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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蕙蘭是幾種人工栽培進行商業推廣的蕙蘭屬植物之統稱。臺灣栽培蕙蘭屬植

物之歷史始自清代早期移民，發展至今已成為每年外銷韓國大陸達數千萬芽，金

額數億元之重要花卉產業。蕙蘭屬植物雖然可以實行人工交配播種繁殖，但產業

界為維持每一品種之園藝特性還是以無性分芽為主要繁殖方式。此一無性繁殖特

性也造就了現今病毒病在蕙蘭品種上感染普遍的現況，成為產業上亟需克服的重

要課題。本文描述了本省蕙蘭上發生普遍之病毒種類、生物特性與其傳播方式。

也收集了國際上所報導可能發生於蕙蘭屬植物之病毒資訊，以供讀者參考。同時

也根據台灣蕙蘭產業的栽培現狀，討論病毒病之發生生態，並且就病毒病之管理

策略提出建議，希望有助於業者在例行栽培作業上之應用。

關鍵字： 蕙蘭、病毒病害、防治

前言

蕙蘭之栽培為我國長年文化薰陶下的資產，臺灣在清代時期即有栽培蕙蘭的

紀錄。而臺灣本島各地山區本來就蘊藏豐富的蕙蘭屬植物資源，在與大陸政治隔

絕的數十年間，臺灣獨自發展出蕙蘭玩賞與企業化栽培之二種產業模式。前者以

「藝蘭」或「蘭藝」號稱，栽培者以追求葉部新奇藝相變化為目標，透過商業炒

作哄抬價格，在此道最盛之時期，一個新奇品種的營養芽可以高達數千萬台幣之

價位。這種幾近於不正常的商業行為在過去十年間隨臺灣經濟景氣之下滑已幾近

沒落。然而對岸的大陸卻在同一時期下因為經濟的爆發，正歷經與臺灣過去雷同

的國蘭瘋。近年來兩岸蘭友甚至產生密切的往來交流，部分臺灣蘭友因應時代所

趨，也開始大量收集栽培大陸蘭友較為欣睞的花蘭或小葉型國蘭。目前臺灣國蘭

界景氣似有回春之勢。另外一種栽培模式則以一般觀賞用途品種外銷韓國為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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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量產模式(俗稱粗蘭栽培)。近三十年來伴隨韓國經濟之發展，韓國人傳統對於

