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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樹

有機臍橙花朵
乾燥體驗
說
明

臍橙花朵潔白高雅，香氣宜人，每年 2-3 月

開花期果園中會散發陣陣花香，除了觀賞外，

亦可收集進行乾燥再利用。

體驗流程

一		材料收集 ( 圖 1)：

盛花期期間於樹冠下鋪設塑膠紗網，承接自然掉

落之花朵與花蕾，以手抖動網紗讓花朵集中成堆

或用乾淨軟質掃把掃成堆，再小心輕捧將之裝入

籃或盤中。

二		製作流程 ( 圖 2)：

1. 田間挑選新鮮且較完整的花朵與花蕾備用。

2. 花朵與花蕾置於網籃內以清水漂洗 2-3 次後瀝乾後進行乾燥。

3. 若無法當日進行乾燥，可將選別好之花蕾 ( 勿需漂洗 ) 略為陰乾後，以保鮮盒裝

盛，置於家用冰箱冷藏 (4℃ - 5℃ )，可保鮮 5-7 天。乾燥前再進行漂洗程序。

4. 以 55℃連續乾燥 15 小時即可，乾燥脫水完成之臍橙花可直接利用，或存放於密

封乾燥的容器中 ( 內置乾燥劑 ) 避免受潮變質。

●材料器具｜	塑膠紗網、花朵、乾淨軟質掃把、籃子、盤子、保鮮盒、乾燥機

●操作時間｜	60 分鐘 ( 不含材料收集時間 )

●適合季節｜	2-3 月

圖 1 ｜樹冠下鋪設塑膠紗網收集花朵與花蕾

▲ 花朵乾燥前 ▲ 花朵乾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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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引導

三		乾燥後之臍橙花利用方式：

乾燥後之臍橙花除可直接以熱水沖泡飲用外，亦可與茶葉或水果混合沖泡成風味獨特

的花茶或花果茶，亦可用於糕餅烘焙上。

一		臍橙簡介：

臍橙為芸香科之果樹，其樹形、葉片與一般甜橙相似，但樹勢中等或稍弱，使開花期

稍早且花量甚多，具單偽結果特性，因生理因素果實多為無籽，此一特性使其對植體

內營養狀態與外在環境相當敏感，開花、著果量雖多，卻容易落花落果。

二		乾燥溫度及所需時間 ?

新鮮的花朵與花蕾含水量約 83-86%，需脫水乾燥至含水量低於 5%( 乾製品重量約為

鮮重之 15%) 較利於保存及後續利用。不同溫度乾燥所需時間不同，溫度越高乾燥時

間越短 ( 製程越短 )；但高於 65℃，香氣明顯變淡且易褐變，而低於 45℃，雖香氣表

現佳，但乾燥時間過長易產生褐變。因此，為保持臍橙花乾燥後之相當程度香氣與避

免褐變，以 45℃ - 65℃進行乾燥脫水均可，乾燥所需參考時間如表 1。

▼ 表 1. 以家電型食物乾燥機進行臍橙花朵與花蕾乾燥脫水至含水量低於 5% 所需參考時間

45℃ 50℃ 55℃ 60℃ 65℃

花朵 20 小時 15 小時 15 小時 6-7 小時 4-5 小時

花蕾 42 小時 20 小時 15 小時 6-7 小時 6-7 小時

乾燥溫度
臍橙花

▲ 花蕾乾燥前 ▲ 花蕾乾燥後

圖 2 ｜臍橙花朵與花蕾，以家電型食物乾燥機 55℃連續乾燥 15 小時前後之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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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手作

體驗學習重點

1.

