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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小花蕙蘭(Cymbidium spp.)是臺灣重要出口蘭花之一，近幾年之年出口金額

達新臺幣3億元。小花蕙蘭在臺灣主要栽培於雙層遮陰網的簡易設施，因不具防

雨功能而在栽培過程中會發生許多病害，嚴重影響了植株的外銷品質，導致符合

外銷標準之產品率偏低。由於一些重要病害，如細斑病(由Fusarium proliferatum
引起)、炭疽病(由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引起)和假球莖腐敗病(由Fusarium 
oxysporum引起)常發生於雨季，顯示降雨是導致病原菌感染的主要環境因素。據

此，本所的研究團隊比較使用捲揚式塑膠布防雨設施與慣行的雙層遮陰網設施所

栽培的報類蘭與四季蘭病害的發生情況，結果顯示捲揚防雨設施栽培可減少病害

的發生，在此設施噴藥與不噴藥的兩種管理方式下，有些不噴藥的處理也較雙層

遮陰網且噴藥處理的防治效果為佳。另外，設施種類和施藥與否並不會影響報歲

蘭類與四季蘭類之芽體增殖效率。本研究整合捲揚防雨設施與小花蕙蘭重要病害

管理方法，提出小花蕙蘭優質外銷蘭株供應體系之生產模式，希望藉此提升小花

蕙蘭外銷產品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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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小花蕙蘭(俗稱國蘭)為蕙蘭屬(Cymbidium sp.)植物，每年外銷金額達新臺幣3
億元，外銷品種以平價蘭為主，主要銷往韓國、日本、新加坡及香港等地。近年

來小花蕙蘭栽培面積雖相當穩定，但符合外銷標準之產品合格率卻偏低，推測其

可能原因為蘭農大多採用雙層遮陰網栽培，因為此類設施不具防雨功能，導致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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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病害(例如炭疽病)控制不易，嚴重影響產品之外觀品質與供貨之穩定度。為克

服上述問題，達到生產優質外銷蘭株的目標，農業試驗所研究團隊藉由整合小花

蕙蘭重要病害管理方法與捲揚防雨設施栽培之試驗成果，於2012年起積極推廣捲

揚式防雨設施，由近三年來使用者之回饋與筆者之調查資料顯示，優質種苗、捲

揚防雨設施及蘭園健康管理是生產高品質外銷國蘭商品的不二法門；因此，農業

試驗所研究團隊提出嶄新之小花蕙蘭優質外銷蘭株供應體系之生產模式，期能提

高栽培管理效率並增進外銷蘭株品質，達到提升小花蕙蘭產業競爭力的目標。

臺灣常見的小花蕙蘭栽培設施

利用設施調控作物之生長環境，配合適當的農業工程技術與管理方法，建

立高生產力及高品質的作物生產模式即謂作物設施生產，舉凡作物在具有防日

燒、防蟲害及防雨淋等保護功能的結構物下生產者均屬設施生產的範疇。小花蕙

蘭農場之栽培設施大致上可分為三類：一、水平遮陰網室：採用單層或雙層黑色

遮陰網覆蓋，此類設施為小花蕙蘭農場最常使用的栽培設施；二、遮陰網室加防

雨棚：利用塑膠布或浪板為材料搭設防雨棚，再加上單層或雙層黑色遮陰網的設

施；三、簡易溫網室：以塑膠布或浪板等透光材料建構屋頂與牆壁，側邊牆為白

紗網外覆塑膠布捲簾，甚至加裝風扇水牆等設備，其結構類似於蝴蝶蘭溫室。以

下簡述上述設施結構在小花蕙蘭栽培上的優缺點。

一、水平遮陰網室

此型設施係以金屬管或水泥柱為支架，再利用黑色遮陰網覆蓋所形成的設施

結構，主要目的在於減少陽光進入以避免日燒現象。此設施係為開放區塊，通風

良好且成本較低，多數為單層或雙層遮陰網，若為雙層遮陰網設施，其內層遮陰

網通常為活動式，可調節光強度變化，此設施之缺點為抗風能力較差、無法防雨

及病蟲害較多等問題。

二、遮陰網室加防雨棚

此種設施以C型鋼或鍍鋅鐵材為骨架，以金屬管為支持物。再使用PC浪板或

塑膠布等披覆透光材料形成山型或圓拱型屋頂。連棟間裝設水槽以排除雨水。在

屋頂內、外加裝遮陰網而形成內遮陰或外遮陰的設施。此種設施的主要功能為防

止雨水與減少陽光進入設施內部。因為此類設施之搭建成本高於水平遮陰網設

施，一般用於組培苗出瓶之幼苗馴化與健化作業，但此種設施在夏季會造成局部

性的熱累積，以及光線分佈不均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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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簡易溫網室