高級送禮用之蕙蘭需求極為穩定，因而扶植了幾個以粗蘭栽培外銷為主的產區，

如嘉義梅山、竹崎、南投埔里、魚池及台中東勢等。但近十年來韓國消費者也受

到蝴蝶蘭等以觀賞花朵為主軸的國際趨勢影響，在傳統國蘭的消費量上出現壓抑

的現象。臺韓兩國業者為延續此一產業之命脈，採取求新求變的策略，逐漸捨棄

過去以植株姿態及花藝為欣賞主軸的傳統品種，引進了許多兼具葉部藝相變化及

花藝之品種，且在外銷植株的高度上做了許多限制，對國蘭病毒病的篩選品管上

也愈趨嚴格，造成我國粗蘭外銷產業一直面臨無止盡的挑戰。基本上不管藝蘭或

粗蘭都是屬於蕙蘭的不同品種，由於台灣的自然環境十分適合蕙蘭之生長，加上

栽培者一向擁有精良的技術，因此不管藝蘭或粗蘭都極適合臺灣發展為特色的產

業。只是必須注意的是病害發生與防治的問題，尤其是病毒病的感染無法在事後

加以治療，必須以預防的方式面對。傳統上蕙蘭的繁殖以無性分芽方式為主，

因此母株若感染病毒，其後代所有子芽都會產生病徵且逐漸衰弱，而且無法挽

回。因此病毒之預防對蕙蘭而言，比其他蘭花產業更為重要，因為其他蘭種透過

交配授粉實生播種後，其子代實生苗可以免於病毒感染，但蕙蘭實生繁殖後會發

生品種特性的改變，業者為維持品種特性的固定，加上實生苗之繁殖遠較分芽苗

耗時，故蕙蘭栽培業者鮮少嘗試實生繁殖。許多商業品種由於長年以分芽方式繁

殖，造成病毒病之感染普遍而嚴重。栽培病毒感染嚴重的分芽苗，在採收外銷時

常因病毒品管之篩選，合格率偏低而明顯影響栽培者之獲利空間。因此我國未來

蕙蘭之產業發展必須針對病毒病的感染發展出一套可以提升外銷分芽苗合格出貨

率的栽培管理模式，才能提升栽培業者之獲利，穩住蘭農之信心，讓臺灣之蕙蘭

產業獲得永續發展的利基。

內容與討論

我國蕙蘭上常見之病毒

一、蕙蘭嵌紋病毒 (Cymbidium mosaic virus)，簡稱CymMV。

(一)病徵 
單獨感染CymMV之蕙蘭屬植株最常見之病徵為葉片上產生與葉脈平行

之條紋或條斑，條紋或長或短，明顯黃化或僅呈現退綠情形。嚴重者條紋呈

現褐化壞疽，甚至伴隨組織凹陷。病徵之嚴重與否與蕙蘭之品種有關，有些

品種極易產生壞疽條紋或斑點(spots)，有的品種甚至在花朵上也會出現壞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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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部分品種壞疽條斑僅出現於葉片下表面，而不發生於上表面，因此常被

栽培者誤認為真菌感染所致。另外CymMV常會與另一個病毒(ORSV)複合感

染同一蘭株，此情形對蘭株會產生相乘效果(Synergistic effect)，而呈現較為

嚴重之病徵，尤其容易產生組織壞疽情形。

(二)病毒特性

CymMV為馬鈴薯X 屬(Potexvirus)病毒。根據文獻報告Potexvirus病毒

群中只有馬鈴薯X病毒 (Potato virus X )與CymMV有部份之血緣關係，而

CymMV是唯一發生於蘭科植物之potexviruses，因此在鑑定上並不致於有太

大困擾。CymMV被認為是全球各地人工栽培蘭株上發生最普遍之病毒，根

據Zettler 等之報告，至少有30種蘭屬植物曾經被發現遭受CymMV之感染，

當然也包括我們所俗稱的蕙蘭或國蘭。Zettler等也發現上述蘭花均屬人工栽

培一段時間之蘭株，彼等並發現在這些蘭屬之639株野生蘭株中未有任何病

毒感染之情形，顯見病毒之感染與人工栽培有密切關係。利用人工接種方

式CymMV也可以感染藜科、豆科及茄科植物，但是其天然寄主仍以蘭科植

物為主。 CymMV之病毒形態為絲狀易彎曲顆粒，長度約 415-475 nm，寬度 
13-18 nm。

(三)傳播方式 
跟其他Potexvirus 屬病毒一樣，CymMV並無任何專一性媒介昆蟲，由於

性質穩定可以在細胞外長期存活而污染栽培作業環境，然後再藉由機械性傷

口傳染至健康蘭株。病毒可透過病株之汁液污染操作工具，盆缽，植床、栽

培介質，栽培者之手部、甚至灌溉水然後藉由蘭株之傷口入侵而感染。另外

病株與健康植株間之摩擦接觸也可造成傳播現象。當然最有效的傳播方式乃

藉由國蘭之分株繁殖，由染病的後代芽體持續傳播。另外近年來許多國蘭已

經可以藉由分生組織培養技術大量增殖幼苗，如果繁殖親本已經遭到感染，

分生組培的結果，所有增殖之後代分生小苗將全數帶毒。

雖然截至目前為止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有專一性媒介昆蟲可以傳播

CymMV，但是2010年Allen以實驗證明澳洲蟑螂(Periplaneta australasiae)可
以在咬食文心蘭葉片的過程中，成功在蘭株間傳播CymMV與ORSV。這是咀

嚼性口器之昆蟲首度被確定可以在取食危害蘭花的過程中傳播病毒，此文獻

釐清了過去長年來蘭花栽培者對於咀嚼性昆蟲可否傳播CymMV與ORSV的質

疑，顯示所有可能造成機械性損傷的昆蟲(包括蟑螂、螞蟻、蚱蜢等)甚至老

鼠及軟體動物如蛞蝓及蝸牛等蘭園常見的生物，都有可能造成病毒在蘭株間

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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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CymMV之診斷與檢測