三		臍橙花收集及乾燥注意事項：

最好於每日上午收集及進行花朵調理及乾燥處理，以維持花朵最佳新鮮度及香氣。收

集花朵時需注意不可堆疊太厚重，以免底部花朵被壓傷或悶熱而影響外觀。使用家電

型食物乾燥機、熱風循環乾燥機或烘箱均可 ( 溫度調控範圍至少 40℃ - 70℃ )，但因

家電型食物乾燥機其控溫機構並不十分穩定及精確，故建議乾燥層盤內放溫度計以監

控溫度，避免溫度不足或過高。

所謂有機農法，是在作物生產過程中不可使用非有機資材 ( 如化學肥料及藥

劑 )，而且強調愛護地球、重視自然生態環境與永續經營之栽培管理方式。

有機臍橙果園環境潔淨，無論果實或者花朵可藉由脫水乾燥技術提高果實及花

朵的多元應用。

乾燥後之臍橙花呈現金黃色澤且保有香氣，可作為特色飲品及糕點的材料使

用。

自然
手作

2.
3.



Page. 187

遊體驗農 種

體驗流程

一		事前準備：

套袋前先進行病蟲害防治處理，以免將其套入袋中，造成反效果；市售套袋上大多

均附有鐵絲，若無，則需事先將鐵絲或魔帶裁剪成需要長度備用。

二		體驗流程：

1. 進行果園解說導覽。

2. 臍橙果樹生長與栽培環境介紹。

3. 以「一撐、二套、三收、四綁」的順序進行果實套袋。

4. 袋口要束緊，不要留下空隙而讓害蟲進入，或讓帶病菌之雨水沿著果柄流到袋

內使果實染病，且可避免被強風吹落。

●材料器具｜		套袋 ( 紙袋或不織布套袋 )、鐵絲或棉線

●操作時間｜		40 分鐘

●適合季節｜		7、9月

臍橙果實套袋體驗
說
明

臺灣由於地處亞熱帶，氣候為高溫多濕環境，

東方果實蠅猖獗，套袋已成為優質水果生產

管理方法之一。套袋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護果

實免於受病蟲危害，同時亦可防止日灼、擦

傷及農藥污染等，並可促進果實轉色，提高

商品價值，是保護果實最簡單易行的方法。

▲  臍橙中大果期，副果 ( 肚臍處 ) 已開始散發出香氣吸引
果實蠅，需及時套袋防範受害。

▲  臍橙完成套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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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臍橙簡介：

臍橙引進臺灣栽培已有百年歷史，早在 1910 年由日本人引進，初期在臺東縣成功鎮

設立農場進行試作，品質雖佳，但產量偏低，所以栽培面積未大量增加。目前臺灣臍

橙栽培面積僅百餘公頃，主要以臺東縣成功鎮及東河鄉最多。臍橙屬甜橙類，果實無

籽，頂部處著生一副果，副果開裂或凸出呈圓錐狀似肚臍故名之，亦俗稱肚臍柑或

財丁 ( 臺語發音 )。產期在 11-12 月間，果實是甜橙類中較大者，果重 300-500 公克，

果肉柔軟、細緻、多汁且香氣優雅，糖度 12-13°Brix，酸度 0.5-0.7%，風味甚佳，為

甜橙中品質最優異者，有「甜橙中的貴族」之稱。

二		臍橙適合栽培環境條件：

臍橙原產於亞熱帶地區，最適生長溫度為 24℃ - 34℃。臍橙耐寒力中等，若欲提高糖

酸比、果皮著色良好、皮薄及表現特有的風味，可選擇不缺水、日光充足之地區栽培。

臍橙在晝夜溫差大環境下栽培，果皮薄而光滑，果形較圓，果肉多汁而品質佳。臍橙

對土壤適應性廣，一般而言，土壤之物理性質較化學性質重要。最適柑桔栽培之土壤

質地為砂質壤土，pH 值以 5.5-6.5 最佳。

三		臍橙營養成分有哪些 ?：

臍橙果實含水分、纖維、蛋白質、鈣、磷、鐵、維生素 A、維生素 B1、維生素 B2、

維生素 C 及多種類黃酮等成分，臍橙適合鮮食、榨汁，因具特殊風味深受消費者喜愛。

四		臍橙果實套袋技術：

臍橙果實掛樹期間長 ( 從著果到果實成熟採收時間長約 7-8 個月 )，病蟲害防治不易；

如採行有機栽培更無法達到像化學農藥防治那樣高效與及時，只能將病蟲害控制在一

定的程度以下，無法完全滅除。為了維持有機臍橙的產量及品質，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研發二次套袋技術，提早進行套袋，延長保護果實的時間，避免或減少果實受病蟲

