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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型蛋箱清洗消毒系統之研究 

林韋廷 1  張學豪 1  林孟廷 1  陳子揚 1  謝廣文 1*
 

摘 要 近幾年台灣禽類疫情爆發，不僅造成群眾的恐慌也造成經濟的重大損失，而蛋箱為雞蛋運輸時的承載工具，

運輸業者至各養雞場收取新鮮雞蛋，不同養雞場的蛋箱彼此互相接觸，不經過清洗而重複使用下，非常容易造成疾病

的傳播以及造成汙染，因此近幾年不僅重視雞蛋的清洗，對於蛋箱的清洗消毒，也逐漸受到重視。 

本研究針對批次型蛋箱清洗消毒系統，配合清洗噴頭使用英國 BROWN 公司製造的 STF(Soil Test Film)清洗效果

檢測卡，實際測試四個清洗角度。找到當噴頭噴霧重疊範圍在 50%時，可得到四者中最佳的清洗角度。並使用臭氧、

食優四級銨鹽以及畜牧場用消毒劑對蛋箱做消毒，對蛋箱上各區域做微生物菌落數檢測，採取各區域清洗前與清洗後

的樣本，發現使用食優四級銨鹽時，消毒效果為三者當中最佳，可有效降低總生菌數 93.34%，表示了本批次型蛋箱自

動清洗消毒系統是可有效的降低人力，並大幅提升了清洗消毒能力。 

關鍵詞：自動化、蛋箱、清洗。 

Study of Batch Type Automatic Cleaning and  

Sterilization System for Egg Conta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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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ird-flu in Taiwan became severe recent years.  It does not only make people feel panic but 

also create economic losses.  Usually, industry used egg container to collect fresh eggs.  The egg container 

could be polluted in delivery and triggered a lot pathogen spread if users don't clean it.  In order to avoid this 

risk, the disinfection of egg container is also important as egg production.  

In this research, we focus on automatic cleaning and sterilizing egg containers system and use STF Load 

Check Indicators (ENGLISH BROWN Co.) to test the result in a washer-disinfector process.  The sprayers are 

tested with four spraying angles of nozzle angle of inner 30 degree, vertical, outer 30 degree and analyze 

atomizing overlap 50% which is the best.  In the tests, we use ozone, excellent food quaternary ammonium 

salts, and antiseptic on egg container to disinfect it and then do the CFU test to know which is better.  The 

results show when using excellent food quaternary ammonium salts does have the lowest bacterial colony unit, 

and the disinfection rate average is 93.34%.  It is claimed that batching automatic cleaning and sterilizing egg 

containers system could effectively clean and sterilize the egg containers effectively with less manpower and 

material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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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0 年農業統計年報統

計我國農業總產值為新臺幣 4,236 億元，其中畜產品

1,466 億元，而蛋類產值為 174 億元，約占畜產品總值

的 12%，平均每人每年消費 17.2 公斤的雞蛋，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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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蛋對於一般大眾市場，是每日不可或缺的重要食材。

學者指出雞蛋富含卵磷脂與膽鹼，其對活化腦細胞及預

防老年癡呆症有相當助益；另雞蛋含有高量優質蛋白質、

維生素及礦物質等人體必須養分，是提供國人最經濟實

惠的營養來源，專家並推薦，常吃蛋能提供人體免疫能

力及有助於防癌，惟購買時應選擇新鮮、衛生的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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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外都曾發生過雞蛋的安全事件，例美國曾經在