多數蕙蘭品種感染CymMV後初期經常表現伴隨葉脈平行之黃化長條

紋，但後期常會出現褐色壞疽條斑，葉肉凹陷，此特性可以作為診斷之依

據。但病徵之表現與品種之特性有關，有些品種縱使感染CymMV也不會在

每一個新芽上表現病徵，甚至有隔代出現病徵之現象。比較粗壯的品種例如

山川報歲或金華山等，縱使感染病毒只要栽培環境良好，施肥適當，其病徵

通常極為輕微不易肉眼辨識。這些品種只有在栽培者忽略換盆、施肥或澆水

而導致生長失調時才會展現較明顯病徵。但對於敏感性品種如四季或觀音素

心等而言，植株感染病毒後經常會表現明顯病徵而加速植株之老化與衰敗。

因此仰賴病徵之表現作為判別是否感染病毒之依據並不可靠。延遲或錯誤之

診斷常會導致病毒之擴大流行，故應配合其他更敏感之方法進行檢測方為上

策。目前廣泛應用於CymMV檢測之方法包括

1. 酵聯抗體檢定法(ELISA)；此技術乃針對病毒的鞘蛋白作為檢測之對象。

目前為植物產業界應用最普遍的病毒檢定法，具有快速、敏感、經濟、重

現性高的優點。可以應付樣品數量達到數百個以上的作業需求。 
2. 免疫試條法(Immuno-strip test)；此法乃利用與奈米金顆粒結合之抗體，可

以在極短的時間內與感病植株汁液內之病毒反應，而於試條上產生肉眼可

辨識的條帶。此法簡單易行，尤其適合已呈現病徵植株之病毒種類之快速

判別。但因敏感度稍差，對於病毒濃度低之樣品會有漏檢之可能。

3. 核酸檢查法；此法乃以病毒核酸為檢測之對象，常用的方法包括RT-PCR
及生物晶片法，此二方法均已在本實驗室發展成熟並實際應用當中。本

實驗室更已發展出可以於單步驟同時檢定ORSV及CymMV的多目標型

multiplex RT-PCR及生物晶片技術。

二、齒舌蘭輪斑病毒 (Odontoglossum ringspot virus)，簡稱ORSV。

(一) 病徵 
蕙蘭類蘭花感染ORSV後最常見之病徵為葉部產生黃化斑塊，斑塊形狀

不規則，或長或短，但很少是像CymMV所造成的長條型條紋斑。ORSV的

病徵與CymMV最大的不同在於ORSV單獨感染的蕙蘭通常不會產生壞疽型病

徵。部份寬葉報歲蘭品種感染ORSV後其葉緣有向外捲的情形。一般而言，

ORSV在大多數蕙蘭品種上所造成之病徵較CymMV者輕微，對植株之影響也

較少。但少數較敏感品種單獨感染後仍然可以形成嚴重病徵。此外ORSV與

CymMV複合感染同一株蕙蘭時病徵會比單獨感染者嚴重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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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病毒特性

ORSV屬煙草嵌紋病毒屬(Tobamovirus)，最早是由Jensen & Gold 於1951
年在美國Odontoglossum grande上所發現。其後有關之報導持續不斷，目前

