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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湖南省为大陆型亚热带季风气候，具三个特点:第一，光、热、

水资源丰富，且三者的高值基本同步。第二，气候年内变化较大，冬

寒冷而夏酷热，春温多变，秋温陡降，春夏多雨，秋冬乾旱。第三，

气候垂直变化最明显的地带为三面环山，开口向北的山地。夏季长达

4个半月，温高暑热，易发生洪涝灾害。冬季气温不低，降雪少，但

相对湿冷，偶有霜害。因此，农业发展就需有更精准之工法方能克服。 

湖南的主要农产品，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稻米产量居全国第 1

位，茶叶第 2位，柑橘第 3位，其他农产栽培较多者，有柑橘、梨、

桃、李、枣、柿、梅、杨梅、板栗、核桃、枇杷、葡萄、石榴等，另

外，花卉、蔬菜、油菜、西瓜等，也成为湖南的优势产业。 

但，就目前的水果生产情况来看，75%以上的水果面积和 80%以上

的水果产量集中於柑橘类，而这支撑全省之经济农产，却正因「黄尤

病」肆虐而渐渐崩落中。促使产、官、学各方力量，不断寻求解决方

法或替代之道。 

鉴於此，「秋茂」以台湾农业发展经历及对大陆地区农业之了解，

针对产业问题，提出改善进化方案建议，并建议较具长长短期发展性

之农产项目，全面整合后，再提一「黄金精品品牌行销策略」，行销

农产品同时，也一并在行销整个湖南省。 

https://www.baidu.com/s?wd=%E6%9D%A8%E6%A2%85&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6%9E%87%E6%9D%B7&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8%91%A1%E8%90%84&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7%9F%B3%E6%A6%B4&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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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况问题及解决方案 

茶叶 

湖南为中国四大产茶省之一。岳阳是中国黄茶之乡，其中最著名

的茶叶品种「君山银针」，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岳阳君山独产，另

有著名的茶中奇珍贡茶「三叶虫茶」。 

产业现况问题 

茶树连片枯死，整个茶山缺株严重，茶叶畸形，品质及产量大为

降低，为茶叶产业现所面临严重问题。其主要成因，在於茶农太过依

赖化学肥料，量少、便宜，效果快等假象当中，反造成土壤有机质、

矿物质、微量元素等消耗失衡，盐化酸化的结果，造成土壤有益微生

物的适合环境掠夺，进而病虫菌害兴起，危害整体产业。茶汤不再有

自然「胺基酸」的甘甜，多的是一份化学「亚硝酸盐」危害苦涩。 

产业进化方案 

调整最适合的微生物有机肥料及酵素胺基酸，以全有机种植工法，

辅导茶叶种植。「秋茂」透过观察种茶、制茶及品茶等细节，全程掌

控天气、肥控与茶质对应性，调制上述资材。在茶叶闻名全球的台湾，

阿里山茶与鹿谷茶均获国家最高肯定。茶叶长势平均，产量倍增品质

特等，叶片油亮、饱满、厚实，产量品质提高，叶身、叶脉、茎干柔

软，萎凋走水顺利，全区健康不缺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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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化肥种植品质差 秋茂全有机方式种植 

传统种茶叶品质与「秋茂」有机栽壤方式比较图 

 

  
「秋茂」特制茶叶专用微生物机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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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类 

产业现况问题 

黃龍病即柑橘類絕症，其惡名就不再多做贅述。綜合眾多文獻及

實場觀察，黃龍病發生之柑橘園區，常拌隨有土壤酸化，根系褐黑化，

甚至腐爛現象，土表上之植株則呈現「綜合微量元素缺乏」之症狀。 

黃龍病目前治療方式，則是以抗生素類藥劑灌注樹幹，但只可延緩病

勢發展，卻無法根治，施藥停止，即又發病。另，新型防治方法，則

是以網室栽培之觀念，搭網將柑橘植株保護種植，但，非但沒明顯病

況改善現象，加上建設成本及損壞率之高，往往造成柑橘產業更快速

沒落。 

产业进化方案 

「秋茂」对柑橘黄化病或黄龙病之治理方法，是引诱植物自体產

生「植物抗體素」。鑑於諸方先進，均朝如何殺死黃龍病病源菌及如

何防堵木蝨傳播之方向研究，卻苦於無法突破。秋茂因而逆向思考，

朝向以「植物抗體素」方向研究。即假設，其實所有植株均帶病源菌，

而發病原因是因施肥不當、土壤病菌或土壤礦物釋出量不足等因素，

造成植株根系受損，再而抗體元素無法吸收，進而植株免疫力下降，

使得病源菌順勢而起。若能健全根系，使營養元素能夠平衡吸收，抗

體自然健全，無藥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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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茂」江西安远脐

