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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柠檬与百香果、金桔、菠萝及猕猴桃等，其酸甜滋味特别适合饮

品调制，更是众多餐饮之主要配角。现今人文意识抬头，对於养生观

念更是需求，渐将化学合成香精饮品汰除，改以有机鲜果或鲜果加工

品为第一选择。的确，水果的维生素、膳食纤维等，不仅养颜美容，

代谢排毒，亦可消除疲劳、增强免疫力等，对於人体健康是正向加分。

因此，柠檬及上述适合深加工(果汁、果酱、酵素、酒饮等) ，且适

用度宽广之水果，预期在未来，仍有著高度需求，供不应求。纷纷有

大企业嗅到此商机，选择跨行投资於柠檬鲜果生产或采摘光观果园。 

无耐，虽多方投入柠檬种植生产，但仍存在管理技术不足，往往

产量不及预期。再者，次等果品於鲜果市场并不受亲赖，只能倚靠深

加工来让其价值翻倍。而引入技术及深加工生产线设立，并非小农民

能力所及。因此，「台湾秋茂果菜生产合作社」立於研发、制造、技

术、人才、辅导、规划、生产、运销、加工、市场等，一条龙整合式

「农业经营集团」经验。引以过去经验，以短、中、长期来针对柠檬

产业进行可行之经营方向规划。 

初阶段的鲜果生产后，需由经营管理企业投入，接续第二阶段的

深加工厂之设立，扩大版图的收购、加工及销售、废弃物变黄金，导

入废弃果皮果壳等制成有机肥之生产技术，资源回归大地循环利用，

即可解决加工厂废弃物问题又可增加收入。使柠檬产业行成一循环产

业链概念。当然，最大的利润效益，同时也会发生在第二阶段的深加

工，企业品牌行象也会在此时推向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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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时程规划 

短期规划:鲜果种植生产(鲜果产销，观光休憩) 

种植第 4年收益比+0.3%，收支约可平衡，前 4年需先投入资金

约 3万元/亩。如表五，第 5年起收益比+30%，每亩收益 4,887.5元，

始能进入正向收益。 

 

中期规划:深加工开发 

柠檬可谓之为广用性水果，不再仅局限於「食用」，例如浓缩果

汁、果乾、水果酵素、健康茶飲、酒精饮品等，食用市场需求大，总

是供不应求。另有更多商品发展於「使用」，例如精油、空氣芳香精、

推拿舒压油、化妝品、保養品、清潔用品等。因为生物科技成熟发展，

「精油萃取液」因使用面相广阔，未来会是一个极重要发展的展业。 

 

长期规划:柠檬产业链整合 

产业链整合之意义在於，从苗木的培育，适用肥料的生产，肥培

管理辅导、农产品的运销和深加工及企业品牌推广。在帮助农民解决

生计，帮农产品找到新的出路，帮企业建立品牌行象，达到「三赢」

局面。有此知名度才可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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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规划: 鲜果种植生产(鲜果产销，观光休憩) 

一、鲜果种植投资效益评估 

一般柠檬於种植後第 3年，可诱导开始少量产果(10~30公斤/株)，

第 4年渐进入成熟期，步进量产 30~60公斤/株，5~10年期正值果树

壮年期，因管理优劣而异，健康果树产量可达 60~140公斤/株，亩产

量 3000公斤~7000公斤。 

以柠檬目前市场收购价 6~8元/公斤，每亩种植 30株条件而论，

在参考表一，台湾肥料公司肥料推荐用量，初设成本(表三)以 10年

摊提及不考虑其他开支成本保守预估下，如表四，种植第 4年收益比

+0.3%，收支约可平衡，前 4年需先投入资金约 3万元/亩。如表五，

第 5年起收益比+30%，每亩收益 4,887.5元，始能进入正向收益。 

 
表一、施肥推荐量 

树龄及产量 
复合化学肥料 

(公斤/株/年) 

有机肥料 

(公斤/株/年) 

土壤改良剂(公斤/株/年) 

鈣镁肥 活性腐植酸 

幼树 1-2年 0.5 5 2 0.50 

幼树 3-5年 1.0 10 

成树 40公斤/株 3.0 20 

成树 60公斤/株 4.0 20 

成树 90公斤/株 5.5 30 3 0.75 

成树 120公斤/株 7.0 30 

成树 150公斤/株 8.5 40 4 1.00 

成树 180公斤/株 10.0 40 

注 1:资料参考台湾肥料公司建议量 

注 2:粗质地肥分易流失之土壤，施肥量酌增 30%~40%，细质地保肥力佳之黏质土

壤酌减 20%~30% 

注 3:肥分用量随土壤、形候及树势等适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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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栽植行株距建议 

柑橘种类 行距(m)×株距(m) 
柚类 9-10×6-7 

葡萄柚 7-8×5-6 

甜橙 6×4 

柠檬 6×4，5×5 

莱姆 5×4 

金柑 5×3 

注 1:参考台湾农委会网站 

注 2:柑橘之定植距离，因管理制度、地形、品种、砧木、土壤肥沃度而异，为

方便机械化，以宽行密植较易管理 

 