為錏管或Ｃ型鋼為主架構，外覆以塑膠布或浪板，二側邊牆為白紗網，並附

有捲揚器以利夏季通風與冬季防風，其優點為防雨、減少低溫障礙、可控制生產

品質、具有一定的抗風能力，但缺點為成本較高，且需要考量通風問題，以免造

成熱累積。

目前臺灣小花蕙蘭農場大多採用水平式雙層遮陰網栽培(本文稱之為雙層遮

陰設施)，因為不具防雨功能往往造成炭疽病或葉斑病等病害不易控制，致使蘭

株外觀品質不佳。捲揚防雨設施係改良自遮陰網加防雨棚的設施，具有遮陰與防

雨的功能，夏季無降雨的情況下，可將防雨塑膠布收起，以防止設施內部的熱累

積，冬季則可將塑膠布放下以保溫防寒(本文稱之為捲揚防雨設施)(圖一)。農業

試驗所研究團隊為解決小花蕙蘭病害管理不易的問題，2012年於南投縣魚池地區

進行相關設施試驗，結果顯示捲揚防雨設施栽培具有降低葉部病害發生的效果，

並進一步建請農糧署提供設施補助推廣應用本項技術，提升小花蕙蘭商品品質。

圖一、捲揚防雨設施重要元件(A、B、C、D)與其栽培小花蕙蘭之情

形(E、F)；A：具透光塑膠布捲軸捲起之情形；B：a-外遮光

網、b-內遮光網、c-怠速馬達支撐桿；C：怠速馬達；D：集

雨水槽；E：透光塑膠布放下具有防雨功能之栽培情形；F：
透光塑膠布捲起呈現遮光網栽培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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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花蕙蘭重要病害管理技術

引起小花蕙蘭病害的種類不多，經證實有病毒病(CymMV、ORSV及CMV)、
Cercospora黃斑病、細斑病、炭疽病、細菌性褐斑病、灰黴病、白絹病、假球莖

腐敗病、細菌性軟腐病、疫病等十種(圖二)。南投縣魚池地區係小花蕙蘭之主要

產區之一，圖2顯示一年中的4-9月是魚池地區降雨較多的時期，雨量均在200 mm
以上，最高可達440 mm，而此期間也正是炭疽病與假球莖腐敗病好發的時期，其

他如疫病、細菌性褐斑病、軟腐病及白絹病也是此時期較為嚴重的病害，推測雨

水是使得病害擴大感染的主要因素之一。細斑病雖非在此時期嚴重發生，但其感

染主要在葉芽長出時即受感染，而後陸續發病導致新芽出現嚴重斑點，若在新芽

未受感染的情況下，則成長後就較少受害，因此在新芽發生時期若能減少有機肥

施用與避免雨水的飛濺傳染，減少新芽受到感染，就可以減少細斑病受害程度。

因此，雨水的確是造成小花蕙蘭病害難以控制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僅就常見病

害，如細斑病、炭疽病及假球莖腐敗病之病徵與健康管理方式進行介紹。

1. 細斑病 (Fusarium leaf spot)
　　　病原菌為鎌胞菌Fusarium proliferatum Sheldon，本病主要危害初生芽之葉

圖二、魚池地區氣候資料與小花蕙蘭病害發生時期之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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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病葉產生淡黃色之圓形病斑，對著光照時病斑處可呈現褪色半透明狀，不