橙黄化病治理实验田 

黄化病脐橙未治理前 黄化病脐橙治理后

(开化期) 

   

黄化病脐橙治理后

(结果期) 

黄化病脐橙治理中

(腐植酸&有机菌肥) 

黄化病脐橙治理中

(特调酵素胺基酸) 

「秋茂」江西安远脐橙黄化病治理实验田区(2017.05~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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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开发性长期农产项目 

红心猕猴桃 

 湖南本身就有猕猴桃种植经验，且猕猴桃是属於高投资报筹率之

「高经济农业」，其中又以红心(红阳)品种最具优势，绿肉及黄肉品

种则较为普偏，且还有一个强大市场竞争对手「新西兰」。而红阳品

种的金黄红心特殊性，具有强烈「中国珍宝」的独特性。 

以四川苍溪的种植经验，绿色或全有机种植法，每亩投资金额约

5000~8000人民币，亩产量可达 2500斤~3500斤，售价 18~25人民币

/斤。具经济效益、高营养性、耐运输性、国际知名度等，因上述诸

多诱因，各地政府积极努力朝向「有机红心猕猴桃」产业立项发展，

故首推此项为农业发展项目。 

 但，猕猴桃种植到收成需历经 3年时间，且溃疡病这个世界隐忧，

将会成为此产业发展之拌脚石，但正也「高经济农业」发展的关键。

「秋茂」经与四川苍溪「猕猴桃产业发展局」合作，使用「秋茂牛樟

芝復方萃取液」治理溃疡病效果理想，治理前后相差甚大大，治理后

长出之叶片工整无畸形，无染病病斑发生，叶色为健康自然色，叶厚

有光泽，茎干未发生裂伤过菌浓现象。 

再者，「秋茂」依气候、土壤、品种等配制之微生物有机肥亦已

投入，溃疡病威胁将不再那麽大，辅佐猕产局开发全有机红心猕猴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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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介以行政力量全县推广，打造一个知名国际品牌。 

  
治理前:葉片畸形病斑嚴重，伴隨

萎凋落葉，植株弱而不生長 

同一植株上，治理前老葉及治理

後新葉比較圖 

  
治理後:植株強壯，生長快速，細

胞發展平均，葉無畸形 

治理後:葉片厚實光亮，無病斑，

葉大而工整 

四川苍溪红心猕猴桃溃疡病治理前后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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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 

 咖啡是用经过烘焙的咖啡豆制作出来的饮料，与可可、茶叶同为

流行于世界的三大主要饮品之一。咖啡是许多国家的顶级农业出品商

品，跻身世界上最大的合法农产品出口物，且公平贸易咖啡与有机咖

啡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 

 一般咖啡种植带落於热带与亚热带地区，耐寒性较弱，而「小粒

咖啡」由于其抗寒力强，又耐短期低温，故为咖啡属中最为广泛栽植

种。於福建、广东、海南、广西、四川、贵州和云南均有栽培，其中

又以云南的地理条件最为优越，使得的咖啡产业发展迅速。 

 咖啡种植后 3~4年方可采收，对环境条件具有较高要求，性喜静

风、温凉、阴蔽或半阴蔽的环境，可种植的海拔高度为 500-2000米

之间。最理想种植海拔高度是 800—1200米之间。另外，日光虽然是

咖啡成长及结果，所不可欠缺的要素，但过於强烈的阳光会影响咖啡

树的成长，故各产地通常会配合种植一些遮阳树，或架设遮阳设备。 

 其实可将「咖啡」视与「茶叶」相同，要栽培出高品质咖啡，同

样相对严格的条件，阳光、雨量、土壤、气温，及咖啡豆直采收方式

和制作过程，都会影响到咖啡本身的品质，不过会产茶就会种咖啡，

湖南环境地形可符合地区应不算少数，是一个可经营的「高经济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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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开发性短期农产项目 

