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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概況
成立時間：2013年12月

企業願景：保護環境與大地，提升全人類生活品質

為怡盛集團關係企業之子公司，怡盛集團成立至今30年，為兩岸

三地物業管理第一品牌，群泰環科挾帶其管理優勢及創新環保科

技，投身於廚餘處理事業，提供廚餘完全處理方案，包括就地資

源化與集中處理廠之客製化規劃、建置及營運，以及各種設備之

提供，使廚餘經過再利用成為有機菌肥或液肥，回歸大地，推展

循環農業；2014年5月受昆山市政府之邀，參加昆山品牌產品進口

交易會，推展廚餘處理及有機循環農業之理念、產品及技術。

此外，更投入心力經營「新鮮有機蔬食生活館」網購平台，為食

安問題層出不窮的現代社會，提供優質食品多樣化選擇， 從源頭

把關大眾健康，提升生活品質。



怡盛集團關係企業



管理團隊簡介

董事長：黃平璋先生

怡盛集團創辦人，怡盛集團自1984年成立至今，為台灣規模

最大之物業管理集團，榮獲無數獎項，也是第一位成功跨足

大陸物業管理領域之先驅，目前總管理坪數已經突破9,000

萬平方米，名符其實的物管業界標竿企業。

總經理：張金鎮先生

國立中興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歷任臺北市大同區長、

信義區長、內湖區長近15年，歷經臺北市環保工作改革、垃

圾全分類、家戶廚餘分類回收再利用、內湖垃圾山整治公園

化政策規劃、執行等暨實務操作過程，對相關環保產品之研

究、資源整合及廠區管理等經驗豐富。



顧問團隊簡介
陳文卿博士

臺灣大學化學研究所博士，現為環境發展基金會總經理。專

長為環境工程、能源技術、資源再生、綠建材、化學工程等，

歷任工研院能資所、環安中心及能環所工程師、中國石油化

學公司化學工程師、「臺灣綠建築協會」、「臺灣資源再生

協會」理事等。

黃政釧先生

歷任宜蘭縣羅東鎮公所主秘、清潔隊長。主管羅東鎮有機廢

棄物處理場。



陳文欽博士

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博士，現任元培科技大學環境工程所助理

教授。學術專長為水處理工程、環境生物技術、綠色產業技

術與管理及環境教育等，曾發表或共同發表關於有機廢棄物

再利用及污染防治等相關學術檔超過百篇，為該領域之頂尖

專家。

顧問團隊簡介



廚餘處理產品總覽

 廚餘就地資源化設備：廚餘處理機、油脂
截留槽、高速醱酵機、除臭機。

 廚餘集中處理廠設備：高溫高速微生物醱
酵機、大型破碎脫水設備、高溫蒸煮滅菌
暨油水分離設備。

 液肥製造設備



廚餘處理機 油脂截留槽

廚餘就地資源化設備

../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廚餘處理機驗收照片1.doc


高速醱酵機 除臭機

廚餘就地資源化設備



廚餘集中處理廠設備

高溫高速微生物醱酵機



高溫蒸煮滅菌暨油水分離設備

廚餘集中處理廠設備



廚餘集中處理廠設備

大型破碎脫水設備



液肥製造設備



廚餘處理服務總覽

 廚餘就地資源化機器設備之客製化規
劃及建置。

 廚餘前處理場之規劃、建置、營運。

 廚餘集中處理廠規劃、建置、營運。

 廚餘回收再利用設置肥料廠，配合有
機循環農業園區規劃與操作。



集中處理廠實務操作流程
原料
進場

過磅 暫存 前處理 調配
翻堆
醱酵

造粒
包裝

儲存
販賣

分揀進料

破碎 脱水



集中處理廠實務操作流程
高速醱酵

靜置發酵 有機堆肥

高速醱酵



2014年5月受昆山市政府之邀，參加「品牌產品進口交
易會」，展示群泰環科產品及技術。

營運紀事-昆山展覽

昆山市副市長沈曉明(右一)至群泰展位參訪



營運紀事-昆山展覽



營運紀事-昆山展覽



群泰環科堆肥場介紹

 群泰環科於彰化竹塘和桃園平鎮、龍潭等地

設置有機質菌肥生產據點，提供優質有機菌

肥及液肥，為永續農耕貢獻心力。

 彰化竹塘廠：以處理廚餘、果渣、雞糞等有

機廢棄物為主，占地7641平方米，第一期生

產線之日產能為有機菌肥30噸，液肥10噸。



桃園龍潭有機菌肥廠營運實況



群泰環科有機質菌肥介紹



產品優勢