害危害的機會。操作方式為，於臍橙生理落果期後 (7 月間 ) 先以白色紙袋進行套袋，

知識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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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 個月後 (9 月間 ) 除去白色紙袋，改套以黑色紙袋，直到採收。第 1 次套袋主要目的

為降低潰瘍病與銹蟎 ( 銹蜱蝨 ) 的危害；第 2 次套袋的作用，則是可防範東方果實蠅

危害並促進果實轉色。另外，每次套袋前須進行病蟲害防治，以免將帶有病蟲的果實

套進紙袋中而造成反效果。

了解臍橙栽培情形、品種特性、適合環境及營養成分。

學習套袋技巧，體會果農照顧果樹的用心及辛勞，亦可將本技術利用於其他果

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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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流程

一		事前準備：

1. 市售之菌根菌孢子菌砂 ( 圖 1)。
2. 木瓜穴盤苗或軟盆苗 ( 圖 2)。

二		製作流程：

1. 將取出之木瓜穴盤苗或軟盆苗，將根部沾黏

菌根菌孢子菌砂 ( 圖 3)。
2. 定植時先於田間植穴內施用 5 公克菌根菌孢

子菌砂，再種植 ( 圖 4)，如此便完成菌根菌

接種。

●材料器具｜		木瓜幼苗、菌根菌

●操作時間｜		5 分鐘

●適合季節｜ 3-9 月

說
明

木瓜為臺灣重要熱帶果樹，木瓜幼苗接種菌

根菌可提升幼苗移植存活率，有利於日後生

育。

木瓜接種菌根菌體驗

圖 3 ｜沾附菌根菌孢子菌砂 圖 4 ｜田間植穴施用菌根菌

圖 1 ｜菌根菌孢子菌

圖 2 ｜取出含土壤介質之木瓜軟盆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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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學習重點

1.2.
3.

知識引導

一		木瓜簡介：

木瓜 (Carica papaya L.) 原產熱帶美洲之半草本植物，為持續開花結果及週年均可生產

之臺灣重要熱帶果樹，木瓜果實除可鮮果食用外，亦可作加工醃漬、果汁、蜜餞等，

由於可週年供果，且富含營養價值，頗受國人喜愛。木瓜資材容易取得，因此本體驗

以木瓜苗作為體驗素材。

二		木瓜繁殖方法：：

木瓜全年皆可播種育苗，但以春播 (2-3 月 ) 或秋播 (9-11 月 ) 最適宜。木瓜新鮮種子

外殼有薄膜，去除可提升發芽率。

三		何謂菌根菌 ?

菌根菌為一種與植物根部共生的真菌，以囊叢枝狀菌根真菌為最普遍受到重視的菌根

真菌。菌根菌與植物共生後，其產生的根外菌絲可向土壤延伸，菌絲就如同根毛般在

土壤中吸收營養及水分，能有效增加根部吸收表面積，幫助植株吸收氮、磷、鈣、鎂、

鋅及銅等礦物營養與水分，增進植物對土壤養分及水分吸收與抗逆境能力，使幼苗更

加健壯，進而提高移植後的存活率。

四		接種菌根菌注意事項：

接種菌根菌初期 ( 三星期內 ) 避免施用磷肥及化學藥劑，尤其是殺菌劑，以免影響菌

根菌與植物之共生關係。未使用完之菌根菌應放在陰涼通風處或冷藏，以確保菌種活

性。本體驗木瓜苗倘移植較大之植栽盆，建議於植穴中施用 1 公克菌根菌孢子菌砂。

因菌根菌孢子肉眼無法觀察，在操作前，可提醒學習者於顯微鏡下進行觀察菌根菌孢

子菌砂外觀。

認識木瓜及木瓜繁殖方法。

菌根真菌可與作物共生，幫助作物吸收營養元素，對於作物生長有正面的影

響。

學習接種菌根菌使用方法與注意事項，亦可運用於其他作物幼苗，有效提升幼

苗移植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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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流程

