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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樹

體驗流程

一		材料準備：

柚子隔膜以乾燥機溫度設定 50℃烘乾 2 小時後

備用，其他材料準備詳如圖 1。 

二		製作流程：

1. 將細緞帶在上，寬與細緞帶重疊再一起，先

作一圈後，右手拉住的緞帶再作一個圈。右

手將緞帶劃向左邊作一個圈，形成一個數字

8的樣子。重複前項作法形成2個數字8交疊，

用鐵絲固定後，剪掉多餘緞帶備用 ( 圖 2)。
2. 取三支花蕊對齊，在中間對折，將蕊心扭轉，

使花蕊成為一體。取一適合包覆花蕊大小的

乾燥柚子隔膜為花瓣，塗上熱熔膠，形成花

朵的第一層，之後逐層慢慢增加花瓣，並依

每層花瓣的展開狀況調整其弧度。最後修剪

不平整花瓣底部，讓裝飾胸花材料平穩且容

易黏著。

3. 剪三片拇指般形狀的絲瓜絡作為綠葉裝飾，

用熱熔膠輕壓固定花瓣底部，最後將備用的

蝴蝶結黏在綠葉之間的空隙中，輕壓固定，

並用熱熔膠黏上別針即可 ( 圖 3)。

●材料器具｜	柚子隔膜 (文旦柚 )、滾邊緞帶、花蕊 (塑膠材質 )、別針、鐵絲、

絲瓜絡、熱熔膠

●操作時間｜	60 分鐘

●適合季節｜	8-10 月

圖 2 ｜緞帶交疊後以鐵絲固定

圖 3 ｜柚子膜胸花

柚子膜胸花製作體驗

說
明

柚子是臺灣重要果樹作物，而柚子加工所製

成的相關產品，常為餽贈親友的伴手禮。將

柚子果實內之隔膜為材料製作胸花，不僅符

合環保概念，更能發揮利用在地自然素材之

創意巧思。

1. 鐵絲 2. 柚子隔膜 3. 絲瓜絡 4. 花心 5. 別針 6. 滾
邊緞帶寬與細各一種；輔助工具：熱熔膠。

圖 1 ｜準備材料及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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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體驗農 種

體驗學習重點

一		柚子簡介：

柚子為芸香科柑橘屬植物，品種繁多，如麻豆文旦、麻豆白柚、紅文旦、西施柚等，

其中以麻豆文旦最負盛名。臺東地區以東河鄉所產東河文旦為代表。果實外型呈圓錐

或洋梨形，淡黃綠色果皮，果肉呈黃綠色或淡黃色，味甘甜而多汁，是中秋應景水果。

二		什麼是柚子隔膜 ?

柚子果實構造由外到內分別為外果皮、中果皮及內果皮，由內果皮形成許多瓢瓣，也

就是我們所食用的果肉，其中內果皮就是一般所稱的柚子隔膜。

三		為何選用柚子隔膜作為材料 ?

柚子可作為烘焙點心、料理及果醬之材料，但在製作時常剝除外皮及隔膜，其中隔膜

具有崎嶇不平宛如花瓣狀，適合進一步加工利用。將一片片的隔膜拼湊起來，加上緞

帶製作出具有質感之胸花，另外也可利用紅柚帶有渾然天成的紛紅色隔膜，更能製作

出帶有粉紅色澤之胸花，不僅環保且具創意。

四		利用之場合與時機：

可在婚禮、開幕、宴會或其他重要集會場合裡，依服飾的款式及場合搭配胸花裝飾。

結合農村在地素材，可提升農業副產物加值。同時展現農村利用自然素材之手

作風潮，亦體現出農村巧藝的創意特色，進一步帶動地區休閒農業體驗活動之

發展。

鼓勵學習者動手創作，發揮巧思，提高手作的動機及樂趣，並體驗富含農村文

化內涵之巧藝。

絲瓜絡預先以壓克力原料著色，襯托出柚子膜胸花之層次感；並注意剪刀及熱

熔膠之使用，避免燙傷。

知識引導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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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樹

