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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識的水果，是它們在市場以及餐桌上的樣貌。

在田裡的柑橘又是怎樣的呢 ?

我們特別請到方文盛、謝立剛兩位柑橘們的「爸爸」來代表農友現身說法。

就讓我們來看看「爸爸」們怎麼說吧！

培育台灣柑橘的家
柑橘農場介紹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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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棵樹上會結出三種不同肉色的水
果，你有吃過嗎？不過那不是最重要
的，重要的是，這種水果有著獨特的
酸甜風味、香氣足、細緻度又高，凡
是吃過的幾乎都難以忘懷──它就是
紅江橙。

柳橙與紅桔的合體

目前在台灣種植紅江橙的人很少，因
為它算是高難度的，不過瑞穗農友方
文盛願意試試看。方文盛早期是以種
植文旦為主，品質不錯，還曾獲得過
評鑑比賽優等。但是 15 年前，卻因
為窄胸天牛的嚴重危害，不僅收穫變
差，就連價格也跟著很低迷不振。當
年花蓮縣府農業局正在推廣柑橘更新

那個令人難忘的紅江橙
農友	方文盛

品種，加上老家留有一些土地，於是
在國際級的植病專家蘇鴻基教授建議
下，試著種植起了紅江橙。

紅江橙是柳橙與紅桔的合體，1950 年
代在福建漳浦發現，亦稱改良橙。一
生致力於推廣柑桔的蘇鴻基教授，將
種苗改良後，降低了病毒與蟲害，讓
紅江橙的種苗更為健康，其果肉與風
味也隨之提升。當時蘇教授曾跟方文
盛提到，他希望這個新品種有天能夠
替代雞蛋柳丁的位置，因為紅江橙無
論是口感、風味都勝過柳丁許多。

不能被果實蠅叮到

當年台灣幾乎沒有人種這個新的柑橘
品種，還好方文盛的膽子不小，著手
種植了起來。但是前兩年還真的有點
慘，因為文旦跟紅江橙的管理方式差
很多，文旦較為粗放，而紅江橙則需
要相當的管理、工也多出許多，再加
上只要被果實蠅叮上一口就會腐爛，
讓他前兩年幾乎沒有收穫。

「這種水果遭到果實蠅危害時間，比
一般的柑橘類還來得早很多。」方文
盛說，紅江橙只要在果實開始轉色時，
便會招來許多果實蠅，而且只要被盯

種植紅江橙的農友方文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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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口，裡面的果肉就開始腐爛，真
的非常傷腦筋。

因此他便設法去買了大網子，將果樹
給全樹罩住來防蠅，後期的管理照顧
也更加小心，這才慢慢開始有收成，
但也因此增加了許多人工以及成本上
的花費。

為什麼會收到柳丁呢？

不過這個獨特的水果，也有著它獨特
的困擾，原來在同一棵的紅江橙樹上，
會結出三種不同顏色的肉色，分別是
橘色、黃色，以及橘、黃顏色各半的
果實，非常特別。

在果樹上套上網子避免果實蠅叮咬

淺黃色的紅江橙常常被錯認成柳丁，
真的誤會大了！

但這種特色常會造成出
售的困擾，因為三種顏
色種中以橘色的風味最
好；而黃色的看起來像
柳丁、嚐起來也有點像
柳丁，會造成混淆，因
此偶而會聽到顧客反應
「為什麼你寄過來的裡
面有幾顆柳丁？」

為了避免不必要的困
擾，方文盛說，他都會事先跟顧客說
明紅江橙可能會出現這種請況，並且
在事先就想辦法予以避免。「有些微
小差異，我們種的人才看得出來。」
他說，通常黃色果實的蒂頭會較大、
表皮的毛孔也較粗糙，要是發現這種
他們就留下來自己吃，不出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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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在樹上已轉黃的紅江橙原來是鑲嵌變異啊 ~

對於紅江橙之所以有這種獨特的特
色，花蓮區農改場助理研究員劉啟祥
指出，這是一種「鑲嵌變異」的結果。
所謂的「鑲嵌變異」是指具有兩種以
上不同遺傳物質組織，相互鑲嵌在植
株的同一部分。由於紅江橙是柳橙與
紅桔的合體，為產生於枝條上發現的
天然突變，因此出現此種變異情況，
使得果實顏色較不穩定，但也形成了
它獨特的特色。

獨特的紅江橙，因為風味絕佳，有著
獨特的吸引力。不過由於栽種需有技
巧，再加上果實會鑲嵌變異，不利大

盤收購，因此時至今日，台灣的栽種
面積依然不多、產量也少。下回你若
是巧遇到紅江橙，可別忘了好好品嚐
一番，機會難得啊！

甜蜜又微酸的好滋味

紅江橙的風味非常獨特，甜酸適中，
甜蜜的滋味加上微微的酸楚，皮薄又
多汁，相當迷人。方文盛自己便形容，
「肉質綿密、纖維細緻，加上絕佳的
糖酸比，吃到後面還會回甘！」也是
非常適合做成果醬的一類柑橘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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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齊放、百橘爭鳴
樹湖豐慶果園

花蓮少數的多元柑橘種植、同時也是
少數開放採果的農場。果園內有著近
十種的不同種類柑橘，可說是百花齊
放、百橘爭鳴，相當的有意思。當中
就有許多各具特色的柑橘水果。

剝皮很吵的橘子

笑稱是自己是「不願意的二代」，原
本在門諾醫院工作的謝立剛，最後還
是依著老爸的心願，回到老家壽豐來
種柑橘。其實樹湖豐慶果園早在父親
那一代，便因不願打防腐劑賣到果菜
市場，而開放園區採果，至今已十多
年了，不過到了謝立剛手中，又多了
不少活潑的氣息。