一		流程解說：

1. 梅子栽培面積及品種。

2. 梅子生產模式。

3. 梅子採收方式。 

二	採果流程：

1. 配戴好斗笠及揹上採果桶 ( 圖 1)。
2. 手握著青梅輕緩往旁一轉，採收梅果 ( 圖 2)。
3. 梅果輕放於採果桶內。

採梅體驗
說
明

臺東地區的梅樹主要種植於山坡地上，藉由

穿梭林道間，帶領遊客體驗鄉村生活、享受

鳥語花香與採果的樂趣。

●材料器具｜	斗笠、採果桶

●操作時間｜	40-60 分鐘

●適合季節｜		3-4 月

圖 1 ｜配戴斗笠與採果桶

圖 2 ｜以手採摘青梅

知識引導

一		梅子栽培面積及品種：

目前臺灣梅子產業以內銷為主。臺東縣梅子栽種面積約 516 公頃，分布於池上鄉、

海端鄉、關山鎮、延平鄉、卑南鄉及東河鄉之中低海拔冷涼的山區。栽培種類以果皮

顏色來分，主要有胭脂梅及大青梅。

二		梅子生長模式：

梅樹喜光照，於夏季長日時枝條芽體開始進入花芽分化期 ( 植物由營養生長向生殖生

長轉化的過程 )，於秋季乾旱期開始落葉，此時枝條芽體逐漸充實並進入休眠期，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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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學習重點

1.2.
3.

冬季經連續低溫後芽體可打破休眠進入開花期，於春季 3-5 月進入梅子盛產期。為了

維持產量，梅樹需於每年 3-5 月採收後進行修剪，將過密的徒長枝及枯枝疏去，有利

於枝葉生長。

三	梅子生產模式：

為了確保產量及品質，臺灣梅子主要以嫁接方式進行繁殖，因實生繁殖除幼年期長

外，較易發生變異株造成產量及品質不均的現象。栽培管理上，梅樹進行矮化修剪為

重要工作之一，矮化後之植株，易於整枝，疏剪及病蟲害防治作業，除增加樹冠之光

照及通風性，並可減少病蟲害發生，及方便梅果採收作業。

四		梅子採收方式：：

梅子因受地形、人力及果實成熟度等因素，多以效率高的竿採進行採收，竹竿敲打樹

枝，讓青梅掉落於網中收集。矮化之梅園則可用手採的方式作業，以確保梅果的成熟

度一致且完整無破損。製作軟梅及梅醋的梅子，多以成熟度高的果實為主，製作脆梅

則多以青梅製作，肉質較脆。進入果園採果時，要做好防蚊措施，避免蚊蟲叮咬。

五		為什麼青梅鮮果不宜直接食用 ?：

梅子含有蛋白質、醣類、脂質、水分、鐵、鈣、磷、纖維素、維生素 B1、維生素

B2，富含多種有機酸及胺基酸。但因青梅含具苦味的苦杏仁苷 (amygdalin)，在味覺

上會造成酸澀味及苦味，生食入腹會引起身體不適，所以不能生吃。苦杏仁苷在青梅

經加工後，因原料漂水、糖漬或醃漬使梅子內容物流失或隨果實成熟度增加而遞減，

通常梅子黃熟後，可安心食用。

認識梅樹及梅果，了解梅樹生產週期及梅果所富含的營養元素。

梅樹經矮化處理後，小朋友能輕鬆摘取新鮮梅子，是適合親子同樂的採果體

驗。

手採以輕緩為宜，避免蒂頭果梗處產生傷口，滋生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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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醃漬梅胚材料製備 ( 圖 1)：

