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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全球化來臨的時代中，面對國際化、自由化的競爭壓力，芒果產業面對著更嚴峻

的環境與考驗，建構競爭優勢是芒果產業必然發展方向，「玉井區農會」利用洞悉力，

跳脫慣性思考，打破傳統定義，重新思考產業的定義與定位，找出 90 年來一直隱而未

現「創新跨域整合」思維，以跨域加值理念，注入創新手法與元素，擴大並延伸芒果產

業的價值鏈，採用供應鏈管理系統再造現有一級、二級產業，讓原有一級、二級產業與

當地人文、歷史、生態景觀、美學密切結合，再加入服務、餐飲、休閒旅遊的經濟活動，

建立「玉井區農會熱情小子芒果冰館」為核心場域，邁向全新三級產業，為日益式微的

小鎮創造了另類的商機與吸引力，期待產業再造能吸引青年族群成為新世代農業經營

者，建構年輕化、有活力、高競爭力之樂活農業，形成更完整的產業價值鏈，提昇農村

經濟產值，走向富麗新農村和更美好的未來。 

前 言 

芒果（Mangifera indica L.）又名檨仔，原產於印度，為漆樹科的熱帶果樹。臺灣芒

果栽培，早期以「在來種」為主，直到 1954 年從美國引進「愛文」、「凱特」等品種，

並於 1962 年開始於玉井、關廟、仁德等十一個地區試種，玉井「芒果之父」鄭罕池先

生經過數年的努力後試種成功，以無私利他的精神分享他的知識與成功經驗，極力推動

芒果產業，加上得天獨厚的地理環境，「芒果故鄉-玉井」美名聞名中外。迄今，愛文芒

果產業已超過半載，它也由經濟產物演化為玉井在地人心中的歷史文化，對它有一份很

深厚的情感，我們期待透過重新定義芒果產業價值鏈，開創芒果產業發展史的新紀元，

讓芒果產業能永續經營展現另類風華。 

愛文芒果產業與價值建構發展 

愛文芒果產業由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和旅遊雜誌《TRAVEL+LEISURE》
聯手評選「芒果冰」為全球最佳甜點的產業價值發展，綜觀所見，以玉井區芒果與玉井

區農會為例，分為下述四個階段： 

一、芒果產業開疆闢土期（1962～1977 年） 
玉井區位於大臺南市東南端邊陲地帶，與楠西、南化、左鎮為鄰，境內面積 76.3662

平方公里，人口 1 萬 5 千多人，區內近 8 成人口以務農為生。早期物產以稻米及製造澱

粉原料甘藷和製糖甘蔗等短期作物為主，農業產值低，居民生活普遍清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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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1962 年，農復會陸芝琳先生、嘉試所張鎮宇先生與玉井區農會推廣員李欉先

生極力舉薦愛文芒果的試種，但山區農民因天生保守的個性造成推廣的困難，「芒果之

父」鄭罕池先生勇於嘗試、啟動和預想未來的精神，接受愛文芒果的試種，不畏艱難的

態度終在 4 年後反敗為勝，芒果終於開花結果，由於玉井特殊的地理環境與氣候因素，

種出來的愛文芒果果型碩大，鮮紅豔麗，香氣撲鼻，美味可口，受到消費大眾的喜愛，

奇貨可居的情形贏得市場的好價錢，農民見此情形，紛紛爭相分芽嫁接，大量種植，推

而廣之，未久即成為玉井最主要的經濟作物，堪稱玉井的綠色黃金傳奇，奠定愛文芒果

在臺栽培成功的新紀元。依據農業年報資料統計數字顯示，1974 年生產面積突破 10,000
公頃，臺南地區獨占 8,000 公頃以上，玉井更被規劃為芒果專業區，因此臺南縣玉井鄉