偌大的果園中種植著將近十種不同的柑橘水果 ( 豐慶果園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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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皮會吵的是脆皮蜜柑，因為它的
皮剝起來會嗶嗶叫！」謝立剛生動的
形容，讓人聽了會忍不住地想笑。他
說，這種蜜柑原產自東南亞，相當耐
熱，因此在夏天也能收穫採果，是台
灣少數二期果也能收穫的柑橘品種。
其風味相當好，嚐起來又甜、又酸，
糖酸比明顯，「能感覺到梅子味道，
而且還無渣！」所謂的無渣，是指果
肉中間的梗吃到嘴裡很快就會化掉。

而至於為什麼皮剝起來很吵呢？「我
猜，是因為台灣氣候與東南亞不同，
這種蜜柑來到台灣之後，皮的角質層
變厚了，所以剝起來會產生噪音、嗶
嗶的叫！」	就這樣，原本可能不會讓
人喜歡的點，謝立剛將它一轉，就轉
變成獨特的特色了。	

剝皮會嗶嗶叫的脆皮蜜柑 ( 豐慶果園
提供 )

果實碩大又多汁飽滿的美人柑 ( 豐慶
果園提供 )

在水溝吃的橘子

原名「明尼吉柚」的美人柑，同時具
有葡萄柚酸澀風味與金桔的爽口香
氣。而且這種橘子還是所有種類的橘
子中，纖維最細、同時果汁含量也最
高的一種。「所以我們建議最好在水
溝上吃喔，不然它的汁多到會流滿地，
擦不完！」這是謝式的獨特笑點，他
還不忘在 FB 上註明：「食用時，請
準備好抹布與臉盆」！		

這種美人柑對消費者來說真的討喜
啊，汁多又味美，而對於果園來說也
是。「這是我們園內最會撈錢的橘子，
因為它就很大一顆，秤起重來很有份
量，幫我們賺了很多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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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醜，但賣最好的橘子

最會撈錢的是美人柑，而銷路最好的
呢？想不到喔，竟是個頭小小的砂糖
橘。「這是一種顆粒小但需要花許多
工去種的橘子；雖然長得很醜，但卻
賣得最好。」原來是 3、4 年前謝立剛
回來接手果園時，幾乎是挨家挨戶的
去介紹水果、也到每個公家機關去做
分享。在此之後，顆粒小小的砂糖橘
便受到國小、幼稚園的喜愛，因為它
的大小剛好合適小朋友食用，而不少
學校也會到果園來進行體驗或校外教
學。就這樣，把個頭小小的砂糖橘的
名氣給打了出去。

個頭小小的砂糖橘，味道清甜微酸
( 豐慶果園提供 )

樹湖豐慶果園有兩種不同品系的砂糖
橘，分別是帶酸味、以及沒酸味也無
子的黑砂糖。不過不管是哪種品系，
他們採摘的時間都還在綠皮的時候便
摘下來，「因為這時候的甜度夠了，
但卻不會有過熟的發酵味道。」他表
示，一般柑橘都是等皮色轉黃才會採
摘，但他們不是這樣，只要是甜度夠
了，綠皮時也能摘下來。	

黑砂糖橘，吃起來清甜而且一點都不
酸喔！ ( 豐慶果園提供 )

做成果醬一級棒的橘子

其中樹湖豐慶果園中還有兩種興新的
柑橘水果──就是前章介紹的佛利蒙
柑及OK橙，種類是不是非常豐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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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在樹上結實累累的佛利蒙柑 ( 豐慶
果園提供 )

即將採收的 OK 橙 ( 豐慶果園提供 )

砂糖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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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到的是尊嚴

其實要實踐柑橘開放採果這件事並不
容易，因為植株根系會經常被踩踏而
受傷；且多數遊客並不熟悉正確的採
摘方式，不僅果實會被捏揉而受損、
就連葉子也常因錯誤剪法而受到傷
害。

謝立剛就說，開放觀光採果後的實際
狀況，就是果園內近一半的果實，最
後都會因品質受損而被丟棄，「所以
說開放採果，實際算起來並沒有比較
賺。」儘管如此，他認為仍是非常值
得，「因為賺到的是尊嚴！」 這是由於辛苦種出來的水果，不用再

打防腐劑、或被果菜市場挑來挑去，
同時還能完成一些食農教育的社會責
任。「就是以最美麗的謊言來教育消
費者，讓他們能夠買到安心的產品。」
他以一貫的謝式幽默形容。		

他表示，當初願意辭去門諾醫院的高
薪回鄉來接下果園，本來就不是為了
想賺多少的錢，而是希望開放果園採
果能營造一個快樂的地方，這是他的
初衷。而在達到初衷之餘，自己也同
時賺到了心安理得的錢，這點也很重
要，「因為初衷重要，但人活著，心
安理得又比初衷來得更加重要啊！」

採果的同時也能聽農場主講授柑橘水
果的特性及食農知識 ( 豐慶果園提
供 )

體驗採果樂趣的小朋友們玩得不亦樂
乎 ( 豐慶果園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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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穗方文盛的紅江橙
聯絡人：方文盛
電話：0933480358

樹湖豐慶果園的 OK 橙與佛利蒙柑
聯絡人：謝立剛
電話：0911292047

達人專欄通訊錄

興雲有機農場的紅江橙
聯絡人：黃興生
電話：0932120988

瑞穗法采有機生態農莊的紅江橙
聯絡人：賴盈羽
電話：092109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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