 高濃度益生菌有機肥料，熟化期只需10天

 土壤大幅改良，使用3~6個月蚯蚓復生，土壤PH
值漸趨中性

 農作物的產期縮短10%

 甜度增加1度～2度，產量增加12%～60%

 土壤壞菌和蟲卵被分解，不必使用殺蟲劑

 成本降低：同一單位面積比『農藥+化肥』便宜

 14年的研發經驗，已取得政府5-15純有機質肥料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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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處理製程

最快 最環保 高科技 最具競爭力

產品原料：
8小時110℃高
溫滅菌，24小
時內快速發酵
熟成。

除臭、零污染、
零排放製程，
為最環保之微
生物有機製程。

採用標準化製
程與參數化管
理，達到最佳
品管標準。

提昇肥效、
降低種植成
本、提高產
值收益，改
良土壤使耕
地有機化，
可永續耕作。



肥料效益分析(1)

肥料成本 採收期 收成量 價格/公斤 總收入 成長率

傳統肥料 8000 40天 6000kg 60元 36萬
50%

新型肥料 8160 30天 9000kg 80元 72萬

產品:花胡瓜/每分地（新台幣）

肥料成本 甜度 收成量 價格/公斤 總收入 成長率

傳統肥料 5000 13度 2400kg 90元 21.6萬
28%

新型肥料 6000 18度 3000kg 100元 30萬

產品:哈密瓜/每分地

肥料成本 甜度 收成量 價格/公斤 總收入 成長率

傳統肥料 6000 13度 3000kg 100元 30萬
31%

新型肥料 6000 14度 3600kg 120元 43.2萬

產品:芒果/每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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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效益分析(2)

肥料成本 採收期 收成量 價格/公斤 總收入 成長率

傳統肥料 3000 120天 1300kg 30元 3.9萬
17%

新型肥料 3000 110天 1560kg 30元 4.7萬

產品:菱角/每分地

肥料成本 甜度 收成量 價格/公斤 總收入 成長率

傳統肥料 5000 10度 5000kg 15元 7.5萬
40%

新型肥料 6000 13度 7000kg 18元 12.6萬

產品:芭樂/每分地

肥料成本 採收期 收成量 價格/公斤 總收入 成長率

傳統肥料 6000 120天 3000kg 100元 30萬
31%

新型肥料 6000 105天 3600kg 120元 43.2萬

產品:筊白筍/每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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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效益分析(3)

肥料成本 採收期 收成量 價格/公斤 總收入 成長率

傳統肥料 3000 120天 1200kg 25元 3.0萬
14%

新型肥料 3000 105天 1400kg 25元 3.5萬

產品:芥藍/每分地

肥料成本 甜度 收成量 價格/公斤 總收入 成長率

傳統肥料 20000 11度 2880kg 120元 34.5萬
26%

新型肥料 20000 13度 3600kg 130元 46.8萬

產品:小蕃茄/每分地

肥料成本 採收期 收成量 價格/公斤 總收入 成長率

傳統肥料 6000 120天 420kg 1000元 42萬
27%

新型肥料 6000 110天 504kg 1150元 57.9萬

產品:茶葉/每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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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效益分析(4)