也成「芒果的故鄉」遐邇馳名。 

二、芒果產業結構轉型期，由「量」轉「質」的生產結構（1977～2002 年） 
於 1977 年左右年間發生「芒果開花不結果事件」，芒果產業快速發展與問題逐漸呈

現，引發芒果生產管理的改革，感謝林宗賢與吳文哲二位教授的研究與臺南區農業改良

場進行芒果授粉技術開發，解決芒果著果不良的問題，也讓農民由「量」轉化「品種」

的管理思維，開始從「質」方向思考管理芒果的生產方向。 
由於芒果的產業生產特性 ： 1.易受自然力、天候、季節與地理環境影響；2.產業

結構屬小農經濟，規模小不利機械化作業；3.屬在欉黃作物，產期集中，不利儲藏，產

銷失衡的現象屢見不鮮。於 1981 年間發生芒果棄河事件，農會曾以 2 元收購芒果，痛

苦拋入溪中，有鑒於此預防「供需失衡與生產過剩」、「生產成本過高」儼然成為芒果產

業當時重要的課題。針對上述問題，除了 1990 年成立「降低芒果生產成本與提升品質」

計劃，成立技術服務團，輔導果農降低成本和提升品質，大大的增加山坡地果園的便利

性與降低田間操作危險性，而減少人力成本支出。 
「玉井區農會」也亟思為芒果建立核心價值和一套完整的品牌體系，因應市場上消

費者心聲與需求，本會經常接到客訴問題，原因是他們經常於玉井青果市場買到詐底與

品質不一致的芒果，絕對影響玉井芒果的聲譽。所以，玉井區農會著手芒果共同運銷，

強化分級包裝，由確立芒果「質」的基本面著手，即建立芒果品質一致性為出發點，制

定芒果分級標準，由農會保證價格統一收購玉井在地農民生產的芒果，建立芒果分級包

裝標準作業流程，藉由品牌形象的提昇與包裝後統一出售，「熱情小子」的品牌也因而

誕生，有效的抑制中盤商於玉井青果市場壟斷價格與剝削價格的現象，也讓農民從中了

解芒果分級的重要，同時確立消費者心中的品牌形象。 

三、芒果產業的蛻變期（2002～2009 年） 
建構多元化的產銷通路與面向，分期紮根，並由一級產業跨向二級產業。西元 2002

年臺灣成為 WTO 會員國後，農產品開放進口著實的影響芒果產業結構與發展，為因應

此一重大衝擊，農委會曾邀請產、官、學界代表共籌良策，期以建構農業加值體系，開

創農業優勢，佈局臺灣農業應從「品種改良」、「品質認證」及「品牌行銷」三大環節，

開創競爭的利基；在面對國際競爭的壓力下，臺灣農業要有清楚的定位，選擇高品質、

高經濟價值產品，規劃成立農業專業區，全面整合小農參與經營，發展「大而強」的外

銷型農業。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為加強推動臺灣農產品外銷，突顯我國優質農產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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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2004 年選定蝴蝶蘭、烏龍茶、臺灣鯛及芒果等四項農產品為當年外銷旗艦農產品。

其中，芒果為我國僅次於香蕉第二大水果輸出品項，主要出口地區包括香港、新加坡及

日本等地，由於臺灣外銷之芒果多具吉園圃標章，品質優良衛生，且集運保鮮、檢疫處

理等技術均成熟穩定，因此極具國際競爭力；在此期間，「玉井區農會」為提昇芒果產

業競爭力，創造核心價值，極力推動供應鏈管理與芒果生產管理，配合政府單位施行優

質芒果供果園全程品質管理，鼓勵施行「優質供果園輔導規範」 落實芒果整合性生產

與品管作業、教育訓練、落實提早套袋、進行芒果採收前病樣檢定與農藥檢測、改善生

產、採收後處理與集貨作業與設備；並隨「水果產業結構調整計劃」推行產銷履歷制度

的建立、條碼追查系統…等，以上一連串的改革執行對芒果「質」 的提昇有長足的成

效，而且開啟了臺灣芒果外銷的大門，讓臺灣芒果名揚全世界，尤受日本、中國與韓國

的喜愛，極力擴大外銷通路，讓需求面的增加，降低了芒果產期集中與產銷失衡的風險，

讓供需調節更趨均衡，穩定芒果的市場價格，確保農民的收益。 
為了不讓 80 年代錐心刺痛芒果棄河事件重演，企圖以多元化的通路管道與面向增

加芒果產業需求面的增加，降低產銷失衡的現象，「玉井區農會」不僅極力拓展外銷業

務，還同時進行芒果產品二級產業推動與施行，即芒果干的加工，「熱情小子」 玉井芒

果干一推出即受消費者青睞，並於 2007 年、2009 年入選為農漁會百大精品與 2008 年入

選臺灣百大觀光特產殊榮。 

四、芒果產業價值鏈整合期（2009 年迄今） 
隨貿易自由化、全球氣候異常現象、全球化對農產品衛生安全的要求日益提高、生

態環境維護與永續經營等不可逆的因素下，在此瞬息萬變環境下，我們重新思考如何整

合優勢與跨域連結，以企業化管理模式與創新的精神重新再造核心優勢，轉化為知識型

產業、服務業，引領芒果產業朝向更多元化的發展，成為全球化永續經營的卓越產業。 
由產業面與消費者需求面出發，用 S.W.O.T.方法分析探討芒果產業的發展方向，以