體驗流程

一		材料製備：

玻璃容器以沸水煮沸 5 分鐘，放冷待容器完全乾燥後備用。

 

二		製作流程：

1. 柚子切開，剝下柚子果肉 ( 圖 1)，並將種籽去除，取果肉約 200 公克，置入玻璃

瓶內。

2. 將冰糖及醋裝入玻璃容器內。

3. 蓋上瓶蓋後靜置 6 個月，柚子醋即製作完成 ( 圖 2)。

柚子醋製作體驗
說
明

醋為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之調味用品或飲

品，而柚子不但味道清新爽口且營養價值高，

本體驗以柚子與醋結合，呈現出風味獨特的

水果醋。

●材料器具｜		柚子、冰糖 100 公克、醋 250 毫升、玻璃容器 (600 毫升以上 )

●操作時間｜		30 分鐘

●適合季節｜		8-10 月

圖 1 ｜剝下柚子果肉 ( 柚子藝術工坊提供 ) 圖 2 ｜柚子醋 ( 柚子藝術工坊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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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體驗農 種

體驗學習重點

一		柚子的營養：

柚子營養價值高，果肉富含蛋白質、膳食纖

維、維生素 C、鉀以及多種礦物質營養素。

二		柚子醋的利用：

柚子醋的利用相當多元，釀好的柚子醋可以

直接稀釋飲用，冷熱飲皆適合。且醋具有調

和味道與提升香氣之用，搭配柚子之清淡香

氣，亦適合作為烹調料理的調味料，如沙拉

的調理或沾醬的調製。

三		醋的分類：

傳統上食用醋依原料不同分類，隨著原料種類之差異，製造食用醋時所利用的微生物

亦有所不同。而依發酵原料不同可區分為釀造醋、調理醋以及合成醋。

1. 釀造醋：以天然穀物、水果等作為原料，經過發酵、釀造而成。

2. 調理醋：以釀造醋為原料，添加果汁、濃縮汁等製成。

3. 合成醋：其他以醋酸或冰醋酸稀釋液添加糖類、調味劑及食鹽等製成。

四		製作柚子醋注意事項：

1. 製作柚子醋時要將籽實去除乾淨，以避免產生苦味。

2. 糖的種類則以冰糖為宜，浸泡用的醋建議應使用天然釀造醋，能夠感受柚子及醋

的清爽口感。

3. 建議飲用時加水稀釋 4-5 倍，夏季冷藏後飲用風味更佳。

學習柚子醋的製作過程，了解柚子的營養成分。

體驗運用在地農特產之加工，並認識依發酵原料不同可區分為釀造醋、調理醋

以及合成醋。

知識引導

▲ 柚子果肉 ( 柚子藝術工坊提供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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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樹

體驗流程

一		前置作業：

1. 柚子洗淨後，將綠色皮部分以去皮器刨下，放置不鏽鋼容器內備用 ( 圖 1)。
2. 將刨下的柚子皮放入玻璃瓶內，接著倒入酒精 500 毫升及 200 毫升純水，攪拌

均勻後封蓋，靜置 1 週。

 

二		製作流程 ( 圖 2)：

1. 靜置 1 週後取出柚子水 100 毫升。

2. 加入椰子油起泡劑 100 毫升以及 300 毫升純水均勻混合。

3. 靜置 5-10 分鐘待泡沫消失即可分瓶倒入容器中使用 ( 圖 2)。

●材料器具｜	柚子皮 200 公克、95%酒精 1瓶、純水 500 毫升，玻璃瓶、椰

子油起泡劑

●操作時間｜		30 分鐘 ( 不含前置作業 )