表三、初设成本预估 

成本项目 费用(元/亩/次) 备注说明 

整地成本 1000 500~1500元/亩/次(坡地开带，条带排

水、田区作畦等) 

硬体设备 2000 1000~3000元/亩/次，支架，灌溉设备，

农机设备等 

树苗成本 600 15~25元/株，预估种植 30株/亩 

总计 3600 10年摊提，每年 360元/亩/年 

注 1:整地及硬体建设成本需依实际需求而定 

注 2:每亩以种植 30株计算(6m×4mor5m×5m=27株，5m×4m=33株) 

 

表四、柠檬种植前 4年每年平均成本预估 

成本项目 费用(元/亩/年) 备注说明 

土地成本 1000 500~1500元/亩/年 

初设成本 360 10年摊提，每年 360元/亩/年 

其他成本 略 电力、柴油、车辆、交通、住宿、工具等 

固态肥料 1095 平均用量有机肥 8kg/株，复合肥 1 kg/株，

鈣镁肥 2 kg/株，活性腐植酸 0.5 kg/株。

(有机肥 1300~1700元/ton，化学复合肥

180~220元/40kg，鈣镁肥 100~140元

/20kg，活性腐植酸 280~320元/20kg) 

液态肥料 1260 每月喷药 2~3次=30次/年 

每亩喷药量 40~100公升水量，液肥 2~4

种成本 0.15~0.25元/公升水 

农药成本 1890 每月喷药 2~3次=30次/年 

每亩喷药量 40~100公升水量，农药(类

菌、虫类)3种，各别成本 0.2~0.4元/公

升水 

人力成本 1200 工资 2000~4000元/月/人，一人管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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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地 

总计 6805 1):每亩以种植 30株计算 

2):预估产量 20~45公斤/株 

①第三年:10~30公斤/株 

②第四年:30~60公斤/株 

3):预估柠檬售价 6~8元/公斤 

4)收益:30*32.5*7=6825元/亩 

收益比 +0.3% (6825-6805)/6805=0.3% 

注 1:每亩以种植 30株计算(6m×4mor5m×5m=27株，5m×4m=33株) 

 

表五、柠檬栽种 5-10年每年平均成本预估 

成本项目 费用(元/亩/年) 备注说明 

土地成本 1000 500~1500元/亩/年 

初设成本 360 10年摊提，每年 360元/亩/年 

其他成本 略 电力、柴油、车辆、交通、住宿、工具等 

固态肥料 3202.5 平均用量有机肥 30kg/株，复合肥 6.5 kg/

株，鈣镁肥 3 kg/株，活性腐植酸 0.75 kg/

株。(有机肥 1300~1700元/ton，化学复合

肥 180~220元/40kg，鈣镁肥 100~140元

/20kg，活性腐植酸 280~320元/20kg) 

液态肥料 2700 每月喷药 2~3次=30次/年 

每亩喷药量 100~200公升水量，液肥 2~4

种成本 0.15~0.25元/公升水 

农药成本 4050 每月喷药 2~3次=30次/年 

每亩喷药量 200~300公升水量，农药(类

菌、虫类)3种，各别成本 0.2~0.4元/公

升水 

人力成本 4800 工资 2000~4000元/人，二人管理 15亩地 

总计 16112.5 1):每亩以种植 30株计算 

2):预估产量 60~140公斤/株 

3):预估柠檬售价 6~8元/公斤 

4)收益:30*100*7=21000元/亩 

收益比 +30% (21000-16112.5)/16112.5=30% 

注 1:每亩以种植 30株计算(6m×4mor5m×5m=27株，5m×4m=33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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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鲜果产销观光休憩化 

 生产园区可以休憩方式建设，生态教育园区、当地特色小吃农家

乐、主题美景布置(例如:婚纱拍摄场景，卡通、电影主题，植物绿墻

等)增加吸睛度，柠檬产品馆(柠檬酵素、健康茶飲、酒精饮品，花草

精油、空氣芳香剂、推拿精油、化壮品、保養品、清潔用品等)与农

场作物相应，各地特色农产品推广(例如:台湾有机合鸭米，台湾有机

丝瓜水，台湾国宝牛樟芝系列产品，秋茂整合台湾全数合作社数百种

农特产品等)，增加园区特色化，观光工厂参观导览(榨柠檬汁生产线，

柠檬精油肥皂 DIY等)，增加触觉上的感动，让民众更接进大自然。 

台湾金桔农庄示意图 

 
海南百米造型植物绿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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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观光工厂 

 

三、柠檬鲜果市场与运用 

如图，鲜果汁调合饮品、餐飲入菜、鲜果糕点等，尤其饮品市场，

在百货商场，大街小巷，早市夜市人手一杯。酸甜滋味易让味蕾深刻

记忆，一想到就流口水，加上健康意识抬头，果汁饮用方便，健康概

念鲜果汁的购买市占率愈来愈高。 

 
台湾以柠檬为主角的鲜果柠檬汁贩售担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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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特有饮品「柠檬多多」，柠檬汁加乳酸饮料调合，酸甜健康，大