農企業管理觀念對農產品的投入、生產、加工、行銷及服務，從中進行規劃、控制、執

行，讓既有資源充分利用，以達成農企業經營管理的目標。 
（一）投入與產出面： 

鼓勵農民不斷精進栽培技術，調整耕作制度與利用「小地主大佃農」方案達到

活化農地、資源有效利用，產能極大化。推行健康農業，加強農民建構農產品安全

無縫管理、安全追查及驗證制度，鼓勵新農人與現有農民發展有機農業，產銷履歷

制度，科技、農業跨域合作。 
（二）加工面： 

以跨領域結合，利用餐飲業、製酒、乳品、調味、烘焙、冷凍調理、醃漬、脫

水、製水果茶、果干等方式與芒果結合，擴大芒果二級產業的產品廣度與深度，利

用加工、創意、美學、文化、行銷元素等創造另類二級產業，增加產品的附加價值，

並創造形式、地點、時間、全球擁有效用。目前「玉井區農會」產品線已有芒果干、

芒果布丁、芒果蛋糕、芒果大福、芒果啤酒、芒果麵包、芒果牛軋糖，芒果千層蛋

糕、芒果鬆餅、芒果冰淇淋、芒果香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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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行銷與服務面： 
以跨域加值理念，注入創新手法與元素，擴大並延伸芒果產業的價值鏈，採供

