分離，「水」還可循環再利用，另因
生物體含水率95%以上，乾燥後固體廢棄物極少，生物體又為有機質，高溫處理
後，可僅剩富集得之高純度重金屬，二次污染可降至最小，亦或做為重金屬純化回
收目的。 
 



願景&展望 
二、新微生物對水溶性重金屬富集能力之研究→工業廢水、受污染
水源及礦場廢水處理或微量貴重金屬回收等。 
農業種植中所發生的土壤重金屬污染物主要來自於礦區廢水、工業
廢水及生活污水污染，以及農作活動中施加之化肥、有機肥和農藥
等方面的污染。一般工業廢水及礦場廢水等，均已經化學沉降氫氧
金屬鹽類等混凝沉澱法處理，但仍存在重金屬微量處理極限，常造
成放流水不符標準排放，污染河川土壤等問題。 

了解新微生物對水溶性重金屬富集作用能力，可用於解決工業廢水
微量重金屬處理瓶頸問題，亦或用於微量貴重金屬回收等目的。 

 



願景&展望 
三、有機酸及微生物重金屬污染協同處理能力研究 
有機質生物濾床之可行性研究→微生物富集重金屬緩衝生物濾床、微
量貴重金屬回收等。 
    根據新微生物作用性能初階研究測試結果，於50ml，20ppm的濃度
培養環境下，重金屬去除率23.7%(19.8%~28%)，相關文獻研究也指
出有機酸、腐殖酸等有機物質能廣泛吸附重金屬離子，且吸附的重金
屬也較不易脫附而進入土壤溶液中，故新微生物對於有機酸、腐殖酸
等有機物質對重金屬吸附及脫附反應影響為何?需更深入交叉研究。一
方面可用來評估增效新微生物對重金屬之去除率可行性，二方面可否
運用於對微量重金屬回收可行性評估。三方面，對於工業廢水或礦區
廢水處理設備之模組化研發及實際運用會更具可行性。 
 



願景&展望 
四、移動式現址離地重金屬污染處理設備模組研發 
實踐土壤重金屬現址離地去除目的研發→機動模組設備研發 
 就上述1. 有機物質與重金屬相關研究，2. 新微生物重金屬吸收/吸
附能力研究，3.有機酸及微生物重金屬污染協抗能力研究等成果，
研發移種式污染處理設備模組，落實研究成果，簡化處理流程，降
低操作成本，提高處理機動性等。 

 



願景&展望 
五、有機螫合態重金屬植物再利用可行性研究 
別於現場離地處理方法，利用現圵現地，無需過多耗能，微生物及
植物複合式土壤污染重金屬去除可行性研究 
即土表下30cm耕作層，利用微生物及植物複合式土壤重金屬去除
可行性研究。以現有秋茂農用微生物及酵素研究，於實際運用上，
微生物及酵素是屬一動態平衡狀態，簡言之，即為一食物鏈概念。
延續新微生物重金屬吸收/吸附能力研究成果，同樣以食物鏈概念，
新微生物於集富重金屬後，該微生物成為另一根圈微生物之營養
源，分解該微生物同時釋出重金屬，由植物集富吸收去除土壤重金
屬，評估複合微生物對植物吸收重金屬是否具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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