久後病斑褐化壞疽並凸出，以手觸摸時有粗糙的感覺，病斑不再繼續擴大，形

成邊緣有黃暈之細小褐色壞疽病斑(圖三A)。細斑病發生之高峰期在每年4-6月
及9-10月，6月發病率達60%左右，10月約為30％左右，發病期與抽芽生長時期

相同。該病原菌可在有機質肥料上繁殖，故施用有機質肥料會增加病害發生比

率。健康管理方式為避免於抽芽季節施用有機質肥料，並且在適當期間進行防

雨措施，即可避免病害擴大傳播。

2. 炭疽病 (Anthracnose)
　　　病原菌為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 Penzig.，初期在葉片可看到褐色

凹陷小斑點，而後逐漸擴大成圓形或不規則形病斑，小病斑會互相結合成大病

斑，或同一葉片產生許多小病斑，嚴重時病斑中央會產生壞疽型病徵，常伴隨

輪紋(同心圓)病徵；葉藝類品種發生炭疽病的比例較高(圖三B)。本病一年四季

均會發生，但好發於中溫(約25℃)、多濕季節，以梅雨或颱風季節發生最為嚴

重。栽培管理方式對病害的發生也有影響，如種植過密、噴灌頻繁或通風不良

的蘭園，此病害發生較為嚴重。健康管理方法建議如下：a. 維持蘭株合理生長

空間，陽光充足，通風良好。b. 利用防雨設施阻絕雨水飛濺傳播。c. 適當施用

有機質肥料，增進蘭株抵抗力。

3. 假球莖腐敗病 (pseudobulb rot)
　　　病原菌為鎌胞菌Fusarium oxysporum Schl.，初期病徵為成株葉片失去光

澤並呈現失水狀，爾後葉片基部出現黑褐色，隨後葉片黃化斷落，最後只餘

留假球莖及葉基部(圖三C)。病原菌主要由種苗帶菌而來，盆中若有一芽出現

病徵，則鄰芽帶菌率達90%以上，而間隔一假球莖之隔芽也有50%以上的帶菌

率，若將隔芽切離種植後之植株發病率達到70%以上。假球莖腐敗病菌主要由

圖三、常見小花蕙蘭真菌性病害之病徵。由Fusarium proliferatum造成之細斑病

(A)、由Colletotrichum spp.造成之炭疽病(B)、由Fusarium oxysporum造成

之假球莖腐敗病(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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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口侵入，分株時若操作員或刀具沾染病原菌，則病原菌隨著傷口而侵入植