應鏈管理系統再造現有一級、二級產業，讓原有一級、二級產業與當地人文、歷史、

生態景觀、美學密切結合，再加入服務、餐飲、休閒旅遊的經濟活動，建立「玉井

區農會熱情小子芒果冰館」為核心場域，邁向全新三級產業，並利用加盟體系，擴

大版圖，行銷全球，創造更高的產業價值。 
茲以「玉井區農會」為例， 利用供應鏈管理系統與創新加值，建構臺灣愛文芒

果產業價值鏈情形如下： 
在愛文芒果的流通過程中，透過有效管理程序，結合市場需求、農民生產、商

品化包裝處理、存貨管理、資訊、物流運輸配送、加工、連鎖加盟、消費者服務等

相關物流機能性活動，以創造芒果的附加價值，滿足消費者（客戶）需求。 
由於臺灣地處亞熱帶地區，芒果汁多味甜、產期集中、不耐儲運；2002 年加入

世貿組織後和進口水果產生替代性，易發生產銷失衡現象，是故「需求與供給」預

測愈顯得重要。 

1. 愛文芒果需求、供給（採購）預測規劃 
透過果品市場專家問卷之調查、目標市場研究與調查、參加國內外水果商展、

直接拜訪目標客戶、C.R.M.系統直接訪談、電子商務系統接受預訂、目標市場消費

者所得等因素的資料，建立愛文芒果需求資料庫，以利評估當年度目標市場客戶的

總需求量（需求預測）。隨之透過芒果生產資訊、農業生產資材供給數量、氣候因素、

政府水果產業政策配合程度、去年產期農場經濟價格、目標市場去年銷售數量與價

格等因素，收集資料，建立愛文芒果供給資料庫，進行評估當年度可供銷的總供給

量（供給預測）。由以上兩者的預測分析，找出利基均衡點作為市場的運作與事前規

劃產銷資訊的依據。 
從供果的採購流程規劃，創造品質核心價值為基礎，以求農會與芒果利害關係

人全體的最大利潤點。從縮短報價採購、議價採購、詢價採購、定價採購、市場性

採構等流程，降低層層剝削的風險。芒果包裝檢驗及分級標準到目標客戶的需求，

透過規劃、分析、整合，建立標準化的規範與流程，以利運作施行。 

2. 愛文芒果存貨、倉儲、保鮮、預冷管理 
由於愛文芒果，屬易腐性商品，不耐儲運。為避免損失風險及快速回應客戶的

需求，一般採用及時生產系統（Just in time）的存貨管理模式，其方法如下： 

（1）生產流程化：儘量減少水果在包裝集貨場的停滯與搬運。 
（2）生產均衡化：按預定的每日包裝水果出貨量、平均生產。是故適時的進貨、

適時的組織（人力）、適時的物流設施、適時的包裝材料，都應事先安排

妥當，以降低風險。 
（3）看板式管理 ： 建立管理線與工作線上人員共識態度，可減少溝通與共識

上誤差，讓芒果包裝的合格率提高，減少客戶抱怨。 
（4）依檢疫方式施行相關措施：制訂殺菌、蒸熱、預冷等檢疫、保鮮方式與程

序。依外銷國家檢疫政策、溫湯處理（殺菌）、蒸熱、液態氮、甲殼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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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度預冷（0℃～10 ℃）、堆棧方式及堆高機，以區域方式規劃進行檢疫及

保鮮相關作業。 
倉儲保鮮、預冷管理是穩定品質重要因步驟，除可增加櫥架壽命，降低損耗外，

且可以追求利潤極大化。由儲藏芒果規劃最適當的空間著手，保持芒果新鮮度與口

感，保障顧客嚐鮮的權益。 
倉儲型態之製冷方式為氣冷式，溫度設定應≧0℃ 以上，組合式冷庫（高度不

低於六米）、應設有自動拉門，適合電動堆高機及堆棧作業；倉儲地點選擇以接近芒

果產地、包裝集貨場、有適合貨櫃車進出碼頭、有貨櫃車迴轉腹地、可充足提供成

熟的水果分級、包裝的人力資源。倉儲設計與佈置基本原則，盡量使用自動化設備

操作，讓芒果搬運過程採直線作業，倉儲空間使用之有效性發揮極致。 
空間規劃，硬體設備完成後，倉儲保鮮、預冷管理的方式，由專人進行溫控，

紀錄表每 4～6 小時至少檢查乙次（設定 5℃～10℃）、溫控異常警示設施、果品置放

面向通道進行保鮮、儲藏且同一品種水果在同一地方儲存預冷（以免釋放高乙烯水

果污染催熟其他水果）、堆棧的芒果應標示進倉及出貨裝櫃日期/貿易商/輸往目的

地、一律電動堆高機作業、禁止吸煙、堆棧芒果力求通氣，讓芒果平均受冷、每一

批量芒果出倉後，應隨即停機/清倉，清除異味。如此儲存芒果，為使櫥架生命延長，

可添加液態氮於冷庫內、並於每一包裝芒果箱內添加乙稀吸收劑，需全面考量倉儲

運作方式，才能達到預期性的效果。 

3. 愛文芒果分級包裝設計 
確立品質與產品標準化、規格化、商品化，有利理貨交易快速、價格形成、減

少糾紛、掌控市場取向與消費者需求、節省時間與人力、利儲藏與物流配送(圖 1)。
所以，適當分級，確立物流芒果分級制度(表 1)，建立產品核心價值與品牌的附加價

值是必行之法。 
品質確立，就是確立品牌形象和認知，才可驅動愛文芒果價值、滿足消費者與

利害關係人的需求。商業的世界裏需要邏輯、策略、分析，但消費者的世界裏易受

感情驅使（潛意識慾望、情感渴望、驚喜與直覺本能、感覺探索與生活期望），這道

鴻溝需要架起橋樑溝通，重新串連商業世界與人的潛意識慾望，平衡理性與感性因

素，創造具核心價值的品牌魅力。所以，我們整合感性之芒果產業、當地人文、歷

史、生態景觀、美學與理性之趨勢分析、市場評估、市場觀察、品牌評估、品牌策

略等理解，從中進行釐清、定位、品牌建立，以系統方式進行芒果包裝設計。我們

依禮品市場、零批業者（自行分裝，提高產品附加價值）外銷進口商或代理商（自

行分裝，符合目標市場之需求）等市場需求進行包裝種類的運作。 
    由以下為本會包裝設計原則方向提供參考：  

（1）將臺灣愛文芒果產品相關資訊與造型、結構、圖像、排版及設計輔助元素

做連結而使產品在市場上行銷的作為。 
（2）為愛文芒果提供容納、保護、運輸、識別等功能來傳達產品特色，達到行

銷的目的。 
（3）將農民生產、集貨、分級包裝、儲運、運銷至消費者手中的一連串過程及

活動表現於包裝設計上，以凸顯產品品質之優良及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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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追尋目標市場，提供明確的焦點。 
（5）臺灣愛文芒果包裝及品牌之專有性或可擁有的財產。 
包裝的種類，分為基本包裝與禮盒包裝如下： 