●適合季節｜		8-10 月

柚子清潔劑製作體驗

說
明

柚子為中秋節應景水果，果實味甘甜而多汁。

以柚子皮為材料，製作出純天然清潔劑，既

環保又安全，也能夠降低使用化學清潔劑，

減少對環境的負擔。

圖 1 ｜柚子皮刨下備用 圖 2 ｜柚子清潔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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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體驗農 種

體驗學習重點

一		柚子皮清潔劑原理：

柑橘類水果表皮具有油胞層，油胞層中含有豐富的柑橘精油，精油中含有檸檬烯之物

質，檸檬烯為萜烯類化合物之一，此物質有助於油脂溶解，達到洗淨去污的效果，因

此可應用於環境清潔。

二		為何以酒精浸泡柚子皮？

利用酒精也就是乙醇為溶劑，透過長時間浸泡，利用溶劑的溶解力，將果皮油胞中的

精油萃取而出。

三		柚子的利用：

柚子除了果肉可鮮食或加工製成食品外，果肉經過簡單處理也可做成清潔用環保酵

素，或將果皮經糖漬後成為糖漬柚子皮食用，亦可將果皮曬乾當作蚊香，甚至將新鮮

柚子皮置於冰箱去除異味等，用途多元，值得參考利用，其他使用方式如下表：

利用部位 花 果皮 柚子皮囊 果肉 柚子膜 籽實

使用方式
精油萃取

泡茶

精油萃取
清潔劑
香皂
蚊香

柚子糖

果醬
柚子醋
柚子釀

特色料理

胸花
飾品

膠原蛋白
盆栽

四		注意事項：

1. 應以蒸餾水或純水浸泡製作，避免自來水或礦泉水，因含有礦物質可能會造成內

容物變質。

2. 使用酒精時要注意安全，酒精為高度易燃物，使用時應遠離火源及高溫處避免危

險發生。

利用柚子進行加工及利用，可提升農產品附加價值。

學習清潔劑製作方法及原理，可利用於其他柑橘類果皮製作天然清潔劑，如檸

檬、柳丁、葡萄柚等。

知識引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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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樹

體驗流程

一		鮮果切片製備 ( 圖 1)：

首先清潔果皮，刷洗時可用力些，以刷破果皮

油胞，可減少乾燥後果皮之苦味。另外，若果

皮上有病蟲害斑或壞疽部分需削除。用水果刀

將柑桔採橫向方式切片，厚度約 0.4 公分。

 

二		製作流程 ( 圖 2)：

1. 將切片完成之鮮果果片，擺放於食物乾燥機

之層架中，盡量不要重疊以利乾燥脫水。

2. 以 57℃ ±1℃乾燥脫水 2-3 天，即可將果乾

含水率降到 5% 以下，以手掰可達酥脆感狀

態。

3. 因家電型食物乾燥機溫控機構並不十分精

確，故建議乾燥層架內放一溫度計以監控溫

度。

4. 溫度 55℃ -57℃間，惟不可高於 60℃，否則

果乾易變黑。

有機柑桔果乾
製作體驗
說
明

利用有機水果多元利用技術，並導入全果利

用概念，不同的利用方式，將有機水果的應

用與價值發揮到極致，進一步提高有機果農

收益，增加消費者購買有機水果之動機。

●材料器具｜		柑桔鮮果、砧板、水果刀、食物乾燥機或乾果機

●操作時間｜		60 分鐘

●適合季節｜		11 月 - 翌年 2月

圖 1 ｜鮮果切片製備

圖 2 ｜柑桔鮮果切片，乾燥前 ( 上 ) 及乾燥後 ( 下 ) 
     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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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體驗農 種

一		柑桔簡介：

柑桔為芸香科植物，為臺灣分布最廣，產量及產值最大的果樹，栽培種類相當多。如

臺東地區雖然種植面積不多，但因風土氣候特殊，生產的柑桔品質與風味均優，其中

晚崙西亞橙與臍橙最具地方特色，深受消費大眾喜愛。

二		製成果乾的好處 ?