體；幼芽較易感染，若無傷口則不易感染。健康管理方式簡述如下：a.優選健

康且生長勢佳者為母株進行繁殖。b.若需自他場購入種苗，蘭農須親至該蘭園

小心觀察是否有罹病植株，即使外表無病徵之蘭株也有帶菌可能性，購苗時絕

對要小心。c.栽培不帶病原菌之種苗，再加上防雨設施栽培管理，可避免本病

之感染與傳播。d. 病株移除係杜絕此病擴散最重要方法，盆內只要有一芽發

病，需將全盆植株清除。

捲揚防雨設施對小花蕙蘭病害發生與芽體增殖之影響

農業試驗所研究團隊於南投縣魚池地區利用捲揚防雨設施(圖四A)與雙層遮

陰設施(圖四B)環境，並輔以施藥(圖四C、四D)與不施藥(圖四E、四F)的病害防治

方式，比較設施與施藥管理對於參試蘭株感染細斑病(圖五A、五B)、炭疽病(圖
五C)及假球莖腐敗病(圖五D)之情形，以及對於芽體增殖與缺株(圖五E)的影響，

茲將此試驗研究結果簡述如下。

(一) 設施種類與施藥與否對小花蕙蘭葉片病害發生之影響

設施種類和施藥與否對報歲蘭類(參試品種為金華山、瑞華、吳字翠及

台灣報歲)之葉片罹病率具有相當大的影響，若比較不同設施環境條件下，

捲揚防雨環境之蘭株葉片病徵率(細斑病+炭疽病)顯著低於雙重遮陰環境；若

分別在不同設施下比較施藥與否的葉片病害發生情況，雙層遮陰環境下施藥

處理可有效抑制病害的發生，但在捲揚防雨設施條件下，則施藥與否對於蘭

株病徵率並無顯著影響，表示在此設施下施藥不具必要性(圖六A)。四季蘭

類試驗結果如圖六B顯示，所有參試品種(彩虹、玉華分株苗(下稱玉華)、玉

華實生苗(下稱玉華黑木)、鐵骨素心)在4個處理下之葉片病徵率趨勢相似於

報歲蘭類的結果，亦即捲揚防雨設施具有顯著較低葉片病徵率；在雙層遮陰

環境條件下，施藥與否對蘭株葉片病徵率具有顯著影響，顯示施藥處理可有

效抑制病害發生；但在捲揚防雨設施環境無施藥的情況下，其蘭株葉片病徵

率與雙層遮陰環境施藥處理相當，表示防雨設施相當程度地代替了施藥的效

果。上述結果顯示，報歲蘭類在捲揚防雨設施下之葉片病徵率顯著較低，而

捲揚防雨設施的無藥處理相較於雙層遮陰設施的施藥處理具有較低之葉片罹

病率。四季蘭類也有類似結果的趨勢，但是若要獲得最佳效果仍須施用藥劑

防治葉片病害發生。

報歲蘭類的4個參試品種在捲揚防雨設施均表現較低之葉片病徵率；若

將施藥與否對葉片病徵的影響來看，除台灣報歲在兩種設施之差異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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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餘3個品種的差異約在12-19%之間。雙層遮陰環境下，除瑞華顯示施

藥處理反而高約4.2%外，其餘3個品種之葉片病徵率均以無藥處理較高，施

藥與否處理間之差異約為7.6-17.3%。在捲揚防雨設施下，施藥與否對參試報

歲蘭類葉片病徵率沒有明顯影響，各品種之兩處理間之差異在0.3-3.5%之間

(圖七A)。此外，臺灣報歲在捲揚防雨設施且無藥處理條件下，其葉片病害

較雙層遮陰設施而施藥處理條件低約2.4%左右，其餘3品種低約8.4-15.5%(圖
七A)。

圖四、小花蕙蘭於捲揚防雨設施(A、C、E)與雙層遮陰設施(B、D、F)
之試驗情形；兩種設施下分別採取施農藥(C、D)與無農藥(E、
F)的管理方式，分別調查病害發生、芽體增殖及缺株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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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小花蕙蘭真菌性病害-細斑病(A、B)、炭疽病(C)及假球莖腐

敗病(D)於植床的發病情形，以及雙層遮蔭且無農藥處理組之

嚴重缺株的情形(E)。

圖六、雙層遮陰網設施或捲揚防雨設施與施藥處理對報歲蘭類(A、C)與四季蘭

類(B、D)葉片病害(A、B)與假球莖病害(C、D)發生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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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蘭類4個參試品種也與報歲蘭類具有類似趨勢，在捲揚防雨設施都