2010 年爆發生鮮雞蛋沙門氏桿菌疫情，約 1500 人受到

感染
[6]
，2011 年德國的有毒雞蛋事件，以及 2009 年與

2013 年台灣爆發的禽流感事件，除了對經濟重大損失

之外，也造成消費者的恐慌，顯示蛋雞養殖場安全衛生

的重要性，而在生物安全防治方面，包括了現場管理人

員的觀念、養雞場的消毒設備和對蛋箱的清洗消毒工作，

近幾年逐漸重視對於雞蛋的衛生安全。 

因國內塑膠蛋箱的運輸配合「包銷制度」
[3]
，蛋箱於

全省流通無固定所有權人，以致於蛋箱從蛋雞場至運輸

車、中盤商、經銷商再回至其它蛋雞場，易產生多層交

叉污染造成病媒傳介。而蛋農礙於人力及自衛防疫觀念

尚未普遍建立，對於蛋箱進場後進行消毒、清洗工作不

夠完整。故需推動此項工作，帶動產業清洗風氣。蛋箱

為雞蛋的承載工具，運輸業者在養雞場收取新鮮雞蛋，

會將蛋箱數十個堆疊在一起，並使用大貨車載運雞蛋至

各販售點，實際走訪發現，不論是零售業者，早餐店，

餐飲店、量販店，皆會使用運輸業者所提供的蛋箱，進

行雞蛋的販售、食用與烹煮，並於下次進貨時，歸還使

用完畢的空蛋箱，再使用下一批蛋箱，由於蛋箱經由養

雞場至運輸業者再到各販售點使用，容易造成大量的汙

垢堆疊在上面，未經清洗或清洗不完整，便繼續使用，

容易造成雞蛋衛生之憂慮。 

傳統蛋箱皆使用人工清洗，清洗方式為將蛋箱浸濕，

再堆疊成堆，以手持高壓扇形噴槍來回重複沖刷，沖洗

完畢後再將蛋箱風乾，等蛋箱上的水分較少或乾燥後，

再以霧狀噴霧噴灑消毒劑，最後才在太陽下曝曬
[1]
。傳

統清洗方式容易產生死角導致清洗效果不佳，且消毒時

消毒劑飄散在空氣當中，容易造成環境汙染以及操作人

員安全的疑慮，且此種方法清洗每個蛋箱約 1 至 2 分

鐘，若太髒則必須另用刷子刷洗才能將頑垢除去，清洗

時間約 5 至 10 分鐘，相當耗費人力，為了達到節省人

力資源以及兼顧蛋箱的重複使用性，因此發展出自動化

清洗消毒系統有其需要與急迫性
[4,8]

。 

近幾年因為重視雞蛋的疾病傳播，除雞蛋的清洗外

亦重視蛋箱的清洗，因此發展出一貫式的自動化清洗消

毒系統
[5]
，其原理為使用高壓幫浦

[9]
，以加熱高壓水柱對

蛋箱進行第一段的沖洗與第二槽的高壓沖洗，再經由風

刀除水與消毒的一套流程。 

許多蛋農為中小型企業，有場地與費用之限制，批

次型蛋箱自動清洗消毒系統因配置簡單、體積小、製作

價格較低，實有助於於中小型蛋雞戶使用。本研究已成

功地大幅縮短舊式貫式清洗機之長度，並且因為一貫式

清洗機清洗蛋箱作業式時，高壓沖洗後，風刀除水效益

不佳，蛋箱無法完全乾燥，造成消毒效果不佳，且一貫

式清洗機製造成本過高，不符合業者之需求，因此發展

出批次型之概念，即第一次放入清洗機進行清洗風乾之

作業，待風乾晾乾後，再放入第二次進行消毒之作業流

程，其優點為可得到較佳的消毒效果，且可將清洗管路

與消毒管路進行合併。除了可將清洗與消毒作業批次化，

更可以大幅減少製作機台時所花費的成本以及大幅縮短

機台之長度，更符合中小企業型蛋農所使用。 

二、實驗設備與方法 

(一) 實驗設備 

本實驗使用與某食品機械公司所共同開發的批次型

自動化蛋箱清洗消毒系統如圖 1 所示，清洗部分共可分

為進箱、高壓沖洗、清水清洗、風刀除水與消毒五大部

分。 

1. 儲水櫃與過濾 

具浮球進水控制開關。儲水櫃尺寸為 81.7cm×

85cm×43cm，可容納的總容量為 22.9 公升。 

2. 清洗槽輸送模組 

具有高度調整裝置、傳送馬達、不銹鋼鏈條。高度

調整裝置則可依不同的蛋箱尺寸規格進行調整，在清洗

作業時，因為噴頭衝擊力過大，會將蛋箱沖離輸送軌道，

造成蛋箱卡在機器內，故高度調整裝置藉由重力的作用，

將蛋箱固定在輸送軌道上避免蛋箱脫離軌道。不銹鋼鍊

條，動力來源為輸送馬達，由鏈條上的鉤子來固定住蛋

箱，藉此來帶動蛋箱移動，進行機台內清洗，每個鉤子

間之距離為 19cm。輸送馬達是藉由變頻器來進行控制，

並可依照清洗上的需求調整清洗速度。根據機身全長為

160cm，蛋箱長度為 40cm，並以平均 20cm 間隔置入

下蛋箱，輸送帶快速的清洗速度為 5.8cm/s、慢速的清

洗速度為 1.9cm/s，並以下式計算其一小時之清洗蛋箱

總數(N) 

