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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水預措時機對菊花切花品質之影響 

許謙信 

摘  要 

目前菊花農民剪花後常以稻草包覆擱置於陰涼處，待剪花告一段落，集中載回家中，

再行除葉、分級、捆把，才行吸水。此操作方式易造成品質損失。本試驗針對菊花切花

剪取後，陰置失水至吸水預措間之間隔對品質之影響作一探討。菊花黃秀芳品種切花自

田間採收，經秤重後隨即插入水中，或將之置於陰涼處2、4、6小時後才插入水中，吸水

時間皆為4小時，調查不同採收後處理過程對切花失重及吸水後增重與蒸散量等之結果，

並探討其對切花品質及瓶插壽命之影響。菊花之切花失水量因陰置時間之延長增加。以

陰置6小時失水達3.36%為最多。插水後第一小時之切花增重變化，依直接插水，陰置2、

4、6小時處理各組之順序分別為0.42、3.14、1.95、及2.20%。插水後4小時，切花增重依

序為3.24、4.94、3.72及4.37%。直接插水處理之蒸散率，較陰置處理各組高，此種現象持

續至日後19天之瓶插壽命觀察試驗。各處理模裝箱包裝及運銷過程，依上述次序，插水

後19日之葉片黃化數依序為0、14.1、10.2、及6.3，各組間有顯著差異。花朵直徑則依序

為9.07、9.44、9.66及9.03。切花瓶插壽命依序為大於19日，10.9、12.2及16.7日。菊花採

收後至吸水預措間之陰置時間長短對品質有顯著影響，插水時機會影響切花增重、蒸散

量及品質，尤以葉片黃化現象差異甚大。採收後直接插水者有最佳之切花品質及壽命。 

一、前 言 

菊花為台灣第一大宗花卉作物，1996年栽培面積超過1,700公頃，全年度產量超過肆億

支，約佔全部切花產量之半。主要產區集中於彰化縣田尾、永靖地區一帶，另外嘉義及雲林

地區近年來亦推廣種植、冬季在屏東地區亦有栽培 (2)。菊花除了供應台灣花卉市場消費外，

每年亦外銷日本，外銷季節集中於12月至3月之冬季期作、最多曾外銷達5000萬枝切花以上。

然而因台灣栽培菊花之農民對採收後處理工作之忽視，外銷菊花之品質一直未能有效提昇，

不利於外銷市場之拓展，近年來外銷數量下滑至1000萬枝左右 (1,3)。自政府補助興建田尾現代

化包裝場後，花農及花商漸重視採收後處理之重要，切花外銷品質才有顯著改善 (5)。 

Johnston，Prince等人依據市場調查的反應，曾指出花卉的消費者普遍對切花品質不佳的

抱怨甚於其他服務之因素 (16,24)。Buys及Cours曾以栽培農戶、拍賣場、零售商及消費者等四階

段做了多種不同的採收後處理，結果發現農民第一階段的處理是否適當會直接影響到花到達

消費者手上時的品質。若是第一階段處理不好，切花到達拍賣場、零售商、或消費者手上後，

再利用任何保鮮劑處理，對切花品質的維持亦無明顯改善 (9)。採收後短時間內之吸水會成為

切花品質之關鍵。 

1台灣省台中區農業改良場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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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與方法 

(一)、自田尾菊花栽培區於1992年3月20日採收菊花(Chrysanthemum morifolium Ramat)