顯示較低之葉片病徵率。若將施藥與否對葉片病徵的影響來看，除玉華在兩

種設施下差異達19.1%外，其餘3個品種之差異約在7-10.8%之間。雙層遮陰

環境下，除彩虹之葉片病徵不論施藥與否均為10%外，其餘3品種均以施藥

處理葉片病徵率低約11.6-17.8%。針對捲揚防雨設施而言，施藥與否對參試

四季蘭類之葉片病徵率表現結果顯示，玉華黑木與鐵骨素心葉片病徵率差異

較大約在10%，彩虹與玉華葉片病徵率差異均為2%(圖七B)。此外，玉華黑

木與鐵骨素心在捲揚防雨設施而無藥處理條件下，其葉片病徵率較雙層遮陰

設施且施藥處理條件分別高約6.2與6.7%左右，而彩虹與玉華則分別低約6與
12.3%(圖七B)。

(二) 設施種類與施藥與否對小花蕙蘭假球莖腐敗病發生之影響

報歲蘭類假球莖腐敗病病徵調查結果顯示，其病徵率趨勢與葉片病徵率

之結果類似，同樣以捲揚防雨設施下的假球莖腐敗病徵率較低(圖六C)。比

較各品種差異之結果顯示，在雙層遮陰設施條件下，金華山之假球莖腐敗病

病徵在施藥與否處理間之差異達約12%，吳字翠與台灣報歲均以無藥處理較

高，但差異均在4%，但瑞華卻是施藥處理反而高約20%。捲揚防雨設施下，

4個品種之假球莖腐敗病徵率約為6-10%，施藥與否處理間並無差異(圖七

C)。
四季蘭類假球莖腐敗病病徵結果與報歲蘭類結果也有類似趨勢，顯示雙

層遮陰環境具有較高比率的假球莖腐敗病病徵率(圖六D)。比較各品種差異

結果顯示，在雙層設施環境下除玉華與鐵骨素心的假球莖腐敗病徵較高約8%
與11%外，玉華黑木僅約3%，而彩虹則無感染假球莖腐敗病。在捲揚防雨設

施下，除鐵骨素心無假球莖腐敗病徵外，其餘3品種之假球莖腐敗病徵率約

為2-6%，並無明顯的差異(圖七D)。
(三) 設施種類與施藥與否對小花蕙蘭芽體增殖與缺株之影響

設施種類和施藥與否對參試報歲蘭類與四季蘭類之芽體增殖效率影響不

大，無論在雙層遮陰或捲揚防雨設施條件下，無藥處理或施藥處理之芽體增

殖結果雖有高低差異，但其差異均未達顯著水準。報歲蘭類與四季蘭類均以

雙層遮陰設施且施藥處理之芽體增殖數較佳，報歲蘭類與四季蘭類之芽體增

殖數差異分別約為0.6芽與0.9芽，並沒有顯著差異(圖八A、八B)。
芽體增殖數在報歲蘭類參試品種中，除了金華山之芽體增殖數較低為1.4

芽外，其餘3品種之芽體增殖數約在2.1-2.7芽之間，其中台灣報歲蘭在雙層

遮陰設施且施藥處理條件下最高為3.2芽；四季蘭類的結果顯示，鐵骨素心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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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設施種類與施藥與否對報歲蘭類(A、C)與四季蘭類(B、D)各品種小

花蕙蘭病害發生之影響

圖八、設施種類與施藥與否對報歲蘭類(A、C)與四季蘭類(B、D)之芽體增殖

(A、B)與缺株盆數(C、D)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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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增殖數為3.2芽最高，玉華1.1芽為最低，而彩虹與玉華(黑木)芽體增殖數介