將柑桔製成果乾，不但可以增加水果的多元利用，亦可以增加其商品價值及保存期

限。食用上，若無新鮮之水果，果乾是不錯的選擇。果乾亦保留水果大部分的營養元

素，如膳食纖維及礦物質。

三		果乾是否有其他利用方式：

將柑桔製成之果乾搗成較小的碎片，再利用食物調理機或果汁機打碎後進行過篩，可

依照個人所需，選擇不同粗細網目篩網即可篩出不同粒徑之果粉與果皮脆片。所製成

之果粉可以開水直接沖泡，或應用於製作餅乾或蛋糕之添加。

四		製品如何保存 ?

乾燥脫水完成之果乾可直接食用，或存放於可密封之容器，如密封袋、保鮮盒或玻

璃罐 ( 內置放乾燥劑 ) 避免受潮變質。另外，因柑桔果皮富含油胞，打碎後會略顯潮

濕感，不易過篩，可視需要再進行乾燥，將其以小碟子裝盛置入食物乾燥機中，以

57℃ ±1℃乾燥 1-2 小時後取出冷卻後再次搗碎，即容易過篩。製作完成之果粉及果

皮脆片極易受潮，須立即將之存放於密封乾燥的容器中避免受潮變質。

五		果乾製作注意事項：

切片厚度約為 0.4 公分，如切太厚，乾燥脫水時間較長且適口性不佳，若切太薄，乾

燥脫水後果乾易變形且較無口感。

知識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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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樹

自然
手作

體驗學習重點

1. 有機柑桔全果多元利用之核心技術乃柑桔鮮果乾燥脫水技術，製成之果乾、果

粉及果皮脆片，可保留其色澤、香氣及營養成分，僅需於常溫且乾燥環境下即

可長時間保存，不需添加防腐劑或任何食品添加物。

果乾方便攜帶 且可隨時食用，相當健康、安全及便利。

果粉及果皮脆片除了可直接以開水沖泡作為果茶飲用外，亦可以延伸利用，例

如利用其製作餅乾及蛋糕、添加於各式沖泡飲品中、撒於生菜水果沙拉上或入

菜增加風味及口感等，讓有機柑桔的食用面向更加多元並饒富趣味。

自然
手作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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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體驗農 種

●材料器具｜	小籃子、剪刀、草莓500公克、砂糖400公克、檸檬汁25毫升、

玻璃罐

●操作時間｜	3-4 小時

●適合季節｜	12 月 - 翌年 4月

一		採果流程：

1. 草莓品種介紹。

2. 草莓生產模式。

3. 採果體驗 ( 圖 1)。

二		草莓果醬製作：

1. 玻璃罐放入沸水中，以大火煮約 5-6 分鐘，取出後晾乾待完全乾燥後備用。

2. 清洗草莓後瀝乾，去除蒂頭切塊置入不鏽鋼盆中，並將砂糖倒入拌勻，靜置 2
小時。

3. 以小火熬煮草莓，不停攪拌，期間草莓出水後轉中火並持續攪拌，待開始冒泡

且草莓往上浮起後可轉小火繼續熬煮，溫度須達到 106℃以上，待果醬熬煮至凝

膠終點 ( 判斷法如知識引導 ) 後停止加熱。

4. 靜置使產品水蒸氣蒸發，最後加入檸檬汁攪拌均勻後充填。

5. 將果醬趁熱倒入瓶中，熱充填及封蓋溫度維持在87.7℃以上，扣上瓶蓋後倒立 (圖
2)，藉果醬餘熱進行瓶蓋殺菌及形成真空狀態，放涼後即可食用或將果醬冷藏保

鮮 ( 圖 3)。

圖 1 ｜採果體驗

草莓採果及果醬
製作體驗
說
明

草莓是多數民眾喜愛的水果，常運用於甜點

中，本體驗以果醬為例，作法簡單可於採果

後製作，適合大小朋友同樂，也能增進親子

間的互動。

體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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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樹