（1）基本包裝：以運輸為主之目標市場公認基本單位(表 2）。 
（2）禮盒包裝：宅配與禮品市場、零批業者自行分裝，提高產品附加價值；外

銷進口商或代理商自行分裝，以符合目標市場之需求，如日本青森蘋果以

保麗箱儲運至臺灣，而本地零批商再以禮盒分裝，符合市場需求。  

4. 愛文芒果消費者服務與物流資訊系統 
消費者服務，指由存貨檢查、訂貨處理、售貨服務，即從接收客戶訂單開始到

商品送至客戶手中為止，為滿足客戶需求而發生的所有活動(圖 2)。 
芒果物流策略規劃，以顧客、通路、產品、物流管理，進行配銷策略並力求供

給與需求均衡，創造水果產業利害關係人多贏的供給策略(圖 3)。國際物流策略方面

以新鮮、包裝商品處理，快速供應至目標市場（外銷），賴於國際物流、各個物流夥

伴之協同整合，及時化系統導入，通訊科技運用，強化減少物流時間策略方法運用(圖
4)。並於水果生產地（大宗）直接設立分級包裝集貨場，有效運用物流搬運設備，

使用第三方物流公司或物流承包服務公司，提高資產生產力。綜合上述運作方式與

行銷目標再次進行協同管理整合物流運作，加入金流、資訊流等管理面的配合，以

北市果菜運銷股份有限公司/三重果菜股份有限公司賣交易資料、會計資料、團體客

戶訂單 （大型企業團購、大型零售通路）、現場零售資料（芒果期間）、公開資料為

參考依據，利用資訊傳遞方式，智慧型手機、雲端服務、E-mail 網際網路、電話或

傳真機達成銷售訂單（電子商務與國外客戶訂單）、衛星定位系統、P.O.S.系統與條

碼之運用，達成下單、付款方便性，滿足消費者需求。 

5. 愛文芒果物流績效評量 
利用內部與外部物流之績效評量，以期達到管理決策分析與運作修正。從由成

本、顧客服務、生產力之產出與投入的資源配置關係、資產評價、作業品質的內容，

利用資料進行為內部績效決策評量。另搭配利用顧客知覺評量，包括產品供應力、

承諾送達顧客時間、芒果相關資訊供應力、問題解決能力、產品支援，最佳實務的

標竿比較，以其他同業最佳經營模式為標竿比較，以提昇競爭力、全面性供應鏈評

量，包括物流中心與供應鏈之績效評估等方面進行外部物流績效評估，兩個交叉統

合運用，達到評估完整性。 
以玉井區農會熱情小子芒果冰館現況為例，驗證如下： 
充分運用供應鏈物流管理，重新思考、定義，注入創意再造芒果產業價值鏈，

統合在地產業特色與資源，充份混搭表現於產品設計與空間規劃上，促使品牌的完

整性、活力哲學與特有的文化體驗經濟展現，讓消費者藉由體驗，深入了解芒果文

化，期待創造玉井的「芒果樂園」。設定以芒果為主題之體驗，利用閒置空間與空地，

創造具有魅力的農業休閒主題，提供消費者之全新另類的芒果體驗新感受，我們作

法如下： 
（1）芒果物流管理：芒果鮮果分級包裝體驗，果農供果、秤重、議價、分級、

包裝、出貨至消費者之供應鏈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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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地農特產開發與品牌建立：農特產品製作、包裝、行銷流程（芒果干、

