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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湖南长沙位处中国版图中心位置，是任何产业发展幅射的最佳地

理位置。於此设立「百果园」，做为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良种繁育

中心，再者，传授推广农业种植技术，再适合不过了。园区临近市区，

山水相依，巧妙选址，充份利用天然地理位置及优越环境，结合悠闲

旅游，狭义带动科普教育、环境保护、良种繁育及保护，广义推广传

承农业技术及优势物种等功能，达振兴国内农业之目的。 

「百果园」顧名思義，即收集全国，甚至世界各地之优良品种蔬

果，保护以外，更推广提升国内农业。秋茂经此次实地园区考察，实

有许多地方值得学习，例如:嫁接有三个品种的梨树果树盆栽，立体

袋式阡插种植红皮菜等。当然，因品种种类繁多和育苗、栽培、管理

等技术工序复杂度高，仍有许多是园区内，所未能管理到位，可再改

进之处。 

 「台湾秋茂果菜生产合作社」，是一一条龙式农业经营公司，从

硬体设施开发宊破，有机肥料及酵素研发、栽培管理、人才培育、推

广辅导、农产运销等，更与「山柬淄博临淄绿圃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錦上添花，农业结盟，产学能量更加巨大，学术研究，包括新种培育、

微生物、酵素研发、农产加工品开发等。更在农业资材与技术，截长

补短情况下，实际栽培管理训练，培育有一群新生代，理论结合实务，

讲师级的「青年农民」。 

 鉴於此，针对百果园，现况缺失及可开发潛力性，秋茂特此提出

以下五大方向服务建议，一、优化硬体设施; 二、农务专业托管; 三、

酵素农产品创新开发; 四、农业观光及技术宊破标的; 五、海南基地

宊破开发等，期助百果园，能有更佳的开阔发展。 

 



 

3/10  台湾秋茂果菜生产合作社 编制 2018.07 

一、优化硬体设施 

 百果园园区内，建有不少大棚设施，呈现现代设施农业，主要结

构为密闭式塑胶膜棚顶，於侧边为了降温需求，设有降温水濂及大型

抽风扇，但於今(7月份)，棚内温湿度甚高，在水濂及风扇高耗能的

情况下，植物病害不断发生，例如:火龙果发生黑霉病害，植物根系

因土温过高，而造成根系腐烂现象。 

    
柚苗根系因高温损伤 火龙果发生黑霉病害 

图一、百果园内作物实况 

 关於温度过高，植物生理热障碍，及棚内高温高湿病害严重问题，

秋茂运用先进纺织技术，宊破因高温造成之种植限制，可运用於园区

内大棚之硬体设施优化，达节能，降低病虫害及提升品质之效果。 

一、秋茂专利透气袋:不透气、不透水的塑胶或不织布移植袋(杯)，

常因高温及水涝，造成根系毒害腐烂等，而透气袋之宊破，当介质温

度过高时，可散出热气水气及有害气体，且排水通风性绝佳功能。 

二、秋茂专利透气布:宊破大棚棚顶塑胶布聚热及不透形散热之缺点，

一般日正当中时，高温可达 60℃以上，棚顶若改以「透气布」时，

可於 40℃时，高温高湿空气，可由棚顶排出，无需动力，可大幅降

低大棚降温成本，宊破温室效应副作用，使大棚空间不受高温度限制

而全年充份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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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务专业托管 

 百果园内，热带、亚热带及温带等蔬果品项众多，现今管理人员

对大部份作物栽培管理，经验仍嫌不足，且资材使用观念未属洽当，

导致园区内大部份作物管理不到位，产量品质低落，肥伤、病虫害发

生严重。 

 鉴於此，如前言所述，秋茂及绿圃合作社，於山柬淄博基地，实

际栽培管理训练，培育有一群新生代，理论结合实务，讲师级的「青

年农民」。故建议园区内农务，第一、可以「专业托管」方式，即聘

请专业人员，驻场执行肥培及生产管理，解决当前园区内蔬果品质及

产量问题。第二、秋茂及绿圃合作社，於山柬及台湾，均拥有学经历

丰富教授群，亦教导传授出不少专业老师，配合学习及实地操作，培

养出专业农业技师不在少数，山柬绿圃合作社，从育苗到种植一直都

不断运作著，随时都有最实际的田间教材，各省单位均可以报名组团

至山柬进行数天的，从学术到田地的整套科研学习。 

 

  

专业农业知识科普训练 实际下田说明及操作 

图二、科研学习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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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酵素农产品创新开发 

 「酵素农产品」是顺应国家趋势，由秋茂及绿圃合作社，将酵素

与农产品成功结合，新创之农业新名词，并以优於日本品质之「酵素

哈蜜瓜」，逐渐扩大其能见度，於山柬省已列为全省农业发展主要标

的。 

「酵素农产品」，即是以酵素胺基酸种植所得之蔬果，不用化学

肥料、不用化学农药，符合国家绿色及有机认证标准，更符合第三国

的出口标准，是一具国际推广性的安全蔬果代名词。除此之外，酵素

种植的有机蔬果，保留了蔬果原始风味，果香浓郁，甜而不腻，健康

之外，更提升食用享受度，及市场接受度。 

鉴於百果园是一国家农业重要标的，悠闲与农业结合的特殊景点

外，更身负优良蔬果及技术推广之重任。故建议园区内，导入酵素农

产品种植技术，由入园的人潮开始教育，什么是食物的原始味道，什

么是高品质的安全健康蔬果，创新百果园品牌健康形象。介此独特性，

百果园可储备足够种植经验及能量，建立种植技术培训学校，将有机、

安全、健康、好吃的新颖酵素蔬果种植技术，推广至全国。 

如下表，山柬绿圃合作社现阶段酵素农产品种植规划，并於 9月

份成立 10家酵素农产品专卖店，列表之农产品项目，种植技术阶称

成熟，可供做为百果园创新发展之规划参考，亦可引入园区内设立专

卖店销售，与一般无公害产品作一区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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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绿圃合作社酵素农产品种植规划表 