知識引導

一		草莓簡介：

草莓屬薔薇科 (Rosaceae) 多年生草本溫帶作物，又名洋莓、紅莓，外觀亮紅，果肉多

汁，酸甜可口。草莓品種眾多，如豐香 ( 桃園 1 號 )、香水、蘋果草莓 ( 天來 1 號 )、
桃園 4 號等，其中香水是目前臺灣種植最多的品種。草莓產季約在 11 月至隔年 2 月。

成熟草莓艷麗動人的外表，紅潤的果實充滿喜氣，不僅可鮮食，也可作為觀賞及食品

加工之原料，如果凍、蛋糕、冰淇淋、果汁、奶酪及果醬等多元化應用。

二		草莓營養成分有哪些 ?：

草莓含有果糖、蔗糖、檸檬酸、蘋果酸、水楊酸、胺基酸以及維生素 A、E、C 及 B6 等，

營養豐富，其中維生素 C 含量高，是天然的抗氧化劑。

三		果醬簡介：

果醬以新鮮、冷凍或罐裝水果果肉為原料，加糖濃縮至適當硬度，加果膠、有機酸而

做成黏性或半固體之產品。其中特色之一就是具黏稠凝膠特性；其凝膠形成力取決於

果膠凝膠網狀結構之強弱，即為果膠、酸及糖三者間交互作用的結果。較為理想的果

膠凝膠條件為：(1) 果膠含量 0.6%-1.0%(2) 酸鹼值 2.8-3.3(3) 糖度 ( 含糖量 )60% 以上。

四		凝膠終點目視法：

利用長玻璃杯盛清水，以小湯匙或筷子沾一點果醬半成品，任其滴到水中，觀察落下

圖 2 ｜果醬倒立形成真空 圖 3 ｜草莓果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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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度及觸杯底後之散開情形，如迅速落底且觸底後呈團狀不易散開時，即達到凝膠

終點。

五		注意事項及製品保存

1. 採摘草莓時應以手托果實，用採果剪將果柄剪斷，並儘量輕放入採果籃內，以免

果肉擦壓傷造成果實軟爛。

2. 熬煮過程不須撈掉泡沫，因泡沫中含膠質。

3. 若熱充填溫度低於 87.7℃，玻璃罐則需要第 2 次殺菌。

4. 果醬開封後宜放入冰箱冷藏保存，並儘快於 2-4 週內食用完畢，並建議用乾燥乾

淨的湯匙或工具挖取，以防水氣進入造成發霉。

透過採果體驗認識草莓品種及營養價值。

學習果醬製作技巧及製品保存方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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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流程

一		材料製備：

1. 蘋果和檸檬洗淨備用。

2. 蘋果切半，去除果核後切片備用。

3. 其中一顆檸檬切片 ( 圖 2) 並去籽備用，另

一顆檸檬用來擠檸檬汁備用。 

二		製作流程：

1. 倒入 1,200 毫升的水於鍋中，依序將蘋果片、紅茶包、冰糖加入鍋中 ( 圖 2)。
2. 以大火煮開後，轉小火再煮 3-4 分鐘。

3. 將紅茶包取出，待其降至常溫後，再放入檸檬汁及檸檬片即製作完成 ( 圖 3)。

檸檬果茶製作體驗
說
明

檸檬富含維生素 C 外，還含有許多對人體健

康有幫助的天然物質，本體驗在水果茶中加

入新鮮檸檬，做法簡單又方便，適合在家調

製清涼消暑飲品。

●材料器具｜	檸檬 2顆、蘋果半顆、冰糖 120 公克、紅茶包 2個、水 1,200

毫升

●操作時間｜		30 分鐘

●適合季節｜		全年

圖 2 ｜將蘋果片、紅茶包、冰糖加入鍋中 圖 3 ｜檸檬水果茶

圖 1 ｜檸檬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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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檸檬簡介：