與CymMV並列為蘭花上發生最普遍之病毒。據判斷其分佈應已遍及全世界

各地商業生產之蘭園。自然界寄主以蘭科植物為主，至少有20種蘭屬被證

實可以感染ORSV。在蕙蘭方面幾乎所有常見之品種都可能遭到ORSV之感

染，不過常見病例為四季蘭、素心蘭及報歲蘭。除蘭花外ORSV尚可經由人

工接種方式感染藜科及茄科等植物。ORSV之病毒形態為典型之直硬桿狀顆

粒，長度 300 nm，寬度 18 nm。

(三)傳播方式 
ORSV之傳播方式與CymMV完全相同。不過ORSV之穩定性更高，在細

胞外可以存活的時間較久，因此很容易污染栽培環境、工具甚至栽培者之衣

服與手部，再透過傷口感染其他蕙蘭植株。雖然ORSV也缺乏特定的專一性

媒介昆蟲，但ORSV應該也可以藉由咀嚼型口器之昆蟲或生物，在咬食蘭花

的過程中傳染。

(四) ORSV之診斷與檢測

多數蕙蘭品種感染ORSV後之病徵主要為黃化或透化斑塊，此種黃化病

徵尤其在俗稱「前路」的新生芽上較容易判別。這些斑當芽體逐漸成熟葉綠

素加深後會逐漸不明顯。ORSV產生的黃化斑後期不會出現壞疽甚至葉肉也

不會有明顯的凹陷，此特性可以作為區分CymMV之依據。蕙蘭病徵之表現

與品種之敏感性有關，較強壯之品種如山川報歲或金華山等，縱使感染病毒

只要栽培環境良好，施肥適當，其病徵通常極為輕微不易肉眼辨識。但是若

栽培管理失當導致生長失調時就可能展現明顯病徵。因此仰賴病徵之表現作

為判別感染之依據並不可靠。延遲或錯誤之診斷常會導致病毒之擴大流行，

故應配合其他更敏感之方法進行檢測方為上策。致於ORSV檢測之方法可參

考前述CymMV之檢測部分。

三、其他可能發生於蕙蘭之次要病毒

根據日本岡山大學井上誠信教授在蘭花病毒(Viruses of Orchids)書中所述，

除了上述兩種不僅在蕙蘭甚至在所有商業量產蘭花種類上都是發生最普遍影響

最嚴重的病毒外，總共還有七種病毒有感染蕙蘭的記錄，這七種病毒中有五種

發生於日本的蕙蘭上。只有Tomato ringspot virus (TomRSV) 被記錄發生於美國，

另外Cymbidium ringspot virus (CymRSV)則發生於英國及歐洲，這兩種病毒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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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在俗稱大花蕙蘭(虎頭蘭)上被發現。至於東方型蕙蘭則可能沒有此二病毒的發

生記錄。此七種病毒中Orchid fleck virus (OFV)可能是對東方型蕙蘭最具威脅性

的病毒，它最早在日本被發現而報導，後來陸續在巴西、德國、哥斯大黎加、

澳洲及南非等地被發現。OFV在蕙蘭上可以形成極為嚴重的黃化及壞疽斑點病

徵，對植株之生育影響極大。OFV最特殊之處在於藉由加州偽葉蟎(Brevipalpus 
californicus)所傳播，此蟲在臺灣也有發生之記錄，因此萬一OFV入侵臺灣蕙蘭，

很可能可以立足並且造成嚴重危害。另外Calanthe mild mosaic virus (CalMMV)、
Cymbidium mild mosaic virus (CymMMV)及Cymbidium chlorotic mosaic virus 
(CymCMV)等三種病毒乃在日本東方型蕙蘭上被發現，可能是侷限於感染蕙蘭類

植物的病毒。其中CymMMV也曾在韓國被發現。基於臺日韓三國間蕙蘭品種之

交換頗為頻繁，確有不慎引入此三種蕙蘭病毒造成產業困擾與經濟損失之疑慮。

業者在與日韓進行蕙蘭品種交流過程中，必須謹慎處理。另外根據井上教授之

研究在康乃馨等花卉作物上發生極為普遍，且已被證實在台灣發生之Carnation 
mottle virus (CarMV)也可以感染蕙蘭類植物，此病毒性質極為穩定，除可藉由機

械傷口傳播外，可以污染栽培環境包括灌溉水及土壤或栽培介質。臺灣雖未有此

病毒危害蕙蘭類植物之報導，但仍應注意防範，尤其蕙蘭業者切勿引進康乃馨切

花或盆花進入栽培環境中，以避免此病毒之危害。筆者過去的研究結果顯示，本

省進口自歐洲的康乃馨苗經常會帶有CarMV病毒，因此康乃馨與蕙蘭最好不要栽

植於同一環境中，以避免病毒之相互傳染。

蕙蘭病毒病發生生態  

報告指出在野生蘭株中未發現有任何病毒感染之情形，因此推測蘭花病毒之

發生與人工栽培有密切關係。到底最初蘭花病毒從何而來已無法追究，但病毒廣

泛存在全世界各地蘭園卻是無法否認之事實。顯示蘭花病毒之普遍發生與人工栽

培時所採取的無性繁殖方式有絕對密切之關係。蕙蘭之栽培過去一向以無性分芽

繁殖為主，病毒之傳播主要靠母本之垂直傳染至子代的營養芽。當然營養芽栽培

過程中相互的葉片摩擦，或人為的接觸傳染也可能造成病毒之入侵，但筆者之觀

察過去蕙蘭栽培者常會在分芽過程中集中篩選，甚至浸藥處理，這樣子的處理方

式最容易導致植株間相互的摩擦擠壓，提供病毒藉由傷口入侵的最佳機會，這應

該是蕙蘭受到病毒廣泛傳染之主要途徑。

另外許多蕙蘭玩家喜歡將植株種植在高級美觀之盆具上，這些盆具經常重

複使用，甚至有些人會將栽培過之介質如珍珠石、日本石甚至蛇木屑重複使用，

這些介質上很可能殘留前一感病植株之病毒，而在重複使用時將病毒傳到其他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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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許多玩家甚至喜歡運用各種方式清洗蕙蘭蘭株之葉片，使之光亮閃爍以凸顯