黄金百香果 

 百香果可说是刚竄起之「农业新秀」，含有 17种氨基酸，及 165

种对人体有益营养物质，更被称为水果中的维生素(VC）之王，口感

独特，耐保存，耐运输性，具深加工性等。 

 现主流品种有「台农一号」、「满天星」及「黄金百香果」，取代

原大陆品种「紫香一号」，其中又以「台农一号」最为普偏，因百香

果易让人上隐的酸甜滋味，可深加工品项多。 

 而「黄金百香果」口感较为甜蜜，颜色讨喜，且 1个百香果的维

生素 C，等於 10个橙子或苹果，维生素 E , 等於 18个橙子或 12个

苹果，主要以鲜食市场为主，目前仍处供不应求状态，批发价 12~18

元/斤不等，其投资成本低於猕猴桃 3000~5000元/亩，亩产量

2500~3000斤，知名度有水涨船高之趋势，当年即可收成。目前大量

产区多在大陆南方，例如海南、广西、广东等，品种则多选以较易栽

种的「台农一号」为主，量产滞销，即投入深加工产业链，市场上乓

与「黄金百香果」不冲宊，故再建议此项农业短期发展项目。 

 但，百香果的耐寒性不及猕猴桃，易因霜冻而死亡，也易因病毒

感染而失收。然，「秋茂」在广东专业百香果育苗场，已掌握有脱毒

技术及检验证明，亦改进使用，秋季当地大棚加温培苗过冬技术工法，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A8%E5%9F%BA%E9%85%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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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克服霜冻问题。再者，其使用棚架与猕猴桃或萄葡产业雷同，产业

间可随需求灵活调配。 

  

  
黄金百香果外观示意图 

 

   
「秋茂」辅导百香果种植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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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黄西瓜 

 立足於湖南西瓜生产技术成熟，但无论品种为何，都不具市场区

别性，简单讲，就是没有特色。今所推荐的是，新育种而成之黄皮黄

肉，人称「土豪金」的金黄西瓜，第一，甜度口感等，不输现在西瓜

品种。第二，外观讨喜，易吸引消费者目光，具有市场区别度，就算

西瓜量产季节，亦可保有极高市占率。第三，西瓜栽培管理容易，要

做到绿色或有机不难。第四，生长期短，农民投资回收快。第五，「湖

南」、「绿色或有机」、「金黄西瓜」，加上政府行政力量，以「黄金精

品品牌行销策略」，很快成为湖南农业代表。想像路边一车车堆积如

山的绿皮西瓜，实在引不起消费欲望，但若精美盒装的有机金黄西瓜，

我想大家都会抢著要。 

 

   
金黄西瓜生产大田实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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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素哈密瓜 

 「酵素哈密瓜」是「秋茂秋茂」与山柬龙头「绿圃合作社」技术

合作，宊破许多传统，所创立的一个农业「奢华品牌」，全有机方式

种植，没农药，没化肥，没激素，全用「秋茂」调制的微生物有机肥

及酵素胺基酸种植而得，通过国家「绿色食品标章」认证，比美日本

高档哈密瓜，果香浓郁香醇，口感绵密扎实，果不易裂，可较长保存，

甜度高出一般的 16度，可达 17~19.5度。 

 这是一个奢华品牌行销策略，「酵素」、「绿色标章」、「高品质」、

「山柬龙头合作社」，再加上政府的行销宣传力度，「酵素哈密瓜」很

快会有知名度，也很快会在山柬各区种植，当然与日本同，更具备外

销条件。其生长期亦短，回收速度快，适合推广成为短期农业项目。 

  

  
酵素哈密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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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果 

 「人参果」又名「香瓜茄」、「金参果」等，其「人参」之名，易

让人联想「长生不老」，故亦有「长寿果」之称。事实上，依现代科

学证实，「人参果」所含的各种氨基酸比例与人体需要的氨基酸基本

相符，食之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不仅可以维持成年人的健康，而且

对儿童的成长和老年人的抗衰老．均有较好的保健作用，对孕妇更是

最佳的均衡营养补品，虽未真能长生不老，但也达到延年益寿之效。 

 「人参果」富含的硒、钼、钴、铁、锌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其硒元素含量之高，在众多蔬菜、水果品种中异常少见的「富硒农产

品」。硒元素是一种强氧化剂．激活人体细胞，保护心血管等脏器，

硒还能刺激免疫球蛋白及抗体的产生，增强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防

治高血压、肥胖病、糖尿病、冠心病、癌症等 ，被医学界称之为「生

命之火」、「抗癌之王」。 

 「人参果」种植技术含量并不高，易操作，易推广，引用温室大

棚四季可种，大田大面积种植则是 3至 8月，种后 3个月开始收果，

单果重 250克左右，最大果 500克左右，嫩果青翠，成熟后金黄色并

有紫色花纹，鲜食香甜可口，做菜香脆。人参果生长的适宜温度是

25℃，能忍耐 3~5℃低温，低于 0℃会冻死。在 15~30℃内可不断开

花结果，连续结果时间长、座果率高，亩产可达到 4000~6000斤。 

https://baike.so.com/doc/6608629.html
https://baike.so.com/doc/255433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29703.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297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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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人健康意识抬头，也确实，环境严重污染下，有更多的文明