肥料成本 採收期 收成量 價格/公斤 總收入 成長率

傳統肥料 6000 150天 840kg 23元 1.9萬
27%

新型肥料 6000 150天 1140kg 23元 2.6萬

產品:水稻台梗9號/每分地

肥料成本 採收期 收成量 價格/公斤 總收入 成長率

傳統肥料 6000 150天 900kg 23元 2萬
31%

新型肥料 6000 150天 1260kg 23元 2.9萬

肥料成本 採收期 收成量 價格/公斤 總收入 成長率

傳統肥料 6000 150天 900kg 23元 2.0萬
26%

新型肥料 6000 150天 1200kg 23元 2.7萬

產品:水稻台梗11號/每分地

產品:水稻台梗172號/每分地



梨子試種進化成果圖
Pic.1 Pic.2 Pic.3

Pic.4

Pic.2 促進果實成長更完全、增加甜度及風
味。

Pic.1 著果率高達9成

Pic.3 每顆高接梨平均重量約為22兩，甜度
13度以上，風味極佳。

Pic.4 果實顆粒大小與重量有明顯差距。
29



土壤酵素&有機質菌肥實作成果

卓蘭彭源添先生使用土壤酵素之高接梨，歷經超強寒害，
仍保有滿園翠綠之情形。

卓蘭彭源添先生使用土壤酵
素及有機菌種植之高接梨，
歷經寒害，著果率高達9成，
居當地之冠。



哈密瓜試種進化成果圖
Pic.1 Pic.2 Pic.3

Pic.4

Pic.1 哈密瓜種植36天之生長情形。

Pic.2 哈密瓜沒有任何瓜苗有枯萎現象發生

Pic.3 50天哈密瓜植株比以往種植的成長快
又壯

Pic.4高品質之哈密瓜，拍賣價每顆高達新台幣
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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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試種進化成果圖

Pic.1 Pic.2 Pic.3

Pic.4

Pic.1 芒果開花盛況

Pic.2 結實纍纍之愛文芒果，產量豐碩

Pic.3 現場品嚐風味獨特之愛文芒果

Pic.4 甜度、風味極佳的新品種芒果，一年四季皆可採
收。 32



水稻試種進化成果圖

Pic.4

Pic.1 Pic.2 Pic.3

Pic.1 施肥後水質仍清澈見底，水稻對肥分完全
吸收。

Pic.2 稻米吐穗之情形

Pic.3 稻米吐穗之情形

Pic.4 稻米吐穗飽滿之情形
33



土壤酵素ATMO實作成果

土壤酵素與化肥各半使用 純用化肥

拔株對比 種植後期對比



有機菌肥水稻實作成果
沒有使用 有使用

使用群泰有機質菌肥，施肥後水質仍
清澈見底，明顯可見，水稻對氮、磷、
鉀及微量元素完全吸收，根、莖、葉
更強壯，水稻成長更快速。

無使用有機質菌肥，施肥後水稻對氧
份吸收不良，明顯可見優養化產生之
殘留物使稻田呈現污染水濁現象，部
分水稻更已枯萎。整體而言，水稻根、
莖、葉明顯不健康。



土壤酵素&有機質菌肥混合實作成果

鴻旗有機休
閒農場稻鴨
園區。

屏東鴻旗有
機休閒農場
種植之矮化
木瓜。

鴻旗有機休
閒農場隸屬
屏東縣休閒
農業發展協
會。



芭樂試種進化成果圖

Pic.4

Pic.1 Pic.2 Pic.3

Pic.1提升芭樂樹抗病能力

Pic.2施作情形

Pic.3增加產量增加甜度

Pic.4果實甜度明顯增加2-3度，口感風味特別
好，產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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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角試種進化成果圖
Pic.1 Pic.2 Pic.3

Pic.4

Pic.3 第14天後，菱角鬚根成長茂密，菱角根、
莖、葉健康茁壯。

Pic.4 第19天後，水質清澈無臭味，根鬚乾淨，
菱角產量豐碩，果實飽滿，肉質香甜。

Pic.1 施肥情形

Pic.2 成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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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質菌肥使用19天後，水質清澈
無臭味，根鬚乾淨，菱角產量豐碩，
果實飽滿，肉質香甜。

菱角未使用前，水質污染嚴重，且
呈臭味，根鬚佈滿污泥，嚴重影響
菱角生長。

實作成果
使用前 使用後



小黃瓜試種進化成果圖

Pic.1 Pic.2 Pic.3

Pic.4

Pic.1第11天後，芽花滿樹。

Pic.2 生長情形

Pic.3 生長情形

Pic.4 生長健康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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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酵素&有機質菌肥實作成果