 

 

圖 1. 批次型自動化蛋箱清洗消毒系統 

Fig. 1. Batch Type Automatic Cleaning and 

Steriliz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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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3600 − 160

v⁄

40 + 20
v⁄

+ 1……………… (1) 

其中 v(cm/s)為輸送帶速度。根據(1)式，可得到快速每

小時約可清洗約 345 個蛋箱，而慢速時每小時可清洗蛋

箱總數約為 112 個蛋箱。 

3. 高壓清洗 

所使用的高壓幫浦為東元公司所製造的高效率馬

達，清洗水經由泵浦加壓，此高壓泵浦產生之壓力為

2.2kg f/cm
2
，從高壓管路將水源由高壓噴嘴噴出扇形噴

霧，對蛋箱高壓沖洗，清洗噴嘴數總噴嘴數為 27 個噴

頭，上方與下方皆具有三排噴頭，上排分別為四個、三

個與四個噴嘴；下方分別為三個、四個與三個噴嘴，左

右側具兩排噴嘴，上排兩噴嘴，下排一噴嘴，如圖 2 所

示。 

4. 風刀除水 

經由鼓風機將風吹至出風刀口，將蛋箱上大部分的

水吹乾，以往的一字型的風刀除水效益不佳，故改用為

口字型風刀，上方與左右兩側都有出風口，如圖 3 所示。 

5. 清洗消毒 

本設計為了方便進行批次蛋箱清洗消毒，模組設計

為將清水沖洗與消毒噴霧合而為一，如圖 4 所示。在第

一次高壓清水清洗流程時，電磁閥與幫浦同開關，當進

行清洗流程時，清水開關電磁閥激磁，通路開啟，清水

可通過管路由噴嘴沖洗，前方為高壓沖洗，後段為一上

下左右各兩個噴頭，總計共 8 個噴嘴的乾淨清水沖洗，

將箱子上的髒汙使用乾淨清水沖洗乾淨，避免因使用回

收水所所造成的菌數殘留，此設計除了可將清洗與消毒 

 

 

圖 2. 高壓清洗管路、幫浦及噴嘴 

Fig. 2. Cleansing tube, pump and spray head with 

high pressure 

批次作業，不僅大大提升了消毒率，更大幅減少了製作

機台時所花費的成本以及縮短機台之長度，更符合中小

型蛋農所使用。 

6. 蛋箱 

本實驗中採用蛋箱為市面上使用率最高的北箱，此

蛋箱大多數使用於中南部的產蛋區，再藉由大貨車載運

至北部區，為目前市面上市占率、流通性最高之蛋箱，

尺寸為長 608mm、寬 475mm、高 129mm。 

7. STF 清洗效果檢測卡 

一種有效的檢測清洗消毒機清洗效果的測試方法，

在STF清洗效果檢測卡上的物質是與現實中需清洗的污

染物類似物質所合成，包括兩種來源的蛋白質、脂肪和

多聚酶。操作時僅需要將指示卡放入清洗機與器械一起 

 

 

圖 3. 風刀除水部 

Fig. 3. Air knives dehydration 

 

 

圖 4. 清洗消毒模組 

Fig.4. Cleansing and sterilizing module 

噴嘴 

高壓清洗管路 

水泵浦 

口字型出風口 

清水進水管路 

消毒進水管路 

消毒清水噴嘴模組 

清水開關電磁閥 

消毒開關手動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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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執行正常清洗操作程序後，便可檢視清洗完畢後