黃秀芳品種(cv. Yellow Shiou-Farn秀芳誇)，剪花時間約為上午9時至11時。切花花朵直徑在

3～4cm，切花剪取後，至田間陰涼處定長75cm，除去下部1／3葉片，稱重選擇50～70g之切

花枝後區分以下4組處理。 

(1)隨即插入水中(自田區剪取至插入水中約在10分鐘以內)。(2)以稻草簾遮蓋置於寮舍內

陰涼處2小時後，插入水中。(3)置陰涼處4小時後，插入水中。(4)置陰涼處6小時後，插入水

中。 

使用之水為市售之蒸餾水。攜回實驗室後秤重。實施室環境為室溫，無空調設備，光線

為自然室內散射光線，白天一般在1000 lux以下。秤量陰置各組之失水情形。陰置各組在插水

之前，剪取基部後插入水中。插水期間，以插水時之重量為基準每隔一小時稱重一次，計量

切花枝增重情形。各處理經吸水4小時後，包裝於紙箱內，於室溫下隔夜。第二天上午9時後

取出秤重。計量失重後，剪取一小段基部後插於水中，觀察瓶插壽命。每處理4重覆，每重複

取10枝切花之平均值計算。 

(二)菊花切花採自田尾產區，定長40cm，除去下部葉1/3，每3支為一把，每處理4重複，

插入三角瓶中吸水。依上述實驗分為四處理： 

(1)隨即插入水中。(2)置陰涼處2小時後，插入水中。(3)置陰涼處4小時後，插入水中。

(4)置陰涼處6小時後，插入水中。 

每處理4重複，依下述方式秤重並計算其蒸散率。 

A0：花枝重 

Bn：隔n小時後秤花枝重＋瓶重＋水重。N自0小時開始。依下列公式計算蒸散率 

n
0A

Bn1Bn
1T =−+= 小時內之蒸散率 

依此類推。並依此方法，每日稱量，計算逐日之蒸散量。各小時及各日之蒸散率依序累

加，可得累積蒸散量。 

三、結果與討論 

(一)採收後之失水及吸水預措對切花重量之影響 

切花自植株上剪取後，若不儘速插入水中，枝條葉片及花朵在短時間內即會喪失膨壓，

直接影響切花之品質。利用水分供給維持切花枝內水分之平衡對品質之維持甚為重要 (25)。Gay

及Nichols指出切花剪取後若放於溫室中，葉片的膨壓在3小時內急速下降，若是剪取後即置

於水中，可明顯改善失水現象 (12)。 

表一為不同吸水預措時機方式對菊花切花枝失重及增重之影響，從表一之數據中，採收

後陰置2、4、6小時，其水份重量損失，依序為1.75、2.10、3.36%，依時間之增加，失水量有

漸增之趨勢。但失水之平均速率則以採收後二小時內平均每小時失水量達0.88%為最高，採收

後四小時或六小時內平均為每小時失水0.53%及0.56%，陰置失水之速率隨採收後時間之延長

有漸減之趨勢。不同吸水預措時機處理下之切花插水後，第一小時之增重率以採收後陰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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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者增重最快為3.14%，採收後4小時及6小時之增重率次之，採收後直接插水者第一小時之

增重率最低，只有0.42%。在分別吸水4小時後，亦以採收後陰置2小時者增重最多達4.94%，

採收後直接吸水者僅達3.24%，且各組間經多變域分析，差異達5%顯著水準。 

表一. 不同吸水預措時機對菊花切花枝重量變化之影響 （單位：%） 

處理 

陰置時間失水重 吸水預措時間增重 

陰置時 

間總量 
每小時平均 吸水1小時 吸水2小時 吸水3小時 吸水4小時 

即時吸水 ----- ----- 0.42 1.76 2.44 3.24c 

陰置2小時後吸水 1.75 0.88 3.14 3.87 4.55 4.94a 

陰置4小時後吸水 2.10 0.53 1.95 2.77 3.54 3.72bc 

陰置6小時後吸水 3.36 0.56 2.20 2.77 3.68 4.37ab 

註：數據後英文字母相同者依 Duncan’s變域分析 5%水準沒有顯著差異 

 

Mayak曾指出，切花採自田間，經短暫失水後，再插入水中，花枝吸水後可以達到原來

之重量。些微失水的切花，與未失水的切花，在吸水後，其重量沒有差異。但是失水再復水

之切花枝對於日後品質之下降及切花枝後來水含量之下降則有影響 (21)。 

(二)吸水預措對切花壽命之影響 

 

圖一、不同吸水預措時機處理菊花瓶插 19日後切花及葉片品質。自右而左，依序為即時吸水，

陰置 1、2、4、6小時後吸水，各組吸水 4 小時後裝箱，隔日瓶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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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切花壽命之主要因素往往是切花各器官組織間的水份平衡及萎凋現象之發生，並非