官田鄉農會何明鴻代表花胡瓜實作，
使用土壤酵素、有機質菌肥21天後，
花胡瓜之生長情形。

官田鄉農會何明鴻代表花胡瓜實作，
使用土壤酵素、有機質菌肥21天後之
對照情形〈左邊都有、最右一排無〉。



花胡瓜試種成果進化成果圖
Pic.1 Pic.2

Pic.4

Pic.3

Pic.1 成長情形

Pic.2 使用後瓜果成長快速、挺直。

Pic.3 已採收2次的胡瓜

Pic.4 果實纍纍，品質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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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藍試種成果進化成果圖
Pic.1 Pic.2 Pic.3

Pic.4

Pic.1 種植折枝芥藍一星期之生長情形

Pic.2 29天後折枝芥藍之生長情形

Pic.3 40天後折枝芥藍之生長情形

Pic.4 根莖粗大、葉厚、肥嫩、枝葉漂亮無
蟲孔，市面上極為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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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酵素&有機質菌肥實作成果

此為桃園大園陳政須先生使用土壤酵素做基肥種植之折
枝芥藍生長情形，根莖粗大、葉厚、肥嫩、枝葉漂亮無
蟲孔，市面上極為少見。



筊白筍試種進化成果圖
Pic.1 Pic.2 Pic.3

Pic.4

Pic.1 筊白筍品質優良、產量增加30%

Pic.2 品質優良、支支壯碩、清脆甜美

Pic.3 外殼紅潤，屬於筊白筍中的極品

Pic.4 同時期栽種、採收之筊白筍，有用沒
用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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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酵素&有機質菌肥混合實作成果

右
邊
有
使
用
土
壤
酵
素
，
筊
白
筍

明
顯
變
肥
美
大
而
漂
亮
。

左
邊
是
沒
有
使
用
土
壤
酵
素
的
筊

白
筍
，
尺
寸
差
距
甚
多
。

與埔里賴清文先生之合作



聖女蕃茄試種進化成果圖
Pic.1 Pic.2 Pic.3

Pic.1蕃茄捲葉病及土壤因連作感染土壤傳播性
病害

Pic.2成長情形

Pic.3 品質優良產量高每串著果均在20顆以上

Pic.4

Pic.4 粒粒如蛋般，色澤紅潤美麗、甘甜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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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實作成果

未使用 有使用

未使用有機質肥料的辣椒，著果率
稀疏

使用我們的有機質肥料的辣椒成果豐
富，並提高辣度



三星蔥的比較(月成長速度約多兩成)



有機火龍果園噴灑
液態有機質肥料



火龍果產量大幅增加、獲獎無數



群泰環科－線上購物平台
「新鮮有機蔬食生活館」



新鮮有機蔬食生活館
電子商務網 www.qtorganic.com

為群泰環科之線上購物平台，在食品安全問題層出

不窮之際，我們為消費者把關，嚴選通過認證之有

機蔬果農產品、健康素食食品及傳統伴手禮等優質

產品，讓全家能吃得安心、吃得健康；透過網路訂

貨及宅配到府，讓忙碌的現代人，可享便利快速之

服務。



有機蔬食箱宅配服務

與堅持有機耕作的小農合
作，每周配送新鮮蔬果，
結合健康、營養與永續農

業。



怡盛堅果系列產品

低溫烘培、無調味料防腐劑、堅持原味、健康美味



良友牌素食即食料理總代理

平價素食、美味便利、是家庭料理的好幫手



台灣高山茶禮盒
台灣特色阿里山、梨山、大禹嶺高山茶及紅水烏龍，以自然
農法栽種，不施農藥及化肥，精品般的精緻禮盒，是真正的
台灣伴手禮，送禮大方實惠。



台灣伴手禮
各種台灣傳統點心，是最貼心、最溫暖的節慶伴手禮。



有機明日葉、玉山薊產品
明日葉富含維生素、葉綠素及鈣質，玉山薊是本草綱目的護肝聖
品，這都是我們精心挑選的養生產品，讓您把健康帶回家。



群泰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永遠和您一起站在時代的尖端

共同為

有機廢棄物的回收再利用

大地生態的養護

有機無毒健康養生的循環農業推展

而努力奮鬥

誓以提升全人類生活品質為終生職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