其精緻與價值。然而清洗過程中所使用之海綿或絨布便成為傳染病毒之有效媒

介，此類海綿或絨布若不拋棄，重複使用之結果常會造成病毒嚴重與廣泛之散

佈。

近年來產業界與學術界已經發展出無菌組織培養技術可以大量繁殖蕙蘭種

苗，尤其是利用無菌播種繁殖實生苗的部分更加成熟。但根據國內過去蝴蝶蘭無

菌播種實生苗的經驗，若供應授粉果莢的母本已經感染ORSV或CymMV等病毒，

在播種過程中是有可能將病毒傳播到後代的實生苗，雖然感染率不會達到百分之

百，但也確實可以讓部分實生苗在移出組培瓶後即成為帶毒幼苗。而這些帶毒幼

苗未來栽培後即成為造成進一步傳播的病毒來源。尤其蕙蘭種子萌發後會先形成

俗稱龍根之根莖(rhizome)，根莖可以透過適當的培養技術大量增殖，根莖也可以

被誘導成為芽體，切取這些芽體培養後可以形成小苗，小苗可以在適當的培養基

下由基部進一步誘發芽體發生，形成所謂芽長芽(multiple shooting)的繁殖模式。

這種繁殖模式可以產出大量同一性狀的分生苗，當然也可以產出全面帶有相同病

毒的分生苗。因此必須在龍根進入芽體誘導前，或者是在小苗進入芽長芽模式前

進行病毒檢測確認無病毒感染後才能大量繁殖，否則快速的組培繁殖技術將更是

蕙蘭病毒全面發生之重要途徑。若採用分生組培繁殖策略，切取蕙蘭基部腋芽進

行培養，建立芽長芽的分生繁殖模式時，必須透過檢測技術篩選出無病毒感染之

母株才能進行分生繁殖，否則將造成繁殖之分生苗全面帶毒。

蕙蘭病毒病之防治對策

一、建立無病毒蕙蘭種苗繁殖體系

利用病毒檢測技術篩選無病毒母株，以進行分生組織培養，大量繁殖無病

毒苗，乃解決大多數作物病毒病所採取之策略。但是對於不同繁殖特性之植物必

須有所調整，才能真正符合產業界之需求，達到解決病毒病之目標。過去農業界

經常誤解只要能藉由組織培養大量繁殖種苗，即可在實務上應用成為無病毒種苗

之主要甚至唯一的繁殖模式。但事實上近百年來許多作物所建立的有效無病毒

苗繁殖模式中，組織培養通常只被應用於初期少量無毒親本之快速增殖階段，當

無毒種源親本個體增殖到特定數量後，其後續之量產繁殖通常會考慮採取最適合

該作物的慣行傳統增殖法，以降低生產成本或者縮短培育時間。以馬鈴薯為例，

組織培養只應用在特定無病毒種源之初期增殖階段，當此階段之種源繁殖到一定

數量(例如數百或數千個體)後，其後續之增殖則以馬鈴薯傳統慣行之種球繁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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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且將繁殖流程規劃於不同管理模式或階段下進行(例如G1-G3)，一方面分