情人果的製作過程、包裝、行銷）。 
（3）芒果文化資訊館：認識芒果、介紹芒果由來、產地、故事等文化了解與體

驗。 
（4）熱情小子芒果冰館：芒果與水果冰品製作流程體驗與冰品、甜點品嚐、芒

果風味餐、地方特色伴手禮。 
（5）熱情小子芒果冰館連鎖加盟事業開創，運籌全球。 

愛文芒果產業價值鏈未來發展 

一、未來發展方向 
開發「農夫市集」與農村休閒旅遊、鄉村民宿、體驗 DIY 等，目前鄉村旅遊，漫步

鄉村，享受幸福的風氣漸盛，樂活風氣下，喜歡田野風光生活，鄉間美食、地方風味餐

與特色農特產、小吃的人也愈來愈多，如：樂活族（LOHAS）自助旅行隨性玩樂的背

包客、自行車族、重型機車隊、房車族、專門尋找地方美食、鄉間小吃、及網上宣傳效

果的趴趴客、國內、外旅遊團，尤其是大陸觀光客。「玉井區農會」期待能著實發展農

村經濟，提供年輕人就業機會，落實政府構想「家有產業，產業有家」永續經營的精緻

農業。 

二、實現「芒果樂園」樂活-心主張 
提供「玉井區農會熱情小子芒果冰館」加盟，行銷全世界，全球芒果樂歡天。 

三、深入了解消費者需求，創造吸引力，讓消費者期待再發現驚喜 
喜歡改變、創新、令人驚喜是消費者共通的特性，觀察消費者需求，隨時調整策略

與資源，以芒果文化體驗為基礎，以設計、服務、情感、真正觸及人們心靈共同的聲音

為方法，建立起消費者深厚的情感，結合物流、金流、資訊流，共同創造方便性與時效

性，滿足更廣大消費族群之需求。 
四、創造時尚魅力與新價值（商機），提升農村經濟產值，走向富麗新農村(圖 5)。 

結 論 

隨著經貿更趨自由化、氣候變遷加劇、糧食安全及經濟不景氣的衝擊與挑戰，結合

時代脈動，用創新的態度面對不確定的時代，提供超出消費者期待的產品與服務，在不

確定的時代中確定的創意發展是永續經營的不二法門。 
隨網路科技的快速連結，加速了知識經濟競爭的白熱化，創新與價值鏈的再造，更

是攸關產業是否可以永續發展的關鍵因素。所以，從跳脫傳統的產業定義，注入創意元

素與科技加值，不斷重新思考、蛻變、調整策略，發揮想像力、創造力與跨域整合來主

導芒果產業新契機與核心價值，才是獨步全球的新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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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玉井區農會芒果物流管理之程序 

 
圖 2. 客戶消費者服務之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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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芒果國內通路示意圖 

 

 
圖 4. 芒果外銷通路之現況分析-生產至市場行銷的供應鏈-S.C.M. 

 

                               

                          

 

 

 
圖 5. 玉井區農會 100 年與 101 年 芒果運銷、加工、熱情小子芒果冰館之營業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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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玉井區農會愛文芒果分級標準 

項目 說明 測定方法 備註  
適用品種 愛文   

同一品牌、適度成熟、果形完整、大小

均勻、具品種固有色澤、果面清潔、果

粉完整、果梗剪切平整、無腐爛、無壓

傷、無病蟲害及其他傷害 

目測 品質標準 

甜度：愛文 12 度以上 糖度計 

愛文芒果

樹上黃

熟。 

品牌 
（一級） 

規格 愛文：每粒重 450 公克以上 磅秤  
同一品牌、適度成熟、果形完整、大小

均勻、具品種固有色澤、果面清潔、果

粉完整、果梗剪切平整、無腐爛、無壓

傷、無病蟲害及其他傷害 

目測 品質標準 

甜度：愛文 11 度以上 糖度計 

同上 特級 
（二級） 

規格 愛文：每粒重大果 400 公克、中果 300
公克以上、小果 250 公克以上 

磅秤  

同一品牌、適度成熟、果形完整、無腐

爛、無壓傷、無病蟲害及其他傷害 
目測 品質標準 

甜度：愛文 10 度以上 糖度計 

同上 優級 
（三級） 

規格 愛文：每粒重大果 400 公克、中果 300
公克以上、小果 250 公克以上 

磅秤 適合加工

同一品牌、無腐爛、無壓傷 目測 品質標準 
甜度：略低於優級 糖度計 

同上 良級 
（四級） 

規格 愛文：每粒重大果 400 公克、中果 300
公克以上、小果 250 公克以上 

磅秤 適合加工

 
表 2. 各水果在以運輸為主之目標市場之公認基本單位 

水 果 種 類 內 銷 包 裝(kg/箱) 外 銷 包 裝(kg/箱) 

芒果 6 5 
番木瓜 12 6 
芭樂 20 12 
鳳梨 20 10 
楊桃 12 8 
文旦 12 6 
蓮霧 6 6 
棗子 12 6 
柳丁 20 12 
哈蜜瓜 10 10 
檸檬 12 12 
番荔枝 6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