檸檬為芸香科柑橘屬常綠小喬木，約於 1920 年左右引入臺灣種植，目前全臺栽培面

積近 2,700 公頃，主要產區為屏東縣，面積近 1,900 公頃，臺東縣約 100 公頃左右。

因消費習慣不同，臺灣以綠皮檸檬為主，歐美以黃皮檸檬為主。臺灣主要栽培品種為

「優利卡」(Eureka)，是世界上主要檸檬栽培品種之一，其果形略呈橢圓形，果皮粗

且厚，果皮上油胞亦較粗、大，果肉淺黃色且有子，果汁率高，因在臺灣南部高溫地

區具周年開花結果特性，故俗名為「四季檸檬」。

二		檸檬與香酸柑橘類介紹：

檸檬為柑橘屬之下的一個種，而柑橘屬中亦有許多與檸檬味道相似的種，與檸檬容易

混淆，常見的如下：

1. 萊姆：臺灣栽培品種為「大溪地」(Tahiti)，果實較檸檬小，因無籽，故又稱為「無

子檸檬」， 果皮光滑且薄，果皮上油胞較細、小，果肉呈黃綠色，果汁率高，酸

味強，香氣較檸檬淡。

2. 臺灣香檬：正式名稱為「扁實檸檬」，又稱山桔仔，原生於臺灣東部及日本沖繩，

果實呈扁球狀，大小形狀似金桔，果肉黃橙色，具有非常特殊濃郁的香氣，含多

種保健機能性成分，日本人視為養生聖品。

3. 香水檸檬：別名「香櫞」，因果皮具芳香味，果肉味道像檸檬，故名之。果實較

檸檬或萊姆大，呈明顯長橢圓形，果皮厚，果汁率低。

三		檸檬的利用：

檸檬盛產期為 7-9 月，在臺灣主要作為飲料使用，訴求的是香氣及酸味，故採收以 7-8
分熟之綠皮檸檬為主。除了作為飲料使用外，果皮亦可提煉精油，主要用於食品、化

妝品、醫藥和化工等產品。

四		檸檬選購：

選購檸檬時，避免表皮受傷、出現皺紋、太硬或太軟的檸檬，建議挑選果形橢圓、表

皮光亮、果實兩端突起似橄欖球狀、手感較沉，大小中等為佳。

五		果茶製作注意事項：

1. 置入適量的茶包，並確認茶包完全浸泡在水中，待水滾後約 3-4 分鐘就把茶包取

出，放置過久反而會使茶的苦澀味跑出來，失去原有的甘甜。

知識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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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手作

2. 維他命 C 忌熱、忌光，容易因高溫、日曬破壞，以檸檬片泡水，最好用冷水沖泡

並立刻喝完，避免長時間浸泡或放置於陽光直射的地方。

認識檸檬的主要栽培品種及產區分布。

了解檸檬與其他柑橘類的特性與不同之處。

學習利用檸檬為材料製作各式水果茶飲品，適合與不同水果搭配呈現不同風

味。

自然
手作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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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材料備製：

1. 香水檸檬沖洗乾淨後，晾乾或擦乾備用。

2. 檸檬去除頭尾後，切成薄片 ( 圖 1)。

二		製作流程：

1. 檸檬薄片放入保鮮盒中，並灑上鹽巴攪拌均勻，放入冰箱靜置一晚。

2. 取出保鮮盒將出水的檸檬片瀝乾，加入糖拌勻 ( 圖 2)，再放回冰箱靜置一晚。

3. 接續將檸檬片進行乾燥 ( 圖 3)，乾燥步驟可利用桌上型簡易乾燥機進行，如欲日

曬，則需搭配日曬屋，注意空氣中落菌量，避免因日曬而污染半成品。

4. 乾燥後可撒上梅粉調味即完成，未食用完之檸檬乾可儲存於密封罐，冷藏尤佳。

圖 1 ｜香水檸檬去頭尾切片

體驗流程

檸檬乾製作體驗
說
明

檸檬含豐富營養，因其酸度高，不易入口，

本體驗活動採醃製加工方式，增添檸檬風味，

讓學習者藉由親手製作檸檬乾達到寓教於樂

的目的。

●材料器具｜香水檸檬 400 公克、鹽巴 10公克、糖 40公克、梅粉適量、水

果刀、盤子、保鮮盒、密封罐、竹篩

●操作時間｜	60 分鐘 ( 建議業者於活動體驗前將製作流程 1、2之半成品提前

預備，以利縮短體驗時間 )