散感染風險，一方面也著眼於降低生產成本及加速繁殖成商業種球所需之時間。

若馬鈴薯之種苗繁殖一味採用組織培養，則其所需之繁殖成本與養成至栽培農民

可用之種球所需之時間都遠高於傳統慣行之種球繁殖法。因此在設計建立蕙蘭無

病毒種苗之繁殖系統時，也必須充分考量實務操作上的可行性。個人認為以臺灣

蕙蘭現階段的生產慣例而言，應該要建立一個供應無病毒營養分芽苗的專業栽培

場，這個場只供應無毒營養分芽苗而不提供外銷用帶花梗苗，因為生產營養分芽

苗與生產帶花梗苗所涉及的流程與栽培技巧有所差異。生產無毒營養分芽苗時必

須全程避免發生機械傷口所可能造成的病毒傳播，因此盡量減少分芽次數，最好

等到滿盆時做一次性分盆。由於目標為生產營養芽，因此可以採取多項措施刻意

促進營養芽的分櫱，甚至抑制花芽分化以減少養分消耗。時下用在促進葉藝變化

的藥劑處理，對芽體的分化似乎有抑制的作用，因此生產營養分芽苗時應該避

免。這種生產場可以由個別花農各自建立，但必須與生產花梗苗的設施分開隔離

操作，以避免發生相互間的病毒傳染。無病毒苗場亦可由專業農民負責，只培養

供應不同品種之無毒營養芽，而不涉及帶花梗苗之外銷業務。未來甚至可以透過

適當的官方驗證及輔導，確保其無病毒感染的可靠性。至於生產外銷用帶花梗芽

的生產場，由於其花株分切銷售之頻率較高，故感染病毒之機率也相對提高，加

上藥劑與肥料的施用要領也顯著不同於營養芽之生產，因此兩者分開操作較為合

宜。

二、生產蕙蘭商業苗之病毒管理模式

1. 生產外銷用蕙蘭之栽培場其苗株之來源最好能由專業的無毒營養分芽苗

生產場供應。若由自家所生產之帶花梗苗外銷分株後保留繼續種植，則

需考量帶病毒比率，若帶毒率仍低，則可繼續保留栽培。假設感染比率

已經偏高，以致影響後續栽培品質時，應考慮全面更新種植確認之無病

毒分芽苗。

2. 更新種植無病毒分芽苗時最好採用全新之盆具與介質，若一定要重複使

用栽植過的盆具或介質必須用0.5%之市售漂白水浸泡至少五分鐘以上，

並經清水充分洗滌後再使用。

3. 分芽移植時避免將所有植株置於同一容器內浸泡藥劑。

4. 避免過度密植，徒增植株間發生磨擦造成機械性傷害之機會。工作人員

應避免管理時任意碰觸蘭株，且應拒絕來訪參觀者觸摸蘭株。

5. 隨時注意蘭株之生長情形，若發現異狀迅速加以隔離避免其接觸其他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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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移出過程中需絕對避免碰觸其他植株，最好以報紙包覆後再移動

之。

6. 澆水時避免過度激烈沖刷，徒增植株間葉片磨擦受傷機會。

7. 避免立體式栽植，或使灌溉水有在不同植株上相互傳染之機會。

8. 蕙蘭分芽過程中若有使用刀具應加以消毒，每分切一株後即更換刀具，

避免傳染。刀具消毒的方法可參考下列的說明。平常栽培管理時筆者建

議事先以高溫消毒之方式準備大量刀片置於工作袋中，由工作人員隨身

攜帶，必要時可隨時取出應用，但仍須把握避免重複使用同一刀具於不

同蘭株之原則。使用過之工具可回收消毒處理後再用。

9. 常用之工具消毒方法有如下幾種：

(1)乾熱消毒法：利用烘箱在180℃至少維持1 小時以上。 
(2)濕熱消毒法：以沸水煮沸至少15 分鐘。 
(3)火焰消毒法：將工具上接觸過植物汁液之部位以火焰燒烤至少10-20

秒。 
(4)化學藥品消毒法：以5 % 氫氧化納(NaOH)或3 % 磷酸三鈉(Na3PO4)溶液

浸漬至少1分鐘。如果使用0.5%次氯酸鈉(即稀釋十倍之漂白水)則需浸

漬至少1分鐘以上，且以新鮮配製之溶液效果較佳，置放愈久則處理之

時間需加長，配製隔夜後不得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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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us Diseases of Oriental Cymbidium and Their 
Management Strategies

Chin-An Chang

Abstract
Oriental cymbidium is the general term for some artifi cially cultivated cymbidium 

plant species for ornamental purposes.  Cymbidium cultivation for Taiwanese people 
as a hobby started in the early stage of Ching Dynasty and developed slowly but 
sustainably since then.  Presently, Taiwan exports several millions of cymbidium 
plants annually to Korea and also Mainland China.  The amount of money earned 
from the export covers several hundred million NT dollar per year.  Although oriental 
cymbidium plants can propagate themselves through crossbreeding and seeding, but 
the major propagation means in current cymbidium industry is by vegetative budding 
or shooting.  This characteristic makes the virus diseases become the dominant 
disease during the cultivation, which is considered as the most urgent obstacle for this 
developing ornamental business.  In this article, we collected information about viruses 
occurring in oriental cymbidium in Taiwan and their biological properties including 
symptoms and mode of transmission.  We also collected information about those 
viruses once reported to infect cymbidium plants in other countries.  This information 
is to alert the importance of virus diseases in the cultivation of oriental cymbidium 
and address how the viruses can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cymbidium industry.  
Recommendation of control strategies on oriental cymbidium virus diseases is given 
and discussed in detail in this article.  These suggestions hopefully will be benefi cial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cultivation industry of oriental cymbidium in Taiwan.

Key words: oriental cymbidium, virus diseases,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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