人有孩都喜欢 

 

 

 
高级餐厅鲜果柠檬汁、柠檬果醋、柠檬酒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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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名菜「柠檬鱼」 

 

 

 
特色名菜「凉拌柠檬风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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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名菜「凉拌海鲜沙拉」 

 

 

 
特色甜点「青柠香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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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甜点「柠檬手工蛋糕」 

 

中期规划:「深加工开发」 

柠檬可谓之为广用性水果，不再仅局限於「食用」，例如浓缩果

汁、果乾、水果酵素、健康茶飲、酒精饮品等。 

 
台湾知名柠檬、金枯原汁深加工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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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知名柠檬酵素研发生物科技公司 

 

因为生物科技成熟发展，会有更多商品发展於「使用面」，例如

精油、空氣芳香精、推拿舒压油、化妆品、保養品、清潔用品等。市

场需求量高，总是供不应求。「精油萃取液」因使用面相广阔，未来

会是一个极重要发展的展业。 

而柠檬精油是由柠檬果皮中萃得，不论产量及用途都是果类精油

中最多最广，其清新气味可提振精神，帮助思绪理清、提神醒脑消除

倦怠感。在医疗价值上业已早受肯定，例如去胀气、健胃助消化，清

新口气，甚至对净化血液，对抗败血病等都有不错效果。因富含醣类、

鈣、磷、铁维生素 B1、B2、C及天然果酸等营养成分，还含有有机酸、

黄酮类、挥发油及橙皮甙等，对於促进新陈代谢、延缓衰老及增强抵

抗力等，有著相当帮助。对於皮肤斑纹有改善作用，防止和消除皮肤

色素沉淀等作用，可当是皮肤美容盛品。柠檬精油的保健及去污能力，

更是亲肤清洁品的重要天然添加原料。精油的萃取技术及正蓬勃发展

的生物科技将为柠檬穿金镀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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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全身都是宝，富含精油的柠檬皮因为生物科技将为柠檬穿金镀银 

 

 

 

 

 
台湾知名品牌「柠檬精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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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知名品牌「柠檬清洁用品」 

 

 

 

义大利米其林创新时尚沐浴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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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秋茂合作社旗下「丽质天生生物科技公司」，以领先独特技

术萃取自各项农产品之精华液(例如、牛樟芝、丝瓜、蜗牛、草花、

中药、柑橘、橙花、柚花等)，并以独家无添加皂基、防腐剂、激素

等，制得一系列亲肤性产品(化妆品、保养品、防晒乳、植萃皂、生

发皂等)，产品均获得欧盟等级水准认证证可。 

  

  

秋茂合作社「牛樟芝系列产品研发生产中心」营运企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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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茂合作社「牛樟芝系列产品研发生产中心」一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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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秋茂合作社旗下「活跃分子生物科技公司」，是为中研院产

训中心，结合中医学，以生物科技生产技术生产，众事食品、饮品、

保养品、医美，具功能性之健康酵素饮品。近期出品六支 SOD-Like

酶，简称抗氧化、抗老化、抗自由基、抑制心脑血管疾病、抗衰老、

防治自身免疫性疾病、肺形肿、辐射病及辐射防护、老年性白内障、

抗氧化、预防慢性病、抗疲劳、消除副作用、避免二次伤害、化解女

性危机、有效降低血鲁、胆固醇、血压、抗辐射、增强肝肾功能、夺

糖尿病有明显的恢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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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规划:柠檬产业链整合 

以「秋茂果菜生产合作社」一条龙式的蔬果产、运、销整合经验，

产业之永续及宊破发展，绝对需要企业化的经营管理，一般蔬果生产

品质分级特、优、良比例为 3:3:4，以鲜果市场而言，40%良品往往

销售困难。而企业品牌之建立及行象之立足，在於对社会供献多寡，

人民愿意反馈社会能量多少而定。产业链整合之意义在於，从苗木的

培育，适用肥料的生产，肥培管理辅导、农产品的运销和深加工及企

业品牌推广。在帮助农民解决生计，帮农产品找到新的出路，帮企业

建立品牌行象，达到「三赢」局面。有此知名度才可为企业创造更多

的利润。 

例如下图，台湾屏东柠檬产业合作社，农民将生产之柠檬全部载

运至集货场，由合作社统一采购标准化机器，经由集货、过磅、筛选、

清洁、选别、包装及出货等品管流程，将大屏东地区的柠檬品牌国际

化。农民节省人力物力，不需要花费上述流程机械购买，特级产品也

在合作社的品牌建立下卖得更高价格，由合作社统一采购树苗、肥料

及资材等，降低成本下，农民更有动力让生广的果品果量更优化，在

农民收益更高的正循环下，合作社知名度及获利也随之增高。 

 
台湾屏东地区柠檬集货分级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