●適合季節｜	全年

圖 2 ｜加入糖拌勻 圖 3 ｜檸檬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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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檸檬簡介：

檸檬是芸香科柑橘屬之常綠小喬木，原產於印度，於 1920 年前後引進臺灣，為臺灣

最主要的飲料作物。主要用途除了鮮果果汁利用外，果皮亦可提煉精油，是各種飲

料、香料、食材及化妝品的原料。在臺灣以綠色的優利卡 (Eureka lemon) 品種為主，

具四季開花特性，果汁香味濃郁，適應性廣。本體驗活動所採用的香水檸檬，果肉含

水量較少，酸度較低，可切片放入冷開水中，使飲水具有檸檬香味，因果皮厚亦適合

製作檸檬乾。檸檬屬於高水分含量的園產品，利用乾燥或脫水方法來處理新鮮果蔬類

園產品，降低水活性及水分含量，除了抑制微生物增殖外，亦可達到減輕重量、縮小

體積、便於包裝與儲運等功能。

二		水果乾燥方法有哪些 ?：

1. 自然乾燥：利用自然環境之陽光、風、寒氣等乾燥方法，所需乾燥時間較久，品

質易受到紫外線破壞、維生素流失、被乾燥物容易褐變，乾燥效率受限於氣候條

件導致無法大量生產，且容易受到環境及微生物汙染，因食品衛生安全考量，需

搭配日曬屋進行乾燥，製品含水率較高約在 20-25%，水活性若大於 0.6，微生物

仍能生長，不耐久藏。但自然乾燥製作的成品仍有其獨特之風味。

2. 人工脫水：常見之人工脫水方法有熱風乾燥法、冷風乾燥法及冷凍乾燥法。熱風

乾燥法為強制吹送熱風，利用空氣對流進行乾燥，以被乾燥水果種類之性質進行

溫度調整 ≥45℃。冷風乾燥法為利用低溫冷風乾燥機，於較低溫度 ≤45℃進行除

濕乾燥，可以減少脂質氧化與蛋白質變性，保持成品色澤，減少褐變及其他養分

之損失。冷凍乾燥法為將水果凍結之後，於高真空度下，使水分直接由固態變為

氣態昇華之方法，可減少揮發性芳香成分損失，對被乾燥物本身之色香味、物理

性質及形狀等影響甚少。

三		檸檬營養成分有哪些 ?

根據衛福部食品營養成分資料庫，新鮮檸檬含有碳水化合物、膳食纖維、礦物質如

鈉、鉀、鈣、鎂及維生素 C 等，若製成檸檬乾，仍保有膳食纖維且為新鮮檸檬之 8 倍，

但維生素 C 則因乾燥過程導致含量降低，部分檸檬乾之維生素 C 會完全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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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製作檸檬乾注意事項：

檸檬之籽實及果皮均含有苦味物質，常見的苦味物質有柚皮苷 (naringin)、橙皮苷

(hesperidin)及黃烷酮配醣體 (glycosidic �avonoids)，不論是切片泡水或製作成檸檬乾，

都帶有苦澀味道，除了於前置作業中去除籽實外，可將果皮之油胞磨破，減少苦味物

質對風味之影響。

介紹臺灣常用檸檬品種及營養成分。

學習不同乾燥方法，可運用於各類水果。

學習製作檸檬乾方法與技巧。

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