1. 揉鹽：將採收後的青梅與鹽進行搓揉，至鹽水滲出。

2. 壓重石 ( 鹽漬 )：以 2 倍梅重的重石重壓，使鹽水能覆蓋全部梅果，鹽漬 2 天後

取出漂水。

3. 水洗及日曬：漂水 4-6 小時後，將梅果置於曬盤中，於陽光下日曬 2 天，且過程

中需翻拌梅果 2-3 次，使其均勻脫水。

4. 糖漬：將 10 公斤的糖，分 6 次加入，每次間隔半小時。

 

二		製作流程 ( 圖 2)：

1. 講解軟梅加工流程步驟。

2. 盛裝軟梅的容器以清水煮沸 10-15 分鐘後倒置

烘乾或晾乾備用。

3. 將預先醃漬處理過後的軟梅進行分裝並密封，

置於陰暗處貯存 2-3 個月，即可食用。

軟梅製作體驗
說
明

梅子為良好水果，可利用簡易技術將梅子進

行加工製作。製作軟梅前須先將梅子醃漬 2

天。現場活動進行先解說醃漬流程的方式，

再將預先醃漬後的軟梅進行分裝作業。

●材料器具｜	青梅 10公斤、鹽 0.6 公斤、糖 10公斤

●操作時間｜	30 分鐘 ( 不含醃漬梅胚材料製備 )

●適合季節｜		3-4 月

青梅 揉鹽
加壓
鹽漬

製成
梅胚

水洗
脫鹽	
( 漂水 )	

日曬 糖漬
成品
軟梅

圖 1 ｜軟梅加工流程

圖 2 ｜軟梅分裝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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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學習重點

一		如何選用梅果 ?

梅果成熟期約在 3 月下旬至 4 月下旬，清明節後採收的青梅因成熟度較高，組織較

鬆軟，較適合製成軟梅。軟梅因加工過程中果肉之皺縮作用，故會失去大部分汁液，

造成果肉缺乏，故加工時宜選用規格較大的青梅。

二		什麼是梅胚 ?

梅胚是一種為利後續加工方便、保存容易的高鹽度半成品。梅胚醃漬過程中，鹽漬的

時間長、鹽的含量也高，會使梅果色澤趨於褐色且質地變柔軟，製成後可將其應用於

其他梅子加工製品上。

三		梅胚之水洗脫鹽作用 ?

梅胚之鹽度極高 ( 約 35%) 可以漂水法將其鹽分去除，同時達到去除鹽分及雜質。

四		軟梅製作注意事項：

前處理中反覆搓揉青梅與鹽，能有效的去除梅子中的苦澀味。另外梅胚水洗脫鹽後需

分次加入糖進行醃漬，若直接而無分次進行糖漬，梅胚會因皺縮太快，產生果肉缺乏

的現象。

青梅的採收期僅有 2 個月時間，常因產量大，造成梅子在加工上的極大不便，

所以將原料以鹽醃漬是一種最經濟方便及快速的加工法。

經過漂水的梅胚其果肉中之含鹽分較低，但離直接食用尚有一段距離，必須經

由糖漬步驟，才能成為梅子加工品。

因青梅果皮果肉中含有苦澀味，軟梅製作中揉鹽及鹽漬是重要的步驟，另外將

糖分次加入有助於維持軟梅果肉的完整性。

盛裝軟梅之容器以玻璃製之容器為宜，使用前應以水煮沸 15 分鐘充分殺菌後，

倒置晾乾，以避免微生物污染成品。

知識引導

1.
2.
3.
4.