於在2品種之間，分別為2.8與1.8芽(資料未列)。
缺株數調查結果顯示，報歲蘭類在雙層遮陰設施的缺株數顯著高於捲揚

防雨設施，而四季蘭類缺株數約4-6盆，在2種設施條件並沒有顯著差異(圖八

C、八D)；此一缺株數結果，與上述假球莖腐敗病病徵率的調查結果相類似

(圖六C、六D)。若分別在2種設施下就施藥與否的影響而言，則報歲蘭類與

四季蘭類均沒有顯著差異，顯然施藥處理對於缺株並無影響。然而，若分別

就是否施藥在2種設施之表現而言，報歲蘭類在不施藥情況下，捲揚防雨設

施下缺株數顯著低於雙層遮陰設施，而在施藥情況下，雖捲揚防雨設施的缺

株數也是低於雙層遮陰設施，但無顯著差異(圖八C)；四季蘭類施藥與否在2
種設施之表現也沒有顯著差異(圖八D)。

就各參試品種的缺株表現而言，報歲蘭類之金華山與瑞華的缺株數較

高，分別為10與6.5盆，其主要原因係金華山與瑞華在雙層遮陰環境嚴重缺株

所致，另吳字翠與台灣報歲則分別為3.3與3.2盆；四季蘭類以玉華與鐵骨素

心缺株數較高為3.3與4.5盆，而彩虹與玉華黑木分別為0.3與1.3盆；此外，各

參試品種之缺株數在設施與施藥的4種處理條件下，並沒有一致的表現趨勢

(資料未列)。
金華山之缺株數稍高，且芽體增殖數較低，算是不易管理的品種，而台

灣報歲則有高芽體增殖數與低缺株數的表現，似乎是較好栽培管理的品種。

在四季蘭品種中，鐵骨素心缺株數均較高於其他3個品種；玉華有低增殖數

與高缺株數的現象，似乎算是不好管理的品種；反觀彩虹則具有高增殖數與

低缺株數的表現，顯然是較好栽培管理的品種。

(四) 設施種類與施藥與否對小花蕙蘭病害發生與生長繁殖之影響

上述試驗結果整體而言，捲揚防雨設施可有效減少蘭株葉部病害，此

外，在捲揚防雨設施環境下，施藥與否對蘭株葉片病害並無顯著影響，顯示

捲揚防雨設施有助於阻絕雨季的惡劣環境，可以減少病害防治管理的人力與

藥劑成本，因此建議可適度減少施藥頻度，不僅可以降低成本，對於環境生

態與農民健康也應當有所助益；相對於雙層遮陰環境下，施藥處理才能有效

降低病害發生，因此在無防雨的雙層遮陰設施下，必須藉由施藥才能有較控

制病害的發生。此外，具有葉藝的報歲蘭品種(如金華山與瑞華)，在捲揚防

雨設施下之葉片罹病率相對較低，顯然具有葉藝的報歲蘭品種更是需要此一

捲揚防雨設施。

報歲蘭類與四季蘭類假球莖腐敗病罹病率均以雙層遮陰設施顯著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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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捲揚防雨設施對於假球莖腐敗病仍有預防效果。若以各品種假球莖腐敗

病罹病率而言，則看不出設施種類與施藥處理有何影響趨勢，8個品種在4
種條件均互有高低。依前所述，假球莖腐敗病擴散傳染的機率不高，推測主

要由種苗帶菌而來；但是本試驗結果顯示，雙層遮陰設施處理之假球莖腐敗

病罹病率較高，似乎捲揚防雨設施對此病害的發生也有改善效果。其原因可

能是種苗在試驗前雖已遭到病原菌汙染，在雙層遮陰設施下因為雨水淋濕介

質，導致蘭株病害的擴散感染較為快速；但是在防雨設施下，則因設施阻隔

降雨而減少病原菌的飛濺汙染與感染，所以蘭株病勢進展較輕微。但是其真

正原因為何？則需要進一步試驗確認。

蘭農在早期應用固定式防雨設施經驗顯示，固定式防雨設施在蘭苗增殖

上會有不良影響(蘭農訪談)。本試驗研究結果顯示，捲揚防雨設施並不會影

響蘭苗的增殖效率。但是，在捲揚防雨設施下之增殖率似乎偏低一些，其原

因是否因防雨設施阻隔雨水的情況下，改變了蘭株根圈介質的肥料與水分環

境，因而影響蘭苗增殖效率﹖此一問題有待進一步探討其真正原因。

捲揚防雨設施廣泛應用於小花蕙蘭栽培已經約3年的時間，蘭農對於此

設施可降低小花蕙蘭病害發生的優點均具有信心，惟對於設施機械運作與塑

膠布滋生青苔的問題，則是紛紛表示相當困擾。經訪查討論後推測其原因可

能有二，首先是現有設施多是自行設計施工，在塑膠布捲軸與長度方面並未

考量其適當性，其次有可能是農務繁忙，以致於無暇顧及到設備維護與塑膠

布清理，因而導致上述兩個問題，此部分值得設施工程專家進行修正。

建構小花蕙蘭優質外銷蘭株供應體系

為提高小花蕙蘭外銷蘭株之品質，農業試驗所研究團隊針對清園管理、捲揚

防雨設施與栽培管理措施提出相關建議，期望藉由種苗與栽培管理模式的改善，

提高小花蕙蘭種苗與外銷蘭株品質並增進產業競爭力。

1. 清園管理：「清園」為蘭園栽培管理的第一要件，園區須清潔無雜物，特別是

病株與病葉一定立即移除，蘭園內外勿堆積病株或廢棄盆器，常保蘭園內外環

境整齊清潔，經常利用防治藥劑、漂白水或消毒水消毒輪空床架。

2. 選用優質種苗：慎選無病徵且生長勢強之蘭株作為種苗來源，若需自他場購入

種苗時，須親臨現場觀察蘭園管理狀況與蘭株生育情形，即使外觀無病徵之蘭

株也有帶病的可能性。病毒病與假球莖腐敗病均屬種苗帶病型病害，分株繁殖

造成的傷口是病毒與假球莖腐敗病原侵入主要途徑，一旦蘭株出現病徵，須立

即將蘭株銷毀或移除以絕後患。建議分株時最好使用個別刀具，且在作業後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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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淨並滅菌後備用。分株後需噴施適當藥劑，並在陰乾後才種植。利用經檢測