之 STF 檢測卡上之紅色印刷，得到清洗效能。使用 STF

清洗效果檢測卡的優勢為操作安全，使用上無危險，結

果易讀，且避免造成環境的汙染，以及針對不同清洗系

統測試時仍可得到一致性的清洗檢測。 

(二) STF 清洗效果檢測卡測試 

曹
[7]
指出檢測清洗機清洗效能時，因為並未制定嚴

格的洗滌標準與檢測方法，所以無法了解相關器具洗滌

中所面對的問題，因此近幾年來逐漸發展出利用檢測卡，

對清洗機的清洗效果進行檢測。 

本試驗將高壓清洗管路上排的四個噴嘴，左右噴頭

分別向內 30˚、向外 30˚，如圖 5 所示，垂直下噴與旋轉

噴灑扇面使噴霧間重疊面積 50%，如圖 6 所示，調整這

四種不同的噴頭角度，再將蛋箱放入清洗，並在蛋箱清

洗表面左、中、右三個位置放置 STF 清洗效果檢測卡，

如圖 7 所示，搭配 Matlab 程式使用影像處理來取得檢

測卡上殘留之紅色區域所佔區域，計算出殘餘面積，便

可計算出洗淨之百分比。 

(三) 把手清洗角度測試 

針對清洗機清洗把手區域做清洗測試，冀望清洗蛋

箱把手時，找到清洗把手區域的較佳角度。由實驗與模

擬可得知，蛋箱前後把手僅由上排之噴頭負責沖洗，左

右噴頭皆無法沖洗把手區塊，因此針對上排噴頭做角度

傾斜的實驗規劃。噴頭傾斜角度分別為向前傾斜 30˚、

向後傾斜 30˚與垂直向下三種不同的傾斜角度，並將 STF

清洗效果檢測卡安裝於蛋箱前後把手上，如圖 8 所示，

找出較佳的清洗角度。 

(四) 清洗消毒測試結果 

使用上述試驗之最優噴頭清洗角度，並使用各種不

同之消毒劑（方式），在清洗消毒前後對蛋箱上各不同區

域進行採樣，並檢測在清洗消毒前後蛋箱上之微生物菌

落數，以找出一優良且適合使用在蛋箱上的消毒劑（方

式）。本研究選用三種不同的消毒劑（方式）來對蛋箱做

消毒測試，分別為畜牧場用消毒劑、食優四級銨鹽與臭

氧消毒三種消毒方式。 

蛋箱經過清洗消毒後，為了進一步判定清洗消毒是

否有效，故進行蛋箱清洗前與清洗後做微生物菌落數檢

測，將採樣後之棉花棒放入裝有 3cc 滅菌水之離心管，

稀釋各種不同之倍數後，並吸取 5ml 之樣品液，塗抹在

已標示好之 LB plate 上，再將已塗抹之 Agar plates 放

置於 37℃之培養箱當中，放置一天後將 Agar plates 取

出，並計算每個 Agar plates 所生長之總菌落數，便可

得知清洗前後微生物菌落數之差異。對蛋箱做清洗前後

的微生物菌數取樣的檢測，檢測的部位總共為 6 點，分

別為：正面底部角落、兩側把手與背面底部角落，如圖

9、圖 10 所示。底部部位，清洗前取樣蛋箱長邊，清洗

後取樣蛋箱短邊；兩側把手部位，清洗前取樣把手左半

邊，而清洗後採取把手右半邊。 

 

圖 5. 向內 30˚與向外 30˚的噴頭角度 

Fig. 5. Spray head with 30 degree angle tilted inwards and spray head with 30 degree angle tilted outwards 

 

圖 6. 垂直向下與旋轉噴灑扇面使噴霧間重疊面積 50%噴頭角度 

Fig. 6. spray head perpendicular to egg box and spray head overlapping 50%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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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STF 清洗效果檢測卡安裝檢測位置，分別為左中右

三個位置 

Fig. 7. Cleansing efficiency evaluation card will be 

installed on left, middle, and right position 

 