病，或不知名的病不断产生，因此关於健身保健，人人都有一套功法，

保健食品、蔬果精力汤等，也随之推陈出新。这是一个很好时机，好

的柬西搭在对的时机上，这是一最好的行销切入点，加上全有机种植

方式，人们会更视其为珍宝，也相当具有国际观，相辅之下，「人参

果」渴望成为人人抢著要的「精品品牌」，故建议「人参果」可列入

下一波农业发展的新标的。 

  

 

 

  

  
人参果外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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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精品品牌行销策略 

 
缘由及现况 
 「秋茂」的精品农产分级行销策略概念，是由日本哈密瓜而來， 

放眼世界，全球人类均对安全健康蔬果，因需求而渴望，那里有好柬

西必设立渠导引入，日本哈蜜瓜，曾被喻为「全世界最好的水果」，

各国争相进口入国，当然，价格一定不便宜，被赞汉不知是水果还是

宝石。所以，只要是让人放心的「精品食材」绝对有宏扬国际之实力。 

  前文所提及的「酵素哈密瓜」，正是「秋茂」与山东「绿圃合

作社」合作，创造出的第一个「奢华精品农产品牌」，行销策略也持

续步进当中。 

 
日本夕张哈密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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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农产分级行銷策略规划摘要 

短期:「奢华精品」农产品牌建立，并由政府单位主力推广 

此为一「抛砖引玉」策略，由政府单位主导创立一安全健康 LOGO，。

强化落实现有的把关机制，让特级蔬果，由政府单位以「奢华精品」

的高价档次行销手法推广。因为「精品」+「政府」+「高价」，证明

政府有能力种植辅导，有能力为安全把关，安定生产者的心。由此短

期策略，快速让产销二者对政府制度的配合与信任。 

中期:「农产分级拍卖销售平台」建立，「合作社整合功能提升」分级

理货，让精品普及化 

各县市设立官方「农产拍卖市场」，各地合作社整合功能提升，由合

作社掌握市场，避免供需失衡。农产品质及规格由人执行把关，共同

建立信任品牌。农产品质与价格对应化、公开化、透明化、安全化及

合理化，生产者迹可循。农产安全制度规范鲜明宊显，更受重视，获

取更高应得奖励代价，使安全制度更完善且落实，精品阳普及化。 

长期:广设「安心精品食材专卖平台」，云端飞送，宏扬国际 

这是一个「化被动为主动」行销策略，经短中期经营酝酿，消费者心

里渐可以对具有安全规范标章的食品(有机认证、绿色认证等)产生信

任及放心，以「蔬果箱」概念，扩广为「云端放心精品食材」飞你家

经营模式，再者，「放心精品食材」被受注目，宏提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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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精品品牌行销策略内函 

 由下图可见，湖南处处是黄金，而且全国第一大的‘黄金’稻

谷米仓就在这里，在拟定农产品行销策略时，要比先前的「精品农产

分级行銷策略」，更具特色性，更具个人色采。行销农产品同时，也

一并在行销整个湖南省，是一个「黄金城」，专门生产‘黄金’的美

丽地方。即农产品上看到「黄金」，就会联想产自湖南。 

  
湖南油菜花季 湖南水稻产业 

  
湖南冰糖柑 湖南黄花菜产业 

  

 而此企划书中，所建议之长短期具开发性农产品，也与「黄金」

这个主题不谋而合，且都具耐运输，营养价值高等特性。想像过年过

节，提著这些水果礼盒，大方好看，颜色讨喜，祝福意味浓厚，无毒

健康，不造成身体负担，大人小孩都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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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应趋势，农业绿色化，有机化，无毒化;顺应潮流，农产品特

色化、健康化;顺应市场，农产品广普化，人人有能力吃、国际化外

销国外等。「黄金话题」、「绿色或有机」、「健康需求」及「广普化」

等，这些是可以做到的，能量是具备的，结合上「政府力量」，运行

「精品农产分级行銷策略」，预期可为湖南农业打开知名度，带往另

一个高峰。 

   

  

  
黄金精品农产品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