Page. 196

果樹

體驗流程

一		材料製備 ( 圖 1)：

1. 紅龍果果肉：將果肉切成小塊，再以壓薯泥器壓碎。

2. 紅龍果果皮：剝取果皮後，將果皮切成小塊，再利用食物調理機打碎，或將果

皮切成碎丁。

3. 梅果：以熱蒸法軟化果並去除苦澀味。

4. 盛裝果醬容器：以清水煮沸 10-15 分鐘後倒置烘乾或晾乾備用。 

二		製作流程：

1. 煮：將製備完成之紅龍果果肉、果皮及梅果置入鍋中，以中小火加熱至沸騰，

過程中需不斷攪拌，以免果醬黏底燒焦。持續加熱並將糖分 3-5 次倒入鍋中。所

有糖均加入後，持續加熱煮沸，至出現較多粉紅色泡沫後暫停加熱。

●材料器具｜	紅龍果 600 公克、紅龍果皮 120 公克、去核梅果肉 600 公克、

糖924公克、壓薯泥器、篩網、鍋子、鋼盆、水果刀、湯匙、瓶罐

●操作時間｜	60 分鐘

●適合季節｜		5-10 月

梅果風味紅龍果
天然果醬體驗
說
明

以梅果與紅龍果搭配，不需額外添加物，即

可製成凝膠性良好且具梅果風味之紅龍果天

然果醬，口感豐富且營養價值高。

圖 1 ｜果肉製備 ( 左 ) 及梅果熱蒸 ( 右 )



Page. 197

遊體驗農 種

2. 篩除梅核及再熬煮：趁熱以網篩過

濾並去除梅核，梅核上若仍有果肉

可以湯匙剔下。篩除梅核後，以中

小火再次加熱熬煮，漸產生泡沫後

調整至小火持續加熱並保持沸騰

20-30 分鐘，將泡沫撈除即可準備裝

罐 ( 圖 2)。

一		梅果簡介：

梅果所含醣類較少，味極酸，不適鮮食，多以加工為主。含多量的鹼性礦物質、有機

酸、胺基酸，具有增進食慾、防止食物腐敗等效果。

二		為何選用梅果 ?

利用梅果的高酸性 (pH<4.6) 及高果膠含量特性，在不添加凝膠劑及酸味劑之條件下，

與紅龍果、梅果及糖一起加熱熬煮，即可製作凝膠性良好且具梅果風味的紅龍果天然

果醬。

三		製品如何保存 ?

本項體驗果醬，利用梅果調整酸鹼值 (pH)，酸化罐頭可於常溫保存一年，開瓶後需

放到冰箱 4℃冷藏，並儘速食用完畢。

四		果醬製作注意事項：：

製作果醬熬煮時間，一般採目視法判斷，方法為以小湯匙取些許果醬，滴入清水中，

若可迅速下沉且觸底後不易散開仍呈團狀，此即為凝膠終點，即可進行裝罐。同時應

知識引導

圖 3 ｜熱充填裝瓶

圖 2 ｜梅果風味紅龍果天然果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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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熱進行充填裝瓶並封蓋倒置，熱充填溫度須在 88℃以上，故裝瓶過程仍需以微火

加熱以保持果醬溫度；倒置進行瓶蓋殺菌 5-10 分鐘後，再以冷水冷卻即完成 ( 圖 3)。

五		為何需熱充填裝瓶 ?：

事先經過殺菌或加熱調理的食品，趁熱裝入容器內，封蓋或密封後，再將瓶罐倒置一

段時間，利用餘熱將罐蓋內之微生物殺死之方法即為熱充填。

梅果為製作紅龍果果醬的良好材料，除了富含鈣、鈉及鐵等礦物質及有機酸

外，亦可增加梅果的多元利用。

果醬具有黏稠凝膠特性之特色，而凝膠力取決於果膠凝膠網狀結構之強弱，亦

即果膠、酸及糖三者交互作用的結果。

紅龍果果皮中膠質含量高，將其切碎加入熬煮，製品凝膠狀況更為理想且具果

粒感，口感豐富。

梅果經熱蒸後軟化，梅肉與梅核易分離，鍋子內會出現淡黃褐色黏稠液體，因

具有明顯苦澀味，適口性差，建議勿使用，僅取用不鏽鋼網籃內梅果即可。

盛裝果醬之容器以玻璃製之容器為宜，使用前應以水煮沸 15 分鐘充分殺菌後，

倒置晾乾，避免微生物污染成品。

1.
2.
3.
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