三、結果與討論 

(一) STF 清洗效果檢測卡測試 

使用 STF 清洗效果檢測卡測試，在噴頭分別為向內

30˚、垂直蛋箱、向外 30˚與重疊區域 50%進行清洗測

試，以一完整未清洗之檢測卡為清洗率 0%，與一人工

刷洗毫無殘留之檢測卡為清洗率 100%之標準，採取影

像處理計算紅色區域面積，如圖 11、12 所示，經由計

算後的結果如表 1 所示。當噴頭兩側角度為向內 30˚時，

平均起來清洗率為 98.71%，而在噴頭皆垂直於蛋箱時

的清洗，清洗面直接受到噴頭的沖擊，側向的力分散掉，

蛋箱上所受的壓力為第二大，在洗淨率的平均約為

99.98%，而在模擬出來蛋箱清洗面所受壓力相當不平均

的噴頭向外 30˚時，蛋箱有受壓力處僅在中間與邊緣兩

側，清洗結果的洗淨率也較其他的低，平均僅有

67.21%；而在噴頭噴霧重疊區域為 50%時的清洗測試，

在模擬結果可得到蛋箱面所受壓力為最大，而使用 STF

清洗效果檢測卡計算洗淨率時，其洗淨率平均約為

99.99%，為四者當中最佳，因此可推測得當噴頭噴霧重

疊範圍為 50%時，可得到一較佳的清洗效益，因此後續

的試驗皆採用噴霧重疊 50%之結果來進行試驗。 

(二) 把手清洗角度測試 

當角度為垂直於蛋箱時，噴頭高壓水柱與把手清洗

面互相平行，難以洗到把手處之區域，清洗效果不彰，

而經由影像處理計算結果如表 2 所示，所得前後把手洗

淨率平均僅有 28.76%，而前後排噴頭皆為向內 30˚時，

清洗能力明顯的優於垂直於蛋箱的，所得前後把手洗淨

率平均約為 40.61%，而在前後排噴頭皆為向外 30˚時，

所得前後把手洗淨率平均為 64.46%，明顯的優於上排

噴頭垂直於蛋箱與上排噴頭向內 30˚的清洗效果。 

(三) 清洗消毒測試結果 

使用不同的消毒劑（方式），分別為臭氧消毒、食優

四級銨鹽消毒與畜牧場用消毒劑消毒，並針對蛋箱各部

位清洗前後採樣，並做微生物菌落數檢測，將檢測前後

所得總菌落數與大腸桿菌數統計整理，各項處理之滅菌

率如表 3 所示，在使用臭氧消毒時，其平均降低之總生

菌率約為 87.54%，在使用食優四級銨鹽消毒時，其平

均降低之總生菌約為 91.74%，而使用畜牧場用消毒劑

消毒時其平均降低之總生菌約為 91.58%，由測試結果 

 

 

圖 8. 向前 30˚、向後 30˚與垂直向下三種不同角度 

Fig. 8. Three different angles: 30 degree front, 30 degree reverse, perpendicular facing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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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知，當我們在選用消毒劑時，食優四級銨鹽為三

者當中效果最佳，畜牧場用消毒劑其次，而使用臭氧消

毒的效果為三者當中最差。推測原因可能為噴霧消毒時，

臭氧仍尚未完全融於水當中，進行噴灑消毒作業時，臭

氧隨著噴霧擴散於大氣當中，無法有效的消毒蛋箱，因

此消毒效果不彰。 

另針對把手部位之滅菌率整理如表 4 所示，食優四

級銨鹽消毒與畜牧場用消毒劑消毒處理的平均滅菌率均

達 92%以上。顯示 STF 清洗試驗，僅以水柱沖洗把手部

位之檢測試劑，試驗結果為水柱沖洗之力道表現，可能 

 

 

圖 9. 正面底部檢測位置 

Fig. 9. Frontage Bottom detecting position 

 

 

圖 10. 把手與背面底部檢測位置 

Fig.10. Handle and Back Side Bottom detecting 

position) 

不盡理想；而加上消毒藥劑浸洗後大都可達相當不錯的

效果。 

 

 

圖 11. 未使用前之 STF 清洗檢測卡 

Fig. 11. STF Cleansing detection card before used 

 

 

圖 12. 手洗清洗率 100%之 STF 檢測卡 

Fig. 12. STF Cleansing detection card with 100% 

hand washing percentage) 

 

表 1. 不同內縮角度之 STF 清洗結果 

Table 1. STF Cleansing result of different indent 

angle 

 左邊 中間 右邊 平均清洗率 

向內 30˚ 96.26% 99.89% 100.00% 98.71% 

垂直蛋箱 99.97% 100.00% 99.97% 99.98% 

向外 30˚ 43.90% 99.99% 57.76% 67.21% 

重疊區域 50% 100.00% 100.00% 99.96%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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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一) 研發一種批次型蛋箱清洗消毒系統，本系統具有高