肇因於切花自然老化的生理作用 (25)。水份的平衡不是單一因子形成，但是常用為判斷切花品

質或預測瓶插壽命之重要指標 (13,21,23)。圖一為處理各組裝箱隔夜後之菊花切花，插入水瓶中

19日後各處理切花瓶插品質觀察。依圖中所示，剪取後隨即插水之處理，切花瓶插19日後仍

保持全株葉片為綠色，而陰置1或2小時再吸水之切花枝，其下部葉多己黃化，失卻觀賞價值。

至於陰置4或6小時者，下部葉雖有部份黃化，但黃化現象較陰置1或2小時者輕微。觀察其花

朵，除剪取後隨即插水者花朵開張較小外，其他四組並無顯著差異(表二)。菊花切花帶有多

數葉片，為觀賞價值之指標，3月上旬為本省外銷日本之主要季節，在經長途運輸後，於日本

開箱時，葉部黃化常為品質優劣之重要因素之一。本試驗在此一季節針對葉片黃化之現象，

做為品質判斷之指標。而各組之瓶插壽命依處理別，直接插水者大於19天，陰置後插水各組

分別為10.9、12.2、16.7天。依據本試驗之結果，切花枝插水時機對切花枝重量增加，不同處

理之間雖有差異，但直接插水與陰置二小時後再插水，其吸水四小時後之切花重量差異並不

大，但是瓶插試驗之切花品質卻有極明顯之差異。本試驗之結果亦與Mayak之結論相同。 

表二、不同吸水預措方式對菊花切花枝切花壽命之影響。 

處理 
瓶插19日後切花品質 

葉片黃化數/枝 花徑（公分） 瓶插壽命（天） 

即時吸水 0.0d 9.07c >19.0a 

陰置2小時後吸水 14.1a 9.44b 10.9d 

陰置4小時後吸水 10.2b 9.69a 12.2c 

陰置6小時後吸水 6.3c 9.03c 16.7b 

註：1.數據後英文字母相同者依 Duncan’s變域分析 5%水準差異不顯著。 
2.下部葉片黃化達 5片以上者認定為瓶插壽命結束。 

 

(三)吸水預措時之切花蒸散量 

圖二為不同處理之菊花切花插水後，測定單位時間蒸散量之結果，由圖中可知剪取之切

花枝，即插入水中時，其2小時內蒸散之重量約為切花重量之4.5%，而陰置2小時、4小時或6
小時才置入水中之切花枝，相同時間內其蒸散量僅約切花重量之1.5%，而且隨時間之增加，

蒸散之累積量差異增大(圖三)。 
切花枝剪後插入水中，其切花枝總吸水量實際為切花枝蒸散作用散失之水份及吸水後切

花枝本身增加重量之總和。 (22)。植物之蒸散作用有降低植物組織溫度之功能，蒸散作用之減

低有可能導至植物體溫度之上升 (19)，溫度高會使呼吸作用因而加速，導至切花之加速老化 (4)。 
採收後直接插水有助於蒸散作用之正常持續進行，在插水後之最初4小時內觀察到非常

高之蒸散量，對採收後初期之呼吸作用及維持其他生理作用之正常進行具有很重要之影響。

採收後陰置2小時之切花因為失水，可能導致氣孔關閉。而氣孔之開閉對蒸散作用有直接之影

響 (20)。當失水之切花重新吸水時，切花枝雖有吸水作用，卻未能完全滿足氣孔重新張開之條

件，影響到重新插水後之蒸散作用速率，使直接插水者與其他陰置各組對於蒸散作用之差異

量非常明顯。切花枝直接插水者其總吸水量較陰置後才吸水之各組為高，但因蒸散作用之順

利進行，使得切花枝本身最初3小時之增重反而比陰置2小時再插水者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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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吸水預措時機對菊花切花每小時蒸散率之影響 

 

圖三、吸水預措時機對菊花採數後當日累積蒸散率之影響 
 

(四)不同時機吸水預措對瓶插切花蒸散量之影響 

經裝箱隔夜後，觀察瓶插壽命並調查逐日之蒸散累積量(圖四)，發現直接插水之切花，

蒸散量較陰置2小時者為多，且差異逐日增加。而陰置4小時或6小時者，其每日累積蒸散量最

少。觀察逐日之累積蒸散量，發現採收後隨即插入水中之蒸散量，在插水之最初幾小時內較

陰置各組為高，而且逐日之蒸散累積量，差距亦逐漸擴大。正常之蒸散作用進行有助於組織

內細胞代謝之正常運作。這種蒸散作用的差距跟切花的瓶插壽命有直接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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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不同吸水預措時機下菊花瓶插期間 22日之累積蒸散率 