产品品

类 

面积

(亩) 

种植周期 种植产量 种植标准 产品单价 

酵素 

哈蜜瓜 

约120亩 全年有序种植 从中秋节

后 3-5万

斤/星期 

在申报绿

色农产品

认证 33亩 

底价 9元

一斤 

酵素 

西葫芦 

约800亩 每年 11月份

至  明年 6月

份 

1万斤/天 在申报绿

色农产品

认证 32亩 

保底价 5

元一斤 

酵素 

茄子 

1.5亩 每年 10月份

至  明年 6月

份 

2千斤/5

天 

在申报绿

色农产品

认证 12亩 

因时而定 

酵素五

彩辣椒 

27亩  每年 8月份至   

明年 6月份 

可量需采

收 

在申报绿

色农产品

认证 15亩 

因时而定  

酵素 

猕猴桃 

30亩 每年 8到 9月

份采收，采收

期 9天 

3000斤至

5000斤 

果园生草 保底价 12

元一斤 

酵素 

映霜红 

2亩 每年 10月 10

日至霜冻 

1万个左

右每天 

果园生草 保底价 9

元一斤 

酵素 

西红柿 

约 42亩 每年 10月 1日

至 11月 

3000-5000

斤每天 

在申报绿

色农产品

认证 3亩 

因时而定 

酵素 

芸豆 

约 20亩 每年 2月至 6

月份 

每天 1000

斤 

在申报绿

色种植标

准 

因时而定 

酵素 

金梨 

20亩 每年 9月份至

明年 2月份 

每天 2万

斤左右 

在申报绿

色种植标

准              

约 6元一

斤 

酵素 

苹果 

36亩 每年中秋节前

后 

每天不限

量供应 

果园生草 8元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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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素哈密瓜 

  

酵素农产品专卖店 

  

酵素辣椒 

  
酵素红桃 

图三、绿圃合作社酵素农产品与专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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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业观光及技术宊破标的 

综合上述建议，优化硬体设施、农务专业托管及酵素农产品创新

开发等，加上百果园最佳的采摘收入是冬天的草莓季，而秋茂及绿圃

合作社之农业技术，可有效克服高温逆境，可宊破，达草莓全年均可

采收之目标。如此，可提升百果园的农业观光价值，展现现代农业的

科技化，更提高百果园知名度，增加农业技术推广能量力度。 

另，小蕃茄亦是最适合作为采摘园品项之蔬果之一，且具有多种

色彩品种，好看又好吃，非常具有观光采摘价值，但以目前一般种植

技术层面，亦仅能在低温季节才有办法产出。 

故建议，百果园可以「草莓」及「小蕃茄」全年栽种，增加观光

收入外，更做为农业观光及技术宊破之可看性。 

 

  
彩色小蕃茄礼盒 

图片摘自:台湾主妇联盟、自家庄园网站 
龙寿洋农民自种圣女果 

图四、小蕃茄采摘及彩色品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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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南基地宊破开发 

海南省独特的海岛型热带气候及特殊性盐质砂壤土，一直是热带

农业发展标的，就小蕃茄而言，全国就以海南圣女果最好吃，最具名

气。但可惜的是，其农业品种及农业技术却是相对落後的，丰沛的雨

水及长时烈阳，反而成为了他们的剋星，往往在进入丰收期，植株开

始病害发生，连片死亡。又如上开所提及，小蕃茄不单只有红色圣女

果，绿、黄、黑、橙等色均有，适合推广，提升产业的丰富性，增加

消费者的选择性，避开量产时的消价競争。 

另，百香果也是一个相当适合热带气候条件下生产的水果，且海

南无霜冻害，百香果可顺利过冬，隔年可提早，且多出 2~3个月收成

期程，当然，产量势必较其他地区高出许多。也因此，海南政府已将

百香果设定为重点发展项目，亦已有企业进驻大量种植，唯仍苦於无

「无毒种苗」及成熟种植技术，多数生产不利。 

百香果现在三种主要品种，取代大陆原有品种「紫香」，分别为

台农一号、满天星、黄金百香果，鲜果市场价格保持高档，台农一号

更具深加工之潜力，於果汁市场供不应求。百香果耐运输，可进行南

果北调之计划，一来，供应北方无法种植地区，二来，在其化栽种地

区未产果期，即可供果，可对可有更高收入。 

鉴於此，百果园的南繁基地，身份鲜明，可以为海南农业试范基

地，起到领头羊的角色，故建议百果园可以南繁基地，初期以小蕃茄

及百香果为开发主力，第一阶段:规划酵素栽培之示范基地，第二阶

段:种植技术推广，从育苗、技术推广、酵素肥份管理，到分级运销

中心等，第三阶段，深加工厂成立，将次等果加工後，提高更高的应

用性及价值。进阶式的带动全国热带蔬果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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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秋茂百香果育苗技术 

 
图六、秋茂百香果种植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