壓沖洗、重複使用過濾水，避免水資源的浪費、風

刀除水與批次進行消毒作業之功能。 

(二) 使用 STF 清洗效果檢測卡，安裝在蛋箱的表面上，

進行清洗機噴頭在左右兩側噴頭向內 30˚、垂直、

向外 30˚以及在重疊區域為 50%的角度下清洗蛋

箱，測試後發現當左右兩側噴頭在重疊區域為

50%的角度下清洗效果為最佳。 

(三) 使用 STF 清洗效果檢測卡安裝於把手處，測試中

發現，針對把手的清洗率而言，最佳的傾斜角度在

左右兩排的噴頭皆向外 30˚時，可得到最佳的把手

清洗效應。 

(四) 針對不同的消毒劑(方式)進行微生物菌落數檢測，

使用了食優四級銨鹽、畜牧場用消毒劑以及臭氧水

消毒後發現，消毒效果最佳的為食優四級銨鹽，可

有效的降低總生菌 93.34%。 

(五) 在實際使用本清洗消毒系統時，證實了本系統可有

效的清洗蛋箱，避免了因為重複使用所造成的汙

染，防止疾病的擴散。 

(六) 從文獻中得知，當清洗蛋箱使用一貫化的消毒系

統，會因為風刀除水的效益不佳，在蛋箱潮濕的狀

況下進行消毒，其消毒效果有限，僅有 65.7%，因

此建議使用批次型的消毒方式，其消毒效果可達到 

 

表 2. 不同把手清洗角度之 STF 清洗結果 

Table 2. STF Cleansing result of handles with 

different angles 

 左側（前） 右側（後） 平均清洗率 

垂直 26.31% 31.22% 28.76% 

向內 30˚ 40.50% 40.71% 40.61% 

向外 30˚ 47.59% 81.33% 64.46% 

 

表 3. 微生物菌數取樣檢測-滅菌率結果 

Table 3. Detecting results of micro organisms 

sample 

處理 滅菌率平均值 標準差 

臭氧消毒 87.54% 9.83% 

食優四級銨鹽消毒 91.74% 5.31% 

畜牧場用消毒劑消毒 91.59% 7.20% 

 

表 4. 把手部位微生物菌數取樣檢測滅菌率結果 

Table 4. Detecting results of micro organisms of 

handles 

處理 滅菌率平均值 標準差 

食優四級銨鹽消毒 95.69% 4.67% 

畜牧場用消毒劑消毒 92.01% 6.47% 

90%以上。 

五、建議 

(一) 高壓沖洗作業可有效的將蛋箱大部分汙物沖洗掉，

雖然有過濾網在過濾回收水，但仍有許多極為細小

的汙物被沖回儲水櫃當中，並容易沉澱於底部，若

不清除，會影響了每次清洗的結果，建議每次使用

完畢都應將儲水櫃當中的水排放掉，並沖洗乾淨。  

(二) 在使用過清洗機後，沖洗掉落的殘渣、泥沙，容易

卡在過濾網上，影響了水源的乾淨程度，建議應定

時取出沖洗乾淨。 

(三) 目前模擬時，僅針對了噴頭內縮角度做模擬，且僅

模擬了四種角度，僅找出四種不同角度下，較佳的

清洗角度，後續應可模擬更多不同的角度，已找出

本清洗系統的最佳清洗角度。 

(四) 風刀除水效果仍有限，目前風刀除水出口為垂直於

蛋箱，無法將蛋箱上殘餘的水風乾，故建議可將風

刀除水的出口向前傾斜，可將蛋箱上殘餘的水吹

落。 

(五) 可使用旋轉式的噴頭或者旋轉式的毛刷，搭配高壓

水柱清洗時，使用旋轉的力量，將蛋箱上的頑強汙

垢，刷洗洗淨 

(六) 目前使用的臭氧消毒濃度為 1.0 ppm，但消毒效果

較其他的消毒劑相比較差，建議可使用更高的臭氧

濃度進行消毒，並設立浸泡池，浸泡在臭氧水當中，

臭氧消毒僅需安裝臭氧機不需另外添加藥劑，使用

上較其他兩種消毒方式方便。 

(七) 在第一階段高壓沖洗完後需風乾，但潮濕為病菌的

溫床，容易滋生細菌，建議在風乾時，可將蛋箱曝

曬於日光下，殺菌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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