 

 

菊花切花剪取後可以很快的再吸水，但是如因鮮花在乾的情況下過久再吸水時，吸水之

速度會明顯遲緩。Durkin建議鮮花切取後應儘速置入水中吸水，待花及葉片恢後膨壓後，再

置入保鮮劑中會有較佳之結果 (11)。在含有蔗糖及8-HQ鹽之保鮮劑下，切花之吸水量與蒸散量

會降低 (15,18)，切花採收後之呼吸作用依序下降可分為6個階段，第一階段為高呼吸率期，其次

為因失水導致氣孔關閉呼吸率下降期，第三為氣孔關閉後因體內二氧化碳濃度累積形成低呼

吸率期，而後三個階段為蛋白質等細胞質呼吸之一系列作用開始進行，導致植物細胞走向老

化及死亡 (10)。呼吸率之下降是伴隨在氣孔逐漸關閉之後 (17)對於陰置4小時及6小時之切花，其

葉片19日後較陰置2小時者為佳，由蒸散作用累積量之圖形，後者可能因細胞內代謝速率已降

低經某一低點，而傾向老化之情況較慢。而陰置2小時處理可能因為呼吸作用仍在高點，而導

致趨向老化之速率較快。切花採後直接浸入保鮮劑，對於切花採後初期需要之大量蒸散以降

低田間熱之原則不符。切花採後應先吸水4至5小時，待蒸散作用降至穩定低點後，再採用保

鮮劑之兩段預措方法較能維持切花品質。Halevy等指出菊花若要經低溫貨櫃下長期運輸時，

在緊蕾的情況下，其鮮花壽命會較短，而且花朵之開放直徑會較已開的花略小 (14)。本省採收

緊蕾期之菊花外銷日本，因採後處理之不當，切花之高溫及高呼吸率可能使花朵滿開，但其

葉片卻因大量黃化而喪失觀賞價值 (8)。適當之吸水時機可以維持切花葉片品質，但花朵之開

放直徑略小，此種現象要由延後採收適期或吸水後應用添加蔗糖之保鮮劑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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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of Timing of Re-hydration and Qualtiy 

of Cut Chrysanthemum 

Chian-Shinn Sheu1 

Abstract 

Post-harvest of cut chrysanthemum in Taiwan was a matter of concern for export or 

local flower markets. In general, cut flowers that were harvested from field were put in a 

shading condition several hours before re-hydration. Results of this experiment discussed 

the effect of timing of re-hydration on qualities of chrysanthemum cut flowers. 

Cut chrysanthemums (cv. Yellow Shou-Farn) were cut from field and then were 

treated to re-hydrate in 10 mins, or put in a shading condition 2, 4, or 6 hrs, and then had 

bee rehydrated. Flowers of all four treatments were re-hydrated in dist. water 4hrs. 

Increasing weight and transpiration of cut flowers were investigated. Water loss of cut 

chrysanthemums were 1.75, 2.10, and 3.36% after 2, 4, and 6hrs, in a shading condition, 

respectively. Increasing weight of flowers that were rehydvated in 10 mins, and 2, 4, 6, 

hrs. shading treatments were 0.42, 3.14, 1.95 and 2.20% in first hour. After 4 hrs. water 

absorbtion, weight of flowers were increased 3.24, 4.94, 3.72 and 4.37%. Transpiration of 

flowers that were re-hydrated in 10 mins, was higher than the other three treatments. This 

phenomenon was also observed till 19th day continuously. 

Flowers of each treatment were packaged, After a 4 hrs. re-hydration treatment, then 

boxed and laid overnight as usual marketing process. Vase life of rehydration is 10 min 

was over 19 days. Vase life were 10.9, 12.2, and 16.7 days of 2, 4, and 6 hrs, in the 

shading treatments. Number of chlorosis leaves were 0, 14.1, 10.2, and 6.3, and flower’s 

diameter were 9.07, 9.44, 9.69, and 9.03 cm on 19th day, respectively. 

Qualities of cut chrysanthemums were affected by timing of rehydration, especially 

the chlorosis of leaves. Transpiration rate was a factor related this phenomenon. It was the 

best that flowers re-hydrated immediately after cut from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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