不帶特定病原之健康蘭株進行組培繁殖，且在組培流程進行瓶苗檢測確認無特

定病原感染，組培種苗加上捲揚防雨設施之栽培管理，可確保種苗不帶病菌與

栽培期間減少病害感染與傳播。

3. 利用捲揚防雨設施：捲揚防雨設施可減少細斑病與炭疽病之擴散感染，上述病

害發生主要的原因係連續下雨所致。一般而言，若連續3-5小時以上之雨勢才

需降下捲揚設施防雨，而在天氣放晴後須將捲揚防雨設施開啟，否則在高溫且

高濕環境下反而容易造成病害發生。此外，捲揚設施環境下能夠適量減少施藥

頻度，又能維護適當蘭株品質，對農民健康有益且能減少施藥成本。因此，

若有長時間覆蓋導致蘭株生長不良的疑慮，則只須在新芽發生期、組培苗養成

期，以及雨季連續下雨情況下，啟動捲揚設施防雨，就可減少相關病害的擴散

汙染與感染。

4. 健康栽培管理措施：栽培介質最好不要重複使用，若需再次利用則應先消毒除

菌；盆器最好使用丟棄式軟盆，若為陶瓷材質需經完全消毒後再利用。一般而

言，約7-10天給水1次，雨季須減少給水頻率，而水質也須注意純淨度。施肥

則依小花蕙蘭種類而有所差異，一般多以平均肥(N-P-K=20-20-20)為主，再輔

以有機質肥料，在花期前2個月需要增施磷鉀肥，但是有機質肥料的施用要特

別小心，因為施用不當反而容易引起細斑病。目前農業主管單位對於小花蕙蘭

並無病害防治的推薦用藥，蘭農只能夠憑藉著前人傳授或個人經驗進行病害防

治，一般藉由參考其他作物之真菌性、細菌性或疫菌性病害的推薦用藥進行防

治。此外，目前對於病毒病並無適當藥劑可以防治，採用無特定病毒健康種苗

是避免病毒病的最有效方法。

結語

利用捲揚防雨設施進行小花蕙蘭之栽培管理，不僅可有效降低蘭株罹病率，

並可適量減少施藥頻度，不但能降低農藥對環境生態與農民健康的危害，且蘭株

品質不受太大影響。農業試驗所於2012年在魚池農會和合作農場辦理成果發表觀

摩會，展示利用捲揚防雨設施栽培小花蕙蘭的成果，協助蘭農提高管理效應以生

產優質產品，並建請農糧署進行設施補助推廣此一栽培模式；近年來，蘭農為栽

培組培苗、高藝相蘭株或增進蘭株商品價值，已經陸續自行搭建或經由農糧署補

助搭建捲揚防雨設施，相信很快就能達到種苗與蘭株品質提昇的目標，以及後續

產業經濟效益的增進，讓更多蘭農應用此生產系統，提升臺灣小花蕙蘭的供貨品

質，以強化國際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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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riental cymbidium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xport orchids in Taiwan 

with up to NT $300 million annual export value in recent years. Most of oriental 
cymbidium plants in Taiwan are cultivated under a two shade nets facility without 
rain-proof protection. However, many serious diseases such as leaf spot, anthracnose 
and pseudobulb rot have been occurred during raining season in summer which 
consequently results in the less acceptable quality of plants for export. A new 
cultivation system for oriental cymbidium using rainproof rolling blinds above the 
two shade nets has developed by the team of 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The results of this new cultivation system showed that the disease incidences of C. 
ensifolium and C. sinense was found decreasing than that of cultivation system with 
two shade nets only. Furthermore, with the rainproof rolling blinds protection disease 
incidences of the plants without pesticide spraying were found less serious than that 
of the plants grown under the two shade nets with pesticide spraying. In addition, no 
signifi cant difference on bud proliferation was found for these two cultivation systems.
In conclusion, an integrated disease management and cultivation system for oriental 
cymbidium using rainproof rolling blinds has been developed which is able to enhance 
quality of plants for exportation.

Key words: Chinese cymbidium, rainproof rolling blinds, diseas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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